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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无抗风肋条的高抗风性 PVC 卷

帘快速门 

 

 

（57）摘要 

     一种无抗风肋条的高抗风性 PVC 卷

帘快速门，涉及一种软卷帘电动门，采用

驱动器、门轴、卷筒、PVC 门帘、链轮及

弹簧等部件构成，门轴与卷筒固定联接，

PVC 门帘与卷筒固定联接，弹簧套装在门

轴上，弹簧两端分别与同侧的链轮和卷筒

辐固定联接，链轮与门轴通过内轴承联

接。由于 PVC 门帘始终处于张紧状态，所

以 PVC 门帘能够很紧固。本实用新型有效

解决了现有 PVC 卷帘快速门抗风能力差、

运行噪音大、硬性磨擦、不能手动开启和

关闭等缺陷，受力均匀，抗风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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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一种无抗风肋条的高抗风性 PVC 卷帘快速门，其特征在于：它由驱动器、

门轴、支撑架、卷筒、卷筒辐、PVC 门帘、链轮、定滑轮、弹簧、横梁、门框

和钢丝绳构成，其中支撑架、卷筒辐、链轮、定滑轮、弹簧和门框分为左右两

组，门轴通过卷筒辐与卷筒固定联接，PVC 门帘与卷筒固定联接，弹簧套装在

门轴上，弹簧两端分别与同侧的链轮和卷筒辐固定联接，链轮与门轴通过内轴

承联接，门轴与支撑架通过外轴承联接，驱动器与门轴固定联接，横梁与 PVC

门帘的底部固定联接，定滑轮与同侧的门框的底部固定联接，钢丝绳的一个端

头与横梁的端头固定联接后，通过定滑轮折返向上与链条的一个端头固定联

接，链条啮合在对应的链轮上，链条的无联接端头自由悬垂。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 PVC 卷帘快速门，其特征在于：通过链轮给对应的

弹簧加力的方向，是卷筒将 PVC 门帘卷绕起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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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一种无抗风肋条的高抗风性 PVC 卷帘快速门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软卷帘电动门。 
[0002]    “一种高稳固性软卷帘电动门”，专利号为：200920093905.2，主要由驱

动器、支撑架、门轴、滚筒、门帘、横梁和门框构成，能够有效地防止由于风

力影响关闭不严，防止门帘随横梁摆动，防止人为任意开启门帘。但存在如下

不足：一是滚筒与门轴通过轴承联接、门轴两端的主动链轮与门轴固定联接的

设计方式，当通过弹簧给门帘施加拉力时，门帘受力不均匀；二是抗风挡销的

设计结构，使卷帘电动门的实施难度大；三是由于抗风挡销的存在，导致只能

选用一件弹簧给门帘施加拉力，门帘抗风能力弱。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无抗风肋条的高抗风性 PVC

卷帘快速门。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技术问题的方案是采用驱动器、门轴、支撑架、卷

筒、卷筒辐、PVC 门帘、链轮、定滑轮、弹簧、横梁、门框和钢丝绳构成无抗

风肋条的高抗风性 PVC 卷帘快速门，其中支撑架、卷筒辐、链轮、定滑轮、弹

簧和门框分为左右两组，门轴通过卷筒辐与卷筒固定联接，PVC 门帘与卷筒固

定联接，弹簧套装在门轴上，弹簧两端分别与同侧的链轮和卷筒辐固定联接，

链轮与门轴通过内轴承联接，门轴与支撑架通过外轴承联接，驱动器与门轴固

定联接，横梁与 PVC 门帘的底部固定联接，定滑轮与同侧的门框的底部固定联

接，钢丝绳的一个端头与横梁的端头固定联接后，通过定滑轮折返向上与链条

的一个端头固定联接，先后通过链轮给对应的弹簧加力后，将链条啮合在对应

的链轮上， 链条的无联接端头自由悬垂。此时，以门轴与定滑轮为两个轴，将

弹簧力通过链轮、链条和钢丝绳传递到横梁至卷筒间的 PVC 门帘上，当风吹到

有张紧力的 PVC 门帘上时，PVC 门帘保持高度稳定，即便偶遇的瞬时烈风能够

将 PVC 门帘吹出门框，PVC 门帘也能够在烈风过后自动复位或开启后复位，不

影响正常运行。由于取消了抗风肋条，卷筒只卷绕 PVC 门帘，所以在运行过程

中没有噪音，并且，PVC 门帘与门框之间也没有了硬性磨擦。由于 PVC 门帘始

终处于张紧状态，所以，在打开驱动器的离合后，可以手动开启和关闭快速

门。 

[0005]    弹簧的安装有方向要求，正确的方向是：通过链轮给对应的弹簧加力

的方向，是卷筒将 PVC 门帘卷绕起来的方向。 

[0006]    PVC 门帘的张紧力(即抗风能力)与弹簧力的大小成正比。 



 3

[0007]    弹簧可以是螺旋形扭转弹簧或蜗卷形盘簧，选用扭转弹簧时，须分左

旋和右旋。 

[0008]    卷筒在卷绕 PVC 门帘过程中的外径是变化的，而链轮旋转过程中的工

作直径是不变的，二者之间的直线距离差由弹簧来调节。链轮的工作直径(即分

度圆直径)应略大于卷筒的初始直径、略小于卷筒卷绕 PVC 门帘后的直径，两

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由以下公式得出： 

[0009]    d＝D+2(n‑1)k 

[0010]    式中： 

[0011]    d——链轮分度圆直径，单位 mm。 

[0012]    D——卷筒直径，单位 mm。 

[0013]    n——卷筒旋转圈数。 

[0014]    k——PVC 门帘厚度，单位 mm。 

[0015]    钢丝绳的长度随门洞口高度的变化而变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由以

下公式得出：  

[0016]    L＝H+300+2·N 

[0017]    式中： 

[0018]    L——钢丝绳长度，单位 mm。 

[0019]    H——门洞口高度，单位 mm。 

[0020]    300——钢丝绳增加的有效工作长度，单位 mm。 

[0021]    N——钢丝绳增加的馈头长度，单位 mm。 

[0022]    链条的长度随门洞口高度的变化而变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由以下

公式得出： 

[0023]    L′＝H+560 

[0024]    式中： 

[0025]    L′——链条长度，单位 mm。 

[0026]    H——门洞口高度，单位 mm。 

[0027]    560——链条增加的有效工作长度，单位 mm。 

[0028]    其中的链轮，还可以改成槽轮(选配线绳或布带)或带螺旋槽的钢丝绳轮

(选配钢丝绳)。 

[0029]    本实用新型有效解决了现有 PVC 卷帘快速门抗风能力差、运行噪音

大、硬性磨擦、不能手动开启和关闭等缺陷，受力均匀，抗风能力强。 

[0030]    附图为本实用新型的剖视图。 

[0031]    本实用新型由驱动器 1、门轴 2、支撑架 3、卷筒 4、卷筒辐 5、PVC 门

帘 6、链轮 7、定滑轮 8、弹簧 9、横梁 10、门框 11 和钢丝绳 14 构成，其中支

撑架 3、 卷筒辐 5、链轮 7、定滑轮 8、弹簧 9 和门框 11 分为左右两组，门轴 2

通过卷筒辐 5 与卷筒 4 固定联接，PVC 门帘 6 与卷筒 4 固定联接，弹簧 9 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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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门轴 2 上，弹簧 9 两端分别与同侧的链轮 7 和卷筒辐 5 固定联接，链轮 7 与

门轴 2 通过内轴承 12 联接，门轴 2 与支撑架 3 通过外轴承 13 联接，驱动器 1

与门轴 2 固定联接，横梁 10 与 PVC 门帘 6 的底部固定联接，定滑轮 8 与同侧

的门框 11 的底部固定联接，钢丝绳 14 的一个端头与横梁 10 的端头固定联接

后，通过定滑轮 8 折返向上与链条 15 的一个端头固定联接，先后通过链轮 7 给

对应的弹簧 9 加力后，将链条 15 啮合在对应的链轮 7 上，链条 15 的无联接端

头自由悬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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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