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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掀背式电动

门，包括一本体及围设于本体周围的顶杆

及侧杆，所述本体侧边设有滑轮，所述顶

杆的两端设有吊臂，所述吊臂与本体连

接，而两侧的侧杆为中空形态，以供滑轮

放置，且本体上可增设有至少一个可供进

出的门板，所述顶杆、侧杆及本体内均可

增设驱动装置。本实用新型将传统的卷门

及小门相结合，即不需增设中立柱，不但

可通过驱动装置或是手动的方式将本体上

下扳动，以方便轿车进出之外，机车或人

员可直接开启门板做进出，以达到节省空

间及方便进出的目的。 

 



 1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掀背式电动门，其特征在于，包括一本体及围设于本体周围的顶杆及

侧杆，所述本体侧边设有滑轮，所述顶杆的两端设有吊臂，所述吊臂与本体连

接，而两侧的侧杆呈供滑轮放置的中空形态。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掀背式电动门，其特征在于，其中，在所述顶杆、

侧杆、本体的内部或本体的背面增设驱动装置，且所述驱动装置与吊臂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掀背式电动门，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本体上增

设有至少一个能够供进出的门板，且于本体的底部及门板的底部增设伸缩板。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掀背式电动门，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本体上增

设阳极锁、电磁锁或门栓。 

5.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掀背式电动门，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侧杆内部

增设钢索及配重块，所述钢索分别与所述驱动装置、滑轮连接，所述配重块与

所述滑轮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掀背式电动门，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侧杆内部

增设齿轨、螺柱或圆杆。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掀背式电动门，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滑轮能够

替换成和所述齿轨相对应的齿轮，所述齿轮分别与驱动装置、齿轨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掀背式电动门，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滑轮能够

替换成和所述螺柱相对应的环体，所述螺柱分别与驱动装置、环体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掀背式电动门，其特征在于，其中，侧杆内部增设

圆杆，而所述滑轮能够替换成和所述圆杆相对应的套环，所述套环分别与本

体、圆杆连接，且所述套环内缘设有多个滚珠。 

10.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掀背式电动门，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滑轮能

够替换成和所述侧杆内壁相对应的套环，所述套环与本体连接，且所述套环外

缘设有多个滚珠。 

11.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掀背式电动门，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本体的

底部设有防压设备或红外线传感器，所述防压设备与所述驱动装置之间电性连

接，所述红外线传感器与所述驱动装置之间电性连接。 

12.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掀背式电动门，其特征在于，其中，于所述顶

杆、侧杆或本体上增设警示设备，于侧杆或顶杆上增设电源插槽，且所述电源

插槽与驱动装置之间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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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掀背式电动门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实用新型关于一种掀背式电动门；是将一般居家常用的电卷门及小

门做合并及改进，进而增加可利用的空间，又不会影响汽机车或是人员在进出

时方便性的创作。 

[0003]    背景技术 

[0004]    目前透天厝在一楼的部分都会设置有车库以方便民众将汽机车停放，

并且为了要顾虑到人员进出的方便性问题，都会在车库的旁边增设一小门，使

人员或是机车在进出时较为方便。 

[0005]    因此，市面上有研发出多种不同款式的电卷门，例如有强调安全、防

风、静音或收卷快速等不同的款式，以配合使用者做挑选，但，不论哪种款式

都具有一共通缺点，目前的车库都仅方便轿车做出入，若人员或是机车、脚踏

车等要进出都须将由侧边的小门，因此，若以门面宽四米多的透天厝来说，其

中车库就占用了三米多的空间，而小门则占去一米多的空间，由此可知，目前

市面上所常用的车库不但会占用掉大部分的门面宽度之外，对于人员、机车或

脚踏车来说进出都较为不便。 

[0006]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掀背式电动门，其

为结合车库卷门及小门的结构设计。 

[0008]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掀背式电动门，包括一本体及围设于本体周围的

顶杆及侧杆，所述本体侧边设有滑轮，所述顶杆的两端设有吊臂，所述吊臂与

本体连接，而两侧的侧杆呈供滑轮放置的中空形态。 

[0009]    其中，在所述顶杆、侧杆、本体的内部或本体的背面增设驱动装置，

且所述驱动装置与吊臂连接。 

[0010]    其中，所述本体上增设有至少一个能够供进出的门板，且于本体的底

部及门板的底部增设伸缩板。 

[0011]    其中，所述本体上增设阳极锁、电磁锁或门栓。 

[0012]    其中，所述侧杆内部增设钢索及配重块，所述钢索分别与所述驱动装

置、滑轮连接，所述配重块与所述滑轮连接。 

[0013]    其中，所述侧杆内部增设齿轨、螺柱或圆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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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其中，所述滑轮能够替换成和所述齿轨相对应的齿轮，所述齿轮分别

与驱动装置、齿轨连接。 

[0015]    其中，所述滑轮能够替换成和所述螺柱相对应的环体，所述螺柱分别

与驱动装置、环体连接。 

[0016]    其中，侧杆内部增设圆杆，而所述滑轮能够替换成和所述圆杆相对应

的套环，所述套环分别与本体、圆杆连接，且所述套环内缘设有多个滚珠。 

[0017]    其中，所述滑轮能够替换成和所述侧杆内壁相对应的套环，所述套环

与本体连接，且所述套环外缘设有多个滚珠。 

[0018]    其中，所述本体的底部设有防压设备或红外线传感器，所述防压设备

与所述驱动装置之间电性连接，所述红外线传感器与所述驱动装置之间电性连

接。 

[0019]    其中，于所述顶杆、侧杆或本体上增设警示设备，于侧杆或顶杆上增

设电源插槽，且所述电源插槽与驱动装置之间电性连接。 

[0020]    本实用新型具有的优点在于： 

[0021]    本实用新型通过顶杆两端的吊臂和所述本体相互连接，以及杠杆原理

的关系，用户可轻易的将本体做上下扳动，其中，所述吊臂是用于引导本体上

下扳动时的路径，而置于侧杆内的滑轮也具有维持本体在上下扳动过程中路径

不受影响，此外，本体上可增设有阳极锁、电磁锁或门栓，用以将本体和所述

顶杆或是侧杆做暂时性的连接固定，避免外人轻易的扳动而进入居家内部。 

[0022]    当然，为了符合人性化的需求，所述顶杆、侧杆或本体的内部或背面

可增设驱动装置，形成隐藏式或外挂式的形态，并于侧杆内增设钢索，所述钢

索一端是和驱动装置连接，而另一端是和滑轮连接，通过驱动装置可将钢索收

卷的关系，进而带动将本体上下拉动。 

[0023]    除上述的结构之外，本实用新型也可于侧杆内增设齿轨或螺柱等组

件，并将所述滑轮替换成和所述齿轨相对应的齿轮，或是和所述螺柱相对应的

环体，且所述齿轮或是螺柱是和所述驱动装置连接，通过驱动装置带动齿轮或

是螺柱转动，进而使本体可延着齿轨或是螺柱上下移动。 

[0024]    为了方便人员进出的需求，所述本体上设有至少一个可供进出的门板

(可采用电动门或是一般的门板)，使人员、机车或是脚踏车在进出时都较为便

利，此外，为了顾虑到本体在移动时的安全性问题，所述本体底部设有防压设

备或红外线传感器，并和所述驱动装置做电性连接，当本体往上移动的过程若

不慎碰触到任何物体，可瞬间停止本体做任何的移动，若本体往下移动过程若

不慎碰触到任何物体，则本体会往上移动，以达到不会误伤人员或是任何物体

的效果，并在顶杆、侧杆或本体上可增设警示设备(例如警示灯、蜂鸣器等)，

可于本体移动时产生灯光或声音告知他人，避免被本体撞伤或压伤。 

[0025]    附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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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 1：本实用新型的立体图； 

[0027]    图 2：本实用新型的侧视图； 

[0028]    图 3：本实用新型的实施示意图之一)； 

[0029]    图 4：本实用新型的实施示意图之(二)； 

[0030]    图 5：本实用新型的实施示意图之(三)； 

[0031]    图 6：本实用新型的另一作动示意图之一； 

[0032]    图 7：本实用新型的 A 部分剖视示意图； 

[0033]    图 8：本实用新型的另一作动示意图之二； 

[0034]    图 9：本实用新型的 B 部分剖视示意图； 

[0035]    图 10：本实用新型的另一作动示意图之三； 

[0036]    图 11：本实用新型的Ｃ部分剖视示意图； 

[0037]    图 12：本实用新型的另一作动示意图之四； 

[0038]    图 13：本实用新型的Ｄ部分剖视示意图； 

[0039]    图 14：本实用新型的伸缩板示意图。 

[0040]    图中： 

[0041]    １００  本体； 

[0042]    １０１  滑轮； 

[0043]    １０１１ 配重块； 

[0044]    １０２  门板； 

[0045]    １０３  阳极锁； 

[0046]    １０４  防压设备； 

[0047]    １０５  警示设备； 

[0048]    １０６  齿轮； 

[0049]    １０７  环体； 

[0050]    １０８  套环； 

[0051]    １０８１ 滚珠； 

[0052]    １０９  套环； 

[0053]    １０９１ 滚珠； 

[0054]    １１０  顶杆； 

[0055]    １１１  吊臂； 

[0056]    １１２  驱动装置； 

[0057]    １２０  侧杆； 

[0058]    １２１  钢索； 

[0059]    １２２  齿轨； 

[0060]    １２３  螺柱； 

[0061]    １２４  圆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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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１３０  电源插槽； 

[0063]    ２００  伸缩板； 

[0064]    Ｇ  间隙。 

[0065]    具体实施方式 

[006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以使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可以更好的理解本实用新型并能予以实施，但所举实施例不作为对

本实用新型的限定。 

[0067]    首先，请参阅图 1 及图 2；图 1 及图 2 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图及侧视

图，由图可知，本实用新型所公开的掀背式电动门，包含有一本体１００及围

设于本体１００周围的顶杆１１０及侧杆１２０，所述本体１００侧边设置有

滑轮１０１，所述顶杆１１０两端设有吊臂１１１和本体１００做连接，而两

侧的侧杆１２０为中空形态以供滑轮１０１放置。 

[0068]    其中，所述本体１００上可增设至少一个可供进出的门板１０２。 

[0069]    其中，所述本体１００上可增设遥控操作的阳极锁１０３、电磁锁或

手动操作的门栓(图中是以阳极锁１０３为范例)。 

[0070]    由上述的结构可知，本实用新型通过吊臂１１１和本体１００相互连

接以及杠杆原理的关系，达到轻易的将所述本体１００做上下扳动的效果，其

中，所述吊臂１１１可用于引导本体１００上下扳动时的路径，而设置于侧杆

１２０内的滑轮１０１也具有维持本体１００上下扳动的过程中路径不受影

响。 

[0071]    此外，为了方便人员进出以及维护居家安全的关系，所述本体１００

上可增设至少一个可供进出的门板１０２(图中是以一个门板１０２做示意，门

板１０２的数量可随本体１００尺寸或是使用需求做增减)，并在本体１００的

周围设置阳极锁１０３，所述阳极锁１０３可暂时性的将顶杆１１０或侧杆１

２０和本体１００做连接固定，若没有先解开阳极锁１０３的话，则所述本体

１００即无法做任何的移动，有关本实用新型详细的施作步骤如后所述。 

[0072]    本实用新型的第一实施例如下所述： 

[0073]    首先，请参阅图 3、图 4 及图 5；图 3 至图 5 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示意

图，由图可知，本实用新型通过吊臂１１１和本体１００连接的关系，达到引

导本体１００上下移动时更加的顺利，而置于侧杆１２０内的滑轮１０１也有

相同的效果，可维持本体１００移动时路径不会产生偏差，此外，本体１００

上可增设有至少一个可供进出的门板１０２(所述门板１０２也可使用电动门以

方便进出)，如人员、机车、或脚踏车等体积较小的对象需要进出时都可经由门

板１０２出入，而当汽车或大型家具等体积较大的对象需要进出时再将本体１

００扳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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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公知的电卷门若遇上停电或故障等情况时，会造成卷门开启或是关闭

不完全等问题，然而本体１００做动过程可完全由人力完成，若不慎遇上停电

也完全不会影响到本体１００开启或是关闭。 

[0075]    本实用新型的第二实施例如下所述： 

[0076]    人们常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因此本实用新型也可于顶杆１１０、

侧杆１２０或本体１００的内部或背面额外增设驱动装置１１２，形成隐藏式

或外挂式的形态，并且于侧杆１２０内增设钢索１２１，所述钢索１２１一端

是和驱动装置１１２连接，而另一端是和滑轮１０１连接，借此，用户可通过

驱动装置１１２将钢索１２１做收卷，进而带动将本体１００往上拉动。 

[0077]    反之，则是将本体１００往下移动，其中上述的滑轮１０１除了可保

持本体１００在移动过程中的稳定性之外，本实用新型也可增设配重块１０１

１和滑轮１０１连接，进而增加滑轮１０１的重量，使本体１００在下降时的

更加顺利，进而达到顺利的将本体１００做上下移动的目的，或是采用电动吊

臂直接将本体１００上下移动，省略额外增设的驱动装置１１２及钢索１２１

等结构。 

[0078]    当然，在现今的社会当中，不论结构、设备、机具设计的多好，其安

全都是为 重要的要素，因此，本实用新型的本体１００底部设有防压设备１

０４(如图 5 所述，图中是以防压条为示意，可改为装设红外线传感器)并和所

述驱动装置１１２做电性连接，当本体１００往上开启的过程中，若不慎碰触

任何物体，驱动装置１１２则瞬间停止本体１００做任何的动作，反之，若本

体１００往下关闭的过程中，若防压设备１０４不慎碰触到任何物体，本体１

００则是往上开启，进而确保本体１００在开启或是关闭的过程中皆不会压伤

人员或是撞伤其他的对象，并且可于本体１００、顶杆１１０或侧杆１２０增

设警示设备１０５（例如蜂鸣器或是警示灯，图中是以警示灯作示意），可于

本体１００在移动的过程中发出灯光或声音告知他人，以免不知情的人经过而

被本体１００撞伤。 

[0079]    此外，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侧杆１２０或顶杆１１０上可增设电源插槽

１３０和驱动装置１１２做电性连接，若发生停电时，可通过电源插槽１３０

外接其他电源同时配合自身的遥控器，使驱动装置１１２于短时间内还可持续

运作，避免本体１００在上升或是下降的过程中发生停电时，造成本体１００

停滞在半空的情形，其中，所述电源插槽１３０ 好离地面约 200 公分左右为

佳高度，避免孩童触摸或是他人乱塞物品导致堵塞。 

[0080]    本实用新型的第三、四、五及六实施例如下所述： 

[0081]    请参阅图 6 及图 7，并同时参阅图 3；图 6 本实用新型的另一作动示意

图，图 7 为图 6 的 A 部分剖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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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由图可知，上述的驱动装置１１２也可改为设置于本体１００底部，

并于侧杆１２０内增设齿轨１２２，并将所述滑轮１０１替换为和所述齿轨１

２２相对应的齿轮１０６，利用驱动装置１１２转动齿轮１０６，而齿轮１０

６又和齿轨１２２相互啮合关系，可将本体１００往上或是往下带动。 

[0083]    续请参阅图 8 及图 9，并同时参阅图 3；图 8 为本实用新型的另一作动

示意图，图 9 为图 8 的 B 部分剖视示意图。 

[0084]    由图可知，上述的驱动装置１１２也可改为设置于顶杆１１０，并于

侧杆１２０内增设螺柱１２３，并且将所述滑轮１０１替换为和所述螺柱１２

３相对应的环体１０７，利用驱动装置１１２转动螺柱１２３，而环体１０７

又和螺柱１２３相互螺合关系，可将本体１００往上或往下移动。 

[0085]    请参阅图 10 及图 11；图 10 为本实用新型的另一作动示意图，图 10 为

图 11 的 C 部分剖视示意图。 

[0086]    由图可知，所述侧杆１２０内可增设一圆杆１２４，并于本体１００

的侧面增设和所述圆杆１２４相对应的套环１０８，其中，所述套环１０８内

缘是设有多个滚珠１０８１，进而减少圆杆１２４和套环１０８间的摩擦力，

使本体１００在上升或下降时更加流畅。 

[0087]    请参阅图 12 及图 13；图 12 为本实用新型的另一作动示意图，图 13 为

图 12 的 D 部分剖视示意图。 

[0088]    由图可知，所述本体１００的侧面增设和所述侧杆１２０内壁相对应

的套环１０９，其中，所述套环１０９外缘是设有多个滚珠１０９１，进而减

少侧杆１２０内壁和套环１０９间的摩擦力，使本体１００在上升或下降时更

加流畅。 

[0089]    续，请参阅图 14；不论透天厝或是大楼的卷门规格多少都会有所出

入，因此卷门通常都需要到现场量测尺寸，只是，在量测的同时，常因场地还

在施工，造成量测的长度产生误差，导致卷门关闭时无法和地面完全贴合，因

此，本实用新型是可在于本体１００及门板１０２底部增设伸缩板２００，通

过所述伸缩板２００可填补本体１００和地面的间隙Ｇ，减少蚊虫、蟑螂或老

鼠等进入。 

[0090]    综上可知，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改善目前居家门面被电卷门占用约

略三分的二以上空间的问题，进而增加居家门面可利用的空间之外，由于本实

用新型并非如同电卷门是由两个以上的片状结构组成，因此本实用新型可降低

在做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噪音以及结构磨损，且相较于电卷门来说，本实用新

型在结构上也较为坚固，更加能抵抗强风的吹拂，避免本体１００因受到强风

吹拂而被掀翻，其中，本实用新型可和地面完全贴合，达到无缝隙的效果，也

可减少蚊虫、蟑螂或老鼠等进入居家内的机率。 

[0091]    综合上述，本实用新型所述掀背式电动门，有下列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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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2]    本实用新型所述掀背式电动门，其中，所述本体可增设一可供进出的

门板，以便于人员、机车、或脚踏车等体积较小的对象做进出使用，以及增加

居家门面可利用的空间。 

[0093]    本实用新型所述掀背式电动门，其中，所述本体上可增设阳极锁、电

磁锁或门栓，达到防止外人轻易进入居家内部的效果。 

[0094]    本实用新型所述掀背式电动门，其中，本体并非如同电卷门是由两个

以上的片状结构所组成，因此在移动的过程中也不会产生任何的噪音，可提供

更佳舒适的居家环境。 

[0095]    本实用新型所述掀背式电动门，其中，本体底部设有一防压设备，可

避免本体在下降的过程中不会压伤人员或是其他的对象。 

[0096]    本实用新型所述掀背式电动门，其中，所述伸缩板可填补本体和地面

的间隙，减少蚊虫、蟑螂或老鼠等进入居家内的机率。 

[0097]    本实用新型所述掀背式电动门，其中，所述本体在结构强度上优于传

统的电卷门，更加能抵抗强风的吹拂，减少本体因强风吹拂而被掀翻的机率。 

[0098]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是为充分说明本实用新型而所举的较佳的实施例，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不限于此。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基础上

所作的等同替代或变换，均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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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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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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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5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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