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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圆弧联动

门，包括机头，与机头依次连接的多个门

框，设置在门框上部两侧边框内侧的滑动

杆，设置在门框下部两侧边框内侧的固定

横杆，所述多个门框中任一门框的一侧边

框的上部的侧面形状为圆弧形，联动门的

各门框由垂直连接在多个门框两侧边框内

侧的一组交叉连杆组件相连接，该交叉连

杆组件各连杆依次相互铰接，并依次与设

置在门框上部两侧边框内侧的滑动杆及设

置在门框下部两侧边框内侧的固定横杆相

铰接。具有便于装饰，稳定性好，外形流

畅美观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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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圆弧联动门，包括机头，与机头依次连接的多个门框，设置在门框

上部两侧边框内侧的滑动杆，设置在门框下部两侧边框内侧的固定横杆，其特

征在于，所述若干个门框中任一门框的一侧边框是直边形边框，其另一侧边框

的上部呈弧形结构，弧形结构的一端与所述直边形边框的顶端相连接，其另一

端向下直线延伸构成一段直边形边框，两侧边框相连接构成一种无上横梁的门

框，联动门的各门框由垂直连接在多个门框两侧边框内侧的一组交叉连杆组件

相连接，该交叉连杆组件各连杆依次相互铰接，并依次与设置在门框上部两侧

边框内侧的滑动杆及设置在门框下部两侧边框内侧的固定横杆相铰接。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圆弧联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交叉连杆组件各连

杆的铰接处采用转动连接件依次相互铰接，交叉连杆组件在相邻两门框之间设

有六根连杆，其中第一根连杆与第二根连杆的中部在第一组相邻两门框之间相

交叉，并在交叉处相铰接，第一根连杆的上端向上延伸与第一组相邻两门框的

一门框上部的滑动杆相铰接，其上端部与铰接在第二组相邻两门框一门框上部

滑动杆上的一根连杆的上端部相铰接，第一根连杆的下端向下延伸与第一组相

邻两门框的另一门框下部的固定横杆相铰接，其下端部与铰接在第三组相邻两

门框一门框下部固定横杆上的一根连杆的下端部相铰接；第二根连杆的上端向

上延伸与第一组相邻两门框的另一门框上部的滑动杆相铰接，其上端部与铰接

在第三组相邻两门框一门框上部滑动杆上的一根连杆的上端部相铰接，第二根

连杆的下端向下延伸与第一组相邻两门框的一门框下部的固定横杆相铰接，其

下端部与铰接在第二组相邻两门框一门框下部固定横杆上的一根连杆的下端部

相铰接；第三根连杆上端与第四根连杆的上端在第一组相邻两门框之间上部相

铰接，第三根连杆的下端向下延伸与第一组相邻两门框的一门框上部的滑动杆

相铰接，并与第二组相邻两门框一门框下部的固定横杆相铰接，其下端部与铰

接在第四组相邻两门框一门框下部固定横杆上的一根连杆的下端部相铰接；第

四根连杆的下端向下延伸与第一组相邻两门框的另一门框上部的滑动杆相铰

接，并与第三组相邻两门框一门框下部的固定横杆相铰接，其下端部与铰接在

第五组相邻两门框一门框下部固定横杆上的一根连杆的下端部相铰接；第五根

连杆下端与第六根连杆的下端在第一组相邻两门框之间下部相铰接，第五根连

杆的上端向上延伸与第一组相邻两门框的一门框下部的固定横杆相铰接，并与

第二组相邻两门框一门框上部的滑动杆相铰接，其上端部与铰接在第四组相邻

两门框一门框上部滑动杆上的一根连杆的上端部相铰接；第六根连杆的上端向

上延伸与第一组相邻两门框的另一门框下部的固定横杆相铰接，并与第三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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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两门框一门框上部的滑动杆相铰接，其上端部与铰接在第五组相邻两门框一

门框上部滑动杆上的一根连杆的上端部相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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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圆弧联动门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实用新型涉及联动门，特别涉及一种安装在宽敞的进出口处使用的

联动门。 

[0003]    背景技术 

[0004]    在现有技术中，有一种大量使用在宽敞的进出口处的联动门，这种联

动门由依次连接的多个门框、连接多个门框的连杆组件和推动机头构成，它以

其开启方便，造型美观，使用方便等优点，广泛应用于机关、工厂、住宅小

区、家庭等的进出口处，现有的联动门存在如下缺点：各门框间的间隔之间没

有装饰件，不美观，造型结构单一，装饰功能不强，影响联动门的美观，另

外，现有的联动门连结结构整体运行的稳定性差，容易造成联动门运行不平

稳，这种连结结构在应用于无轨联动门时，难以保持无轨联动门沿直线方向运

行。 

[0005]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不仅便

于装饰，稳定性好，外形流畅美观的圆弧联动门。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如下：构造一种圆弧联

动门，包括机头，与机头依次连接的多个门框，设置在门框上部两侧边框内侧

的滑动杆，设置在门框下部两侧边框内侧的固定横杆，所述若干个门框中任一

门框的一侧边框是直边形边框，其另一侧边框的上部呈弧形结构，弧形结构的

一端与所述直边形边框的顶端相连接，其另一端向下直线延伸构成一段直边形

边框，两侧边框相连接构成一种无上横梁的门框，联动门的各门框由垂直连接

在多个门框两侧边框内侧的一组交叉连杆组件相连接，该交叉连杆组件各连杆

依次相互铰接，并依次与设置在门框上部两侧边框内侧的滑动杆及设置在门框

下部两侧边框内侧的固定横杆相铰接。 

[0008]    所述交叉连杆组件各连杆的铰接处采用转动连接件依次相互铰接，交

叉连杆组件在相邻两门框之间设有六根连杆，其中第一根连杆与第二根连杆地

中部在第一组相邻两门框之间相交叉，并在交叉处相铰接，第一根连杆的上端

向上延伸与第一组相邻两门框的一门框上部的滑动杆相铰接，其上端部与铰接

在第二组相邻两门框一门框上部滑动杆上的一根连杆的上端部相铰接，第一根

连杆的下端向下延伸与第一组相邻两门框的另一门框下部的固定横杆相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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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端部与铰接在第三组相邻两门框一门框下部固定横杆上的一根连杆的下端

部相铰接；第二根连杆的上端向上延伸与第一组相邻两门框的另一门框上部的

滑动杆相铰接，其上端部与铰接在第三组相邻两门框一门框上部滑动杆上的一

根连杆的上端部相铰接，第二根连杆的下端向下延伸与第一组相邻两门框的一

门框下部的固定横杆相铰接，其下端部与铰接在第二组相邻两门框一门框下部

固定横杆上的一根连杆的下端部相铰接；第三根连杆上端与第四根连杆的上端

在第一组相邻两门框之间上部相铰接，第三根连杆的下端向下延伸与第一组相

邻两门框的一门框上部的滑动杆相铰接，并与第二组相邻两门框一门框下部的

固定横杆相铰接，其下端部与铰接在第四组相邻两门框一门框下部固定横杆上

的一根连杆的下端部相铰接；第四根连杆的下端向下延伸与第一组相邻两门框

的另一门框上部的滑动杆相铰接，并与第三组相邻两门框一门框下部的固定横

杆相铰接，其下端部与铰接在第五组相邻两门框一门框下部固定横杆上的一根

连杆的下端部相铰接；第五根连杆下端与第六根连杆的下端在第一组相邻两门

框之间下部相铰接，第五根连杆的上端向上延伸与第一组相邻两门框的一门框

下部的固定横杆相铰接，并与第二组相邻两门框一门框上部的滑动杆相铰接，

其上端部与铰接在第四组相邻两门框一门框上部滑动杆上的一根连杆的上端部

相铰接；第六根连杆的上端向上延伸与第一组相邻两门框的另一门框下部的固

定横杆相铰接，并与第三组相邻两门框一门框上部的滑动杆相铰接，其上端部

与铰接在第五组相邻两门框一门框上部滑动杆上的一根连杆的上端部相铰接。 

[0009]    本实用新型所述圆弧联动门的有益效果是，联动门的各门框由垂直连

接在多个门框两侧边框内侧的一组交叉连杆组件相连接，该交叉连杆组件各连

杆依次相互铰接，并依次与设置在门框上部两侧边框内侧的滑动杆及设置在门

框下部两侧边框内侧的固定横杆相铰接，联动门的各门框的一侧边框的上部的

侧面形状为圆弧形，造型美观。因此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圆弧联动门具有便于装

饰，稳定性好，外形流畅美观的优点，可用于机关、工厂、住宅小区、家庭等

场合。 

[001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所述圆弧联动门作进一步说明： 

[0011]    附图说明 

[0012]    图 1 是本实用新型圆弧联动门的主视图； 

[0013]    图 2 是图 1 的左视图； 

[0014]    图 3 是图 1 的俯视图； 

[0015]    图 4 是图 1 的立体图。 

[0016]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是本实用新型所述圆弧联动门的最佳实施例，并不因此限定本实

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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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参照图 1、图 2、图 3、图 4，构造一种圆弧联动门，包括机头 1，与机

头 1 依次连接的多个门框 2，设置在门框 2 上部两侧边框 3、4 内侧的滑动杆

5，设置在门框 2 下部两侧边框 3、4 内侧的固定横杆 6，所述若干个门框 2 中任

一门框的一侧边框 3 是直边形边框，其另一侧边框 4 的上部呈弧形结构，弧形

结构的一端与所述直边形边框的顶端相连接，其另一端向下直线延伸构成一段

直边形边框，两侧边框 3、4 相连接构成一种无上横梁的门框，联动门的各门框

2 由垂直连接在多个门框两侧边框内侧的一组交叉连杆组件相连接 7，该交叉连

杆组件 7 各连杆依次相互铰接，并依次与设置在门框 2 上部两侧边框 3、4 内侧

的滑动杆 5 及设置在门框 2 下部两侧边框 3、4 内侧的固定横杆 6 相铰接。 

[0019]    所述交叉连杆组件 7 各连杆的铰接处采用转动连接件 8 依次相互铰接，

交叉连杆组件 7 在相邻两门框之间设有六根连杆 9、10、11、12、13、14，其

中第一根连杆 9 与第二根连杆 10 的中部在第一组相邻两门框 15、16 之间相交

叉，并在交叉处相铰接，第一根连杆 9 的上端向上延伸与第一组相邻两门框

15、16 的一门框 15 上部的滑动杆 5 相铰接，其上端部与铰接在第二组相邻两门

框 15、17 一门框上部滑动杆 5 上的一根连杆 18 的上端部相铰接，第一根连杆 9

的下端向下延伸与第一组相邻两门框 15、16 的另一门框 16 下部的固定横杆 6

相铰接，其下端部与铰接在第三组相邻两门框 16、24 一门框 24 下部固定横杆

6 上的一根连杆 19 的下端部相铰接；第二根连杆 10 的上端向上延伸与第一组相

邻两门 15、16 框的另一门框 16 上部的滑动杆 5 相铰接，其上端部与铰接在第

三组相邻两门框 16、24 一门框 18 上部滑动杆 5 上的一根连杆 20 的上端部相铰

接，第二根连杆 10 的下端向下延伸与第一组相邻两门框 15、16 的一门框 15 下

部的固定横杆 6 相铰接，其下端部与铰接在第二组相邻两门框 15、17 一门框

17 下部固定横杆 6 上的一根连杆 21 的下端部相铰接；第三根连杆 11 上端与第

四根连杆 12 的上端在第一组相邻两门框 15、16 之间上部相铰接，第三根连杆

11 的下端向下延伸与第一组相邻两门框 15、16 的一门框 15 上部的滑动杆 5 相

铰接，并与第二组相邻两门框 15、17 一门框 17 下部的固定横杆 6 相铰接，其

下端部与铰接在第四组相邻两门框 17、22 一门框 22 下部固定横杆 6 上的一根

连杆 23 的下端部相铰接；第四根连杆 12 的下端向下延伸与第一组相邻两门框

15、16 的另一门框 16 上部的滑动杆 5 相铰接，并与第三组相邻两门框 6、24 一

门框 24 下部的固定横杆 6 相铰接，其下端部与铰接在第五组相邻两门框 24、

25 一门框 25 下部固定横杆 6 上的一根连杆 26 的下端部相铰接；第五根连杆 13

下端与第六根连杆 14 的下端在第一组相邻两门框 15、16 之间下部相铰接，第

五根连杆 13 的上端向上延伸与第一组相邻两门框 15、16 的一门框 15 下部的固

定横杆 6 相铰接，并与第二组相邻两门框 15、17 一门框 17 上部的滑动杆 5 相

铰接，其上端部与铰接在第四组相邻两门框 17、22 一门框 22 上部滑动杆 5 上

的一根连杆 27 的上端部相铰接；第六根连杆 14 的上端向上延伸与第一组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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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门框 15、16 的另一门框 16 下部的固定横杆 6 相铰接，并与第三组相邻两门

框 16、24 一门框 24 上部的滑动杆 5 相铰接，其上端部与铰接在第五组相邻两

门框 24、25 一门框 25 上部滑动杆 5 上的一根连杆 28 的上端部相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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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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