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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淋浴房三门联

动门，包括上横梁、第一主动门、联动

门、第二主动门，上横梁上设有三条导滑

槽，第一主动门上端固定有第一导滑组

件，联动门上端固定联动门导滑组件，第

二主动门上端固定有第二导滑组件，其技

术要点为，第一导滑组件上在设有第一联

动条导滑轮、第二联动条导滑轮、第一联

动条固定块和第二联动条固定块，联动门

导滑组件上设有第三联动条导滑轮和第四

联动条导滑轮，第二导滑组件上设有第五

联动条导滑轮和第六联动条导滑轮、第三

联动条固定块和第四联动条固定块，第一

联动条固定块上设有第一联动条，第四联

动条固定块上设有第二联动条。本实用新

型三门均可以移动，增加了淋浴门的活动

范围，使用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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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淋浴房三门联动门，包括上横梁（11）以及相互平行的第一主动门

（1）、联动门（2）、第二主动门（3），所述的联动门（2）设在所述的第一

主动门（1）和第二主动门（3）之间，所述的上横梁（11）上设有三条平行的

导滑槽（5），所述的第一主动门（1）上端固定有在外侧的一条导滑槽（5）内

滑动的第一导滑组件（4），所述的联动门（2）上端固定有在中间的导滑槽

（5）内滑动的联动门导滑组件（6），所述的第二主动门（3）上端固定有在外

侧的另一条导滑槽（5）内滑动的第二导滑组件（7），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

一导滑组件（4）上在第一主动门（1）移动方向两端分别设有第一联动条导滑

轮（41）和第二联动条导滑轮（42）以及第一联动条固定块（43）和第二联动

条固定块（44），所述的联动门导滑组件（6）上在联动门（2）移动方向的两

端分别设有第三联动条导滑轮（61）和第四联动条导滑轮（62），所述的第二

导滑组件（7）上在第二主动门（3）移动方向的两端分别设有第五联动条导滑

轮（71）和第六联动条导滑轮（72）以及第三联动条固定块（73）和第四联动

条固定块（74），所述的第一联动条固定块（43）上设有一端固定在其上的第

一联动条（8），所述的第一联动条（8）的另一端依次绕过所述的第一联条动

导滑轮（41）、第四联动条导滑轮（62）、第五联动条导滑轮（71）并延伸固

定在所述的第三联动条固定块（73）上，所述的第四联动条固定块（74）上设

有一端固定在其上的第二联动条（9），所述的第二联动条（9）另一端依次绕

过所述的第六联动条导滑轮（72）、第三联动 条导滑轮（61）、第二联动条导

滑轮（42）并延伸固定在所述的第二联动条固定块（44）上。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淋浴房三门联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

导滑组件（4）包括第一连杆（45），所述的第一连杆（45）上两端分别设有固

定在所述的第一主动门（1）上的第一固定块（46）和第二固定块（47），所述

的第一固定块（46）的中部设有能在所述的导滑槽（5）内滑动的第一滑轮组件

（48），所述的第二固定块（47）的中部设有能在所述的导滑槽（5）内滑动的

第二滑轮组件（49），所述的第一联动条导滑轮（41）和第一联动条固定块

（43）分别设在所述的第一固定块（46）两端，所述的第二联动条导滑轮

（42）和第二联动条固定块（44）分别设在所述的第二固定块（47）两端。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淋浴房三门联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联动

门导滑组件（6）包括联动门连杆（63），所述的中间门连杆（63）两端设有固

定在所述的联动门（2）上的第三固定块（64）和第四固定块（65），所述的第

三固定块（64）的中部设有在所述的导滑槽（5）内滑动的第三滑轮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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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所述的第四固定块（65）的中部设有能在所述的导滑槽（5）内滑动的

第四滑轮组件（66），所述的第三联动条导滑轮（61）设在所述的第四固定块

（65）上靠近所述的第二联动条导滑轮（42）的一端，所述的第四联动条导滑

轮（62）设在所述的的第四固定块（65）上靠近第五联动条导滑轮（71）的一

端。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淋浴房三门联动门，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第

二导滑组件（7）包括第二连杆（75），所述的第二连杆（75）两端分别设有第

五固定块（76）和第六固定块（77），所述的第五固定块（76）的中部设有在

所述的导滑槽（5）内滑动的第五滑轮组件（78），所述的第六固定块（77）的

中部设有在所述的导滑槽（5）内滑动的第六滑轮组件（79），所述的有第五联

动条导滑轮（71）和第三联动条固定块（73）分别在所述的第五固定块（76）

两端，所述的第六联动条导滑轮（72）和第四联动条固定块（74）分别设在所

述的第六固定块（77）的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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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一种淋浴房三门联动门 

 

[0001]    【技术领域】【技术领域】 
 

[0002]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淋浴房联动门，特别涉及一种三个门均可移动的

联动门。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淋浴房联动门，特别涉及一种三个门均可移动的

联动门。 

 

[0003]    【背景技术】【背景技术】 

 

[0004]    由于联动门其主动门移动距离是从动门的两倍，所以在淋浴房设计是

需要设置三个门，在现有的设计中一般是将另外一个门固定不动，当推动主动

门是，主动门和从动门一起移动，最后移动到固定门的重叠。这样将影响淋浴

门的活动范围，缩小淋浴门的移动空间，不能满足一些客户的需求。由于联动

门其主动门移动距离是从动门的两倍，所以在淋浴房设计是需要设置三个门，

在现有的设计中一般是将另外一个门固定不动，当推动主动门是，主动门和从

动门一起移动，最后移动到固定门的重叠。这样将影响淋浴门的活动范围，缩

小淋浴门的移动空间，不能满足一些客户的需求。 

 

[0005]    【实用新型内容】【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结构简单三门均

可以移动的淋浴房三门联动门。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

供一种结构简单三门均可以移动的淋浴房三门联动门。  

 

[0007]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为了解决上述问

题，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淋浴房三门联动门，包括上横梁以及相互平行的第一主动门、联

动门、第二主动门，所述的联动门设在所述的第一主动门和第二主动门之间，

所述的上横梁上设有三条平行的导滑槽，所述的第一主动门上端固定有在外侧

的一条导滑槽内滑动的第一导滑组件，所述的联动门上端固定有在中间的导滑

槽内滑动的联动门导滑组件，所述的第二主动门上端固定有在外侧的另一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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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槽内滑动的第二导滑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导滑组件上在第一主动

门移动方向两 端分别设有第一联动条导滑轮和第二联动条导滑轮以及第一联动

条固定块和第二联动条固定块，所述的联动门导滑组件上在联动门移动方向的

两端分别设有第三联动条导滑轮和第四联动条导滑轮，所述的第二导滑组件上

在第二主动门移动方向的两端分别设有第五联动条导滑轮和第六联动条导滑轮

以及第三联动条固定块和第四联动条固定块，所述的第一联动条固定块上设有

一端固定在其上的第一联动条，所述的第一联动条的另一端依次绕过所述的第

一联条动导滑轮、第四联动条导滑轮、第五联动条导滑轮并延伸固定在所述的

第三联动条固定块上，所述的第四联动条固定块上设有一端固定在其上的第二

联动条，所述的第二联动条另一端依次绕过所述的第六联动条导滑轮、第三联

动条导滑轮、第二联动条导滑轮并延伸固定在所述的第二联动条固定块上。一

种淋浴房三门联动门，包括上横梁以及相互平行的第一主动门、联动门、第二

主动门，所述的联动门设在所述的第一主动门和第二主动门之间，所述的上横

梁上设有三条平行的导滑槽，所述的第一主动门上端固定有在外侧的一条导滑

槽内滑动的第一导滑组件，所述的联动门上端固定有在中间的导滑槽内滑动的

联动门导滑组件，所述的第二主动门上端固定有在外侧的另一条导滑槽内滑动

的第二导滑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导滑组件上在第一主动门移动方向

两 端分别设有第一联动条导滑轮和第二联动条导滑轮以及第一联动条固定块和

第二联动条固定块，所述的联动门导滑组件上在联动门移动方向的两端分别设

有第三联动条导滑轮和第四联动条导滑轮，所述的第二导滑组件上在第二主动

门移动方向的两端分别设有第五联动条导滑轮和第六联动条导滑轮以及第三联

动条固定块和第四联动条固定块，所述的第一联动条固定块上设有一端固定在

其上的第一联动条，所述的第一联动条的另一端依次绕过所述的第一联条动导

滑轮、第四联动条导滑轮、第五联动条导滑轮并延伸固定在所述的第三联动条

固定块上，所述的第四联动条固定块上设有一端固定在其上的第二联动条，所

述的第二联动条另一端依次绕过所述的第六联动条导滑轮、第三联动条导滑

轮、第二联动条导滑轮并延伸固定在所述的第二联动条固定块上。 

 

[0009]    如上所述的一种淋浴房三门联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导滑组

件包括第一连杆，所述的第一连杆上两端分别设有固定在所述的第一主动门上

的第一固定块和第二固定块，所述的第一固定块的中部设有能在所述的导滑槽

内滑动的第一滑轮组件，所述的第二固定块的中部设有能在所述的导滑槽内滑

动的第二滑轮组件，所述的第一联动条导滑轮和第一联动条固定块分别设在所

述的第一固定块两端，所述的第二联动条导滑轮和第二联动条固定块分别设在

所述的第二固定块两端。如上所述的一种淋浴房三门联动门，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第一导滑组件包括第一连杆，所述的第一连杆上两端分别设有固定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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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主动门上的第一固定块和第二固定块，所述的第一固定块的中部设有能

在所述的导滑槽内滑动的第一滑轮组件，所述的第二固定块的中部设有能在所

述的导滑槽内滑动的第二滑轮组件，所述的第一联动条导滑轮和第一联动条固

定块分别设在所述的第一固定块两端，所述的第二联动条导滑轮和第二联动条

固定块分别设在所述的第二固定块两端。 

 

[0010]    如上所述的一种淋浴房三门联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联动门导滑

组件包括联动门连杆，所述的中间门连杆两端设有固定在所述的 联动门上的第

三固定块和第四固定块，所述的第三固定块的中部设有在所述的导滑槽内滑动

的第三滑轮组件，所述的第四固定块的中部设有能在所述的导滑槽内滑动的第

四滑轮组件，所述的第三联动条导滑轮设在所述的第四固定块上靠近所述的第

二联动条导滑轮的一端，所述的第四联动条导滑轮设在所述的的第四固定块上

靠近第五联动条导滑轮的一端。如上所述的一种淋浴房三门联动门，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联动门导滑组件包括联动门连杆，所述的中间门连杆两端设有固定

在所述的 联动门上的第三固定块和第四固定块，所述的第三固定块的中部设有

在所述的导滑槽内滑动的第三滑轮组件，所述的第四固定块的中部设有能在所

述的导滑槽内滑动的第四滑轮组件，所述的第三联动条导滑轮设在所述的第四

固定块上靠近所述的第二联动条导滑轮的一端，所述的第四联动条导滑轮设在

所述的的第四固定块上靠近第五联动条导滑轮的一端。 

 

[0011]    如上所述的一种淋浴房三门联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二导滑组

件包括第二连杆，所述的第二连杆两端分别设有第五固定块和第六固定块，所

述的第五固定块的中部设有在所述的导滑槽内滑动的第五滑轮组件，所述的第

六固定块的中部设有在所述的导滑槽内滑动的第六滑轮组件，所述的有第五联

动条导滑轮和第三联动条固定块分别在所述的第五固定块两端，所述的第六联

动条导滑轮和第四联动条固定块分别设在所述的第六固定块的两端。如上所述

的一种淋浴房三门联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二导滑组件包括第二连杆，

所述的第二连杆两端分别设有第五固定块和第六固定块，所述的第五固定块的

中部设有在所述的导滑槽内滑动的第五滑轮组件，所述的第六固定块的中部设

有在所述的导滑槽内滑动的第六滑轮组件，所述的有第五联动条导滑轮和第三

联动条固定块分别在所述的第五固定块两端，所述的第六联动条导滑轮和第四

联动条固定块分别设在所述的第六固定块的两端。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有：在第一联动条和第二联动条的联动作用

下，推动第一主动门时，将拉动联动门移动，往第二主动门的方向移动，第一

主动门移动的距离时联动门的两倍，同理推动第二主动门时，将拉动联动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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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往第一主动门的方向移动，第二主动门移动的距离是联动门的两倍，这样

三门均可以移动，两侧均可以移动开启淋浴门，增加了淋浴门的活动范围，使

用更加方便。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有：在第一联动条和第二联动条的联动作

用下，推动第一主动门时，将拉动联动门移动，往第二主动门的方向移动，第

一主动门移动的距离时联动门的两倍，同理推动第二主动门时，将拉动联动门

移动，往第一主动门的方向移动，第二主动门移动的距离是联动门的两倍，这

样三门均可以移动，两侧均可以移动开启淋浴门，增加了淋浴门的活动范围，

使用更加方便。  

 

[0013]    【附图说明】【附图说明】 

 

[0014]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图；图 1 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图； 

 

[0015]    图 2 为本实用新型的爆炸图；图 2 为本实用新型的爆炸图； 

 

[0016]    图 3 为本实用新型的部件立体图。图 3 为本实用新型的部件立体图。 

 

[0017]    【具体实施方式】【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下面

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19]    如图 1 至图 3 所示，一种淋浴房三门联动门，包括包括上横梁 11 以及

相互平行的第一主动门 1、联动门 2、第二主动门 3，三个门悬挂在上横梁上，

上横梁 11 上设有三个平行的导滑槽 5，第一主动门 1、联动门 2、第二主动门 3

分别在三个槽内滑动。联动门 2 设在第一主动门 1 和第二主动门 3 之间，第一

主动门 1 上端固定有在其中外侧的一条导滑槽 5 内滑动的第一导滑组件 4，第

一导滑组件 4 上在第一主动门 1 移动方向两端分别设有第一联动条导滑轮 41 和

第二联动条导滑轮 42 以及第一联动条固定块 43 和第二联动条固定块 44，第一

导滑组件 4 包括第一连杆 45，第一连杆 45 上两端分别设有固定在第一主动门 1

上的第一固定块 46 和第二固定块 47，第一固定块 46 的中部设有能在导滑槽 5

内滑动的第一滑轮组件 48，第二固定块 47 的中部设有能在导滑槽 5 内滑动的

第二滑轮组件 49，第一联动条导滑轮 41 和第一联动条固定块 43 分别设在第一

固定块 46 两端，第二联动条导滑轮 42 和第二联动条固定块 44 分别设在第二固

定块 47 两端，如图所示，第一联动条导滑轮 41 和第二联动条导滑轮 42 分别设

在外侧，第一联动条固定块 43 和第二联动条固定块 44 设在内侧。联动门 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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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固定有在中间的导滑槽 5 内滑动的联动门导滑组件 6，联动门导滑组件 6 上

在联动门 2 移动方向的两端分别设有第三联动条导滑轮 61 和第四联动条导滑轮

62，联动门导滑组件 6 包括联动门连杆 63，中间门连杆 63 两端设有固定在联

动门 2 上的第三固定块 64 和第四固定块 65，第三固定块 64 的中部设有在导滑

槽 5 内滑动的第三滑轮组件 65，第四固定块 65 的中部设有在导滑槽 5 内滑动的

第四滑轮组件 66，第三联动条导滑轮 61 设在第四固定块 65 上靠近第二联动条

导滑轮 42 的一端，第四联动条导滑轮 62 设在的第四固定块 65 上靠近第五联动

条导滑轮 71 的一端。第二主动门 3 上端固定有在外侧的另一条导滑槽 5 内滑动

的第二导滑组件 7，第二导滑组件 7 上在第二主动门 3 移动方向的两端分别设

有第五联动条导滑轮 71 和第六联动条导滑轮 72 以及第三联动条固定块 73 和第

四联动条固定块 74，第二导滑组件 7 包括第二连杆 75，第二连杆 75 两端分别

设有第五固定块 76 和第六固定块 77，第五固定块 76 的中部设有在导滑槽 5 内

滑动的第五滑轮组件 78，第六固定块 77 的中部设有在导滑槽 5 内滑动的第六

滑轮组件 79，有第五联动条导滑轮 71 和第三联动条固定块 73 分别在第五固定

块 76 两端，第六联动条导滑轮 72 和第四联动条固定块 74 分别设在第六固定块

77 的两端，第五联动条导滑轮 71 和第六联动条导滑轮 72 设在外侧，第三联动

条固定块 73 和第四联动条固定块 74 设在内侧。第二联动条导滑轮 42 靠近第三

联动条导滑轮 61，第四联动条导滑轮 62 靠近第五联动条导滑轮 71。第一联动

条固定块 43 上设有一端固定在其上的第一联动条 8，第一联动条 8 的另一端依

次绕过第一联条动导滑轮 41、第四联动条导滑轮 62、第五联动条导滑轮 71 并

延伸固定在第三联动条固定块 73 上，第四联动条固定块 74 上设有一端固定在

其上的第二联动条 9，第二联动条 9 另一 端依次绕过第六联动条导滑轮 72、第

三联动条导滑轮 61、第二联动条导滑轮 42 并延伸固定在第二联动条固定块 44

上。推动第一主动门 1 时，联动门 2 将被带动移动至第二主动门 3 一侧，直到

三个门重叠在一起。同理推动第二主动门 3 时，联动门将被带动移动至第一主

动门 1 一侧，直到三个门重叠在一起。两侧均可以开启淋浴门，使用简单，操

作方便。 如图 1 至图 3 所示，一种淋浴房三门联动门，包括包括上横梁 11 以及

相互平行的第一主动门 1、联动门 2、第二主动门 3，三个门悬挂在上横梁上，

上横梁 11 上设有三个平行的导滑槽 5，第一主动门 1、联动门 2、第二主动门 3

分别在三个槽内滑动。联动门 2 设在第一主动门 1 和第二主动门 3 之间，第一

主动门 1 上端固定有在其中外侧的一条导滑槽 5 内滑动的第一导滑组件 4，第

一导滑组件 4 上在第一主动门 1 移动方向两端分别设有第一联动条导滑轮 41 和

第二联动条导滑轮 42 以及第一联动条固定块 43 和第二联动条固定块 44，第一

导滑组件 4 包括第一连杆 45，第一连杆 45 上两端分别设有固定在第一主动门 1

上的第一固定块 46 和第二固定块 47，第一固定块 46 的中部设有能在导滑槽 5

内滑动的第一滑轮组件 48，第二固定块 47 的中部设有能在导滑槽 5 内滑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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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滑轮组件 49，第一联动条导滑轮 41 和第一联动条固定块 43 分别设在第一

固定块 46 两端，第二联动条导滑轮 42 和第二联动条固定块 44 分别设在第二固

定块 47 两端，如图所示，第一联动条导滑轮 41 和第二联动条导滑轮 42 分别设

在外侧，第一联动条固定块 43 和第二联动条固定块 44 设在内侧。联动门 2 上

端固定有在中间的导滑槽 5 内滑动的联动门导滑组件 6，联动门导滑组件 6 上

在联动门 2 移动方向的两端分别设有第三联动条导滑轮 61 和第四联动条导滑轮

62，联动门导滑组件 6 包括联动门连杆 63，中间门连杆 63 两端设有固定在联

动门 2 上的第三固定块 64 和第四固定块 65，第三固定块 64 的中部设有在导滑

槽 5 内滑动的第三滑轮组件 65，第四固定块 65 的中部设有在导滑槽 5 内滑动的

第四滑轮组件 66，第三联动条导滑轮 61 设在第四固定块 65 上靠近第二联动条

导滑轮 42 的一端，第四联动条导滑轮 62 设在的第四固定块 65 上靠近第五联动

条导滑轮 71 的一端。第二主动门 3 上端固定有在外侧的另一条导滑槽 5 内滑动

的第二导滑组件 7，第二导滑组件 7 上在第二主动门 3 移动方向的两端分别设

有第五联动条导滑轮 71 和第六联动条导滑轮 72 以及第三联动条固定块 73 和第

四联动条固定块 74，第二导滑组件 7 包括第二连杆 75，第二连杆 75 两端分别

设有第五固定块 76 和第六固定块 77，第五固定块 76 的中部设有在导滑槽 5 内

滑动的第五滑轮组件 78，第六固定块 77 的中部设有在导滑槽 5 内滑动的第六

滑轮组件 79，有第五联动条导滑轮 71 和第三联动条固定块 73 分别在第五固定

块 76 两端，第六联动条导滑轮 72 和第四联动条固定块 74 分别设在第六固定块

77 的两端，第五联动条导滑轮 71 和第六联动条导滑轮 72 设在外侧，第三联动

条固定块 73 和第四联动条固定块 74 设在内侧。第二联动条导滑轮 42 靠近第三

联动条导滑轮 61，第四联动条导滑轮 62 靠近第五联动条导滑轮 71。第一联动

条固定块 43 上设有一端固定在其上的第一联动条 8，第一联动条 8 的另一端依

次绕过第一联条动导滑轮 41、第四联动条导滑轮 62、第五联动条导滑轮 71 并

延伸固定在第三联动条固定块 73 上，第四联动条固定块 74 上设有一端固定在

其上的第二联动条 9，第二联动条 9 另一 端依次绕过第六联动条导滑轮 72、第

三联动条导滑轮 61、第二联动条导滑轮 42 并延伸固定在第二联动条固定块 44

上。推动第一主动门 1 时，联动门 2 将被带动移动至第二主动门 3 一侧，直到

三个门重叠在一起。同理推动第二主动门 3 时，联动门将被带动移动至第一主

动门 1 一侧，直到三个门重叠在一起。两侧均可以开启淋浴门，使用简单，操

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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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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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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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