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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双扇同步同向联

动门，包括依次设置的主联动门和从联动

门，从联动门的上端面的两端分别安装有

第一皮带导向轮和第二皮带导向轮，第

一、第二皮带导向轮上套设有一根传动皮

带，主联动门靠近从联动门的一端设有第

一皮带固定夹，靠近第二皮带导向轮的一

端的天花板或者墙壁上设有第二皮带固定

夹，皮带固定夹分别从传动皮带的两端夹

住皮带，向左或向右推动主联动门，在第

一、第二皮带固定夹的作用下，从联动门

随之同步向左或向右移动。本实用新型，

向左或向右推动主联动门，在皮带固定夹

的作用下，第一、第二皮带导向轮把传动

皮带拉紧，带动从联动门跟随主联动门实

现同方向同步移动，结构简单，操作方

便，很好的实现了同步同向开启多扇门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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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双扇同步同向联动门，包括依次设置的主联动门和从联动门，其特征在

于，所述从联动门的上端面的两端分别安装有第一皮带导向轮和第二皮带导向

轮，所述第一、第二皮带导向轮上套设有一根可带动其转动的传动皮带，所述

主联动门靠近所述从联动门的一端设有第一皮带固定夹，靠近所述第二皮带导

向轮的一端的天花板或者墙壁上设有第二皮带固定夹，所述第一、第二皮带固

定夹分别从所述传动皮带的两端夹住所述传动皮带，向左或向右推动所述主联

动门，在所述第一、第二皮带固定夹的夹持作用下，所述从联动门随所述主联

动门同步向左或向右移动。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双扇同步同向联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主联动门的

后侧面与所述从联动门的前侧面贴合，所述从联动门的下部设有门底导向块。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双扇同步同向联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门底导向块

包括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从联动门上的固定板和凸出于所述固定板外侧的导向

凸起，所述固定板和所述导向凸起之间形成导向槽，所述主联动门卡入所述导

向槽内并可沿所述导向槽滑动，所述导向槽的宽度不小于所述主联动门的厚

度。 

4.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双扇同步同向联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主联动门的

上端面上间隔设有多个第一滑轮组件，所述从联动门的上端面间隔设有多个第

二滑轮组件，所述天花板上间隔固定有分别与所述第一滑轮组件和所述第二滑

轮组件配合的第一条形导轨和第二条形导轨。 

5.如权利要求 4 所述的双扇同步同向联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滑轮组

件和所述第二滑轮组件的外侧分别设有限位缓冲块。 

6.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双扇同步同向联动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皮带固

定夹和所述第二皮带固定夹分别通过多个自攻螺丝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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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双扇同步同向联动门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实用新型涉及双开门，具体涉及双扇同步同向联动门。 

[0003]    背景技术 

[0004]    目前，传统的门体结构一般为单开门结构，门扇的一侧与门框铰接，

门扇单向旋转开启，在需要打开门时,需要分别往两个方向施加推力,在某种环境

条件下可能存在操作不便的情况，当需要同时开启多扇门时,不能通过只往一个

方向施加推力实现,为此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双开门的结构,现有的双开门一般为双

门框结构、双门扇结构,采用齿轮机构传动,结构复杂,制作不便,安全性差,而且通

常是两扇门在一个方向的推力作用下,分别朝向相反的方向打开,不能实现同向开

启的功能。 

[0005]    因此现有的双开门存在结构复杂、不能实现同向开启的功能的问题。 

[0006]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因此现有的双开门存在结构复杂、

不能实现同向开启的功能的问题。 

[0008]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双扇同

步同向联动门，包括依次设置的主联动门和从联动门，所述从联动门的上端面

的两端分别安装有第一皮带导向轮和第二皮带导向轮，所述第一、第二皮带导

向轮上套设有一根可带动其转动的传动皮带，所述主联动门靠近所述从联动门

的一端设有第一皮带固定夹，靠近所述第二皮带导向轮的一端的天花板或者墙

壁上设有第二皮带固定夹，所述第一、第二皮带固定夹分别从所述传动皮带的

两端夹住所述传动皮带，向左或向右推动所述主联动门，在所述第一、第二皮

带固定夹的夹持作用下，所述从联动门随所述主联动门同步向左或向右移动。 

[0009]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主联动门的后侧面与所述从联动门的前侧面贴

合，所述从联动门的下部设有门底导向块。 

[0010]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门底导向块包括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从联动门上

的固定板和凸出于所述固定板外侧的导向凸起，所述固定板和所述导向凸起之

间形成导向槽，所述主联动门卡入所述导向槽内并可沿所述导向槽滑动，所述

导向槽的宽度不小于所述主联动门的厚度。 

[0011]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主联动门的上端面上间隔设有多个第一滑轮组

件，所述从联动门的上端面间隔设有多个第二滑轮组件，所述天花板上间隔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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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分别与所述第一滑轮组件和所述第二滑轮组件配合的第一条形导轨和第二

条形导轨。 

[0012]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第一滑轮组件和所述第二滑轮组件的外侧分别设

有限位缓冲块。 

[0013]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第一皮带固定夹和所述第二皮带固定夹分别通过

多个自攻螺丝固定。 

[0014]    本实用新型，向左推动主联动门，第二皮带固定夹处不动，第一皮带

固定夹随主联动门向左移动，从而带动传动皮带向左作旋转运动，由于第一皮

带导向轮和第二皮带导向轮把传动皮带拉紧，同时传动皮带对从联动门产生往

左的拉力，进而带动从联动门向左移动；向右推动主联动门，第二皮带固定夹

处不动，第一皮带固定夹随主联动门向右移动，从而带动传动皮带向右作旋转

运动，由于第一皮带导向轮和第二皮带导向轮把传动皮带拉紧，同时传动皮带

对从联动门产生往右的拉力，进而带动从联动门向右移动；结构简单，操作方

便，很好的实现了同步同向开启多扇门的目的。 

[0015]    附图说明 

[0016]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的分解图。 

[0017]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出详细说明。 

[0019]    如图 1 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双扇同步同向联动门，包括依次设置

的主联动门 20 和从联动门 10，主联动门 20 的后侧面与从联动门 10 的前侧面贴

合。从联动门 10 的上端面的两端分别安装有第一皮带导向轮 40 和第二皮带导

向轮 41，第一皮带导向轮 40 和第二皮带导向轮 41 上套设有一根可带动第一皮

带导向轮 40 和第二皮带导向轮 41 转动的传动皮带 50。 

[0020]    主联动门 20 靠近从联动门 10 的一端上端面上设有第一皮带固定夹

51，第一皮带固定夹 51 通过多个自攻螺丝固定在主联动门 20 上，第一皮带固

定夹 51 夹住传动皮带 50，使其在夹持的位置处相对保持不动；靠近第二皮带

导向轮 41 的一端的天花板或者墙壁上设有第二皮带固定夹 52，第二皮带固定

夹 52 通过多个自攻螺丝固定在天花板或者墙壁上，第二皮带固定夹 52 夹住传

动皮带 50，使其在夹持的位置处相对保持不动。向左或向右推动主联动门 20，

在第一皮带固定夹 51 和第二皮带固定夹 52 的夹持作用下，从联动门 10 随主联

动门 20 同步向左或向右移动，实现了同向开启多扇门的目的。 

[0021]    向左推动主联动门 20，第二皮带固定夹 52 处不动，第一皮带固定夹

51 随主联动门 20 向左移动，从而带动传动皮带 50 向左作旋转运动，由于第一

皮带导向轮 40 和第二皮带导向轮 41 把传动皮带 50 拉紧，同时传动皮带 50 对

从联动门产生 10 往左的拉力，进而带动从联动门 10 向左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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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向右推动主联动门 20，第二皮带固定夹 52 处不动，第一皮带固定夹

51 随主联动门 20 向右移动，从而带动传动皮带 50 向右作旋转运动，由于第一

皮带导向轮 40 和第二皮带导向轮 41 把传动皮带 50 拉紧，同时传动皮带 50 对

从联动门产生 10 往右的拉力，进而带动从联动门 10 向右移动。 

[0023]    本实用新型中，从联动门 10 的下部设有门底导向块 70，门底导向块

70 包括通过螺钉固定在从联动门 10 上的固定板 71 和凸出于固定板 71 外侧的导

向凸起 72，固定板 71 和导向凸起 72 之间形成导向槽 73，导向槽 73 的宽度不

小于主联动门 20 的厚度，主联动门 20 卡入导向槽 73 内并可沿导向槽 73 滑

动，当推拉主联动门 20 时，主联动门 20 沿导向槽 73 的方向移动，防止门扇往

前后(门外侧和门内侧)摆动，起到限制位置作用。 

[0024]    主联动门 20 的上端面上间隔设有多个第一滑轮组件 21，从联动门 10

的上端面间隔设有多个第二滑轮组件 11，天花板上间隔固定有分别与第一滑轮

组件 21 和第二滑轮组件 11 配合的第一条形导轨 60 和第二条形导轨 61，在主联

动门 20 和从联动门 10 向左或者向右推拉移动过程中，第一滑轮组件 21 和第二

滑轮组件 11 分别沿第一条形导轨 60 和第二条形导轨 61 滑动，第一滑轮组件 21

和第二滑轮组件 11 的外侧分别设有限位缓冲块 62，防止移动过度，客户可根

据需求设置合适的止停位置。 

[0025]    本实用新型，向左推动主联动门，第二皮带固定夹处不动，第一皮带

固定夹随主联动门向左移动，从而带动传动皮带向左作旋转运动，由于第一皮

带导向轮和第二皮带导向轮把传动皮带拉紧，同时传动皮带对从联动门产生往

左的拉力，进而带动从联动门向左移动；向右推动主联动门，第二皮带固定夹

处不动，第一皮带固定夹随主联动门向右移动，从而带动传动皮带向右作旋转

运动，由于第一皮带导向轮和第二皮带导向轮把传动皮带拉紧，同时传动皮带

对从联动门产生往右的拉力，进而带动从联动门向右移动；结构简单，操作方

便，很好的实现了同步同向开启多扇门的目的。 

[0026]    本实用新型不局限于上述最佳实施方式，任何人应该得知在本实用新

型的启示下作出的结构变化，凡是与本实用新型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技术方案，

均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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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