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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新型左右互开三联动门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及一种左右互开三联动

门装置，其技术要点为，包括：一内门固

定梁，其固定在内门上，内门固定梁的左

右两端分别设有第一左固定端和第一右固

定端；一中门固定梁，其固定在中门上，

中门导滑轮的左右两端分别设有左联动滑

轮和右联动滑轮；一外门固定梁，其固定

在外门上，外门固定梁的左右两端分别设

有第二左固定端和第二右固定端；一第一

联动带，第一联动带的一端固定在第一左

固定端上，另一端绕过右联动滑轮后固定

在第二左固定端上；一第二联动带，第二

联动带的一端固定在第二右固定端上，另

一端绕过左联动滑轮后固定在第一右固定

端上。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能够实现

内、外门左右互开，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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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新型左右互开三联动门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内门固定梁(1)，其固定在内门(6)上，所述的内门固定梁(1)的左右两端分

别设有第一左固定端(12)和第一右固定端(13)； 

一中门固定梁(2)，其固定在中门(7)上，所述的中门导滑轮(21)的左右两端

分别设有左联动滑轮(22)和右联动滑轮(23)； 

一外门固定梁(3)，其固定在外门(8)上，所述的外门固定梁(3)的左右两端分

别设有第二左固定端(31)和第二右固定端(32)； 

一第一联动带(4)，所述的第一联动带(4)的一端固定在所述的第一左固定端

(12)上，另一端绕过所述的右联动滑轮(23)后固定在所述的第二左固定端(31)

上； 

一第二联动带(5)，所述的第二联动带(5)的一端固定在所述的第二右固定端

(32)上，另一端绕过所述的左联动滑轮(22)后固定在所述的第一右固定端(13)

上。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新型左右互开三联动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左联动滑轮(22)和右联动滑轮(23)在竖直方向上错开。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新型左右互开三联动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内门(6)的左右两侧分别设有内门侧柱(61)，所述的内门侧柱(61)外侧面设有

的内门锲形端(62)，所述的内门锲形端(62)的倾斜面与中门(7)相对，所述的外门

(8)的左右两侧分别设有外门侧柱(81)，所述的外门侧柱(81)外侧面设有外门锲形

端(82)，所述的外门锲形端(82)的倾斜面与中门(7)相对。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新型左右互开三联动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内门固定梁(1)上设有能在滑轨上滑动的内门导滑轮(11)，所述的中门固定

梁(2)上设有能在滑轨上滑动的中门导滑轮(21)，所述的外门固定梁(3)上设有能

在滑轨上滑动的外门导滑轮(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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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一种新型左右互开三联动门装置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淋浴房的联动装置。 

[0003]    【背景技术】 

[0004]    现有的三门淋浴房中，其一般是两个门是移动门，还有一个门是固定

不动的，三个门平行隔开设置。由于有一个门是固定不动的，因此在开门时能

往一个方向开，另一个方向不能开，在安装时，如果装反，将要重新安装，且

给开门带来一定麻烦。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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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

方便，左右两边均能开启的新型左右互开三联动门装置。 

[0007]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新型左右互开三联动门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0009]    一内门固定梁，其固定在内门上，所述的内门固定梁的左右两端分别

设有第一左固定端和第一右固定端； 

[0010]    一中门固定梁，其固定在中门上，所述的中门导滑轮的左右两端分别

设有左联动滑轮和右联动滑轮； 

[0011]    一外门固定梁，其固定在外门上，所述的外门固定梁的左右两端分别

设有第二左固定端和第二右固定端； 

[0012]    一第一联动带，所述的第一联动带的一端固定在所述的第一左固定端

上，另一端绕过所述的右联动滑轮后固定在所述的第二左固定端上； 

[0013]    一第二联动带，所述的第二联动带的一端固定在所述的第二右固定端

上，另一端绕过所述的左联动滑轮后固定在所述的第一右固定端上。 

[0014]    如上所述的一种新型左右互开三联动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左

联动滑轮和右联动滑轮在竖直方向上错开。 

[0015]    如上所述的一种新型左右互开三联动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内

门的左右两侧分别设有内门侧柱，所述的内门侧柱外侧面设有的内门锲形端，

所述的内门锲形端的倾斜面与中门相对，所述的外门的左右两侧分别设有外门

侧柱，所述的外门侧柱外侧面设有外门锲形端，所述的外门锲形端的倾斜面与

中门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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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如上所述的一种新型左右互开三联动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内

门固定梁上设有能在滑轨上滑动的内门导滑轮，所述的中门固定梁上设有能在

滑轨上滑动的中门导滑轮，所述的外门固定梁上设有能在滑轨上滑动的外门导

滑轮。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有：通过第一联动带和第二联动带两种缠绕的

联动方式，实现内门和外门都能左右移动开启，从而方便开启和安装；内门锲

形端和外门锲形端可以用来遮挡花洒洒出的水，如果门关闭时候，水能够从两

门缝隙中漏出，那么需要将门反向关闭，这样不需要将门重新安装，使用方

便。 

[0018]    【附图说明】 

[0019]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图； 

[0020]    图 2 为本实用新型的左视图； 

[0021]    图 3 为本实用新型的部件立体图； 

[0022]    图 4 为本实用新型的内门固定梁的立体图； 

[0023]    图 5 为本实用新型的中门固定梁的立体图； 

[0024]    图 6 为本实用新型的外门固定梁的立体图； 

[0025]    图 7 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一联动带和第二联动带的绕向示意图； 

[0026]    图 8 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一联动带的绕向示意图； 

[0027]    图 9 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一联动带的绕向示意图； 

[0028]    图 10 为本实用新型使用时漏水的示意图； 

[0029]    图 11 为本实用新型使用时不漏水的示意图。 

[0030]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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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2]    如图 1 至图 11 所示，一种新型左右互开三联动门装置，其特征在于，

包括：一内门固定梁 1，其固定在内门 6 上，内门固定梁 1 的左右两端分别设

有第一左固定端 12 和第一右固定端 13，内门固定梁 1 上设有能在滑轨上滑动

的内门导滑轮 11； 

[0033]    一中门固定梁 2，其固定在中门 7 上所述的中门导滑轮 21 的左右两端

分别设有左联动滑轮 22 和右联动滑轮 23，左联动滑轮 22 和右联动滑轮 23 分上

下两层，左联动滑轮 22 和右联动滑轮 23 在竖直方向上错开； 

[0034]    一外门固定梁 3，其固定在外门 8 上，外门固定梁 3 的左右两端分别设

有第二左固定端 31 和第二右固定端 32，中门固定梁 2 上设有能在滑轨上滑动

的中门导滑轮 21，外门固定梁 3 上设有能在滑轨上滑动的外门导滑轮 33； 

[0035]    一第一联动带 4，第一联动带 4 的一端固定在所述的第一左固定端 12

上，另一端绕所述的右联动滑轮 23 后固定在所述的第二左固定端 31 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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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带 4 绕在右联动滑轮 23 上，当第一联动带 4 联动时，能够拉动右联动滑轮

23，从而使中门 7 向右移动； 

[0036]    一第二联动带 5，第二联动带 5 的一端固定在所述的第二右固定端 32

上，另一端绕过左联动滑轮 22 后固定在第一右固定端 13 上，第二联动带 5 绕

在左联动滑轮 22 上，当第二联动带 5 联动时，能够拉动左联动滑轮 22，从而

使中门 7 向左移动。安装联动带时在左联动滑轮 22 和右联动滑轮 23 的竖直方

向上错开。 

[0037]    内门 6 的左右两侧分别设有内门侧柱 61，内门侧柱 61 外侧面设有的内

门锲形端 62，内门锲形端 62 的倾斜面与中门 7 相对，外侧面指的是远离内门 6

的一侧；外门 8 的左右两侧分别设有外门侧柱 81，外门侧柱 81 外侧面设有外

门锲形端 82，外门锲形端 82 的倾斜面与中门 7 相对，外侧面指的是远离外门 8

的一侧。使用示例，如图 10 和图 11，图 10 中，花洒的水能从两门之间的门缝

中流出，当出现这种状况时，将内门 6 往右推动，外门 8 往左推动关闭，此时

如图 11 所示，花洒的水能够被锲形端挡住，防止水漏出，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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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