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220609270.2

(22)申请日 2022.03.18

(73)专利权人 洛阳华昌门业有限公司

地址 471000 河南省洛阳市伊滨区庞村镇

窑沟村10组

(72)发明人 许毓华　许毓昌　陈志军　

(74)专利代理机构 洛阳高智达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41169

专利代理师 徐丰果

(51)Int.Cl.

E06B 5/11(2006.01)

E06B 3/36(2006.01)

E05D 7/10(2006.01)

E05D 7/081(2006.01)

E05D 5/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铰链隐藏式防盗门

(57)摘要

一种铰链隐藏式防盗门，门框内侧设置门

板，门框的上边框与下边框左侧设置一对支撑

板，门板的中部设置门锁，门板的上端部下端部

设置一对铰链安装槽，一对铰链安装槽的底部设

置一对安装板，一对铰链安装槽的顶部设置一对

调节板，一对调节板与一对安装板的中部之间设

置一对螺杆，每个调节板与所对应的支撑板之间

的两侧均设置一对导柱，一对调节板与一对支撑

板之间设置一对连接板；能够通过一对安装板将

一对调节板安装在门扇顶部和底部的安装槽内，

使门扇和门框分别在门框的上边框和下边框处

铰接，有效避开人们的视线，更具美观性，能够通

过旋转螺杆使调节板带动连接板将连接板上的

转轴插入或拔出转孔，方便对门扇进行安装或拆

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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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铰链隐藏式防盗门，是由：门框(1)、上边框(1‑1)、下边框(1‑2)、门板(2)、支撑

板(3)、门锁(4)、安装槽(5)、安装板(6)、调节板(7)、螺杆(8)、导柱(9)、连接板(10)、转轴

(11)、内六角螺钉(12)、转孔(13)、内六角盲孔(14)构成；其特征在于：门框(1)的内侧设置

门板(2)，门框(1)的上边框(1‑1)与下边框(1‑2)左侧端部的相向面对称设置一对支撑板

(3)，所述的门板(2)的中部右侧设置门锁(4)，门板(2)的上端部左侧边沿与下端部左侧边

沿对称设置一对铰链安装槽(5)，一对铰链安装槽(5)的底部设置一对安装板(6)，一对铰链

安装槽(5)的顶部设置一对调节板(7)，一对调节板(7)与一对安装板(6)的中部之间设置一

对螺杆(8)，所述的一对螺杆(8)的底端与一对安装板(6)转动连接，一对螺杆(8)的顶端贯

穿一对安装板(6)与一对安装板(6)螺接，每个调节板(7)与所对应的支撑板(3)之间的两侧

均设置一对导柱(9)，每个导柱(9)的下端均与所对应的安装板(6)固定连接，每个导柱(9)

的上端均贯穿所对应的调节板(7)并与其滑动连接，所述的一对调节板(7)与一对支撑板

(3)之间设置一对连接板(10)，所述的一对连接板(10)靠近一对调节板(7)的一端与一端调

节板(7)固定连接，一对连接板(10)靠近支撑板(3)的一端与一对支撑板(3)转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铰链隐藏式防盗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对支撑板(3)

均为L形，一对支撑板(3)的横向板与一对调节板(7)固定连接，一对支撑板(3)的纵向板均

位于门板(2)的外侧，一对支撑板(3)的纵向板的顶面竖直设置一对转轴(11)，所述的一对

转轴(11)设置于一对支撑板(3)的纵向板的末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铰链隐藏式防盗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对连接板(10)

均为L形，一对连接板(10)的横向板分别与上边框(1‑1)和下边框(1‑2)通过内六角螺钉

(12)固定连接，一对连接板(10)的纵向板的外端端部的相向面均设置一对转孔(13)，所述

的一对转轴(11)对应插入一对转孔(13)内，并在一对转孔(13)内作旋转运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铰链隐藏式防盗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对螺杆(8)的

顶端面的中心设置一对内六角盲孔(1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铰链隐藏式防盗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对安装板(6)

通过内六角螺钉(12)与门板(2)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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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铰链隐藏式防盗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防盗门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铰链隐藏式防盗门。

背景技术

[0002] 防盗门是人们每天都要频繁接触的兼顾防盗和安全性能的门，防盗门上用的铰链

一般为双页片骨节式铰链，由于该铰链通常需要固定在门板和门框侧面，且固定铰链的焊

点通常裸露在外，在门板打开或闭合状态，人们都能直观的看到裸露在外的铰链，极具影响

美观，而且由于铰链通常与门框和门板一体连接，在需要对防盗门更换时，拆装非常麻烦，

因此怎样解决现有固定在防盗门门板和门框一侧的铰链不美观，且对防盗门的拆装不方便

的问题成为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技术难题。

[0003] 鉴于上述原因，现研发一种铰链隐藏式防盗门。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铰链隐藏式防盗门，通过一对

安装板将一对调节板安装在门板顶部和底部的安装槽内，使门板和门框分别在门框的上边

框和下边框处铰接，能够有效避开人们的视线，更具美观性，能够通过旋转螺杆使调节板带

动连接板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从而将连接板上的转轴插入或拔出转孔，方便对门板进行

安装或拆卸，有效的解决了现有固定在防盗门门板和门框一侧的铰链不美观，且对防盗门

的拆装不方便的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为了实现上述目的，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铰链隐藏式防盗门，是

由：门框、上边框、下边框、门板、支撑板、门锁、安装槽、安装板、调节板、螺杆、导柱、连接板、

转轴、内六角螺钉、转孔、内六角盲孔构成；门框的内侧设置门板，门框的上边框与下边框左

侧端部的相向面对称设置一对支撑板，所述的门板的中部右侧设置门锁，门板的上端部左

侧边沿与下端部左侧边沿对称设置一对铰链安装槽，一对铰链安装槽的底部设置一对安装

板，一对铰链安装槽的顶部设置一对调节板，一对调节板与一对安装板的中部之间设置一

对螺杆，所述的一对螺杆的底端与一对安装板转动连接，一对螺杆的顶端贯穿一对安装板

与一对安装板螺接，每个调节板与所对应的支撑板之间的两侧均设置一对导柱，每个导柱

的下端均与所对应的安装板固定连接，每个导柱的上端均贯穿所对应的调节板并与其滑动

连接，所述的一对调节板与一对支撑板之间设置一对连接板，所述的一对连接板靠近一对

调节板的一端与一端调节板固定连接，一对连接板靠近支撑板的一端与一对支撑板转动连

接。

[0006] 所述的一对支撑板均为L形，一对支撑板的横向板与一对调节板固定连接，一对支

撑板的纵向板均位于门板的外侧，一对支撑板的纵向板的顶面竖直设置一对转轴，所述的

一对转轴设置于一对支撑板的纵向板的末端。

[0007] 所述的一对连接板均为L形，一对连接板的横向板分别与上边框和下边框通过内

六角螺钉固定连接，一对连接板的纵向板的外端端部的相向面均设置一对转孔，所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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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转轴对应插入一对转孔内，并在一对转孔内作旋转运动。

[0008] 所述的一对螺杆的顶端面的中心设置一对内六角盲孔。

[0009] 所述的一对安装板通过内六角螺钉与门板固定连接。

[0010] 工作原理：对门板进行安装时，用六角扳手通过一对螺杆上的内六角盲孔旋转一

对螺杆，使一对螺杆通过一对调节板带动一对连接板上下移动，使位于门板下端部的连接

板的下侧面与门板的底面位于同一平面，使门板上端部连接板上转轴的上端面与门板的上

端面齐平，将门板下端部连接板上的转轴插入位于下边框上支撑板的转孔内，调整门板的

角度，使门板上端部连接板上的转轴与上边框上支撑板上的转孔对应，用内六角扳手旋转

位于门板上端部的螺杆，使位于门板上端部的连接板向上移动，在门板上端部的转轴插入

位于上边框上的支撑板上的转孔内后，对门板的安装完成；

[0011] 对门板进行拆卸时，用内六角扳手反向旋转位于门板上端部的螺杆，使位于门板

上端部的连接板带动其上的转轴向下移动，在门板上端部的转轴移出位于上边框上支撑板

上的转孔后，将门板向上拉起，在门板下端部的转轴移出位于下边框上的支撑板上的转孔

后，门板的拆卸完成。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能够通过一对安装板

将一对调节板安装在门板顶部和底部的安装槽内，使门板和门框分别在门框的上边框和下

边框处铰接，有效避开人们的视线，更具美观性，能够通过旋转螺杆使调节板带动连接板向

上移动或向下移动，从而将连接板上的转轴插入或拔出转孔，方便对门板进行安装或拆卸，

有效的解决了现有固定在防盗门门板和门框一侧的铰链不美观，且对防盗门的拆装不方便

的问题，适合普遍推广使用。

附图说明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图1中门框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图1中门板的立体机构示意图；

[0017] 图4是图1中A处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是图2中B处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是图3中C处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门框1、上边框1‑1、下边框1‑2、门板2、支撑板3、门锁4、安装槽5、安装板6、调

节板7、螺杆8、导柱9、连接板10、转轴11、内六角螺钉12、转孔13、内六角盲孔14。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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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0022] 门框1的内侧设置门板2，门框1的上边框1‑1与下边框1‑2左侧端部的相向面对称

设置一对支撑板3，所述的门板2的中部右侧设置门锁4，门板2的上端部左侧边沿与下端部

左侧边沿对称设置一对铰链安装槽5，一对铰链安装槽5的底部设置一对安装板6，一对铰链

安装槽5的顶部设置一对调节板7，一对调节板7与一对安装板6的中部之间设置一对螺杆8，

所述的一对螺杆8的底端与一对安装板6转动连接，一对螺杆8的顶端贯穿一对安装板6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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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装板6螺接，每个调节板7与所对应的支撑板3之间的两侧均设置一对导柱9，每个导柱9

的下端均与所对应的安装板6固定连接，每个导柱9的上端均贯穿所对应的调节板7并与其

滑动连接，所述的一对调节板7与一对支撑板3之间设置一对连接板10，所述的一对连接板

10靠近一对调节板7的一端与一端调节板7固定连接，一对连接板10靠近支撑板3的一端与

一对支撑板3转动连接。

[0023] 所述的一对支撑板3均为L形，一对支撑板3的横向板与一对调节板7固定连接，一

对支撑板3的纵向板均位于门板2的外侧，一对支撑板3的纵向板的顶面竖直设置一对转轴

11，所述的一对转轴11设置于一对支撑板3的纵向板的末端。

[0024] 所述的一对连接板10均为L形，一对连接板10的横向板分别与上边框1‑1和下边框

1‑2通过内六角螺钉12固定连接，一对连接板10的纵向板的外端端部的相向面均设置一对

转孔13，所述的一对转轴11对应插入一对转孔13内，并在一对转孔13内作旋转运动。

[0025] 所述的一对螺杆8的顶端面的中心设置一对内六角盲孔14。

[0026] 所述的一对安装板6通过内六角螺钉12与门板2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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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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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7

CN 217106724 U

7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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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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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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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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