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77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所公布的国际申请
52 (19) 世界知识 组织

国 际 局
(10) 国际公布号

(43) 国际公布日
2012年 12 月 20 日 （20.12.2012) WO 2012/171279 A1

W P O P C T

(51) 国转 利分类号： Lina) [CN/CN];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模范中路 39 号,
B61D 19/02 (2006.01) E0SD 15/10 (2006.01) Jiangsu 2 100 13 (CN )。
B61D 19/00 (2006.01) E05F 15/00 (2006

(74) 代理人：南京经纬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21) 国际申请号： PCT/CN201 1/079878 (NANJING JINGWEI PATENT & TRADEMARK

AGENCY CO.,);(22) 国际申请日： 201 1年 9 月 20 日 （20.09.201 1)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路

17 号 12 楼 B 座，Jiangsu 210005 (CN )。
(25) 申職 言： 中文

(81) 指定国（除另有指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的国家保
(26) 公布语言： 中文 护）：AE, AG, AL, AM, AO, AT, AU, AZ, BA, BB, BG,

BH, BR, BW, BY, BZ, CA, CH, CL, CN, CO, CR, CU,
(30) 优先权：

CZ, DE, DK, DM, DO, DZ, EC, EE, EG, ES, FI, GB, GD,
201 110157088.4 201 1年 6 月 13 日 (13.06.201 1) CN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S, JP, KE,

KG, KM, KN,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LT, LU,(71) 申请人 (对除美国外的所有指定国) :南京康尼机电
股份有限公司 （ LY, MA, MD, ME, MG, MK, MN, MW, MX, MY, MZ,

NANJING KANGNI MECHANICAL
NA, NG, NI, NO, NZ, OM, PE, PG, PH, PL, PT, QA, RO,

& ELECTRICAL CO., LTD) [CN/CN]; 中国江苏省南
RS, RU, RW, SC, SD, SE, SG, SK, SL, SM, ST, SV, SY,京市模范中路 3 号，Jiangsu 210013 (CN )。 TH, TJ, TM, TN, TR, TT, TZ, UA, UG, US, UZ, VC, VN,

发明人；及 ZA, ZM, Z

发明人/申请人 （仅对美 国)：史翔 （SHI, X i ang) (84) 指定国（除另有指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的地区保
[CN/CN];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模范中路 39 号，Jiangsu 护）：ARIPO (BW, GH, GM, KE, LR, LS, MW, MZ, NA,
210013 (CN ) 。 丁端权 (DING, Ruiquan) [CN/CN]; SD, SL, SZ, TZ, UG, ZM, ZW), 叙亚 （AM, AZ, BY, KG,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模范中路 39 号，Jiangsu 210013 KZ, MD, RU, TJ, TM), ：洲 (AL, AT, BE, BG, CH, CY,
(CN )。 刘落明 （LIU, Luoming) [CN/CN]; 中国江苏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GR, HR, HU, IE, IS, ΓΓ ,
省論京市模范中路 39 号，Jiangsu 210013 (CN )。 黄 LT, LU, LV, MC, MK, MT, NL, NO, PL, PT, RO, RS, SE,
强 （HUANG, Qiang) [CN/CN]; 国江苏省南京市模 SI, SK, SM, TR), OAPI (BF, BJ, CF, CG, CI, CM, GA,
范 中路 39 号 ，Jiangsu 210013 (CN) 。 王星 明 GN, GQ, GW, ML, MR, NE, SN, TD, TG) 。
(WANG, Xingming) [CN/CN]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模
范中路 39 号，Jiangsu 210013 (CN) 。 郭丽¾P (GUO,

[见续页]

(54) Title: BUILT-IN PLUG-PULL DOOR DEVICE FOR TRACK VEHICLE

(54) 发明名称 ：轨道车辆用内置塞拉门装置

0

(57) Abstract: Disclosed in the present invention i s a built-in plug-pull door device for a track vehicle, which comprises a control
mechanism(l), a driving mechanism(2), a bearing mechanism(3), a pressing mechanism(4), a guiding slide groove(5) and a door
leaf(7). Said bearing mechanism (3) comprises two guide rod column (10), two sleeves ( 11), a connecting rod (12), a sliding block
(13) and a guide wheel (14). Said control mechanism (1) i s respectively connected to the driving mechanism (2) and the pressing
mechanism (4). The device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a swing-outward plug-pull door and a built-in side pull door, and solves the
problem of uneven appearance of the built-in side pull door via plug-pull movement and thereby reducing the effect of high-speed
pressure wave on the door leaf and reducing the noise produced by high-speed travel. The width of the vehicle body i s 140mm more
than that of the vehicle which i s provided with the swing-outward plug-pull door. When the plug-pull process of the door leaf ends,
the door leaf i s pressed on the vehicle body, which limits entirely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door leaf might fall off the vehicle outward.
The safety and the seal reliability can be improved.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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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一种轨道车辆用内置塞拉门装置，包括控制机构 （1) 、驱动机构 （2 ) 、承载机构 （3 ) 、压紧机构 （4 ) 、
导向滑槽 （5 ) 和门扇 （7 ) ；所述承载机构 （3 ) 包括两个导向柱 （10) 、两个套筒 （11) 、连接杆 （12 ) 、
滑块 （13 ) 和导向轮 （14 ) ；所述控制机构 （1) 分别与驱动机构 （2 ) 和压紧机构 （4 ) 相连。该装置结合了
外摆塞拉门和内藏侧拉门的长处，通过塞拉运动解决内藏侧拉门外观平顺问题，从而减小了高速运行压力波
对门扇的影响，减小了高速运行的噪音，车体能够比使用外摆塞拉门的车体宽 140mm ，而且门扇塞拉过程结
束时门扇被压紧在车体上，完全限制了门扇向外脱落的可能性，因此提高了安全性和密封的可靠性。



明名称：轨道车辆用内置塞拉门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的是一种轨道车辆使用的门装置，尤其涉及的是一种轨道车辆用内

置塞拉门装置。

背景技术

目前，国内外的高速列车、干线列车和城市轨道列车的入口自动门系统基本分

为外摆式塞拉门、内藏式侧拉门和外挂移门三大类。如图1所示，外摆式塞拉门

主要通过驱动装置带动门扇 的打开和关闭，关键特征是：门关闭吋门扇 的外

侧与车辆外侧齐平，门打开吋向车体2 '外部 （Y方向）摆出，通常约70mm ，图

中3'为门扇 的运动轨迹。

[3] 外摆式塞拉门的使用存在下列问题： （1) 减小了车体2 '宽度：通常铁路车辆

两侧对称设有 自动门系统，因此在两侧因为门的摆出而占有约 140mm空间。通

常站台和建筑物到车辆突出部分的距离是被严格控制以防止车辆运行吋超过站

台和建筑物的界线，因此外摆塞拉门的车体2 '宽度受到门的影响。车体2 '宽度主

要影响座椅或座椅间过道的宽度进而影响乘坐舒适性； （2) 增加了行车隐患：

由于外摆塞拉门向车外开启，特别在高速运行吋，由于两车相会吋受压力波影

响，门扇 1'存在向外脱落的可能性，这样的例子在国外高速铁路车辆运行吋发生

过，因此对门系统安全性要求高，对于锁闭系统的依赖程度高； （3) 密封性能

较差：夕卜摆塞拉门的密封通过锁闭装置向车内拉紧门扇 1'而压缩密封胶条实现密

封，因此在高速会车或隧道内由于负压影响，存在漏气现象，从而造成乘客耳

膜压迫的不适现象。

[4] 如图2所示，内藏式侧拉门通过驱动装置带动门扇 的打开和关闭，关键特征

是：关闭吋门扇 与车体2 '外侧墙面存在约35mm 台阶高度，门打开吋藏在车体2

'和侧墙间壁4 '内，图中3'为门扇 1'的运动轨迹 （仅沿着X方向运动）。该方案满

足宽车体2 '和安全性要求，但是仍有以下问题： （1) 高速运行，特别是运行速

度大于250km/h 吋空气动力学特性差，运行阻力大，能耗高； （2) 外观不平顺



，高度差的存在使得运行吋气动噪音较大； （3) 由于门扇1'与外侧墙面有一定

高度的台阶，影响整车美观； （4) 安装内藏式侧拉门的车辆在门区域清洗吋不

适合机械化操作。

[5] 外挂移门在开关门的过程中门扇置于车体外侧，距外侧墙面一定距离，通常约

50mm 。由于门扇凸出在车体外，因此存在以下问题： （1) 车辆运行吋空气动

力学特性差，高速吋噪音较大； （2) 凸出的门扇占用了车辆与站台的间隙，使

得车体的宽度受到影响，车体不能太宽。因此外挂移门通常用于运行速度较低

城市轨道车辆。

对发明的公开

技术问题

[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轨道车辆用内置塞拉门装

置，通过对承载机构、驱动机构、密封机构、压紧机构的改进，实现将门扇内

置于车体内侧，并能够保证轨道车辆运行的安全性和气密性能。

技术解决方案

[7] 本发明包括控制机构、驱动机构、承载机构、压紧机构、导向滑槽和门扇；其

特征在于：所述承载机构包括导向柱、两个套筒、连接杆、滑块和导向轮；其

中：滑块的顶端和门扇固定相连，滑块的底端和驱动机构相连，滑块套设在连

接杆上并沿连接杆移动，两个套筒分别固定在连接杆的两端，套筒套设在导向

柱上并沿导向柱移动，导向轮固定在滑块上，导向轮设置在导向滑槽内，导向

轮和导向滑槽配合使用；所述控制机构分别与驱动机构和压紧机构相连。

[8] 所述导向滑槽包括直线槽和弧线槽，直线槽沿横向设置，弧线槽沿纵向设置，

弧线槽的底端和直线槽连通。

[9] 所述滑块上设有基座、滑杆和倾斜凹槽，基座位于滑块的底端，基座和驱动机

构相连，滑杆的一端固定在基座上，滑杆的另一端设置在倾斜凹槽内，倾斜凹

槽位于滑块上，滑杆和倾斜凹槽的配合使用，驱动机构只要提供一个方向的动

力即可实现滑块的横向和纵向的运动，使得驱动机构更为简单，整个装置也更

简便。

[10] 为了使得动力能够被顺利的传递，所述倾斜凹槽与横向的夹角为20〜70度。



[11] 本装置还包括密封机构，密封机构设置在门扇的外周，设置在门扇的外周开门

吋不会受到乘客的踩踏，延长使用寿命。

[12] 为了使密封机构通过 自身的变形，使其贴合于车体的阶梯的，也可以弥补因为

车体制造上的误差或高速运行产生的变形，所述密封机构选用可压缩变形的密

封橡胶条。

[13] 所述门扇的端部设有用于防止门扇滑动的阶梯，门扇上的阶梯上设有密封机构

，门扇上的阶梯上设有密封机构，阶梯的存在可以使得关门后，门扇由于受到

阶梯的作用，不会滑落到车体的外侧。

[14] 所述压紧机构包括转轴、压紧轮、转臂、支撑轴、支架、驱动器和销轴；其中

：驱动器和控制机构相连，驱动器固定在支架上，转臂通过支撑轴和支架相连

，压紧轮通过转轴和转臂的顶端相连，驱动器通过销轴连接在转臂的底端并驱

动转臂绕支撑轴转动，在驱动器的作用下带动转臂的转动，使得压紧轮压紧门

扇并保持在压紧位置不会被打开。

[15] 所述压紧机构还包括定位档块，所述定位档块固定在支架上。

[1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开门动作：首先由控制机构控制压紧机构将门扇释放，

随后控制机构控制驱动机构沿横向进行直线运动，由于承载机构的运动轨迹受

导向滑槽的限制，在开门的初始阶段，承载机构带动门扇向纵向 （车辆内侧）

运动，至此完成向内"塞" 的动作，当导向轮运动至导向滑槽的直线槽吋，门扇随

驱动机构沿横向进行直线运动，完成"拉" 门的动作，开门吋门扇置于车体和侧墙

间壁构成的内部夹层中，完成开门塞拉过程。

[17] 关门动作：首先由控制机构控制驱动机构沿横向进行直线运动，当导向轮运动

至导向滑槽的弧线槽吋带动承载机构沿设定轨迹运行，直至将门扇运动到与车

辆的外侧齐平后控制机构控制压紧机构将门扇压紧，完成关门塞拉门过程。

有益效果

[18] 本发明相比现有技术具有以下优点，本发明结合了外摆塞拉门和内藏侧拉门的

长处，同吋避免了外挂移门的缺点，通过塞拉运动解决内藏侧拉门外观平顺问

题，本发明的车体外侧更加平顺，减小了高速运行压力波对门扇的影响，通过

有限元计算内置塞拉门 （平顺）比内藏侧拉门 （凹陷）平均压力减小47% , 并能



够减小风阻，节能环保；平顺的外侧表面，减小了高速运行的噪音，内置塞拉

门 （平顺）比内藏侧拉门 （凹陷）平均噪声低7.5dB; 本发明不占用车外空间，

车体能够比使用外摆塞拉门的车体宽140mm ，通过计算，车体宽度能够增加约4.

2% , 过道空间增加15%〜20%，提高了车内的通过性和乘坐舒适性；本发明的门

扇塞拉过程结束吋门扇被压紧在车体上，完全限制了门扇向外脱落的可能性，

因此提高了安全性和密封的可靠性。

附图说明

[19] 图1是外摆式塞拉门的原理图；

[20] 图2是内藏式侧拉门的原理图；

[21] 图3是本发明开门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22] 图4是本发明关门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23] 图5是图3中车体和门扇密封结构的局部放大图；

[24] 图6是本发明的压紧机构在关门吋压紧门扇的局部示意图；

[25] 图7是本发明的压紧机构在开门吋释放门扇的局部示意图。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26] 下面对本发明的实施例作详细说明，本实施例在以本发明技术方案为前提下进

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

于下述的实施例。

[27]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包括控制机构1、驱动机构2、承载机构3、压紧机构4、

导向滑槽5、侧墙间壁6、门扇7、车体8和密封机构9 ; 侧墙间壁6位于车体8的内

侧，侧墙间壁6和车体8之间形成夹层，夹层大小和门扇7相匹配；控制机构1、

驱动机构2、承载机构3、压紧机构4和导向滑槽5位于车体8的内侧；承载机构3

包括导向柱10、套筒11、连接杆12、滑块13和导向轮14; 其中：滑块13的顶端

和门扇7固定相连，滑块13的底端和驱动机构2相连，滑块13套设在连接杆12上

并沿连接杆12横向移动，套筒11固定在连接杆12的两端，套筒11套设在导向柱1

0上并沿导向柱10纵向移动，导向柱10固定在车体8上，导向轮14固定在滑块13

上，导向轮14设置在导向滑槽5，导向轮14和导向滑槽5配合使用，导向轮14的

运动限制在导向滑槽5内，导向滑槽5包括直线槽15和弧线槽16，直线槽15沿横



向设置，弧线槽 16沿纵向设置，直线槽 15和弧线槽 16垂直，弧线槽 16的底端和

直线槽 15连通，弧线槽 16的顶端靠近门扇7，导向轮 14在直线槽 15内吋，门扇7

位于车体8的内侧，导向轮 14在弧线槽 16的顶端吋，门扇7和车体8的外侧平齐 ;

控制机构 1分别与驱动机构2和压紧机构4相连；

[28] 承载机构3可沿横向 （X 方向）和纵向 （Y 方向）运动，用于承载门扇7传递的

载荷。

[29] 滑块 13上设有基座 17、滑杆 18和倾斜凹槽 19，基座 17位于滑块 13的底端，

基座 17和驱动机构2相连，滑杆 18的一端固定在基座 17上，滑杆 18的另一端设置

在倾斜凹槽 19内，滑杆 18和倾斜凹槽 19配合使用，滑杆 18的运动限制在倾斜凹

槽 19内，倾斜凹槽 19位于滑块 13上，滑杆 18和倾斜凹槽 19的配合使用，驱动机

构2只要提供一个方向的动力即可实现滑块 13的横向和纵向的运动，使得驱动机

构2更为简单，整个装置也更简便。

[30] 倾斜凹槽 19与横向 （X 方向）具有一定角度的夹角，本实施例中该夹角为35度

，夹角的角度要确保动力被顺利传递，并能够在基座 17的带动下将门扇7在关门

到位吋沿着弧线槽 16向纵向 （Y 向）移动，使得门扇7的外侧面与车体8的外侧平

齐，如图4所示。

[31] 驱动机构2通过非刚性的连接将驱动机构2的驱动力传递到承载机构3直至门扇7

实现开关动作，特别是在接近关门位置吋，由于导向滑槽5对导向轮 14运动的限

制，使得门扇7和承载机构3沿纵向运动实现"塞" 的运动。

[32] 如图5所示，门扇7和车体8的端部分别设有相互配合使用的用于防止门扇滑动

的阶梯，门扇7上的阶梯上设有密封机构9，阶梯的存在可以使得关门后，门扇7

由于受到阶梯的作用，不会滑落到车体8的外侧，提高了整个装置在高速运行吋

的安全性。门扇7与车体8之间留有一定间隙，以防止开关门是相互干涉，门扇7

靠近外侧设置的可变形的密封橡胶条用于填补间隙，使得车辆的外侧和门扇7的

外侧实现平顺。

[33] 本实施例的密封机构9选用可压缩变形的密封橡皮条，密封橡皮条安装门扇7的

外周，设置在门扇7上开门吋不会受到乘客的踩踏，延长使用寿命。在其他实施

例中，也可以选用充气膨胀式的密封机构。密封橡皮条与门扇7之间进行密封处



理，关门过程中，在压紧机构4的作用下密封机构9随着门扇7沿着Y 方向运动并

被压紧在车体8的阶梯的横面20和纵面2 1上。密封橡皮条通过 自身的变形，使其

保证贴合于车体8的阶梯的横面20和纵面2 1上，因为有变形，同吋也能弥补因为

车体8制造上的误差或高速运行产生的变形。

[34] 如图3和图4所示，关门状态吋，一套或多套压紧机构4由液压、气压、机械、

电等方式对门扇7从内侧向外侧进行压紧，实现门扇7的外侧与车体8的外侧齐平

，实现平顺的要求。

[35] 如图6和图7所示，压紧机构4包括转轴29、压紧轮22、转臂23、支撑轴24、支

架25、驱动器26、销轴27和定位档块28; 其中：驱动器26和控制机构相连，驱

动器26固定在支架25上，转臂23通过支撑轴24和支架25相连，定位档块28固定

在支架25上，压紧轮22通过转轴29和转臂23的顶端相连，驱动器26通过销轴27

连接在转臂23的底端并驱动转臂23绕支撑轴24转动，在驱动器26的作用下带动

转臂23的转动，使得压紧轮22压紧门扇并保持在压紧位置不会被打开。

[36] 如图6所示，压紧状态吋，压紧轮22与门扇7的接触点、转轴29的中心点、支撑

轴24的中心点转动至接近同一条直线上，接近于"死点"位置，因此能够在驱动器2

6的作用下保持在压紧位置不会被打开。压紧机构4上设置有可以调节位置的定

位档块28，用于方便调节，确保"死点"位置的存在，同吋补偿各类制造误差。这

种带有"死点" 的压紧结构主要特点是不会因为被压紧设备的受力状态的变化而使

压紧状态解除，但同吋能够在驱动器26的作用下很轻松的解除压紧状态。如图7

所示，在开门状态吋，在驱动器26的作用下，转臂23逆吋针转动一定角度，"死

点"位置解除，可以进行开门。内置塞拉门的控制机构 1可以是电子式、气动或其

他控制方式实现控制，能够控制驱动机构2的线性、旋转或曲线运动以带动承载

机构3的运动和压紧机构4上驱动器26的压紧或释放动作即可。

[37] 如图3所示，开门吋，首先由控制机构 1控制压紧机构4将门扇7释放，随后控制

机构 1控制驱动机构2沿横向进行直线运动，由于承载机构3的运动轨迹受导向滑

槽5的限制，在开门的初始阶段，承载机构3带动门扇7向纵向即车辆内侧运动，

至此完成向内"塞" 的动作，当导向轮 14运动至导向滑槽5的直线槽 15吋，门扇7随

驱动机构2沿横向进行直线运动，完成"拉" 门的动作，开门吋门扇7位于车体8和



侧墙间壁6构成的内部夹层中，完成开门塞拉过程，图上各组件上的箭头为各 自

的运动方向。

如图4所示，关门吋，首先由控制机构 1控制驱动机构2沿横向进行直线运动，

当导向轮 14运动至导向滑槽5的弧形槽吋带动承载机构3沿设定轨迹运行，直至

将门扇7运动到与车辆外侧齐平后，控制机构 1控制压紧机构4将门扇7压紧，完

成关门塞拉门过程，图上各组件上的箭头为各 自的运动方向。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轨道车辆用内置塞拉门装置，包括控制机构 （1) 、驱动机构

(2) 、承载机构 （3) 、压紧机构 （4 ) 、导向滑槽 （5) 和门扇

所述承载机构 （3) 包括导向柱 （10) 、两个套筒 （11) 、连接杆

(12) 、滑块 （13) 和导向轮 （14) ；其中：滑块 （13) 的顶端

和门扇 (7) 固定相连，滑块 (13) 的底端和驱动机构 (2) 相连

，滑块 （13) 套设在连接杆 （12) 上并沿连接杆 （12) 移动，两

个套筒 （11) 分别固定在连接杆 （12) 的两端，套筒 （11) 套设

在导向柱 （10) 上并沿导向柱 （10) 移动，导向轮 （14) 固定在

滑块 （13) 上，导向轮 （14) 设置在导向滑槽 （5) 内，导向轮 （

14) 和导向滑槽 （5) 配合使用；所述控制机构 （1) 分别与驱动

机构 (2) 和压紧机构 (4) 相连。

[权利要求 2]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轨道车辆用内置塞拉门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导向滑槽 （5) 包括直线槽 （15) 和弧线槽 （16) , 直线槽

15) 沿横向设置，弧线槽 （16) 沿纵向设置，弧线槽 （16) 的底

端和直线槽 （15) 连通。

[权利要求 3]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轨道车辆用内置塞拉门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滑块 13 ) 上设有基座 （17) 、滑杆 （18) 和倾斜凹槽 （19

基座 （17) 和驱动机构 （2) 相连，滑杆 （18) 的一端固定在基座

(17) 上，滑杆 （18) 的另一端设置在倾斜凹槽 （19) 内，倾斜

凹槽 （19) 位于滑块 （13) 上。

[权利要求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轨道车辆用内置塞拉门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倾斜凹槽 （19) 与横向的夹角为20〜70 度。

[权利要求 5]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轨道车辆用内置塞拉门装置，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密封机构 （9) ，密封机构 （9) 设置在门扇 （7) 的外周。

[权利要求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轨道车辆用内置塞拉门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门扇 7 ) 的端部设有用于防止门扇 （7) 滑动的阶梯，门扇

[权利要求 7] 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轨道车辆用内置塞拉门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密封机构 （9) 为可压缩变形的密封橡胶条。

[权利要求 8]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轨道车辆用内置塞拉门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压紧机构 （4) 包括转轴 （29) 、压紧轮 （22) 、转臂 （23)

、支撑轴 （24) 、支架 （25) 、驱动器 （26) 和销轴 （27) ；其

中：驱动器 （26) 和控制机构 （1) 相连，驱动器 （26) 固定在支

架 （25) 上，转臂 （23) 通过支撑轴 （24) 和支架 （25) 相连，

压紧轮 （22) 通过转轴 （29) 和转臂 （23) 的顶端相连，驱动器

(26) 通过销轴 （27) 连接在转臂 （23) 的底端并驱动转臂 （23

) 绕支撑轴 （24) 转动。

[权利要求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轨道车辆用内置塞拉门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压紧机构还包括定位档块 （28) ，所述定位档块 （28) 固定

在支架 (2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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