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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门窗及型材功能结构尺寸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塑料门窗及型材功能结构尺寸的术语和定义及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未增塑聚氯乙烯(PVC-U)型材断面功能部位尺寸的设计。

2 术语和定 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 准。

功能结构尺寸 function structure measurement

用于实现五金件安装、辅件安装、玻璃压条安装、型材相互位置及型材拼接的结构尺寸。

2.2

传动锁闭器植 driving gear slot
型材上用于安装传动锁闭器的部位。

2.3

滑轮描 roller slot

型材上用于安装滑轮 的部位 。

2.4

密封毛条棺 wool seal piece slot
型材上用于安装密封毛条的部位。

2.5

密封胶条槽 rubber seal piece slot

型材上用于安装密封胶条 的部 位。

2.6

玻琅压条脚 fix piece convex
玻璃压条型材上与框、扇、挺型材装配的部位。

玻瑞压条槽 fix piece convex slot
框、扇、挺型材上与玻璃压条型材装配的部位。

2.8

导轨摘 guide-track slot
推拉门窗框型材上安装辅助导轨及定位锁块的部位。

2.9

锁块定位槽 lock-fixed slot

推拉门窗框和平开门窗框、挺型材上定位及装配锁块的部位

2. 10

螺钉定位槽 bolt-fixed slot

推拉门窗框和平开门窗框、挺型材上定位螺钉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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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求

3.1 本标准标注尺寸中未规定公差的均为士0. 3 mm,

3.2 推拉门窗传动锁闭器槽的结构尺寸应符合3. 2. 1, 3. 2. 2规定。

3.2.1 推拉门扇传动锁闭器槽(带锁功能)见图1.

单位为毫米

                          图1 推拉门扇传动锁闭器榴及推拉门滑轮植

3.2.2 推拉窗扇传动锁闭器槽见图2,

单位 为毫米

                        图2 推拉窗扇传动锁闭器槽及推拉窗I型滑轮抽

3.3 平开门窗传动锁闭器槽的结构尺寸及型材配合位置应符合3.3.1,3.3.2规定。

3.3. 1 平开门传动锁闭器槽的结构尺寸及型材配合位置:

内平开门传动锁闭器槽见图3,型材的配合位置见图

外平开 门传 动锁闭器槽见 图 3,型材 的配合位 置见图

a)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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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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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平开门传动锁闭器槽及平开窗传动锁闭器槽

单 位为毫米 单位为毫米

图4 内平开门传动锁闭器槽型材配合位置 图5 外平开门传动锁闭器槽型材配合位置

3.2 平开窗传动锁闭器槽的结构尺寸及型材配合位置:

  a) 内平开窗传动锁闭器槽见图3,型材配合位置见图6,

  b) 外平开窗传动锁闭器槽见图3,型材配合位置见图7e

单位为毫米 单位 为毫米

  图6 内平开窗传动锁闭器槽型材配合位置 图7 外平开窗传动锁闭器抽型材配合位置

3.4 平开门框型材的断面尺寸应符合3. 4. 1,3. 4. 2规定。

3.4. 1 平开门框见图8,

3.4.2 析香 门和下聂 推拉门框 见图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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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为毫 米 单位为毫米

                图8 平开门框 图9 折盛门和下悬推拉门框

3.5 推拉门窗滑轮槽的结构尺寸应符合3.5.1,3.5.2规定。

3.5. 1 推拉门滑轮槽见图1,

3.5.2 推拉窗滑轮槽:

    a) 工型滑轮槽见图2。

    b)  II型滑轮槽见图loo

                                                                                                            单位 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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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 1型滑轮棺

3.6 密封胶条槽的结构尺寸应符合3. 6. 1, 3. 6. 2规定

3.6. 1 工型密封胶条槽见 图 11,

3.6.2 n型密封胶条槽见图12.

                                            单位为毫 米 单位为毫米

介 价
            图11  1型密封胶条槽

3.7 密封毛条槽的结构尺寸应符合3.7.1,3.7.2规定。

3.7. 1 工型密封毛条槽见图13.

图 12 1型密封胶条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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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11型密封毛条槽见图140

单位为毫米 单位为毫米

            图 13   1型密封毛条槽 图 14  II型密封毛条槽

3.8 玻璃压条脚和玻璃压条槽(锁块定位槽)的结构尺寸应符合3. 8. 1,3. 8. 2规定。

3.8. 1 工型玻璃压条脚和玻璃压条槽(锁块定位槽)见图15、图16.

                                        单位为毫米 单位为毫米

            图15   1型玻璃压条脚 图 16

3.8.2 n型玻璃压条脚和玻璃压条槽(锁块定位槽)见图17、图18

                                            单位 为毫米

I型玻璃压 条槽 (锁块定位槽 )

单 位为毫米

i x 4s

            图 17 1型玻璃压条脚

3.9 导轨槽的结构尺寸应符合3. 9. 1, 3. 9. 2规定。

3.9. 1  1型导轨槽见图19e

3.9.2   II型导轨槽见图 20

                                          单位为毫米

                                      4.2士0.2

图18 1型玻璃压条槽(锁块定位槽)

单位为毫米

. 19        I型导轨植 图20 R型导轨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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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 螺钉定位槽的结构尺寸应符合3.10.1,3.10. 2规定。

3. 10.， I型螺钉定位槽(拧人螺钉固定锁块)见图21.

3.10.2 II型螺钉定位槽(拧人螺钉固定传动器)见图22.

                                              单位为毫米 单位为毫米

图21   I型螺钉定位槽 图 22 1型螺钉定位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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