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品质 值得拥有

MYDOOR-家用车库门系统
一款为您量身定制的车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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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卓越的品质和满足客户的

需求是我们持之以恒的目标。

在现在建筑和自动门系统中，

安全性、设计感、可靠性和个

性化日益重要。我们不断提升

技术、完善细节，使我们的产

品不仅仅要符合欧洲的标准，

更应该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

可靠的性能；

优质的材料；

精致的表面处理；

现代感的设计；

简捷的安装；

经久耐用的使用寿命；

MyDoor车库门值得您信赖！

MYDOOR
一款值得信赖的
车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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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多年丰富的经验和专业水准

让您拥有一款个性化的车库门

>>  久经考验
 
门体和开门机的完美组合确保了产品的安全性、

使用寿命和舒适感；研发人员将多年的经验融

入了产品的改进中，为满足客户需求提供了确

实可行的解决方案。MyDoor车库门的所有组件

相互匹配、完美协调。

产品通过了欧洲权威机构的认证，符合欧洲标

准13241-1。安全久经考验的车库门给您带来

极致的体验。

针对整套车库门，我们承诺提供2年的质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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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平稳， 
噪音极低！

 
双联滚轮减少了每个滚轮的重量负载，由此为

滚轮和导轨提供了持久的保护，提高了车库门

的使用寿命。

我们使用的滚珠轴承确保了更好的滚动性能，

有效降低了门体运行时的噪音和磨损。如此一

来，您的邻居和家人将不再会受到门体运行噪

音的干扰。

 

>>  稳定，隔热！
 
门板的整体厚度为42mm，中间填充了高密度聚

氨酯发泡，确保了门板具有很好的隔热性能。

U值最低可以达到0.55w/m²k。

完美的密封系统提供了良好的密封性，同时还

可以弥补由于地面不平整的缺陷。从而起到节

能，环保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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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固，实用！ 
 
车库门的导轨系统全部使用金属材料，我们不会

为了节省成本而使用塑料代替金属。

弯轨和水平轨道的一体式设计提高了滚轮的稳定

性，极大减少了磨损，由此消除了对弯轨过度区

域的冲击。

除了减少磨损外，该设计还降低了门体运行时的

噪音，为您和家人营造了一份温馨、宁静的氛围。

>>  可负重，美观！ 

MyDoor拉簧采用了“簧中簧”技术，我们的拉簧

设计成多层弹簧，能够常年保持最佳的重量平

衡。

使用寿命比其他产品高出大约50%，更少的服

务、更低的维修成本、真正的经济实惠。

拉簧盖板可以盖住整个拉簧，有效预防意外的

发生，即安全又美观！

 

带 拉簧盖板 无拉簧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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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多年丰富的经验和专业水准

让您拥有一款个性化的车库门



>>  物有所值、坚固！

我们采用了厚度2.5mm的实心钢制铰链，在材

料投入方面比其他产品高出25%，使得车库门

的滚轮可以更加牢固的固定在铰链上。

即便在多年高负荷条件下使用，也能确保门体

的使用性能和平稳的运行，从而大大降低了服

务成本，有效提高了防盗和防坠落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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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意外、坚实耐用！
 
在门体运行时，意外伸手到门体和导轨之间时

会发生伤害危险，MyDoor车库门配有伸手保护

系统，它连同上部弯轨一起保护。

坚实的钢制盖板用螺栓将导轨和框架稳固相连，

提高了整个结构的强度，进而延长了使用寿命。

竞争产品无防夹手保护板

MyDoor带防夹手保护板

我们多年丰富的经验和专业水准

让您拥有一款个性化的车库门

竞争产品 无伸手保护系统

MyDoor 带 伸手保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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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身定制，
个性设计！

 

 
每一款车库门我们都可以根据您的门洞量身定

制，也可以按照你的需要个性化设计。

 

>>  有效防护， 
美观得体！

 
车库里面的潮气和积水会腐蚀紧挨着地面的金

属部分，外观得体的轨道护脚由优质的塑料制

成，能够防止可能的腐蚀。

在美观的同时，还省去了除锈和油漆修复所产

生的成本。

 

1 2



>>  舒适，安全！ 
 
SOMMER开门机和您的车库门的完美结合，让

您舒适的使用遥控器打开车库门，让您的生活

更加便捷！

独特的开门机自动修复功能，给您带来了良好

的用户体验，而且最大程度上防止了意外的发

生。

>>  使用寿命长， 
反应灵敏！

 
固定式链条和移动式马达的独特设计具有多种

优势：这种设计降低了马达动力的损耗，减少

了磨损，提高了使用寿命，节省了维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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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多年丰富的经验和专业水准

让您拥有一款个性化的车库门



>>  防盗，智能！ 

MyDoor车库门具有可靠的防盗功能，当开门

机识别到非正常开启，会产生很强的反作用力，

而且双联滚轮和铰链也会起到强有力的保护作

用。

另外，开门机可以安装一个警报器和一个马达

磁力锁，不仅在门体关闭时，就算是在留有缝

隙给车库通风时，该锁也会上锁。同样在停电

情况下，该磁力锁也能发生作用。而且当开门

机在识别到非正常开启时，报警器会发出巨大

的报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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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能耗、低辐射！
 
开门机在待机状态下耗电低于1瓦，是市场是最

省电的开门机之一。

开门机所产生的辐射只相当于一部电话所产生

的辐射的1/2000。

我们多年丰富的经验和专业水准

让您拥有一款个性化的车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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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控信号强，
抗干扰力强！

超强的信号抗干扰功能，能确保遥控距离更远，

最远可达150米。

>>  快速，平稳！ 
 
开门机具有高达240mm/s的开门速度，是市场上

速度最快的产品之一。

同时，车库门具有的缓启缓停功能确保了车库

门开关时的稳定性和低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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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舒适！

我们的车库门关好了吗？

有时我们在家里面会怀疑这个问题，您可以通过

遥控器上的LED颜色来判断车库门是否处于关闭

状态！

 

>>  通风，实用！

下雨天和下雪天，湿气会进入到车库里面，湿

气可能会腐蚀自行车、工具和汽车，理想的通

风可以降低空气湿度。

可以选购的湿度传感器会随时监测空气中水分

的含量，并通过设定将车库门打开一个小的缝

隙进行通风，一旦达到理想的空气湿度，车库

门将会自动关闭。

我们多年丰富的经验和专业水准

让您拥有一款个性化的车库门



>>  双重运行，经济！

当一个车库配有两个车库门时，TWIN 运行则

经济睿智之选。 

仅利用一个控制系统控制两个电机。这不仅节

省了生产成本，还降低了电流消耗。可利用不

同的遥控器相互独立地操作两个电机，提供的

舒适度与两个单一驱动装置相同。另外，该设

计还省去了第二个插座的布线工作。

您一定会得益于这一完美的MyDoor设计理念，

进而提高您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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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新颖、设计独特 
符合您的个性化设计要求

镜面大板

轻奢、现代感的视觉效果：镜面大板的车库门即是如此。

为了获得尽可能均匀的外观，分段可根据大门总高设计。

中分镜面板

其赋予了车库门大方、现代感的外观。

多分镜面板

压槽外观线条规则，简约、内敛。 

现代风格、轻奢的表面能赋予车库门高贵的外观，已经成为每个家庭不可或缺的设计元素，高品质的材料则确保了

车库门的耐用性和持久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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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库门的表面可以平滑，或者可以设计压槽或木纹。

木纹理

这种表面印有木纹。易于养护，

是表面结构中的经典设计。
 

镜面板

镜面板的优点是，污垢和水分容

易滑落。特别适用于现代风格的

建筑。 

微波纹

这种波纹状表面富有立体感效果，并

伴有规则的明暗变化。

表面 
契合您的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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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标准颜色

RAL 9016 
交通白 

DB 703 
珠光粉灰色

RAL 9006
白铝灰色

RAL 8014
深棕色

RAL 9007 
灰铝色

RAL 9002
灰白色

RAL 6009
冷杉绿

RAL 7035
浅灰色

RAL 7015
石板灰

RAL 7040
窗灰色

RAL 7016
煤灰色

另外，各种RAL颜色均可供货。

可选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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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木纹效果

金橡木 桃花心木胡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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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库门可选辅件 
不锈钢窗户

（仅限镜面表面）

不锈钢外观设计元素确保了车库的独特外观 - 契合您的品味。

矩形不锈钢窗

310mm不锈钢

圆形不锈钢窗

330mm不锈钢

内部把手 带门把手配件 

紧急解锁手柄

在没有第二个入口的车库中，建议设计一个手动锁。

通过手动锁系统可以在任何位置闭合和脱开开门机的离

合器装置。由此，即使在断电时 也能顺利打开车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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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中门 
方便进入车库

门中门

您需要在车库门上设计一个外观相同的门中门吗？

没问题！我们为您量身定制。

可以在您的车库门上专门设计一个门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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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DOOR X/F/R：私家车库门

拉簧系统
MyDoor X

门体最大重量

门体最大尺寸

侧部空间

顶部空间

HOME-X

130公斤 295公斤 165公斤

HOME-F HOME-R

车库门门楣只有很小的空间。这种

情况下，拉簧是理想的解决方案，

带有弹簧盖板，满足最高的外观要

求。

（门楣高度120mm）

前置扭簧系统
MyDoor F

该系统适用于大于12㎡的车库门

（门楣高度190mm）

后置扭簧系统
MyDoor R

适用于门楣高度(120mm)的大型、重

型车库门。

高度:2500mm
宽度:5500mm

最小宽度:55mm
标准宽度:85mm

最小宽度:55mm
标准宽度:85mm

最小宽度:55mm
标准宽度:85mm

最小高度:90mm
标准高度:120mm

最小高度:160mm
标准高度:190mm

最小高度:90mm
标准高度:120mm

高度:3500mm
宽度:6000mm

高度:3500mm
宽度:5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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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库门开门机 base+ 
在刮风和下雨天确保您舒心回家

技术参数

驱动装置 S 9060 base + S 9080 base + S 9110 base+

最大拉力/压力 600 N 800 N 1100 N

运动行程（标准） 2750 mm 2750 mm 2750 mm

延长最大运动行程 4900 mm 6000 mm 7100 mm

最大门重量 120 kg 160 kg 200 kg

最大运行速度 240 mm/s 210 mm/s 180 mm/s

功率消耗（节能模式） < 1 W < 1 W < 1 W

工作制式 40 % 40 40 %%

无线电存储位置数 40 40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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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00 N

车库开门机      和     的可选配件 base+ pro+
符合您需求的开门机

磁力锁
磁力锁可在任意位置将电机锁住，最

高可耐受3000N的破坏力（经认证）

大大提高了防盗功能。

它与开门机中的照明灯并联并且可以

方便地通过遥控器打开和关闭。

Lumi    LED灯带 

额外的墙壁控制器LED灯带，与开门机

移动部件中的照明灯并联且可轻松通

过遥控器打开和关闭。

湿度感应器

用于探测车库中的空气湿度。开门机

会根据需要自动将门体部分打开和关

闭，并实现完美的空气循环，降低发

霉风险。

继电器

用于车库或其他附加设备的辅助控制。

+

Lumi pro    LED灯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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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器

门体关闭时遇到阻力报警；有人非

法进入时会警报；门体运行时，门

中门被意外打开时会报警。

 

传感器

通过被动红外传感器探测移动物体

（人/动物等）时，自动打开开门机

照明灯。

 

存储器

可以储存450个无线信号空间,不增

加储存器时只能储存40个，可以直

接将储存器更换到新的线路板上，

不用逐一设置遥控器。

蓄电池

断电时，短时负责为驱动装置供电。

镭射器

提供光学辅助，以便在车库中将车

辆完美定位。在打开过程中以及在

设置的灯点亮时，镭射器被激活。

12–1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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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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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品质—   尽享舒适！

平开门机 平移门机 入户门

家庭自动化产品

388-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