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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梯的螺杆式可移动停止装置

(57)摘要

一种电梯的螺杆式可移动停止装置，设于首

层地面以下底坑内，包括固定于电梯井道内的轨

道组件、固定于电梯井道内或电梯厅门外的传动

机构组件、铰接于传动组件机构可运动的缓冲器

组件；电梯正常运行时，所述缓冲器组件收纳于

井道壁和轿厢壁之间；当电梯需要检修时，操作

人员通过所述传动机构组件驱动所述缓冲器组

件，使所述缓冲器组件通过所述轨道组件移动到

指定位置，所述传动机构组件和缓冲器组件构成

一定高度以提供底坑的避险空间，从而满足检修

人员在底坑检修空间的要求。本实用新型能充分

利用井道平面空间，提高井道空间利用率，降低

井道开挖铅垂方向尺寸，减少井道建造成本，同

时确保检修人员在底坑作业时的安全，符合国标

的要求。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7页

CN 209601869 U

2019.11.08

CN
 2
09
60
18
69
 U



1.一种电梯的螺杆式可移动停止装置，设于首层地面以下底坑内，其特征在于：包括固

定于电梯井道内的轨道组件、固定于电梯井道内或电梯厅门外的传动机构组件、铰接于传

动组件机构可运动的缓冲器组件；电梯正常运行时，所述缓冲器组件收纳于井道壁和轿厢

壁之间；当电梯需要检修时，操作人员通过所述传动机构组件驱动所述缓冲器组件，使所述

缓冲器组件通过所述轨道组件移动到指定位置，所述传动机构组件和缓冲器组件构成一定

高度以提供底坑的避险空间，从而满足检修人员在底坑检修空间的要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梯的螺杆式可移动停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机

构组件和缓冲器组件之间通过传动机构组件间的传动副进行配合控制，通过手动或电动装

置使缓冲器组件到达电梯底坑平面内的任意指定位置，并有效滞停。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梯的螺杆式可移动停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机

构组件的传动比通过增加或减少传动机构的数目、改变传动机构的形式、结构，从而调整所

需的传动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梯的螺杆式可移动停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轨道组

件和传动机构组件之间通过力阀机构控制，即当缓冲器组件受力超过设定值时，所述缓冲

器组件和传动机构组件会一起同步往下运动。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电梯的螺杆式可移动停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机

构组件包括一对或多对链轮/带轮和齿轮，其组合简称轮系，所述链轮/带轮之间通过链条/

传动带传动；当轮系向一侧转动时，驱动所述传动机构组件旋转，使所述缓冲器组件从收纳

状态移动至到位状态；当轮系向另一侧转动时，驱动所述传动机构组件旋转，使所述缓冲器

组件从到位状态移动至收纳状态。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电梯的螺杆式可移动停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机

构组件的所述链条/传动带延伸至电梯井道外侧，并固定在电梯井道外侧的某一处，从而实

现在电梯井道外手动或电动控制传动机构的动作。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梯的螺杆式可移动停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缓冲器

组件和传动机构组件之间设有传力机构，以提供缓冲器组件发生移动时所需的力。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梯的螺杆式可移动停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缓冲器

组件和传动机构组件之间还设有定位机构，确保所述缓冲器组件移动过程中保持垂直状

态。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梯的螺杆式可移动停止装置，其特征在于：还设有若干

安全开关，包括确认所述缓冲器组件为收纳状态的初始安全开关，和确认所述缓冲器组件

为到位状态的终端安全开关，以确认所述缓冲器组件处于收纳状态或到位状态。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电梯的螺杆式可移动停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缓冲

器组件在收纳状态和到位状态的位置分别设有限位装置，用于保护确认所述缓冲器组件状

态的所述安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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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梯的螺杆式可移动停止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梯技术领域，涉及一种电梯的螺杆式可移动停止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楼宇事业的飞速发展，电梯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

要交通工具。随着电梯行业的发展，电梯产品间的竞争日渐激烈，而与此同时，大量的老式

住宅楼因为未配备电梯设施，居民出行很不方便，尤其对于老人、孩子、孕妇来说，上下楼更

是一项难题，因此旧楼加装电梯迫在眉睫。对于旧楼存在的地下埋设电缆及管道不能迁移

时，底坑深度不能过大，而底坑深度比较小时一般不能满足电梯使用要求，利用浅底坑技术

可改善这一情况。浅底坑技术要求提供一定的检修空间，而底坑变浅，会使得检修空间变

小，无法满足国标对于底坑检修空间的要求。本实用新型通过利用螺杆式电梯可移动停止

装置可使底坑检修空间加大，这就解决了现有旧楼加装时浅底坑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浅底坑检修安全空间不足的缺陷，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

电梯的螺杆式可移动停止装置，可以减小底坑深度，提高底坑空间利用率，降低土建成本，

同时确保检修人员在底坑作业时的安全。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5] 一种电梯的螺杆式可移动停止装置，设于首层地面以下底坑内，包括固定于电梯

井道内的轨道组件、固定于电梯井道内或电梯厅门外的传动机构组件、铰接于传动组件机

构可运动的缓冲器组件；电梯正常运行时，所述缓冲器组件收纳于井道壁和轿厢壁之间；当

电梯需要检修时，操作人员通过所述传动机构组件驱动所述缓冲器组件，使所述缓冲器组

件通过所述轨道组件移动到指定位置，所述传动机构组件和缓冲器组件构成一定高度以提

供底坑的避险空间，从而满足检修人员在底坑检修空间的要求。

[0006] 进一步地，所述轨道组件安装在电梯井道内，包含轨道底板、轨道顶板、端部横板、

安全开关、碟形弹簧组件，所述轨道组件可通过电动或手动方式在厅外或井道内驱动传动

机构组件转动，带动缓冲器组件在井道内平移到达指定位置。

[0007] 进一步地，所述传动机构组件包含地脚支架、传动轮系组件、转动手柄、链条、传动

螺杆、定位光杆、从动轴、从动轴滚动轴承、螺杆滚动轴承，所述轨道组件和传动机构组件可

固定连接。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地脚支架固定于所述轨道组件上，分为地脚支架-大和地脚支架-

小，所述传动螺杆、定位光杆位于所述地脚支架-大和地脚支架-小之间，所述传动螺杆通过

位于两侧地脚支架上的滚动轴承分别与地脚支架可转动连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缓冲器组件包含缓冲器座、螺旋套筒、开关打板、缓冲器、防尘挡

板，所述缓冲器组件与传动机构组件通过传动副传动连接，所述螺旋套筒固定在所述缓冲

器组件的缓冲器座上，提供所述缓冲器组件平移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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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地，所述传动机构组件和缓冲器组件之间通过传动机构组件间的传动副进

行配合控制，通过手动或电动装置可使缓冲器组件到达电梯底坑平面内的任一位置，并有

效滞停；手动运行时通过传动副使传动机构的旋转转变为缓冲器组件的平移动作。具体地，

所述传动轮系组件包含大链轮、小链轮、大齿轮、小齿轮，均靠近地脚支架其中某一侧安装，

所述传动轮系组件及其安装架通过轴承可转动安装，传动副间进行啮合，带动所述缓冲器

组件在井道内平移到达指定位置。

[0011] 进一步地，所述传动机构组件的传动比可通过增加或减少传动机构的数目、改变

传动机构的形式、结构，从而调整所需的传动比。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轨道组件和传动机构组件之间通过力阀机构控制，即当缓冲器组

件受力超过一定值(所述力阀的设定值)时，所述缓冲器组件和传动机构组件会一起同步往

下运动。具体地，所述轨道组件的所述碟形弹簧组件(力阀机构)分为初始碟形弹簧和终端

碟形弹簧，每一侧各由一个或多个碟形弹簧组成，位于所述轨道组件和传动机构组件之间，

当所述缓冲器组件受力超过一定值时，所述缓冲器组件和传动机构组件会一起同步往下运

动。

[0013] 进一步地，所述传动机构组件采用手动旋转时，所述传动机构组件包括一对或多

对链轮/带轮和齿轮，所述链轮/带轮之间通过链条/传动带传动；当轮系向一侧转动时，驱

动所述传动机构组件旋转，使所述缓冲器组件从收纳状态移动至到位状态；当轮系向另一

侧转动时，驱动所述传动机构组件旋转，使所述缓冲器组件从到位状态移动至收纳状态。

[0014] 进一步地，所述传动机构组件的所述链条/传动带可延伸至电梯井道外侧，并固定

在电梯井道外侧的某一处，从而实现在电梯井道外手动或电动控制传动机构的动作。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缓冲器组件和传动机构组件之间设有传力机构，以提供缓冲器组

件发生移动时所需的力。具体地，所述缓冲器座通过所述传动螺杆(传力机构)和定位光杆

与传动机构组件可靠连接转动，所述缓冲器座可与所述轨道底板发生不接触式相对运行，

所述防尘挡板固定在所述缓冲器座上。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缓冲器组件和传动机构组件之间还设有定位机构，确保所述缓冲

器组件移动过程中保持垂直状态。

[0017] 进一步地，所述可移动停止装置还设有若干安全开关，包括确认所述缓冲器组件

为收纳状态的初始安全开关，和确认所述缓冲器组件为到位状态的终端安全开关，以确认

所述缓冲器组件处于收纳状态或到位状态。具体地，所述初始安全开关通过支座安装在所

述轨道底板上，所述终端安全开关直接安装在所述轨道组件上。所述开关打板固定在缓冲

器座上，开关打板包含一个或多个，通过分别在收纳和到位状态与安全开关触发，实现状态

的转变。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缓冲器组件在收纳状态和到位状态的位置分别设有限位装置，用

于保护确认所述缓冲器组件状态的所述安全开关。

[0019] 进底坑检修前，通过所述传动机构组件上的所述转动手柄使所述传动轮系组件啮

合转动，带动所述缓冲器组件平移至到位状态，此时，所述缓冲器组件上的所述开关打板和

位于所述轨道组件上的所述终端安全开关接触，直至所述缓冲器座碰到所述轨道组件上的

所述端部横板，阻碍所述缓冲器组件进一步平移，以防止所述开关打板破坏所述终端安全

开关，当所述缓冲器组件上端受到轿架压力作用时，所述缓冲器组件与所述传动机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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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受压同步向下运动，位于所述轨道组件和传动机构组件之间的所述碟形弹簧组件受压

收缩，直至所述缓冲器组件下端接触所述轨道底板；当所述缓冲器组件上端的压力撤销后，

所述缓冲器组件与传动机构组件一起同步往上运动，位于所述轨道组件和所述传动机构组

件之间的所述碟形弹簧组件恢复初始状态。

[0020] 检修退出底坑后，通过所述传动机构组件上的所述转动手柄使所述传动轮系组件

啮合转动，带动所述缓冲器组件平移至收纳状态，此时，所述缓冲器组件上的所述开关打板

和位于所述轨道组件上的所述初始安全开关接触，直至所述缓冲器座碰到所述传动机构组

件上的所述地脚支架-大，阻碍所述缓冲器组件进一步平移，以防止所述开关打板破坏所述

初始安全开关。

[002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通过在底坑内增设可移动停止装置，当缓

冲器组件处于到位状态时，能够满足检修人员在底坑检修空间的要求，当缓冲器组件处于

收纳状态时，能够满足对于浅底坑深度的要求，且通过安装在轨道组件上的一对安全开关

检测缓冲器组件的收纳或到位状态变化，当初始安全开关触发后，电梯能够正常运行，满足

对于浅底坑深度的要求，当终端安全开关触发后，满足检修人员在底坑检修空间的要求，进

一步提高了检修人员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的一种电梯的螺杆式可移动停止装置的结构示意

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的一种电梯的螺杆式可移动停止装置工作位置示意

图；

[0024]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的轨道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的传动机构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图4中A部的详图剖面图；

[0027] 图6为图4中B部的详图剖面图；

[0028] 图7为图4中C部的详图剖面图；

[0029] 图8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的缓冲器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9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的碟形弹簧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中：100、轨道组件；110、轨道底板；120、轨道顶板；121、右侧轨道；  122、左侧轨

道；130、端部横板；141、初始安全开关；142、终端安全开关；  150、碟形弹簧组件；151、初始

碟形弹簧；152、终端碟形弹簧；200、传动机构组件；211、地脚支架-大；212、地脚支架-小；

221、大链轮；222、小链轮；  223、大齿轮；224、小齿轮；230、转动手柄；240、链条；250、传动螺

杆；260、定位光杆；270、从动轴；280、从动轴滚动轴承；290、螺杆滚动轴承；291、初始滚动轴

承；292、终端滚动轴承；300、缓冲器组件；310、缓冲器座；320、螺旋套筒；330、开关打板；

340、缓冲器；350、防尘挡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专利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

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专利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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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解释本实用新型专利，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专利。

[0033] 实施例：

[0034] 如图1、2所示，本实施例中，一种电梯的螺杆式可移动停止装置，设于首层地面以

下底坑内，包括固定于电梯井道内的轨道组件100、固定于电梯井道内或电梯厅门外的传动

机构组件200和铰接于传动组件机构可运动的缓冲器组件  300；电梯正常运行时，所述缓冲

器组件300收纳于井道壁和轿厢壁之间；当电梯需要检修时，操作人员通过所述传动机构组

件200驱动所述缓冲器组件300，使所述缓冲器组件300通过所述轨道组件100移动到指定位

置，所述传动机构组件200和缓冲器组件300构成一定高度以提供底坑的避险空间，从而满

足检修人员在底坑检修空间的要求。

[0035] 具体地，如3、9所示，本实施例1中所述轨道组件100安装在电梯井道内，包含轨道

底板110、轨道顶板120、端部横板130、安全开关、碟形弹簧组件；所述碟形弹簧组件150(力

阀机构)分为初始碟形弹簧151和终端碟形弹簧152，每一侧各由一个或多个碟形弹簧组成，

位于所述轨道组件100和传动机构组件  200之间，当所述缓冲器组件300受力超过一定值

时，所述缓冲器组件300和传动机构组件200会一起同步往下运动。

[0036] 具体地，如图4、5、6、7所示，本实施例1中所述传动机构组件200包含地脚支架、传

动轮系组件、转动手柄230、链条240、传动螺杆250、定位光杆  260、从动轴270、从动轴滚动

轴承280、螺杆滚动轴承290，所述轨道组件100  和传动机构组件200可固定连接。所述地脚

支架固定于所述轨道组件100上，分为地脚支架-大211和地脚支架-小212，分别固定于所述

轨道组件100两侧，所述传动螺杆250、定位光杆260位于所述地脚支架-大211和地脚支架-

小212  之间，所述传动螺杆250通过位于两侧地脚支架上的滚动轴承分别与地脚支架可转

动连接。所述传动轮系组件包含大链轮221、小链轮222、大齿轮223、小齿轮224，均靠近所述

地脚支架-大211一侧安装，其中，所述大链轮221和转动手柄230固定在电梯井道外侧，所述

轨道组件100可通过电动或手动方式控制所述转动手柄230，在厅外或井道内驱动传动机构

组件200转动，带动缓冲器组件300在井道内平移到达指定位置。所述从动轴270通过所述从

动轴滚动轴承280与所述地脚支架-大211可转动安装，所述小链轮222和大齿轮223通过所

述从动轴270可转动安装，所述小齿轮224和传动螺杆250固定安装，所述传动机构组件200

的传动副间进行啮合，带动所述缓冲器组件300在井道内平移到达指定位置。也就是说，所

述传动机构组件200和缓冲器组件300之间通过传动机构组件200间的传动副进行配合控

制，通过手动或电动装置可使缓冲器组件300到达电梯底坑平面内的任一位置，并有效滞

停；手动运行时通过传动副使传动机构的旋转转变为缓冲器组件300的平移动作。

[0037] 进一步地，本实施例中所述传动机构组件200的传动比可通过增加或减少传动机

构的数目、改变传动机构的形式、结构，从而调整所需的传动比。

[0038] 具体地，如图8所示，所述缓冲器组件300包含缓冲器座310、螺旋套筒  320、开关打

板330、缓冲器340、防尘挡板350，所述缓冲器座310通过所述传动螺杆250(传力机构)和定

位光杆260(定位机构)与传动机构组件200可靠连接转动，所述缓冲器座310可与所述轨道

底板110发生不接触式相对运行，所述防尘挡板350固定在所述缓冲器座310上；所述开关打

板330固定在缓冲器座310上，开关打板330包含一个或多个，通过分别在收纳和到位状态与

安全开关触发，实现状态的转变；所述螺旋套筒320固定在所述缓冲器组件300 的缓冲器座

310上，可与所述传动螺杆250啮合传动，提供所述缓冲器组件300  平移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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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具体地，本实施例1中所述可移动停止装置还设有若干安全开关，包括确认所述缓

冲器组件300为收纳状态的初始安全开关141，和确认所述缓冲器组件  300为到位状态的终

端安全开关142，以确认所述缓冲器组件300处于收纳状态或到位状态。具体地，所述初始安

全开关141通过支座安装在所述轨道底板110  上，所述终端安全开关142直接安装在所述轨

道组件100上。

[0040] 如图2所示，其工作状态包括收纳状态、到位状态以及在这2个状态之间的平移过

程状态。

[0041] 进底坑检修前，通过所述传动机构组件200上的所述转动手柄230使所述传动轮系

组件啮合转动，带动所述缓冲器组件300平移至到位状态，此时，所述缓冲器组件300上的所

述开关打板330和位于所述轨道组件100上的所述终端安全开关142接触，直至所述缓冲器

座310碰到所述轨道组件100上的所述端部横板130，阻碍所述缓冲器组件300进一步平移，

以防止所述开关打板330  破坏所述终端安全开关142，当所述缓冲器组件300上端受到轿架

压力作用时，所述缓冲器组件300与所述传动机构组件200一起受压同步向下运动，位于所

述轨道组件100和传动机构组件200之间的所述碟形弹簧组件受压收缩，直至所述缓冲器组

件300下端接触所述轨道底板110；当所述缓冲器组件300上端的压力撤销后，所述缓冲器组

件300与传动机构组件200一起同步往上运动，位于所述轨道组件100和所述传动机构组件

200之间的所述碟形弹簧组件恢复初始状态。从而进入到位状态。

[0042] 检修退出底坑后，通过所述传动机构组件200上的所述转动手柄230使所述传动轮

系组件啮合转动，带动所述缓冲器组件300平移至收纳状态，此时，所述缓冲器组件300上的

所述开关打板330和位于所述轨道组件100上的所述初始安全开关141接触，直至所述缓冲

器座310碰到所述传动机构组件200上的所述地脚支架-大211，阻碍所述缓冲器组件300进

一步平移，以防止所述开关打板330破坏所述初始安全开关141。从而恢复收纳状态。

[0043] 以上所述实施例及其他图例仅表达了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方式，只是在于说明

而不是限制本实用新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

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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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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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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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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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6/7 页

13

CN 209601869 U

13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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