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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型可调节施工升降机，
包括井道、轿厢、
曳引机、对重、搁机机架和减速
器，
所述搁机机架包括搁机钢梁，
所述搁机钢梁
上部设有槽钢组件，
曳引机安装在槽钢组件上，
所述槽钢组件上部设有平台组件，
在平台组件内
或者门洞外侧的楼板上设有滚筒，
滚筒连接钢丝
绳，
钢丝绳的一头连接固定在滚筒上，另一头经
槽钢组件上的绳头棒连接轿厢，
所述绳头棒的上
部设有绳头夹。此发明的优点是通过滚筒、特有
的绳头棒和绳头夹，
改变升降机高度后实现不用
更换钢丝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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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新型可调节施工升降机，
包括井道(15)、轿厢(12)、
曳引机(5)、对重(14)、搁机
机架和减速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搁机机架包括搁机钢梁(1) ，
所述搁机钢梁(1)上部设有槽
钢组件(400) ，
曳引机(5)安装在槽钢组件(400)上，
所述槽钢组件(400)上部设有平台组件
(600) ，
在平台组件(600)内或者门洞外侧的楼板上设有滚筒(7) ，
滚筒连接钢丝绳，
钢丝绳
(9)的一头连接固定在滚筒(7)上 ，另一头经槽钢组件(400)上的绳头棒(800)连接轿厢
(12)，
所述绳头棒(800)的上部设有绳头夹(13)。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可调节施工升降 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平台组件
(600)包括底部结构(610)、若干个支撑杆(620)、
上平台(630)和下平台(640) ，
所述底部结
构(610)由四根槽钢搭建而成，
呈四边形，
所述上平台(630)和底部结构(610)通过四根支撑
杆(620)连接，
相邻的支撑杆(620)之间安装有加强杆(650) ，
所述底部结构(610)上连下平
台(640)，
下平台(640)的中间割断。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型可调节施工升降机，
其特征在于，
滚筒(7)的数量和
钢丝绳(9)的根数相同，
滚筒(7)活动安装在加强杆(650)上。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可调节施工升降机，
其特征在于，
滚筒(7)的数量和
钢丝绳(9)的根数相同，
滚筒(7)还可以通过支架(10)活动安装在门洞外侧的楼板上。
5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型可调节施工升降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上平台(630)
的四边向上折弯，
所述上平台(630)上设有排水管道孔(631)。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可调节施工升降 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槽钢组件
(400)包括若干根支撑槽钢(410)、若干根加强槽钢(420)和若干根连接槽钢(430) ，
所述支
撑槽钢有三根，
前侧的两根支撑槽钢(410)上部安装曳引机(5) ，
后侧的两根支撑槽钢(410)
之间安装导向轮(440) ，
导向轮(440)的圆轴与支撑槽钢(410)固定连接，
加强槽钢(420)安
装在支撑槽钢(410)的上部，
在轿厢(12)侧的加强槽钢(420)上设有绳头孔(450) ，
绳头棒
(800)安装在绳头孔(450)上，
连接槽钢(430)一左一右连接在搁机钢梁(1)上部与支撑槽钢
(410)连接。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新型可调节施工升降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绳头棒(800)
包括拉杆(810) ，
所述拉杆(810)的一端设有滚轮(850)和滚轮固定结构，
所述拉杆(810)的
另一端缠绕弹簧(880)。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新型可调节施工升降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滚轮固定结构
包括底座(870)、第一固定板(820)和第二固定板(860) ，
所述拉杆(810)的一头套接有底座
(870) ，
所述底座(870)的两侧分别装有第一固定板(820)和第二固定板(860) ，
第一固定板
(820)和第二固定板(860)之间安装滚轮(850) ，
所述滚轮(850)与第一固定板(820)和第二
固定板(860)通过转轴(830)连接，
所述转轴(830)上设有止转销(840)，
所述弹簧(880)靠近
拉杆(810)头部的一端设有两个固定螺母，
所述弹簧(880)的另一端设有弹簧限位板(890) ；
底座(870)的两侧为矩形面，
所述拉杆(810)与底座(870)的内部焊接连接，
底座(870)的矩
形面与第一固定板(820)和第二固定板(860)焊接连接；
所述止转销(840)安装在第一固定
板(820)的转轴(830)上。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可调节施工升降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搁机钢梁(1)
的一侧设有伸缩组件(2) ，
伸缩组件(2)伸长支撑于井道各层门洞所在平层面，
搁机钢梁(1)
上安装用于使伸缩组件(2)伸缩的推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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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可调节施工升降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曳引机(5)的
外部设有防护罩(11)。
11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型可调节施工升降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下平台(640)
上设有若干个放样孔(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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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可调节施工升降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升降机，
尤其是涉及一种新型可调节施工升降机。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有技术中，
运用于无机房中，
若是遇到升降机改变高度，
不只是需要提高或者
降低曳引机的高度并且曳引机在改变高度的时候井道大小并不是一成不变，
此时钢丝绳的
长度不够或者太长，
还需要更换钢丝绳，
钢丝绳连接轿厢、顶梁导向轮、曳引机和对重，
拆
卸、安装 钢丝绳比 较困 难 ，并 且对于工人来说要是操作不当也比 较危险 。在专利号为
2019109563315中提出一种用于升降机的搁机机架，
包括搁机钢梁、
曳引机、
导向轮和绳头
板，
所述搁机钢梁的左右两边各设有一个卷扬机，
在井道左右两侧的井道壁上分别设有拉
耳，
两个卷扬机上的钢丝绳分别连接井道壁上的拉耳，
卷扬机带动搁机机架上下运动；
所述
搁机钢梁的一侧设有伸缩组件，
伸缩组件伸长支撑于井道各层门洞所在平层面，
所述搁机
钢梁的另一侧设有牛腿支撑件，
所述牛腿支撑件扣合于设在井道壁上的牛腿组件。该专利
中提到的搁机机架可以阶段式的提拉以及适应不同井道的大小，
即在需要调节升降机的高
度时可以通过伸缩组件伸缩机架的大小，
但是该专利不能解决钢丝绳长短不合适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是为了解决钢丝绳长短不合适的问题，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新型可调节施工
升降机。
[0004]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新型可调节施工升降机，
包括井道、轿厢、
曳引机、对重、搁机机架和减速器，
所述搁机机架包括搁机钢梁，
所述搁机钢梁上部设有槽钢组件，
曳引机安装在槽钢组件上，
所述槽钢组件上部设有平台组件，
在平台组件内或者门洞外侧的楼板上设有滚筒，
滚筒连
接钢丝绳，
钢丝绳的一头连接固定在滚筒上，
另一头经槽钢组件上的绳头棒连接轿厢，
所述
绳头棒的上部设有绳头夹。该升降机在搁机钢梁上增加了平台组件和滚筒，
平台组件可用
于工人操作平台以及对曳引机保护的作用。滚筒用于存放钢丝绳，
在现有技术中钢丝绳经
曳引机向两侧穿出，
一端连接轿厢，
另一端经导向轮连接对重，
在本专利中，
连接轿厢的钢
丝绳经轿顶轮再向上连接绳头棒、
绳头夹和滚筒，
钢丝绳的头部固定在滚筒上。滚筒有两种
安装方式，
一种是安装在平台组件内在升降机高度要升高或者降低时随主机机架升降 ，
另
一种是安装在门洞外侧的楼板上，
这样安装不会增加主机机架的负载。
[0006] 进一步地，
所述平台组件包括底部结构、若干个支撑杆、上平台和下平台，
所述底
部结构由四根槽钢搭建而成，
呈四边形，
所述上平台和底部结构通过四根支撑杆连接，
相邻
的支撑杆之间安装有加强杆，
所述底部结构上连下平台，
下平台的中间割断。平台组件不止
对曳引机起到保护作用，
在滚筒安装在平台组件内部时为滚筒提供可旋转的空间，
工作人
员可以站在平台组件上进行操作。加强杆增强平台组件的强度。
[0007] 进一步地，
滚筒的数量和钢丝绳的根数相同，
滚筒活动安装在加强杆上。
4

CN 111517202 A

说

明

书

[0008]

2/4 页

进一步地，
滚筒的数量和钢丝绳的根数相同，
滚筒还可以通过支架活动安装在门
洞外侧的楼板上。
[0009] 进一步地，
所述上平台的四边向上折弯，
所述上平台上设有排水管道孔。当井道内
漏水时，
上平台四边向上折弯可以储水使水不会向下流到曳引机和井道内，
排水管道孔安
装排水管及时排水。
[0010] 进一步地，
所述槽钢组件包括若干根支撑槽钢、若干根加强槽钢和若干根连接槽
钢，
所述支撑槽钢有三根，
前侧的两根支撑槽钢上部安装曳引机，
后侧的两根支撑槽钢之间
安装导向轮，
导向轮的圆轴与支撑槽钢固定连接，
加强槽钢安装在支撑槽钢的上部，
在轿厢
侧的加强槽钢上设有绳头孔，
绳头棒安装在绳头孔上，
连接槽钢一左一右连接在搁机钢梁
上部与支撑槽钢连接。加强槽钢既增加强度和刚度，
绳头孔设在加强槽钢上省去了绳头板。
另一个导向轮安装在搁机钢梁上，
位于支撑槽钢上的导向轮的右侧。
[0011] 进一步地，
所述绳头棒包括拉杆，
所述拉杆的一端设有滚轮和滚轮固定结构，
所述
拉杆的另一端缠绕弹簧。钢丝绳缠绕在滚轮上，
该结构直接通过旋转滚轮调节钢丝绳长短。
[0012] 进一步地，
所述滚轮固定结构包括底座、第一固定板和第二固定板，
所述拉杆的一
头套接有底座，
所述底座的两侧分别装有第一固定板和第二固定板，
第一固定板和第二固
定板之间安装滚轮，
所述滚轮与第一固定板和第二固定板通过转轴连接，
所述转轴上设有
止转销，
所述弹簧靠近拉杆头部的一端设有两个固定螺母，
所述弹簧的另一端设有弹簧限
位板；
所述止转销安装在第一固定板的转轴上；
钢丝绳缠绕在滚轮上，
拔出止转销时，
可通
过旋转滚轮调节钢丝绳，
待钢丝绳调整好之后插入止转销固定住滚轮。弹簧起到使钢丝绳
运行平稳，
轿厢在上下运行中减震的作用。
[0013] 进一步地，
所述搁机钢梁的一侧设有伸缩组件，
伸缩组件伸长支撑于井道各层门
洞所在平层面，
搁机钢梁上安装用于使伸缩组件伸缩的推杆。该升降机在已有的专利号为
2019109563315一种用于升降机的搁机机架中提出搁机钢梁的一侧设有伸缩组件和使伸缩
组件伸缩的推杆的基础上增加了平台组件和滚筒。
[0014] 进一步地，
所述曳引机的外部设有防护罩。该防护罩为不完全封闭结构，
不会影响
曳引机的散热。
防护罩保护曳引机，
防止工人在操作过程中对曳引机造成损害。
[0015] 进一步地，
所述下平台上设有若干个放样孔。放样孔用于安装轿厢导轨、
对重导轨
等。无机房的放样设置比较麻烦，
放样时需要在顶层搭建可靠的工作平台，
使用工装之类的
可靠固定工具固定基本标准线，
在作业期间需要小心，
谨慎，
防止发生意外，
在下平台上设
置放样孔不需要再搭建工作平台。在本专利中放样孔上标记尺寸，
这样更利于计算尺寸大
小。
[0016]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该升降机在搁机钢梁上增加了平台组件和滚筒，
平台
组件可用于工人操作平台以及对曳引机保护的作用；
滚筒用于存放钢丝绳，
在现有技术中
钢丝绳经曳引机向两侧穿出，
一端连接轿厢，
另一端经导向轮连接对重，
在本专利中，
连接
轿厢的钢丝绳经轿顶轮再向上连接绳头棒、
绳头夹和滚筒，
钢丝绳的头部固定在滚筒上。通
过滚筒、
特有的绳头棒和绳头夹，
改变升降机高度后实现不用更换钢丝绳。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其中滚筒安装在门洞外侧的楼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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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2是顶梁布置结构示意图，
其中滚筒安装在平台组件内；
[0019] 图3是图1的顶梁布置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滚筒安装在平台组件内时搁机钢梁以及搁机钢梁上部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图4的俯视图；
[0022] 图6是曳引机安装防护罩，
未安装滚筒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是单根钢丝绳的连接示意图；
[0024] 图8是绳头棒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
1为搁机钢梁、2为伸缩组件、3为推杆、400为槽钢组件、410为支撑槽钢、420
为加强槽钢、
430为连接槽钢、
440为导向轮、
450为绳头孔、5为曳引机、600为平台组件、610
为底部结构、620为支撑杆、630为上平台、631为排水管道孔、640为下平台、641为放样孔、
650为加强杆、
7为滚筒、
800为绳头棒、
810为拉杆、
820为第一固定板、
830为转轴、
840为止转
销、
850为滚轮、
860为第二固定板、
870为底座、
880为弹簧、
890为弹簧限位板、
9为钢丝绳、
10
为支架、
11为防护罩、
12为轿厢、
13为绳头夹、
14为对重、
15为轿顶轮、
16为井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阐述。
[0027] 实施例：
如图1至图8所示，
一种新型可调节施工升降机，
包括井道15、
轿厢12、
曳引
机5、
对重14、搁机机架和减速器，
所述搁机机架包括搁机钢梁1，
所述搁机钢梁1上部设有槽
钢组件400，
曳引机5安装在槽钢组件400上，
所述槽钢组件400上部设有平台组件600，
在平
台组件600内或者门洞外侧的楼板上设有滚筒7，
滚筒连接钢丝绳，
钢丝绳9的一头连接固定
在滚筒7上，
另一头经槽钢组件400上的绳头棒800连接轿厢12，
所述绳头棒800的上部设有
绳头夹13。
[0028] 该升降机的主机为同步主机，
曳引比为2:1。在本实施例中滚筒为5个，
钢丝绳相应
的也有5根。
[0029] 该升降机在已有的专利号为2019109563315一种用于升降机的搁机机架中提出搁
机钢梁1的一侧设有伸缩组件2和使伸缩组件2伸缩的推杆3的基础上增加了平台组件600和
滚筒7，
平台组件600可用于工人操作平台以及对曳引机5保护的作用。滚筒7用于存放钢丝
绳9，
在现有技术中钢丝绳9经曳引机5向两侧穿出，
一端连接轿厢12，
另一端经导向轮440连
接对重14，
在本专利中，
连接轿厢12的钢丝绳9经轿顶轮15再向上连接绳头棒800、
绳头夹13
和滚筒7，
钢丝绳9的头部固定在滚筒7上。滚筒7有两种安装方式，
一种是安装在平台组件
600内在升降机高度要升高或者降低时随主机机架升降 ，
另一种是安装在门洞外侧的楼板
上，
这样安装不会增加主机机架的负载。本专利中的绳头棒800不同于现有技术中的绳头
棒，
在现有技术中绳头棒钢丝绳穿过锥套，
由于绳头棒组合结构会锁住钢丝绳，
若钢丝绳长
短需要调整的情况下只能更换钢丝绳，
造成安装不便，
成本增加。而本专利中这种绳头棒
800可以通过拔出止转销840时，
可通过旋转滚轮850调节钢丝绳9，
待钢丝绳9调整好之后插
入止转销840固定住滚轮850。
[0030] 该升降机提升或者降低高度的工作过程：
若要提高升降机的升降高度时，
松开绳
头夹13，
由于绳头棒800的作用即钢丝绳9缠绕在滚轮850上，
拔出止转销840时，
可通过旋转
滚轮850调节钢丝绳，
通过曳引机的曳引力或者人力就可以使滚筒7上缠绕的钢丝绳9拉伸
6

CN 111517202 A

说

明

书

4/4 页

开，
由于搁机钢梁1是直接架在门洞内并且通过螺栓固定，
此时需要松开螺栓，
搁机钢梁1通
过推杆3使伸缩组件2伸缩至适合井道的位置，
接着通过葫芦拉吊至所需的高度，
然后搁机
钢梁1通过推杆3使伸缩组件2伸长支撑于井道顶层门洞所在平层面，
旋转绳头棒800的滚轮
850至钢丝绳9拉紧再把绳头棒800的止转销840插入固定住滚轮850，
最后把绳头夹13夹住
钢丝绳9；
若要降低升降机的升降高度时，
松开搁机钢梁1上的螺栓，
接着通过葫芦拉吊至所
需的高度，
然后搁机钢梁1通过推杆3使伸缩组件2伸长支撑于井道顶层门洞所在平层面，
接
着松开绳头夹13，
拔出止转销840，
需要人工把多余的钢丝绳9缠绕至滚筒7上，
旋转滚轮850
调节钢丝绳9使钢丝绳9拉紧，
再插入绳头棒800的止转销840固定住滚轮850，
最后把绳头夹
13夹住钢丝绳9。
[0031] 当滚筒7位于平台组件600内部时，
滚筒7可以随着搁机钢梁1以及平台组件600一
起向上或者向下运动。当滚筒7通过支架10安装在门洞外侧的楼板上时：
若该层的上、
下层
无楼板，
则搁机钢梁1向上提升或下降时把安装滚筒7的支架10也向上提升或下降至搁机钢
梁1的同一层门洞外侧的楼板上；
若该层安装滚筒7的上、
下层有楼板时，
则搁机钢梁1向上
提升或下降时在该层的上、
下层楼板上穿孔，
安装滚筒7的支架位置不动，
把滚筒7上的钢丝
绳9拆除，
然后使钢丝绳9通过上、
下层的楼板上的孔再安装在滚筒7上；
还可以把安装滚筒7
的支架10通过门洞放在平台组件600上，
在搁机钢梁1向上或者向下运动时安装滚筒7的支
架一起随搁机钢梁1运动，
待搁机钢梁1运动至所需的高度时，
把安装滚筒7的支架安置在门
洞外侧的楼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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