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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控制建筑物系统的方法。

所述方法包括：检测电梯门的状态参数；以及在

设备上显示所述电梯门的所述状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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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控制建筑物系统的方法，其中所述建筑物系统包括门系统和电梯系统，所述方

法包括：

检测所述电梯系统的电梯门的状态参数；以及

在设备上显示所述电梯门的所述状态参数，

其中所述方法还包括：

检测所述门系统的第一个门的状态参数，并且在所述设备上显示所述第一个门的所述

状态参数；

检测第一个门锁的状态参数，在所述设备上显示所述第一个门锁的所述状态参数，所

述第一个门锁可操作地连接到所述第一个门；以及

响应于所述第一个门和/或所述第一个门锁的状态参数，在所述设备上传输状态参数

调整命令以调整所述第一个门和/或所述第一个门锁的状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接收针对所述第一个门锁的状态参数调整命令；以及

响应于所述状态参数调整命令而对所述第一个门锁进行调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调整还包括：

接合所述第一个门锁。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调整还包括：

解开所述第一个门锁。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接收针对所述第一个门的状态参数调整命令；以及

响应于所述状态参数调整命令而对所述第一个门进行调整。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调整还包括：

关闭所述第一个门。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调整还包括：

打开所述第一个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响应于所述第一个门的所述状态参数和所述第一个门锁的所述状态参数中的至少一

者而激活警报，其中所述警报在所述设备上被激活。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响应于所述第一个门的所述状态参数和所述第一个门锁的所述状态参数中的至少一

者而关闭所述电梯门。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响应于所述第一个门的所述状态参数和所述第一个门锁的所述状态参数中的至少一

者而关闭第二个门。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响应于所述第一个门的所述状态参数和所述第一个门锁的所述状态参数中的至少一

者而接合第二个门锁，其中所述第二个门锁可操作地连接到所述第二个门。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响应于所述第一个门的所述状态参数和所述第一个门锁的所述状态参数中的所述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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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者而接合第二个门锁，其中所述第二个门锁可操作地连接到所述第二个门。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响应于所述第一个门的所述状态参数和所述第一个门锁的所述状态参数中的至少一

者而解开第二个门锁，其中所述第二个门锁可操作地连接到第二个门。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响应于所述第一个门的所述状态参数和所述第一个门锁的所述状态参数中的所述至

少一者而打开所述第二个门。

1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响应于所述第一个门的所述状态参数和所述第一个门锁的所述状态参数中的至少一

者而打开第二个门。

1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

所述状态参数显示为文本和图形中的至少一者。

17.一种建筑物控制系统，包括：

处理器；

存储器，所述存储器包括计算机可执行指令，所述计算机可执行指令在由所述处理器

执行时，致使所述处理器执行操作，所述操作包括：

检测建筑物中电梯系统的电梯门的状态参数；以及

在设备上显示所述电梯门的所述状态参数，

其中所述操作还包括：

检测所述建筑物中门系统的第一个门的状态参数，并且在所述设备上显示所述第一个

门的所述状态参数；

检测第一个门锁的状态参数，在所述设备上显示所述第一个门锁的所述状态参数，所

述第一个门锁可操作地连接到所述第一个门；以及

响应于所述第一个门和/或所述第一个门锁的状态参数，在所述设备上传输状态参数

调整命令以调整所述第一个门和/或所述第一个门锁的状态。

18.一种存储有指令的计算机可读介质，所述指令在由处理器执行时致使所述处理器

执行包括以下各项的操作：

检测建筑物中电梯系统的电梯门的状态参数；以及

在设备上显示所述电梯门的所述状态参数，

其中所述操作还包括：

检测所述建筑物中门系统的第一个门的状态参数，并且在所述设备上显示所述第一个

门的所述状态参数；

检测第一个门锁的状态参数，在所述设备上显示所述第一个门锁的所述状态参数，所

述第一个门锁可操作地连接到所述第一个门；

响应于所述第一个门和/或所述第一个门锁的状态参数，在所述设备上传输状态参数

调整命令以调整所述第一个门和/或所述第一个门锁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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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锁的状态的视觉状态指示器

背景技术

[0001] 本文所公开的主题总体上涉及建筑物系统控制领域，且更具体地涉及一种通过设

备监测建筑物系统的状态的装置和方法。

[0002] 建筑物系统通常需要对实际系统进行物理检查，以便检测系统的状态以及系统中

是否存在任何错误。

发明内容

[0003] 根据一个实施方案，提供了一种控制建筑物系统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检测电梯

门的状态参数；以及在设备上显示电梯门的状态参数。

[0004] 除了上述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之外，或者作为替代方案，所述方法的另外的实施

方案可以包括：检测第一个门的状态参数；以及在设备上显示第一个门的状态参数

[0005] 除了上述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之外，或者作为替代方案，所述方法的另外的实施

方案可以包括：检测第一个门锁的状态参数，所述第一个门锁可操作地连接到第一个门；以

及在设备上显示第一个门锁的状态参数。

[0006] 除了上述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之外，或者作为替代方案，所述方法的另外的实施

方案可以包括：接收针对第一个门锁的状态参数调整命令；以及响应于所述状态参数调整

命令而对第一个门锁进行调整。

[0007] 除了上述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之外，或者作为替代方案，所述方法的另外的实施

方案可以包括接合第一个门锁。

[0008] 除了上述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之外，或者作为替代方案，所述方法的另外的实施

方案可以包括解开第一个门锁。

[0009] 除了上述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之外，或者作为替代方案，所述方法的另外的实施

方案可以包括：接收针对第一个门的状态参数调整命令；以及响应于所述状态参数调整命

令而对第一个门进行调整。

[0010] 除了上述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之外，或者作为替代方案，所述方法的另外的实施

方案可以包括：所述调整还包括关闭第一个门。

[0011] 除了上述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之外，或者作为替代方案，所述方法的另外的实施

方案可以包括：所述调整还包括打开第一个门。

[0012] 除了上述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之外，或者作为替代方案，所述方法的另外的实施

方案可以包括：响应于第一个门的状态参数和第一个门锁的状态参数中的至少一者而激活

警报，其中所述警报在设备上被激活。

[0013] 除了上述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之外，或者作为替代方案，所述方法的另外的实施

方案可以包括：响应于第一个门的状态参数和第一个门锁的状态参数中的至少一者而关闭

电梯门。

[0014] 除了上述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之外，或者作为替代方案，所述方法的另外的实施

方案可以包括：响应于第一个门的状态参数和第一个门锁的状态参数中的至少一者而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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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门。

[0015] 除了上述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之外，或者作为替代方案，所述方法的另外的实施

方案可以包括：响应于第一个门的状态参数和第一个门锁的状态参数中的至少一者而接合

第二个门锁，其中所述第二个门锁可操作地连接到第二个门。

[0016] 除了上述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之外，或者作为替代方案，所述方法的另外的实施

方案可以包括：响应于第一个门的状态参数和第一个门锁的状态参数中的至少一者而接合

第二个门锁，其中所述第二个门锁可操作地连接到第二个门。

[0017] 除了上述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之外，或者作为替代方案，所述方法的另外的实施

方案可以包括：响应于第一个门的状态参数和第一个门锁的状态参数中的至少一者而解开

第二个门锁，其中所述第二个门锁可操作地连接到第二个门。

[0018] 除了上述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之外，或者作为替代方案，所述方法的另外的实施

方案可以包括：响应于第一个门的状态参数和第一个门锁的状态参数中的至少一者而打开

第二个门。

[0019] 除了上述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之外，或者作为替代方案，所述方法的另外的实施

方案可以包括：响应于第一个门的状态参数和第一个门锁的状态参数中的至少一者而打开

第二个门。

[0020] 除了上述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之外，或者作为替代方案，所述方法的另外的实施

方案可以包括：所述状态参数显示为文本和图形中的至少一者。

[0021] 根据一个实施方案，提供了一种建筑物控制系统，包括：处理器；存储器，所述存储

器包括计算机可执行指令，这些计算机可执行指令在由处理器执行时，致使处理器执行操

作，这些操作包括：检测电梯门的状态参数；以及在设备上显示电梯门的状态参数。

[0022] 根据一个实施方案，提供了一种有形地体现在计算机可读介质上的计算机程序产

品，所述计算机程序产品包括指令，所述指令在由处理器执行时致使处理器执行包括以下

各项的操作：检测电梯门的状态参数；以及在设备上显示电梯门的状态参数。

[0023] 本公开实施方案的技术效果包括能够通过设备上的用户界面来监测门状态和门

锁状态。

[0024] 前述特征和要素可以按各种组合方式进行组合而无排他性，除非另有明确指示。

根据以下描述和附图，这些特征和要素及其操作将变得更加明显。然而，应当理解，以下描

述和附图本质上旨在进行说明和解释，而非进行限制。

附图说明

[0025] 以下描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认为具有限制性。参考附图，同样的元件用相同

的数字编号：

[0026] 图1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方案的建筑物控制系统的示意图：

[0027] 图2描绘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方案的设备上的用户界面；

[0028] 图3描绘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方案的设备上的用户界面；

[0029] 图3a描绘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方案的设备上的用户界面；并且

[0030] 图4是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方案的控制建筑物系统的方法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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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1] 本文参考附图，通过举例而非限制的方式呈现了所公开的装置和方法的一个或多

个实施方案的详细描述。

[0032] 图1描绘了一个示例性实施方案中的建筑物控制系统200。建筑物控制系统200包

括安装在建筑物201处的门系统205和电梯系统204。门系统205和电梯系统204可以统称为

建筑物系统204、205。本公开并非旨在受限于这些建筑物系统204、205，并且如本领域技术

人员可以理解，建筑物201可以包括本文中未提及的可以由建筑物控制系统200控制的其他

系统。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建筑物201可以是一栋建筑物或一批建筑物，这一批建筑物在物

理上可以位于、也可以不位于彼此附近。建筑物201可以包括任何数量的楼层。进入建筑物

201的人员可以进入门厅楼层或任何其他楼层，并且可以经由一个或多个运输设备(诸如电

梯系统204)前往目的地楼层。进入建筑物201的人员可能需要进入门系统205的门(例如门

205‑1、205‑2......205‑n)。门(例如门205‑1、205‑2......205‑n)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建筑

物墙壁中的门、建筑物外面的门、车库门以及停车场出入闸门。

[0033] 建筑物系统204、205可以可操作地连接到一个或多个计算设备，诸如控制器206。

控制器206可以被配置为控制与电梯系统204相关联的一个或多个电梯轿厢(例如电梯轿厢

204‑1、204‑2......204‑n)的调度操作。控制器206还可以被配置为控制对与电梯系统204

相关联的一个或多个电梯轿厢(例如电梯轿厢204‑1、204‑2......204‑n)的访问。应当理

解，电梯系统204可以利用多于一个控制器206，并且每个控制器可以控制一组电梯轿厢

204‑1和204‑2。尽管图1中示出了两个电梯轿厢204‑1和204‑2，但是应当理解，在电梯系统

204中可以使用任何数量的电梯轿厢204‑n。电梯轿厢204‑1和204‑2可以位于同一井道中或

不同的井道中，以便允许在服务于不同楼层的不同电梯组中的电梯轿厢204‑1和204‑2之间

进行协调。应当理解，为了便于说明，未描绘电梯系统204的其他部件(例如电梯门、驱动器、

配重、安全装置等)。

[0034] 另外，控制器206还可以被配置为控制对一个或多个门(例如门205‑1、205‑

2......205‑n)的访问。应当理解，门系统205可以利用多于一个控制器206，并且每个控制

器可以控制一组门205‑1和205‑2。尽管图1中示出了两个门205‑1和205‑2，但是应当理解，

在门系统205中可以使用任何数量的电梯轿厢205‑n。如图1所示，每个门包括门锁205a(例

如门锁205a‑1、205a‑2......205a‑n)。应当理解，为了便于说明，未描绘门系统205的其他

部件。

[0035] 控制器206可以包括处理器260、存储器262和通信模块264，如图1所示。处理器260

可以是任何类型的计算机处理器或计算机处理器组合，诸如微处理器、微控制器、数字信号

处理器、专用集成电路、可编程逻辑器件和/或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存储器262是有形地体现

在控制器206中的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的示例，所述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

质包括存储在其中的可执行指令(例如作为固件)。通信模块264可以实施如本文进一步详

细描述的一个或多个通信协议。

[0036] 建筑物控制系统200还可以包括传感器系统203，所述传感器系统具有一个或多个

传感器(例如203‑1、203‑2......203‑n)。控制器206耦接到传感器系统203。尽管图1中示出

了两个传感器203‑1和203‑2，但是应当理解，在传感器系统203中可以使用任何数量的传感

器203‑n。传感器系统203可以包括多种不同类型的传感器(例如203‑1、203‑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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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传感器系统203捕获电梯系统204和门系统205的状态参数326。状态参数326可以指示电

梯系统204的操作数据，诸如电梯门位置(例如打开/关闭)、电梯轿厢位置、速度、电压、振

动、加速度、噪声、减速度、跃度，以及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的、电梯系统204任何部件的任何

其他性能参数。状态参数326可以指示门系统205的状态，诸如门位置(例如，打开/关闭/半

开)和门锁位置(接合/解开)。

[0037] 传感器系统203中的其他传感器(例如203‑1、203‑2......203‑n)可以包括摄像

机、人员计数器、麦克风等，用于捕获与电梯系统204的使用相关的信息。因此，传感器系统

203内的传感器(例如203‑1、203‑2......203‑n)的类型和性质不限于本文所公开的实施方

案。传感器系统203收集关于每个电梯轿厢(例如204‑1、204‑2......204‑n)和门系统205的

可以被存储在数据库263中的状态参数326。

[0038] 图1中还示出了用户设备208a。用户设备208a可以是计算设备，诸如台式计算机。

用户设备208a还可以是通常由人携带的移动计算设备，诸如电话、PDA、智能手表、平板电

脑、膝上型电脑等。用户设备208a可以具有触摸屏251a，以允许用户输入。用户设备208a可

以包括处理器250a、存储器252a和通信模块254a，如图1所示。处理器250a可以是任何类型

的计算机处理器或计算机处理器组合，诸如微处理器、微控制器、数字信号处理器、专用集

成电路、可编程逻辑器件和/或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存储器252a是有形地体现在用户设备

208a中的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的示例，所述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包括存

储在其中的可执行指令(例如作为固件)。通信模块254a可以实施如本文进一步详细描述的

一个或多个通信协议。在一个非限制性示例中，用户设备208a属于建筑物201的住户或雇

员，所述住户或雇员当前具有访问权限以控制建筑物201的至少一个建筑物系统204、205。

每个用户可以具有特定的用户控制权限325，用于授予每个用户这样的能力：通过属于所述

用户的用户设备208a上的建筑物系统控制应用程序255a来控制选定的建筑物系统204、

205。数据库263可以操作性地连接到控制器206或存储在控制器206内。在一个实施方案中，

数据库263可以存储在异地、远程存储或存储在云中。

[0039] 图1中还示出了管理员设备208b。管理员设备208b可以是计算设备，诸如台式计算

机。管理员设备208b还可以是通常由人携带的移动计算设备，诸如电话、PDA、智能手表、平

板电脑、膝上型电脑等。管理员设备208b可以具有触摸屏251b，以允许用户输入。管理员设

备208b可以包括处理器250b、存储器252b和通信模块254b，如图1所示。处理器250b可以是

任何类型的计算机处理器或计算机处理器组合，诸如微处理器、微控制器、数字信号处理

器、专用集成电路、可编程逻辑器件和/或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存储器252b是有形地体现在

管理员设备208b中的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的示例，所述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

介质包括存储在其中的可执行指令(例如作为固件)。通信模块254b可以实施如本文进一步

详细描述的一个或多个通信协议。管理员可以具有特定的控制权限325，用于授予管理员这

样的能力：通过属于所述管理员的管理员设备208b上的建筑物系统控制应用程序255b来控

制选定的建筑物系统204、205。管理员设备208b可能属于建筑物202的管理员，并且可能具

有使用户设备208a在控制建筑物系统204、205方面的决定作废的权力。

[0040] 为了便于解释，用户设备208a和管理员设备208b都可以称为设备208。每个设备

208都具有标识每个设备208的独特标识凭据。设备208和控制器206彼此通信。例如，设备

208和控制器206在彼此邻近(例如，在阈值距离内)时可以相互通信。设备208和控制器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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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无线网络诸如802.11x(WiFi)、短程无线电(蓝牙)、蜂窝、卫星等进行通信。在一些

实施方案中，控制器206可以包括联网元件，或与联网元件相关联(例如通信地耦接到联网

元件)，所述联网元件诸如信息亭、信标、门厅呼叫固定装置、灯笼式天窗、桥接器、路由器、

网络节点，门锁、电梯控制面板、建筑物对讲系统等。联网元件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通信协

议或标准与设备208通信。例如，联网元件可以使用近场通信(NFC)与设备208通信。在其他

实施方案中，控制器206可以与建筑物202外部的设备208建立通信。这种连接可以使用各种

技术来建立，作为非限制性示例，这些技术包括GPS、三角测量或信号强度检测。在示例性实

施方案中，设备208通过多个独立的有线网络和/或无线网络与控制器206进行通信。实施方

案旨在涵盖设备208与控制器206之间的很多种类型的通信，并且实施方案不限于本公开中

所提供的示例。设备208和控制器206之间的通信将允许控制器206确定设备208相对于电梯

系统203和/或门系统205的位置。设备208上的标识凭据将向控制器206标识每个设备208。

[0041] 实施方案通过建筑物系统控制应用程序255a、255b在设备208上生成用户界面。可

以使用建筑物系统控制应用程序255a、255b，通过设备208查看建筑物系统204、205的状态。

在一个非限制性示例中，用户可以使用建筑物系统控制应用程序255a、255b来检查以查看

门是半开的、关闭的还是打开的。在一个非限制性示例中，用户可以使用建筑物系统控制应

用程序255a、255b来检查以查看门锁是接合的还是/或者解开的。还可以使用建筑物系统控

制应用程序255a、255b，通过发送状态参数调整命令327来调整建筑物系统204、205，下面将

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0042] 图2至图3以及图3a描绘了设备208上的示例用户界面300。当设备208启动建筑物

系统控制应用程序255a、255b时，可以呈现控制屏幕302，如图2和图3所示。控制屏幕302可

以显示建筑物系统状态按钮304。建筑物系统状态按钮304可以是可调节的，以便查看不同

建筑物系统204、205的状态。在一个非限制性实施方案中，可以通过选择系统状态按钮304

上的下拉箭头304a来查看不同的建筑物系统。在图2和图3的示例中，在控制屏幕302上，门

的状态参数326在建筑物系统状态按钮304上指示并且可以在306处看到。在控制屏幕302

上，门上的锁的状态参数326在建筑物系统状态按钮304上指示并且可以在308处看到。状态

参数326可以实时更新。状态参数326可以由如在图2中看到的文本310和/或如在图3中看到

的图形312来指示。在一个示例中，图形312可以是用颜色编码的，并且在锁定状态下显现绿

色、在半开状态下显现黄色，而在打开状态下显现红色。状态参数326可以指示为颜色、文本

310和图形312的组合。如果用户和/或管理员希望通过设备208来调整门，则用户和/或管理

员可以选择下拉箭头306a来调整门，且然后控制器206会相应地调整门。如果用户和/或管

理员希望通过设备208来调整门锁，则用户和/或管理员可以选择下拉箭头308a，且然后控

制器206会相应地调整门锁。应当理解，为了便于解释而示出了下拉箭头308a，但可以使用

显示选项列表或选择界面的任何其他方法。例如，另一个选择界面可以包括具有选择列表

或网格的弹出窗口/模式窗口。所述弹出窗口/模式窗口可能是新页面状态，诸如全屏叠加。

在另一个示例中，所述选择界面可能是选择选项的垂直或水平滚动的灯箱，所述灯箱可以

是文本、插图或照片。在对门或锁进行调整之前，控制器206可以检查用户控制器权限325，

因为用户可能尚未被授予调整选定的门或选定的锁的权限。如上所述，每个用户可以具有

特定的用户控制权限325，用于授予每个用户这样的能力：通过属于用户的用户设备208a上

的建筑物系统控制应用程序255a来控制选定的建筑物系统204、205。例如，用户可能能够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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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一些门而不能够控制另外的门。图3a显示了设备208上的用户界面300的一个示例，所述

示例示出了控制屏幕302。类似于图2至图3，图3a包括建筑物系统状态按钮304，所述按钮可

以是可调节的，以便使用下拉箭头304a来查看不同建筑物系统204、205的状态。在图3a中还

看到了可以在306处看到的锁图标的状态参数326。在306处的锁图标在被按下时，可以如用

户界面300中所显示的那样从锁住的锁图标改变为解锁的锁图标，这也对在304处指示的正

门上的锁进行解锁。

[0043] 现在参考图4，同时继续参考图1至图3以及图3a。图4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

施方案的控制建筑物系统的方法400的流程图。在框404处，检测电梯门的状态参数326，且

在框406处，将电梯门的状态参数326显示在设备208上。如上所述，使用传感器系统203检测

第一个门205‑1的状态参数326。状态参数可以指示电梯门打开、关闭和/或被锁上。方法400

还可以包括检测第一个门205‑1的状态参数326。如上所述，使用传感器系统203检测第一个

门205‑1的状态参数326。方法400还可以包括检测第一个门锁205a‑1的状态参数326。如上

所述，使用传感器系统203检测第一个门锁205a‑1的状态参数326。第一个门锁205a‑1可操

作地连接到第一个门205‑1。方法400还可以包括将第一个门205‑1的状态参数326显示在设

备208上。在框410处，第一个门锁205a‑1的状态参数326被显示在设备208上。在一个实施方

案中，设备208可以是如上所述的移动设备。在另一个实施方案中，状态参数326可以被显示

为文本和/或图形，如图2至图3中所见。

[0044] 方法400还可以包括用户和/或管理员从设备208传输状态参数调整命令327。状态

参数调整命令327可以是针对门锁和/或门的。控制器206接收状态参数调整命令327，且然

后通过调整建筑物系统204、205中的至少一者来作出响应。在一个示例中，控制器206可以

响应于状态参数调整命令327而接合和/或解开门锁。在另一个示例中，控制器206可以响应

于状态参数调整命令327而打开和/或关闭门。此外，方法400还可以包括响应于门的状态参

数和门锁的状态参数中的至少一者而激活警报。所述警报在用户设备208a和管理员设备

208b中的至少一者上被激活。所述警报可以是可听见的和/或可看见的。所述警报在检测到

错误时(诸如在门打开并且所述打开的门上的锁接合时)可以被激活。另外，状态参数326可

以指示出故障的门可能允许闯入者进入建筑物，于是控制器206可以响应于状态参数326采

取其他行动来限制闯入者一旦经过出故障的门就可以进入的位置，诸如停用出故障的门附

近的电梯轿厢和/或关闭附近的门并将锁接合在附近的门上。替代地，控制器206可以响应

于状态参数326而确定打开门和/或解开锁。例如，响应于第一个门205‑1被打开了达选定的

时间段，可以关闭电梯门。在另一个示例中，响应于第一个门205‑1被打开了达选定的时间

段，可以关闭第二个门205‑2并且可以锁上第二个锁205a‑2。在另一个示例中，在第一个门

205‑1被关闭并锁上与第二个门205‑2被打开之间可能存在延迟。在另一个示例中，如果第

一个门205‑1被解锁，则电梯轿厢204‑1可以被锁住达选定的时间段。在另一个示例中，如果

第一个门205‑1被解锁，则电梯轿厢204‑1可以在选定的时间段内不服务于第一个门205‑1

所处的楼层。

[0045] 虽然以上描述已经按特定顺序描述了图4的流程，但是应当理解，除非随附权利要

求书中另有具体要求，否则可以改变步骤的顺序。

[0046] 如上所述，实施方案可以是处理器实施的过程和用于实践这些过程的设备(诸如

处理器)的形式。实施方案还可以是含有体现在有形介质中的指令的计算机程序代码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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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述有形介质诸如网络云存储装置、SD卡、闪存驱动器、软盘、CD  ROM、硬盘驱动器或任

何其他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中当所述计算机程序代码被加载到计算机中并由计算机执

行时，计算机就变成了用于实践所述实施方案的设备。实施方案还可以是计算机程序代码

的形式，例如，不论是存储在存储介质中、被加载到计算机中和/或由计算机执行，还是在某

种传输介质上传输、被加载到计算机中和/或由计算机执行，还是在某种传输介质上(诸如

电线或电缆上)、通过光纤或经由电磁辐射传输，其中当所述计算机程序代码被加载到计算

机中并由计算机执行时，计算机就变成了用于实践所述实施方案的设备。当在通用微处理

器上实施时，计算机程序代码段配置所述微处理器以创建具体的逻辑电路。

[0047] 术语“约”旨在包括与基于在提交本申请时可用的设备的特定数量的测量值相关

联的误差程度。例如，“约”可以包括给定值的±8％或5％或2％的范围。

[0048] 本文所使用的术语仅用于描述特定实施方案的目的，而不旨在限制本公开。如本

文所用，单数形式的“一个/一种”和“所述”也旨在包括复数形式，除非上下文另外明确指

出。还应当理解，当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时，术语“包括(comprises/comprising)”指定存在所

指出的特征、整体、步骤、操作、元件和/或部件，但并不排除存在或添加一个或多个其他特

征、整体、步骤、操作、元件、部件和/或它们的组。

[0049] 虽然已参考一个或多个示例性实施方案描述了本公开，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

解，在不脱离本公开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各种更改并且可以用等效物替代本公开的

元件。此外，在不脱离本公开的基本范围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许多修改以使特定情况或材料

适于本公开的教示。因此，意图是本公开并不限于作为预期用于实施本公开的最佳模式而

公开的特定实施方案，而是本公开将包括落入权利要求书的范围内的所有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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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12

CN 108689266 B

1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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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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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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