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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用于运行索道设备的方法，所述索道设备具

有至少两个索道站并且具有至少一个在各索道

站之间的支承索(13)，至少一个索道车辆(15)借

助于至少一个牵拉索(14)在所述支承索上移动，

所述至少一个索道车辆(15)借助于输送索或牵

拉索(14)在各索道站之间移动，并且所述索道设

备具有至少一个索道支撑装置(12)，输送索或支

承索(13)和牵拉索(14)经由所述索道支撑装置

被引导，在此，借助于至少一个测量装置确定至

少一个索道车辆(15)沿着行驶路线的行驶位置，

并且将至少一个索道车辆(15)沿着行驶路线的

行驶位置传输给控制单元并且在控制单元中处

理以及存储，并且借助于位于至少一个索道支撑

装置(12)上的输入装置输入信号到控制单元(4)

中，使得在该索道支撑装置(12)上进行维护或安

装作业和类似作业，其中，在索道车辆(15)接近

索道支撑装置(12)时通过控制单元(4)如下调节

用于所述至少一个索道车辆(15)的运动的驱动

器，使得索道车辆(15)在索道支撑装置(12)的区

域中以相对于运行速度显著减小的速度运动或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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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运行索道设备的方法，所述索道设备具有至少两个索道站并且具有至少一个在

各索道站之间延伸的、闭合的输送索或具有至少一个支承索(13)，至少一个索道车辆耦连

到所述输送索上，至少一个索道车辆(15)借助于至少一个牵拉索(14)在所述支承索上移

动，其中，所述至少一个索道车辆(15)借助于输送索或牵拉索(14)在各索道站之间移动，并

且所述索道设备具有至少一个索道支撑装置(12)，输送索或支承索(13)和牵拉索(14)经由

所述索道支撑装置被引导，其特征在于，借助于至少一个测量装置(3)确定至少一个索道车

辆(15)沿着行驶路线的行驶位置，并且将至少一个索道车辆(15)沿着行驶路线的行驶位置

传输给控制单元(4)并且在控制单元中处理以及存储，并且借助于位于至少一个索道支撑

装置(12)上的输入装置(5)如下输入信号到控制单元(4)中，使得在该索道支撑装置(12)上

进行维护或安装作业，其中，在索道车辆(15)接近索道支撑装置(12)时通过控制单元(4)如

下调节用于所述至少一个索道车辆(15)的运动的驱动器，使得索道车辆(15)在索道支撑装

置(12)的区域中以相对于运行速度显著减小的速度运动或停止。

2.索道设备，所述索道设备具有至少两个索道站并且具有至少一个在各索道站之间延

伸的、闭合的输送索或具有至少一个支承索(13)，至少一个索道车辆耦连到所述输送索上，

至少一个索道车辆(15)能借助于至少一个牵拉索(14)在所述支承索上移动，其中，所述至

少一个索道车辆(15)能借助于输送索或牵拉索(14)在各索道站之间移动，并且所述索道设

备具有至少一个索道支撑装置(12)，输送索或支承索(13)和牵拉索(14)经由所述索道支撑

装置被引导，其特征在于，设有测量装置(3)，借助于该测量装置能确定所述至少一个索道

车辆(15)沿着行驶路线的行驶位置，此外设有控制单元(4)，所述至少一个索道车辆(15)沿

着行驶路线的行驶位置能传输给所述控制单元并且能在该控制单元中被处理以及存储，并

且在所述至少一个索道支撑装置(12)上设有输入装置(5)，通过该输入装置能如下输入信

号到控制单元(4)中，使得在该索道支撑装置(12)上进行维护或安装作业，其中，在索道车

辆(15)接近索道支撑装置(12)时能通过控制单元(4)如下调节用于所述至少一个索道车辆

(15)的运动的驱动器，使得索道车辆在索道支撑装置(12)的区域中以相对于运行速度显著

减小的速度运动或停止。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索道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索道设备构成为用于执行如权利要

求1所述的运行方法。

4.如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索道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一个索道车辆(15)构成为

具有光学的和/或声学的信号传感器(7、7a)，一旦索道车辆(15)接近索道支撑装置(12)，所

述信号传感器就通过控制单元(4)进入运行中。

5.如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索道设备，其特征在于，用于确定所述至少一个索道车辆

(15)的行驶位置的测量装置通过至少一个位于各索道站之一中的测量装置(3)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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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运行索道设备的方法和用于执行该运行方法的索道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运行索道设备的方法，该索道设备具有至少两个索道站并且

具有至少一个在各索道站之间延伸的、闭合的输送索或具有至少一个支承索，至少一个索

道车辆耦连到所述输送索上，至少一个索道车辆借助于至少一个牵拉索在所述支承索上移

动，其中，所述至少一个索道车辆借助于输送索或牵拉索在各索道站之间移动，并且所述索

道设备具有至少一个索道支撑装置，输送索或支承索和牵拉索经由所述索道支撑装置被引

导。本发明还涉及一种用于执行该运行方法的索道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由AT411982B已知一种这样的用于运行索道设备的方法和一种这样的索道设备。

[0003] 在索道设备中存在如下要求，即，在索道车辆的运动路线的运转中进行车辆维护

或维修作业，其中，这些作业经常也在索道设备的运行期间进行。因此，尤其是在具有支承

索的索道设备中(索道车辆借助于牵拉索在所述索道设备中移动)存在如下要求，即，在运

行期间对在支架上的用于支承索的滑动支承件供给润滑剂。在这种维护或维修作业中，运

行人员(通过运行人员进行这些作业并且所述运行人员靠近或处于索道车辆的行驶区域

中)由于索道车辆而处于大的风险中。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运行方法，通过该运行方法显著减小所述风险。这按照

本发明如下实现，即，借助于至少一个测量装置确定至少一个索道车辆沿着行驶路线的行

驶位置，将至少一个索道车辆沿着行驶路线的行驶位置传输给控制单元并且在控制单元中

处理以及存储，并且借助于位于至少一个索道支撑装置上的输入装置如下地输入信号到控

制单元中，使得在该索道支撑装置上进行维护或安装作业和类似作业，其中，在索道车辆接

近索道支撑装置时通过控制单元如下调节用于至少一个索道车辆的运动的驱动器，使得索

道车辆在索道支撑装置的区域中以相对于运行速度显著减小的速度运动或停止。

[0005] 在一种用于执行所述运行方法的索道设备中，所述索道设备具有至少两个索道站

并且具有至少一个在各索道站之间延伸的、封闭的输送索或具有至少一个支承索，至少一

个索道车辆耦连到所述输送索上，至少一个索道车辆能借助于至少一个牵拉索在所述支承

索上移动，其中，所述至少一个索道车辆能借助于输送索或牵拉索在各索道站之间移动，并

且所述索道设备具有至少一个索道支撑装置，输送索或支承索和牵拉索经由所述索道支撑

装置被引导，按照本发明设有测量装置，借助于该测量装置能确定至少一个索道车辆沿着

行驶路线的行驶位置，此外设有控制单元，至少一个索道车辆沿着行驶路线的行驶位置能

传输给所述控制单元并且在所述控制单元中被处理以及被存储，并且在至少一个索道支撑

装置上设有输入装置，通过该输入装置如下输入信号到控制单元中，使得在该索道支撑装

置上进行维护或安装作业和类似作业，其中，在索道车辆接近索道支撑装置时通过控制单

元能如下调节用于至少一个索道车辆的运动的驱动器，使得索道车辆在索道支撑装置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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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以相对于运行速度显著减小的速度运动或停止。

[0006] 优选，所述至少一个索道车辆构成为具有光学的和/或声学的信号传感器，一旦索

道车辆接近索道支撑装置，所述信号传感器就通过控制单元进入运行中。此外，用于确定至

少一个索道车辆的行驶位置的装置通过至少一个位于各索道站之一中的测量装置构成。

附图说明

[0007] 按照本发明的运行方法或用于执行该方法的索道设备接下来根据在附图中示出

的实施例详细解释。图中：

[0008] 图1为索道设备的局部，该索道设备具有索道站、索道支撑装置和索道车辆，索道

车辆能借助于牵拉索在支承索上移动，

[0009] 图2为用于牵拉索的换向盘的轴测图，以及带有控制单元的方框图，和

[0010] 图3为索道车辆的侧视图，该索道车辆能在索道设备中移动。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在图1中示出索道设备1的局部，该索道设备具有索道站11并且具有索道支撑装置

12。在索道站11和未示出的另一索道站之间存在支承索13，该支承索锚固在索道站中并且

该支承索经由索道支撑装置12被引导。索道车辆15能借助于牵拉索14在支承索13上移动。

牵拉索14以例如7m/s的速度在循环中运动，所述牵拉索自身闭合并且所述牵拉索在索道站

中通过索转向盘和索换向盘被引导。在索道站中，索道车辆15从牵拉索14解耦、运动通过相

关的索道站，其中，乘客从索道车辆上车或离开，并且因此索道车辆又耦连到牵拉索14上，

索道车辆在牵拉索上移动到另外的索道站。

[0012] 替代支承索和牵拉索，可设有输送索，索道车辆15耦连到该输送索上。

[0013] 为了确保索道设备的符合相应技术要求的运行，确定并存储一方面在运行的每个

时间点的至少一个牵拉索14或至少一个输送索的运动速度并且因此索道车辆15的行驶速

度和另一方面索道车辆15的行驶位置。

[0014] 如在图2中所示，牵拉索14在索道站11中围绕索换向盘2被引导。因为牵拉索14在

另外的索道站中同样围绕一个换向盘被引导，所以牵拉索可以在循环中运动。牵拉索14配

设有至少一个测量装置3，通过该测量装置测量牵拉索14的相应的速度和其运动长度。由此

可以在任何时间确定耦连到牵拉索14上的索道车辆15的行驶位置并且因此确定其相对于

索道站11或相对于索道支撑装置12的距离。

[0015] 为了控制索道设备，此外设有控制单元4，通过测量装置3获得的运动过程数据通

过导线31输入到控制单元中并且在控制单元中被处理以及存储。

[0016] 在索道设备的如下区域中，在所述区域中必须进行维护或安装作业，例如在索道

支撑装置12上，设有输入装置5，通过输入装置，通过导线51或通过无线电能输入如下区域

到控制装置4中，在所述区域中进行维护或维修作业。此外设有发送装置6，所述发送装置由

控制单元4通过导线41运行。

[0017] 如在图3中进一步示出的那样，在索道车辆15上存在接收装置6a并且在索道车辆

15的行走机构15a上存在警告灯7和/或声学的警告装置7a，所述警告灯和/或声学的警告装

置由控制单元4通过发送装置6和接收装置6a被置于运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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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一旦在索道支撑装置12上进行维护或维修作业，通过输入装置5通过导线51输入

信号给控制单元4，该信号标识相关的索道支撑装置12。在使用如下的测量信号时，所述测

量信号通过测量装置3通过导线31输入给控制单元4，当索道车辆15靠近所述索道支撑装置

12时，通过发送装置6和接收装置6a对索道车辆15发出信号，该信号触发警告灯7和/或声学

的警告装置7a。由此位于索道支撑装置12上的运行人员注意到，有索道车辆15接近。此外，

由控制单元4通过导线42向用于牵拉索14的驱动器发出控制信号，通过该控制信号，牵拉索

14的运动速度显著减小。一旦索道车辆15运动经过索道支撑装置12，则牵拉索14的速度又

被置于运行速度上。

[0019] 以类似的方式，在索道车辆15接近索道支撑装置12时可通过控制单元4切断用于

牵拉索14的驱动器。一旦运行人员是安全的，就重新打开用于牵拉索14的驱动器，索道车辆

15运动经过索道支撑装置12并且又采用运行速度。

[0020] 通过所述运行方法或通过所述索道设备确保了在执行维护或维修作业时对运行

人员的最优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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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6

CN 110167820 B

6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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