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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梯用提拉件，包括多根

沿长度方向延伸的抗拉体，和将抗拉体包覆后形

成扁平皮带状结构的涂覆层，涂覆层包括可与电

梯曳引轮配合的第一侧面和与第一侧面正对的

第二侧面，第一侧面上设有用于增加提拉件和电

梯曳引轮摩擦力的防滑层，第二侧面上设有用于

减小摩擦力的润滑层；防滑层通过滚制工艺设于

第一侧面上，滚压温度为50-80℃，滚压压力为

100-500N，滚制速度约30-100m/min；所述润滑层

通过挤出成型工艺或拉拔工艺设于第二侧面上。

本发明制作工艺简单，兼顾了提拉件与曳引轮配

合的高摩擦力性能要求以及提拉件与非曳引用

绳轮轮配合的低摩擦力性能要求，不仅提高了电

梯使用的安全性能，电梯乘坐的舒适性也得到改

善，不会产生较大噪音，使用寿命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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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梯用提拉件，包括多根沿长度方向延伸的抗拉体（1），和将抗拉体（1）包覆后

形成扁平皮带状结构的涂覆层（2），其特征在于：所述涂覆层（2）包括可与电梯曳引轮配合

的第一侧面（21）和与第一侧面（21）正对的第二侧面（22），所述第一侧面（21）上设有用于增

加提拉件和电梯曳引轮摩擦力的防滑层（3），所述第二侧面（22）上设有用于减小摩擦力的

润滑层（4）；所述防滑层（3）通过滚制工艺设于第一侧面（21）上，其中滚压温度为50-80℃，

滚压压力为100-500N，滚制速度约30-100m/min；所述润滑层（4）通过挤出成型工艺或拉拔

工艺设于第二侧面（22）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用提拉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滑层（3）包括沿提拉件宽

度方向延伸的多个凸棱（3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用提拉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滑层（3）为高分子聚合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用提拉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滑层（3）和涂覆层（2）一体

成型。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梯用提拉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凸棱（31）连续排布，凸棱

（31）的截面呈圆形或椭圆形或三角形或矩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用提拉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润滑层（4）包括沿提拉件宽

度方向延伸的多个凸起（41），凸起（41）连续排布，其截面呈半球形或椭球型。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用提拉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润滑层（4）为钼或石墨或蜡。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用提拉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滑层（3）和润滑层（4）延伸

涂覆层（2）的整个长度和整个宽度方向。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用提拉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抗拉体（1）由多股钢丝绳捻

制而成，抗拉体（1）沿提拉件的横截面均匀分布，且在钢带长度方向上平行设置。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用提拉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滑层（3）的厚度为0.1-

1mm，优选0.1-0.5mm；所述润滑层（4）的厚度为0.1-1mm，优选0.1-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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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梯用提拉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梯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电梯用提拉件。

背景技术

[0002] 电梯用钢带在国内市场已经得到应用，并有许多相关专利，但这些专利所涉及到

的带式产品都是纵向连续均匀的结构，如中国专利CN  1267604公开的一种《用于电梯的拉

伸件、牵引驱动器和滑轮及滑轮衬套》，中国专利CN  1222656公开的一种《电梯的拉力构

件》，及中国专利CN  1306185公开的一种《可驱动的承载或牵引装置及其制造方法》。上述文

献中拉伸件内部所嵌的钢芯及其涂覆层都是均匀地，生产工艺也是采用连续性的挤出生

产。

[0003] 这种结构的优点是制造加工相对简单，对设备和工艺的要求也相对较低。但是，这

种纵向连续式生产没有考虑到电梯实际使用时，对于曳引面和非曳引面的摩擦性能要求是

不一样的。电梯轿厢运行时，其提拉力是通过钢带和曳引轮接触产生摩擦力，从而提拉轿厢

上升或下降。但是，现有钢带在实际使用时，因为和曳引轮接触一侧的钢带摩擦性能不足，

而导致曳引力不足，从而出现电梯轿厢打滑现象，带来安全风险；而和非曳引用绳轮侧接触

的一面，又经常因摩擦性能相对过强，而导致钢带和导向轮、轿顶轮等绳轮发生较大摩擦，

产生摩擦噪音，影响乘客的乘坐舒适感。

[0004] 鉴于曳引轮接触侧和非曳引用绳轮接触侧不同的使用要求，现有连续均匀结构的

曳引带已不能满足电梯安全性和乘坐舒适感兼备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提高了电梯的安全性能，乘坐更舒适

的电梯用提拉件。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电梯用提拉件，包括多根沿长

度方向延伸的抗拉体，和将抗拉体包覆后形成扁平皮带状结构的涂覆层，所述涂覆层包括

可与电梯曳引轮配合的第一侧面和与第一侧面正对的第二侧面，所述第一侧面上设有用于

增加提拉件和电梯曳引轮摩擦力的防滑层，所述第二侧面上设有用于减小摩擦力的润滑

层；所述防滑层通过滚制工艺设于第一侧面上，其中滚压温度为50-80℃，滚压压力为100-

500N，滚制速度约30-100m/min；所述润滑层通过挤出成型工艺或拉拔工艺设于第二侧面

上。防滑层与电梯曳引轮接触配合，增大了提拉件与曳引轮之间的摩擦力，避免电梯运行过

程中的曳引力不足而引起的打滑现象，有效保证了电梯的运行安全性和可靠性；润滑层与

非电梯曳引用绳轮，如导向轮、轿顶轮或对重轮等的侧面接触配合，提高了提拉件与非曳引

用绳轮侧接触面的润滑性能，和导向轮、轿顶轮或对重轮等的侧面接触配合可降低摩擦噪

音，提高运行舒适感；因此本发明兼顾了电梯安全性和乘坐舒适感的要求。

[0007] 进一步的，所述防滑层包括沿提拉件宽度方向延伸的多个凸棱。

[0008] 进一步的，所述防滑层为高分子聚合物。防滑层的制作工艺简单，与提拉件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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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固性高。

[0009] 进一步的，所述防滑层和涂覆层一体成型。防滑层不仅增加了摩擦力，而且提高了

提拉件的耐磨性能，延长其使用寿命。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凸棱连续排布，凸棱的截面呈圆形或椭圆形或三角形或矩形。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润滑层包括沿提拉件宽度方向延伸的多个凸起，凸起连续排布，其

截面呈半球形或椭球型。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润滑层为钼或石墨或蜡。

[0013] 进一步的，所述防滑层和润滑层延伸涂覆层的整个长度和整个宽度方向。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抗拉体由多股钢丝绳捻制而成，抗拉体沿提拉件的横截面均匀分

布，且在钢带长度方向上平行设置。

[0015] 进一步的，所述防滑层的厚度为0.1-1mm，优选0.1-0 .5mm；所述润滑层的厚度为

0.1-1mm，优选0.1-0.5mm。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制作工艺简单，兼顾了提拉件与曳引轮的配合性能以及提

拉件与非曳引用绳轮之间的配合性能，不仅提高了电梯使用的安全性能，而且电梯乘坐的

舒适性也得到改善，不会产生较大噪音，使用寿命延长。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的纵向剖视图。

[0019] 图3为图2中的A-A剖视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另一种形式的纵向剖视图。

[0021] 图5为图4中的B-B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的理解本发明方案，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

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

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当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23] 如图1-5所示，一种电梯用提拉件，其为纵向钢带结构，包括多根沿长度方向延伸

的抗拉体1和包覆在抗拉体1外围的涂覆层2，涂覆层2呈扁平皮带状结构，其包括第一侧面

21和与第一侧面21正对的第二侧面22，第一侧面21主要是与电梯曳引轮的内侧面接触配

合，第二侧面22主要是与非电梯曳引用绳轮的侧面配合，非电梯曳引用绳轮包括导向轮、轿

顶轮和对重轮等。在涂覆层2的第一侧面21上设有用于增加提拉件和电梯曳引轮之间摩擦

力的防滑层3，在涂覆层2的第二侧面22上设有用于减小提拉件和非电梯曳引轮之间摩擦力

的润滑层4。

[0024] 防滑层3通过滚制工艺形成，厚度为0 .1-1mm，即图中h2为0 .1-1mm，优选0 .1-

0.5mm，材料为高分子聚合物，形状为沿着提拉件的宽度方向延伸的凸棱31，多个凸棱31连

续排布，或间隔排布，相互之间平行，且与抗拉体1相垂直，凸棱31的截面为圆形或椭圆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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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或矩形结构或其他规则、不规则的结构，延伸整个提拉件的长度方向，也延伸其整个

宽度方向，或者延伸大部分宽度方向。防滑层3的目的是在提拉件的第一侧面21即曳引侧面

制造出增加摩擦力的结构，增大与曳引轮之间的摩擦力，提高曳引能力。

[0025] 对防滑层3进行滚制工艺的方式包括滚压、滚花等工艺，利用滚柱或滚刀对已加工

的涂覆层2第一侧面21进行滚压，使涂覆层2表面产生塑性变形的防滑层3。滚压温度为50-

80℃，滚压压力为100-500N，滚制速度约30-100m/min，可对于挤出过程的在线或离线进行，

滚制效果：在被滚制对象的表面冷产生冷作硬化现象，提高表面硬度，使受力变形消除，硬

度提高HS  5-15°，产生表面强化层即防滑层3，强化层和涂覆层2材料内部是连续过渡，使涂

覆层2内形成残余应力层,疲劳强度可提高20-30%。

[0026] 润滑层4通过挤出成型工艺或拉拔工艺形成，厚度为0.1-1mm，即图中h2为0.1-

1mm，优选0.1-0.5mm，材料为钼，石墨，蜡等可以改善润滑效果的材料，形状为沿着提拉件的

宽度方向延伸的凸起41，多个凸起41连续排布，或间隔排布，凸起41的截面为半球形或椭球

型或其他规则、不规则的结构，只要能有利于降低摩擦力即可，润滑层4延伸整个提拉件的

长度方向，也延伸其整个宽度方向，或者延伸大部分宽度方向。润滑层4的目的是在提拉件

的第二侧面22即非曳引侧面制造出减小摩擦力的结构，减小与非曳引轮-导向轮/轿顶轮/

对重轮之间的摩擦力，提高运行舒适性，降低噪音。

[0027] 对润滑层4进行挤出加工或拉拔加工时，不同于当前对于抗拉体1和涂覆层2进行

挤出的一次成型，为了在提拉件表面形成符合使用要求的润滑层4，可以采用在线或离线工

艺制造，采用在线工艺制作时，可在当前挤出生产线后添加一组材料施加机构和挤出或拉

拔模具，以二次成型的方式在已有提拉件表面产生符合使用要求的润滑层4，或者采用高温

（150-200摄氏度）粘结的离线工艺方式产生符合使用要求的润滑层4。

[0028] 防滑层3和涂覆层2可以是一体成型结构，即两者都采用高分子聚合物，增加了提

拉件的整体强度，并延长了其使用寿命；如图3所示，防滑层3也可以通过涂胶粘接的形式固

定连接在涂覆层2的第一侧面21；如图5所示，防滑层3还可以通过楔形扣接的方式固定连接

在涂覆层2的第一侧面21。

[0029] 抗拉体1由多股钢丝绳捻制而成，由于抗拉体1在电梯工作过程中承载着轿厢、对

重装置、额定载重等重量的总和，其应当具有较高的强度，而采用多股钢丝绳捻制的方法，

大大提高了抗拉体1的抗拉强度、疲劳强度等性能。具体地，本实施例中抗拉体1由6-8股钢

丝绳缠绕而成，且每根钢丝绳为线接触钢丝绳或面接触钢丝绳，这些结构优于简单的点接

触的钢丝绳，可以明显提高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抗拉体1具体为沿钢带纵向延伸的钢丝绳，

用于作为提拉件的支承部件，涂覆层2包覆于钢丝绳的周围，从而形成内嵌钢丝绳的带状结

构，滚制加工的摩擦层3为设置于钢带单侧外表面上，挤出或拉拔加工的润滑层4为设置于

钢带另一侧的外表面上。

[0030] 工作时，本发明的提拉件通过曳引轮一端连接轿厢，另一端连接对重装置，轿厢与

对重装置的重力使提拉件压紧在曳引轮槽内产生摩擦力；然后，电动机转动带动曳引轮转

动，曳引轮通过摩擦力驱动提拉件，使轿厢和对重装置作相对运动，即轿厢上升，对重下降；

或对重上升，轿厢下降；于是，轿厢在井道中沿导轨上、下往复运行，电梯执行垂直运送任

务。通过在提拉件的曳引面设置防滑层3，大大增加了电梯的曳引力，保证了电梯在整个井

道中都能高效安全运行；另一方面，在提拉件的非曳引面增加的润滑层4，提高了涂覆层2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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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引用绳轮侧接触面的润滑性能，可降低提拉件和井道里各个绳轮的摩擦噪音，提高运行

舒适感。

[0031] 上述具体实施方式用来解释说明本发明，而不是对本发明进行限制，在本发明的

精神和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对本发明作出的任何修改和改变，都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9835797 A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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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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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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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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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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