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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调节宽度的自动扶梯

梯级结构及其自适应调节装置，包括固定梯级、

安装在固定梯级两侧的两个调节梯级、带动两个

调节梯级同步反向动作的梯级联动机构和驱动

梯级联动机构动作的加载机构，所述加载机构固

定在固定梯级上，通过电动或者人力驱动加载机

构带动梯级联动机构动作，从而带动两个调节梯

级在固定梯级的内侧同步反向动作，实现整个梯

级结构的宽度调节。本发明采用梯级联动机构配

合调节梯级和固定梯级的结构，使得其可以做到

在国家标准规定的宽度范围0.58～1.10m内进行

调节，其梯级宽度任意尺寸可调且调节较灵活，

从而使得梯级结构满足所有不同尺寸的自动扶

梯，且调节梯级拆装方便，便于后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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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调节宽度的自动扶梯梯级结构，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固定梯级、安装在固定梯

级两侧的两个调节梯级、带动两个调节梯级同步反向动作的梯级联动机构和驱动梯级联动

机构动作的加载机构，所述加载机构固定在固定梯级上，通过电动或者人力驱动加载机构

带动梯级联动机构动作，从而带动两个调节梯级在固定梯级的内侧同步反向动作，实现整

个梯级结构的宽度调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节宽度的自动扶梯梯级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

梯级包括固定踏板、支撑板、连接在固定踏板前侧和支撑板前侧之间的外挡板以及连接在

固定踏板后侧和支撑板后侧之间的若干连接板。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调节宽度的自动扶梯梯级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

梯级包括调节踏板和固定在调节踏板前侧的内挡板以及连接在调节踏板和内挡板之间的

三角框架，所述三角框架上有配合扶梯主轮的主轮座和配合扶梯辅轮的辅轮座，所述内挡

板滑动连接在外挡板的内侧，所述调节踏板滑动连接在固定踏板的内侧。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可调节宽度的自动扶梯梯级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梯级

联动机构包括丝杠、配合丝杆的丝杆螺母、连接在丝杆螺母上的主动杆和连接在主动杆上

的连杆，所述主动杆和丝杠螺母固结在一起；所述连杆的一端铰接在主动杆上，连杆的另一

端铰接在内挡板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可调节宽度的自动扶梯梯级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丝杠

的两端分别通过两组第一轴承和第一轴承座安装在外挡板上，所述第一轴承座通过第一螺

栓固定在外挡板上。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可调节宽度的自动扶梯梯级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内挡

板上设有配合连杆的连杆铰接块，所述连杆铰接块与内挡板固结在一起，所述连杆和连杆

铰接块之间、连杆和主动杆之间均采用销连接，也即通过梯级联动机构中丝杠的回转运动

转化为主动杆的直线运动，再由主动杆带动连杆运动，即实现调节梯级的左右平移。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调节宽度的自动扶梯梯级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加载

机构包括主动轴、连接在主动轴一端的主动锥齿轮和啮合在主动锥齿轮上的从动锥齿轮，

所述丝杠一端与从动锥齿轮通过键连接，通过电动或人力转动主动轴，带动一对锥齿轮的

配合转动，从而实现丝杠的回转运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可调节宽度的自动扶梯梯级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动

轴通过两组第二轴承和第二轴承座安装在支撑板上，所述第二轴承座通过第二螺栓固定在

支撑板上。

9.一种用于权利要求1所述的梯级结构的自适应调节装置，其特征在于：其包括梯级工

作台和设置在梯级工作台上用于感应调节梯级工作位置的第一位置传感器，所述固定梯级

固定在梯级工作台上，所述加载机构通过电机驱动，所述第一位置传感器和电机通过一PLC

控制器连接，PLC控制器控制电机工作通过加载机构驱动梯级联动机构动作带动两个调节

梯级同步向两侧展开，直至第一位置传感器检测到调节梯级的工作位置后将信号发送给控

制器，PLC控制器控制电机停止工作。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梯级结构的自适应调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梯级工

作台的两侧还设有用于感应调节梯级极限位置的第二位置传感器，所述第二位置传感器和

电机通过一PLC控制器连接，所述第一传感器通过第一传感器座安装在梯级工作台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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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传感器通过第二传感器座安装在梯级工作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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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节宽度的自动扶梯梯级结构及其自适应调节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自动扶梯的零部件，尤其涉及一种可调节宽度  的自动扶梯梯级

结构及其自适应调节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依据国标GB16899-2011《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  安全规范》的规

定，自动扶梯的梯级宽度范围在0.58～1.10m；梯级  踏板齿槽宽度范围在5～7mm，梯级踏板

齿的宽度范围在2.5～5mm。

[0003] 现有自动扶梯的梯级，一般采用一体成型的铸造工艺加工而成，  梯级的宽度固

定，无法适应国标规定的0.58～1.10m的范围内的调节， 同时，不同宽度梯级的铸造成型过

程中，需要开发不同尺寸的模具， 生产成本较高。

[0004] 为了调节梯级宽度，有企业将梯级分为若干单元，各梯级单元之  间通过螺栓紧

固，通过对中间梯级单元进行增减的方法来调节梯级宽  度；如：CN206901568U(自动扶梯的

梯级结构)、CN203419662U(一  种自动扶梯梯级)。该调节方式中梯级单元的宽度已确定，无

法做到  梯级宽度在国家标准规定的宽度范围内任意调整。

[0005] 现有的自动扶梯梯级结构有的宽度固定或有的未能做到在宽度  范围上任意可

调，使得梯级结构不能满足所有宽度的自动扶梯。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提供了一  种采用梯级联动

机构配合调节梯级和固定梯级的结构，使得其可以做  到在国家标准规定的宽度范围0.58

～1.10m内进行调节，其梯级宽度  任意尺寸可调且调节较灵活，从而使得梯级结构满足所

有不同尺寸的  自动扶梯，且调节梯级拆装方便，便于后期维护的可调节宽度的自动  扶梯

梯级结构及其自适应调节装置。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一种可调节宽度的自动扶梯梯级结构，包括  固定梯级、安装

在固定梯级两侧的两个调节梯级、带动两个调节梯级 同步反向动作的梯级联动机构和驱

动梯级联动机构动作的加载机构，  所述加载机构固定在固定梯级上，通过电动或者人力驱

动加载机构带  动梯级联动机构动作，从而带动两个调节梯级在固定梯级的内侧同步  反向

动作，实现整个梯级结构的宽度调节。

[0008] 本发明采用梯级联动机构配合调节梯级和固定梯级的结构，使得  其可以做到在

国家标准规定的宽度范围0.58～1.10m内进行调节，其  梯级宽度任意尺寸可调且调节较灵

活，从而使得梯级结构满足所有不 同尺寸的自动扶梯，且调节梯级拆装方便，便于后期维

护。

[0009] 优选地，所述固定梯级包括固定踏板、支撑板、连接在固定踏板  前侧和支撑板前

侧之间的外挡板以及连接在固定踏板后侧和支撑板  后侧之间的若干连接板。

[0010] 优选地，所述调节梯级包括调节踏板和固定在调节踏板前侧的内  挡板以及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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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节踏板和内挡板之间的三角框架，所述三角框架上  有配合扶梯主轮的主轮座和配合

扶梯辅轮的辅轮座，所述内挡板滑动  连接在外挡板的内侧，所述调节踏板滑动连接在固定

踏板的内侧。

[0011] 优选地，所述梯级联动机构包括丝杆、配合丝杆的丝杆螺母、连  接在丝杆螺母上

的主动杆和连接在主动杆上的连杆，所述主动杆和丝  杆螺母固结在一起；所述连杆的一端

铰接在主动杆上，连杆的另一端  铰接在内挡板上。

[0012] 优选地，所述丝杆的两端分别通过两组第一轴承和第一轴承座安  装在外挡板上，

所述第一轴承座通过第一螺栓固定在外挡板上。

[0013] 优选地，所述内挡板上设有配合连杆的连杆铰接块，所述连杆铰  接块与内挡板固

结在一起，所述连杆和连杆铰接块之间、连杆和主动  杆之间均采用销连接，也即通过梯级

联动机构中丝杆的回转运动转化  为主动杆的直线运动，再由主动杆带动连杆运动，即实现

调节梯级的  左右平移。

[0014] 优选地，所述加载机构包括主动轴、连接在主动轴一端的主动锥  齿轮和啮合在主

动锥齿轮上的从动锥齿轮，所述丝杆一端与从动锥齿  轮通过键连接，通过电动或人力转动

主动轴，带动一对锥齿轮的配合 转动，从而实现丝杆的回转运动。

[0015] 优选地，所述主动轴通过两组第二轴承和第二轴承座安装在支撑  板上，所述第二

轴承座通过第二螺栓固定在支撑板上。

[0016] 本发明采用滚珠丝杆的传动方式。通过电机或人工转动主动轴带  动一对锥齿轮，

从而带动丝杆进行回转运动，进而通过丝杆带动主动  杆运动以展开两边的调节梯级，来做

到梯级宽度的增加或减少。

[0017] 本发明选取固定梯级与调节梯级的齿槽宽度为6mm，齿的宽度为  4mm，以保证固定

梯级宽度小于等于0.58m，调节梯级在展开后，两  侧调节梯级和中间固定梯级的总宽度应

满足1.10m，以满足梯级宽度 可调范围为0.58～1.10m。

[0018] 一种用于梯级结构的自适应调节装置，包括梯级工作台和设置在  梯级工作台上

用于感应调节梯级工作位置的第一位置传感器，所述固  定梯级固定在梯级工作台上，所述

加载机构通过电机驱动，所述第一  位置传感器和电机通过一PLC控制器连接，PLC控制器控

制电机工作  通过加载机构驱动梯级联动机构动作带动两个调节梯级同步向两侧  展开，直

至第一位置传感器检测到调节梯级的工作位置后将信号发送  给控制器，PLC控制器控制电

机停止工作。

[0019] 优选地，所述梯级工作台的两侧还设有用于感应调节梯级极限位  置的第二位置

传感器，所述第二位置传感器和电机通过一PLC控制器  连接，所述第一传感器通过第一传

感器座安装在梯级工作台上，所述  第二传感器通过第二传感器座安装在梯级工作台上。

[0020] 本发明采用可调的梯级工作台进行梯级宽度自适应调节，在调节  梯级分别向左、

右两侧展开时，第一位置传感器检测到调节梯级的位  置得到一个电信号，此时得到自动扶

梯所需的梯级宽度，控制器控制 电机停止。

[0021] 本发明采用梯级联动机构配合调节梯级和固定梯级的结构，使得  其可以做到在

国家标准规定的宽度范围0.58～1.10m内进行调节，其  梯级宽度任意尺寸可调且调节较灵

活，从而使得梯级结构满足所有不 同尺寸的自动扶梯，且调节梯级拆装方便，便于后期维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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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其中一个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另外一个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中固定梯级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中调节梯级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中梯级联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为本发明中加载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7为本发明中梯级工作台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1.固定梯级，101.固定踏板，102.支撑板，103.连接板，  104.外挡板，2.调节

梯级，201.三角框架，202.主轮座，203.辅轮座，  204.调节踏板，205.内挡板，3.第一轴承，

4.梯级联动机构，401.  丝杆，402.主动杆，403.连杆，404.销，5.第一轴承座，6.加载机构， 

601.主动锥齿轮，602.主动轴，603.键，604.第二轴承座，605.第二  轴承，606.第二螺栓，7.

从动锥齿轮，8.连杆铰接块，9.梯级工作台，  901.第一传感器座，902.第二传感器座，903.

第一传感器，904.第二  传感器，905.固定梯级工作位，10.第一螺栓。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的说明，但并不是对本发  明保护范围的

限制。

[0031] 如图1和2所示，一种可调节宽度的自动扶梯梯级结构，包括固  定梯级1、调节梯级

2、梯级联动机构4、加载机构6。

[0032] 如图1和3所示，固定梯级1包括踏板101、支撑板102、连接  板103和外挡板104。

[0033] 如图1和4所示，调节梯级2包括调节踏板204和固定在调节踏  板204前侧的内挡板

205以及连接在调节踏板204和内挡板205之间 的三角框架201，在三角框架201上有与扶梯

主轮、扶梯辅轮分别配  合使用的主轮座202和辅轮座203；两个调节梯级2分别位于固定梯 

级1的左右两侧。

[0034] 如图1、2和5所示，梯级联动机构4包括丝杆401、主动杆402  和连杆403，其中主动

杆402和丝杆螺母固结在一起；丝杆401两端  分别通过两组第一轴承3和第一轴承座5支承，

第一轴承座5通过第  一螺栓10固定在外挡板104上。连杆403的一端通过一连杆铰接块  8铰

接在调节梯级2的内挡板205上，连杆铰接块8通过焊接等方式  与内挡板205固结在一起，连

杆403和连杆铰接块8、主动杆402和  连杆403皆采用销404连接，也即通过梯级联动机构4中

丝杆401的  回转运动转化为主动杆402的直线运动，再由主动杆402带动连杆  403运动，连

杆403运动带动内挡板205在外挡板104的内侧滑动， 同时调节踏板204在固定踏板102的内

侧滑动，也即实现调节梯级2 的左右平移。

[0035] 如图2和6所示，加载机构6包括主动锥齿轮601、主动轴602、  螺栓606、第二轴承

605、第二轴承座604、从动锥齿轮7，丝杆401  一端与从动锥齿轮7之间键603连接，第二轴承

座604通过第二螺栓  606固定在支撑板102上。通过电机或人工转动主动轴602，带动一  对

锥齿轮的配合转动，从而实现丝杆401的回转运动。

[0036] 如图7所示，梯级工作台9包括用于安装固定梯级1的固定梯级  工作位905、第一传

感器座903、第一传感器901、第二传感器座904  和第二传感器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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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在梯级工作台9中，首先本发明中的调节梯级2位于初始位置，  即两侧调节梯级2

皆往中心靠拢。将固定梯级1放置于固定梯级工作  位904中，此时用电机带动加载机构6的

主动轴602转动，电机在本  实施例中未示出，电机与第一传感器、第二传感器均通过PLC控

制器  连接，梯级工作台在实际工作中，通过电机带动加载机构6转动从而  通过梯级联动机

构4使得两侧调节梯级2分别向左、右两侧展开，第  一传感器901检测到调节梯级2的位置得

到一个电信号，此时得到自  动扶梯所需的梯级宽度，PLC控制器控制电机停止，其中第一传

感器  901的位置由自动扶梯所需梯级宽度决定；为了防止梯级宽度超调，  第二传感器902

在调节梯级2位移的过程中得到一个终止电信号，此 时PLC控制器控制电机停止，也即使梯

级宽度调整的最大值为1.10m，  整个过程即为调节梯级2的宽度调整，调整范围在：0.58～

1.10m。

[0038] 本发明通过在梯级工作台上对本发明进行梯级宽度调整，也可人  工操作对本发

明进行梯级宽度微调。本发明在进行宽度调整时，通过 电机或人工转动主动轴602，带动一

对锥齿轮的配合转动，从而实现  丝杆401的回转运动。进而通过丝杆401的回转运动转化为

主动杆  402的直线运动并带动连杆403转动以展开两边的调节梯级2，来做  到梯级宽度的

增加和减少，其中连杆403与固定于调节梯级2上的连 杆铰接块8铰接。

[0039] 本发明依据国标GB16899-2011《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  与安装安全规

范》，梯级踏板齿槽的宽度不应小于5mm，也不应大于7mm；齿的宽度不应小于2.5mm，也不应

大于5mm。所以选取固定  梯级1齿槽宽度为6mm，齿的宽度为4mm，以保证其宽度小于等于 

0.58m；在满足梯级宽度可调范围为0.58～1.10m上，也选取调节梯级  2齿槽宽度为6mm，齿

的宽度为4mm，以保证其在展开后，两侧调  节梯级2和中间固定梯级1的总宽度为1.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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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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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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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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