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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层建筑空中消防救援

装置，属于建筑物消防设施技术领域。其技术方

案为：一种高层建筑空中消防救援装置，包括设

置在高层建筑楼顶的旋转装置、以及导轨。本发

明的有益效果为：开启电机A，将圆盘上的卷扬机

放线的方向旋转到与火灾发生地相背的一侧，避

免逃离时被火势烧伤，在内导轨上设置上导轨，

将滑块的一侧设置在内导轨与上导轨形成的空

隙内，一方面是保证滑块在轨道上稳步滑动，另

一方面防止人员的重量造成滑块侧翻，为安全救

援提供可靠的保障，将支架一端与滑块固定连

接，另一端伸出楼层外端，将箱体移动到建筑物

墙体外侧，由于钢丝绳提升吊篮，防止吊篮碰撞

墙壁造成人员伤害，在箱体上设置滑轮，防止钢

丝绳打结不能稳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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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层建筑空中消防救援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设置在高层建筑楼顶的旋转装

置、以及导轨；

所述旋转装置包括电机A、底座、转轴以及圆盘，所述底座下端设置有所述电机A，所述

底座中心设置有所述转轴，所述转轴穿过所述底座，设置在所述底座底端的所述转轴与所

述电机A通过联轴器连接，设置在所述底座上端的所述转轴上设置有所述圆盘，所述圆盘上

设置有卷扬机；

所述导轨围绕所述旋转装置设置，所述导轨包括内导轨和外导轨，所述内导轨外侧设

置有齿条A，所述外导轨内侧设置有齿条B，横跨所述内导轨和所述外导轨设置有滑块，所述

滑块上设置有旋转轴，所述旋转轴穿过所述滑块分为上旋转轴和下旋转轴，所述下旋转轴

上设置有齿轮，所述齿轮设置在所述齿条A和所述齿条B之间，且与所述齿条A和所述齿条B

啮合，所述上旋转轴上设置有锥齿轮A，所述滑块上设置有电机B，所述电机B的输出轴上设

置有锥齿轮B，所述锥齿轮B与所述锥齿轮A啮合；

所述内导轨上端设置有与所述内导轨尺寸结构相同的上导轨，所述上导轨与所述底座

固定连接，所述滑块一端设置在所述上导轨与所述内导轨之间的空隙内；

所述滑块上设置有支架，所述支架一端与所述滑块固定连接，另一端探出所述高层建

筑楼顶悬空设置，所述支架的横梁上设置有齿条C，所述齿条C上设置有移动装置，所述移动

装置包括箱体，设置在所述箱体两侧的与所述齿条C啮合的滚轮，前轴以及后轴，所述前轴

上设置有皮带轮A,所述箱体内设置有电机C，所述电机C的输出轴上设置有皮带轮B，所述皮

带轮A与所述皮带轮B之间设置有皮带，所述箱体上设置有滑轮A和滑轮B，所述滑轮A和所述

滑轮B上设置有所述卷扬机上的钢丝绳；

所述箱体底部设置有吊篮，所述吊篮与所述钢丝绳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层建筑空中消防救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吊篮上设置有

吊篮安全锁，所述钢丝绳末端设置在所述吊篮安全锁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层建筑空中消防救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吊篮安全锁包

括锁壳、导臂、夹紧块以及紧固件，所述锁壳上设置有穿孔A、穿孔B，所述锁壳内设置有圆柱

销，所述圆柱销上设置有所述导臂和连接块，所述导臂和所述连接块之间设置有扭簧，所述

导臂的外臂端设置有导轮，所述导臂的内臂端设置有偏心孔，所述夹紧块包括夹紧块A和夹

紧块B，所述夹紧块与所述连接块铰接，所述夹紧块A和所述夹紧块B设置在所述偏心孔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层建筑空中消防救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内设置有

蓄电池A，所述蓄电池A与所述电机C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层建筑空中消防救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上设置有

连接杆，所述连接杆上设置有所述滑轮A和所述滑轮B。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层建筑空中消防救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两侧设置

有导向轮，所述导向轮与所述内导轨和外导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层建筑空中消防救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轨包括上翼

面、下翼面以及连接所述上翼面和所述下翼面之间的竖直面，所述导向轮设置所述上翼面

和所述下翼面之间，与所述竖直面的一侧连接，所述齿条A和所述齿条B设置在所述上翼面

和所述下翼面之间，与所述竖直面的另一侧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层建筑空中消防救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上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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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B。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层建筑空中消防救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A设置在

所述高层建筑楼顶上，所述电机A一侧设置有蓄电池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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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层建筑空中消防救援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物消防设施的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高层建筑空中消防救援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代高层建筑给消防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一旦高楼发生火灾,电梯、楼梯间通道

往往被大火烧坏或隔断，传统的消防设备像云梯等，只能是可望不可及，很难有效开展高空

的消防和救援工作，只能靠消防队员从外墙攀爬，这既费时间，操作也很不方便，不能有效

的开展救援和灭火工作，同时也很不安全，造成消防队员很大伤亡。结果往往是造成群死群

伤事件的发生，给生命安全和人民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已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高层建筑空中消防救

援装置。

[0004] 本发明的发明思想：当高层建筑物某楼层发生火灾时，火灾发生处以下的人员可

以通过楼梯或者紧急出口逃离，火灾发生处楼层以上的人员可以迅速的往楼顶逃离，通过

楼顶的救援装置逃离。

[0005] 一种高层建筑空中消防救援装置，包括设置在高层建筑楼顶的旋转装置、以及导

轨；

[0006] 所述旋转装置包括电机A、底座、转轴以及圆盘，所述底座下端设置有所述电机A，

所述底座中心设置有所述转轴，所述转轴穿过所述底座，设置在所述底座底端的所述转轴

与所述电机A通过联轴器连接，设置在所述底座上端的所述转轴上设置有所述圆盘，所述圆

盘上设置有卷扬机；

[0007] 所述导轨围绕所述旋转装置设置，所述导轨包括内导轨和外导轨，所述内导轨外

侧设置有齿条A，所述外导轨内侧设置有齿条B，横跨所述内导轨和所述外导轨设置有滑块，

所述滑块上设置有旋转轴，所述旋转轴穿过所述滑块分为上旋转轴和下旋转轴，所述下旋

转轴上设置有齿轮，所述齿轮设置在所述齿条A和所述齿条B之间，且与所述齿条A和所述齿

条B啮合，所述上旋转轴上设置有锥齿轮A，所述滑块上设置有电机B，所述电机B的输出轴上

设置有锥齿轮B，所述锥齿轮B与所述锥齿轮A啮合；

[0008] 所述内导轨上端设置有与所述内导轨尺寸结构相同的上导轨，所述上导轨与所述

底座固定连接，所述滑块一端设置在所述上导轨与所述内导轨之间的空隙内；

[0009] 所述滑块上设置有支架，所述支架一端与所述滑块固定连接，另一端探出所述高

层建筑楼顶悬空设置，所述支架的横梁上设置有齿条C，所述齿条C上设置有移动装置，所述

移动装置包括箱体，设置在所述箱体两侧的与所述齿条C啮合的齿轮，前轴以及后轴，所述

前轴上设置有皮带轮A,所述箱体内设置有电机C，所述电机C的输出轴上设置有皮带轮B，所

述皮带轮A与所述皮带轮B之间设置有皮带，所述箱体上设置有滑轮A和滑轮B，所述滑轮A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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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滑轮B上设置有所述卷扬机上的钢丝绳；

[0010] 所述箱体底部设置有吊篮，所述吊篮与所述钢丝绳连接。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某楼层发生火灾时，火灾发生处以上的人员迅速的逃到楼顶，

开启电机A，将圆盘上的卷扬机放线的方向旋转到与火灾发生地相背的一侧，避免逃离时被

火势烧伤，保护逃离人员的人身安全，在内导轨上设置上导轨，将滑块的一侧设置在内导轨

与上导轨形成的空隙内，一方面是保证滑块在轨道上稳步滑动，另一方面是防止由于人员

的重量造成滑块侧翻，为安全救援提供可靠的保障，将支架一端与滑块固定连接，另一端伸

出楼层外端，将箱体移动到建筑物墙体外侧，由于钢丝绳提升吊篮，防止吊篮碰撞墙壁造成

人员伤害，在箱体上设置滑轮，防止钢丝绳打结不能稳步下降。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吊篮上设置有吊篮安全锁，所述钢丝绳末端设置在所述吊篮安全

锁内。

[0013]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吊篮安全锁安装固定在吊篮上部的安全绳悬挂平

台上，安全绳穿过安全锁的穿孔，其导轮抵紧钢丝绳，当吊篮升降运行中，一旦钢丝绳断开，

或者吊篮严重倾斜，危及吊篮内人员安全时，安全锁将吊篮锁定在钢丝绳上。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吊篮安全锁包括锁壳、导臂、夹紧块以及紧固件，所述锁壳上设置

有穿孔A、穿孔B，所述锁壳内设置有圆柱销，所述圆柱销上设置有所述导臂和连接块，所述

导臂和所述连接块之间设置有扭簧，所述导臂的外臂端设置有导轮，所述导臂的内臂端设

置有偏心孔，所述夹紧块包括夹紧块和夹紧块，所述夹紧块与所述连接块铰接，所述夹紧块

和所述夹紧块设置在所述偏心孔内。

[0015]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当钢丝绳一旦断开，导轮失去钢丝绳对导轮的作用，

在扭簧力的作用下，导轮连同导臂外端下落，在连接块推紧夹紧块的原有条件下，导臂内端

抬起，夹缝由竖直状态变成倾斜状态，使夹缝中的钢丝绳与上下穿孔形成一定角度，从而提

高了安全锁在钢丝绳上的锁定强度，进一步提高了夹紧块对钢丝绳的夹紧力度。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箱体内设置有蓄电池A，所述蓄电池A与所述电机C连接。

[0017]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将电机C与蓄电池A连接，防止由于楼顶上的电源

烧毁造成移动装置不能工作，防止钢丝绳与建筑物墙体发生碰撞，造成人员伤害。

[0018] 进一步的，所述箱体上设置有连接杆，所述连接杆上设置有所述滑轮A和所述滑轮

B。

[0019]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将滑轮设置在连接杆上，连接杆设置在箱体上，保

证箱体移动带动滑轮移动，滑轮可以防止钢丝绳打结。

[0020] 进一步的，所述滑块两侧设置有导向轮，所述导向轮与所述内导轨和所述外导轨

连接。

[0021]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在滑块两侧设置导向轮，一方面可以导向，另一方

面可以保证滑块在导轨上平稳的运行。

[0022] 进一步的，所述导轨包括上翼面、下翼面以及连接所述上翼面和所述下翼面之间

的竖直面，所述导向轮设置所述上翼面和所述下翼面之间，与所述竖直面的一侧连接，所述

齿条A和所述齿条B设置在所述上翼面和所述下翼面之间，与所述竖直面的另一侧连接。

[0023]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上翼面和下翼面之间设置竖直面，将导向轮和齿

条设置在竖直面的两侧，可以保证滑块在导轨上平稳的运行，齿条位置可以保证与齿轮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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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0024] 进一步的，所述滑块上设置有蓄电池B。

[0025]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将电机B与蓄电池B连接，不使用楼层的电源，防止

火灾烧毁电源造成更大的火灾，防止滑块不能运动到支架方向与卷扬机放线方向一致的位

置。

[0026] 进一步的，所述电机A设置在所述高层建筑楼顶上，所述电机A一侧设置有蓄电池

C。

[0027]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将电机A与蓄电池C连接，不使用楼层的电源，防止

火势蔓延到楼顶，烧毁楼层电源引起更大的火灾。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旋转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为导轨与滑块配合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为移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5为吊篮安全锁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其中，附图标记为：1、高层建筑楼顶；2、旋转装置；21、电机A；22、底座；23、转轴；

24、圆盘；25、卷扬机；25-1、钢丝绳；3、导轨；31、内导轨；32、外导轨；33、齿条A；34、齿条B；

35、滑块；36、旋转轴；37、齿轮；38、锥齿轮A；39、电机B；39-1、锥齿轮B；4、上导轨；5、支架；

51、齿条C；52、移动装置；52-1、箱体；52-2、滚轮；52-3、前轴；52-4、后轴；52-5、皮带轮A；52-

6、电机C；52-7、皮带轮B；52-8、皮带；52-9、滑轮A；52-10、滑轮B；6、吊篮；7、吊篮安全锁；9、

锁壳；9-1、穿孔A；9-2、穿孔B；10、导臂；  11-1、夹紧块A；11-2、夹紧块B；12、紧固件；13、连接

块；14、扭簧；15、导轮；16、偏心孔；17、连接杆；18、导向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参见图1-5，本发明是一种高层建筑空中消防救援装置，包括设置在高层建筑楼顶

1的旋转装置2、以及导轨3；

[0035] 旋转装置2包括电机A21、底座22、转轴23以及圆盘24，底座22下端设置有电机A21，

底座22中心设置有转轴23，转轴23穿过底座22，设置在底座22底端的转轴23与电机A21通过

联轴器连接，设置在底座22上端的转轴23上设置有圆盘24，圆盘24上设置有卷扬机25；

[0036] 导轨3围绕旋转装置2设置，导轨3包括内导轨31和外导轨32，内导轨31外侧设置有

齿条A33，外导轨32内侧设置有齿条B34，横跨内导轨31和外导轨32设置有滑块35，滑块35上

设置有旋转轴36，旋转轴36穿过滑块35分为上旋转轴和下旋转轴，下旋转轴上设置有齿轮

37，齿轮37设置在齿条A33和齿条B34之间，且与齿条A33和齿条B34啮合，上旋转轴上设置有

锥齿轮A38，滑块35上设置有电机B39，电机B39的输出轴上设置有锥齿轮B39-1，所述锥齿轮

B39-1与锥齿轮A38啮合；

[0037] 内导轨31上端设置有与内导轨31尺寸结构相同的上导轨4，上导轨4与底座22固定

连接，滑块35一端设置在上导轨4与内导轨31之间的空隙内；

[0038] 滑块35上设置有支架5，支架5一端与滑块35固定连接，另一端探出高层建筑楼顶1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05999570 B

6



悬空设置，支架5的横梁上设置有齿条C51，齿条C51上设置有移动装置52，移动装置52包括

箱体52-1，设置在箱体52-1两侧的与齿条C51啮合的滚轮52-2，前轴52-3以及后轴52-4，前

轴52-3上设置有皮带轮A52-5,箱体52-1内设置有电机C52-6，电机C52-6的输出轴上设置有

皮带轮B52-7，皮带轮A52-5与皮带轮B52-7之间设置有皮带52-8，箱体52-1上设置有滑轮

A52-9和滑轮B52-10，滑轮A52-9和滑轮B52-10上设置有卷扬机25上的钢丝绳25-1；

[0039] 箱体52-1底部设置有吊篮6，吊篮6与钢丝绳25-1连接。

[0040] 吊篮6上设置有吊篮安全锁7，钢丝绳25-1末端设置在吊篮安全锁7内。

[0041] 吊篮安全锁7包括锁壳9、导臂10、夹紧块以及紧固件12，锁壳9上设置有穿孔A9-1、

穿孔B9-2，锁壳9内设置有圆柱销，圆柱销上设置有导臂10和连接块13，导臂10和连接块13

之间设置有扭簧14，导臂10的外臂端设置有导轮15，导臂10的内臂端设置有偏心孔16，夹紧

块包括夹紧块A11-1和夹紧块B11-2，夹紧块与连接块13铰接，夹紧块A11-1和夹紧块B11-2

设置在偏心孔16内。

[0042] 箱体52-1内设置有蓄电池A，蓄电池A与电机C52-6连接。

[0043] 箱体52-1上设置有连接杆17，连接杆17上设置有滑轮A52-8和滑轮B52-9。

[0044] 滑块35两侧设置有导向轮18，导向轮18与内导轨31和外导轨32连接。

[0045] 导轨3包括上翼面、下翼面以及连接上翼面和下翼面之间的竖直面，导向轮18设置

上翼面和所述下翼面之间，与竖直面的一侧连接，齿条A33和齿条B34设置在上翼面和下翼

面之间，与竖直面的另一侧连接。

[0046] 滑块35上设置有蓄电池B。

[0047] 电机A21设置在高层建筑楼顶1上，电机A一侧设置有蓄电池C。

[0048] 本发明工作时，将电机A与蓄电池C连接，开启电机A，将圆盘上的卷扬机放线的方

向旋转到与火灾发生地相背的一侧，将电机B与蓄电池B连接，开启电机B，调节滑块上的支

架方向与卷扬机放线方向一致的位置，逃离人员进入吊篮内，将电机C与蓄电池A连接，开启

电机C，保证移动装置移动到高层建筑物楼顶的外侧，开启卷扬机电源，卷扬机上的钢丝绳

在滑轮的作用下慢慢放线，吊篮上的人员被逐渐的放到地面上。

[004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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