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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具体涉及一种轿厢式电梯防坠落安

全系统的控制方法，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

安全可靠，有效保护乘客安全的防坠落安全系

统。该系统包括气囊组件，所述气囊组件包括安

全气囊、所述安全气囊内设有气体发生器、点火

装置，所述点火装置由电子控制器控制；所述气

囊组件设置在电梯门洞下方、电梯井侧壁上水平

设置的放置孔内，相对于设有放置孔的电梯井另

一侧的侧壁上设有凹槽，所述轿厢内设置加速度

传感器、高度传感器，所述加速度传感器、高度传

感器的输出信号传送给电子控制器。轿厢发生坠

落时，其下方距轿厢最近的一个或数个气囊组件

动作，使轿厢坠落的速度迅速减小至停止，由于

轿厢的坠落冲击力较小，可以有效的保护乘客身

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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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轿厢式电梯防坠落安全系统的控制方法，所述的安全系统包括气囊组件(1)，所

述气囊组件(1)包括安全气囊(11)、所述安全气囊(11)内设有气体发生器、点火装置，所述

点火装置由电子控制器(12)控制；所述气囊组件(1)设置在电梯门洞(52)下方、电梯井侧壁

上水平设置的放置孔(31)内，相对于设有放置孔(31)的电梯井另一侧的侧壁上设有凹槽，

所述安全气囊(11)弹出后，其一端顶入凹槽内；所述安全气囊(11)的上表面与轿厢(51)底

部接触时，轿厢  (51)位于正常的停层位置；所述轿厢(51)内设置加速度传感器(53)、高度

传感器(54)，所述加速度传感器(53)、高度传感器(54)的输出信号传送给电子控制器(12)；

在每层楼的电梯门洞(52)下方设置放置孔(31)、气囊组件(1)、凹槽，或在相邻的几个停层

之间的其中一个停层的电梯门洞(52)下方设置放置孔(31)、气囊组件(1)、凹槽；

设有电梯门洞(52)一侧的电梯井侧壁上设有限位板(2)，所述限位板(2)位于放置孔

(31)下方，所述限位板(2)的上端与设有电梯门洞(52)一侧的电梯井侧壁铰接，所述限位板

(2)的中部与第一限位连杆(205)的一端铰接，所述第一限位连杆(205)的另一端与第二限

位连杆(206)铰接，所述第二限位连杆(206)与设有电梯门洞(52)一侧的电梯井侧壁铰接，

所述第一限位连杆(205)中部与第二限位连杆(206)中部通过限位弹簧(201)连接；所述限

位板(2)的下部设有永磁体(202)；设有电梯门洞(52)一侧的电梯井侧壁上相应位置设有电

磁铁(203)，所述电磁铁(203)由电子控制器控制；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方法为：电梯正常行驶时，气囊组件(1)及限位板(2)不动作，

当轿厢(51)坠落时，轿厢(51)内的加速度传感器(53)、高度传感器(54)采集加速度值和轿

厢高度，根据加速度的大小及轿厢所处的位置，将加速度异常信号传递给此时位于轿厢

(51)下方的一个或多个电子控制器(12)，电子控制器(12)发出指令使点火装置点火，爆炸

产生的气体使安全气囊(11)在电梯通道内打开，同时电子控制器(12)发出信号，让电磁铁

(203)失电，限位板(2)在限位弹簧(201)的作用下旋转至水平状态，且与安全气囊(11)下表

面接触；

当轿厢(51)因故障冲顶时，其内的加速度传感器(53)、高度传感器(54)采集加速度值

和轿厢高度，根据加速度的大小及轿厢所处的位置，将加速度异常信号传递给此时位于轿

厢上方的一个或多个电子控制器(12)，电子控制器(12)发出指令使点火装置点火，打开安

全气囊(11)，使轿厢(51)停止冲顶；

所述轿厢(51  )下坠时，其下方的一个或数个限位板(2)打开，所述轿厢(51  )冲顶时，

其上方的限位板(2)均不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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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轿厢式电梯防坠落安全系统的控制方法

[0001] 本申请是申请号为：201610007834.4，申请日：2016-01-07，专利名称“一种轿厢式

电梯防坠落安全系统”的发明专利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电梯安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轿厢式电梯防坠落安全系统的控制

方法。

背景技术

[0003] 目前的轿厢式电梯都设有紧急制动装置，在出现安全故障，如电梯速度异常时，通

常靠制动靴夹紧电梯导轨产生制动，但当电梯导轨断裂时，紧急制动装置无法起作用，当轿

厢处在较高楼层时，乘客的安全无法得到保证。在导轨断裂，轿厢发生坠落的情况下，对轿

厢内乘客的安全保护措施有以下几种：在轿厢电梯底部安装缓冲装置，如现有技术 

CN201320894008中，在轿厢的底部设置气囊组件，坠落时依靠轿厢底部或电梯井底部的缓

冲装置缓解电梯落地时的冲击力，这种保护措施对于楼层较低的轿厢式电梯可以保护乘

客，但对于楼层较高的轿厢式电梯，其坠落时的冲击力非常大，轿厢落下时产生巨大的惯

性，缓冲装置往往很难起到保护作用，致使乘客受到严重伤害，而如果要保护乘客，则缓冲

装置的成本会很高。且轿厢无法在坠落途中制动，电梯相关设备也会因坠落冲击力过大而

损坏，如轿厢门损坏后难以开启，救援困难。同时这样的保护措施往往只能对轿厢坠落进行

保护，而对于轿厢冲顶的情况，需要在轿厢顶部及电梯井顶部增设缓冲装置。

[0004] 另一种安全保护措施是在轿厢外侧设置制动机构，通过制动机构与电梯井侧壁接

触摩擦制动。如现有技术CN200410014245中的一种保护装置，含有一个具有一定长度的夹

紧体，夹紧体一端的一侧面上有用于包容电梯导轨的凹槽。该凹槽的宽度大于电梯导轨的

宽度。这种防止电梯超速、坠落的保护装置，不仅适应性好、使用范围广、生产成本低，还可

简化生产程序。适用于电梯轿厢出现超速、坠落情况时的制动。该专利中的技术可能会出现

因制动机构无法动作而失效的危险，同时电梯通道侧壁往往因潮湿而导致摩擦系数降低，

增大了制动机构失效的风险。轿厢在电梯井中制动时，也无法控制制动后轿厢的停留位置，

如轿厢停留在两层楼之间的位置，则轿厢门很难打开，救援工作困难。

[0005] 还有一种方式是在电梯井中单独设置的安全导轨接触摩擦制动，这样会额外增加

一套导轨机构，增加了设备成本以及后期维护费用。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成本低、安全可靠，有效保护乘客安全的防坠落

安全系统。

[0007]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轿厢式电梯防坠落安全

系统的控制方法，所述的安全系统包括气囊组件，所述气囊组件包括安全气囊、所述安全气

囊内设有气体发生器、点火装置，所述点火装置由电子控制器控制；所述气囊组件设置在电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7473050 B

3



梯门洞下方、电梯井侧壁上水平设置的放置孔内，相对于设有放置孔的电梯井另一侧的侧

壁上设有凹槽，所述安全气囊弹出后，其一端顶入凹槽内；所述安全气囊的上表面与轿厢底

部接触时，轿箱位于正常的停层位置；所述轿厢内设置加速度传感器、高度传感器，所述加

速度传感器、高度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传送给电子控制器；在每层楼的电梯门洞下方设置放

置孔、气囊组件、凹槽，或在相邻的几个停层之间的其中一个停层的电梯门洞下方设置放置

孔、气囊组件、凹槽；

[0008] 设有电梯门洞一侧的电梯井侧壁上设有限位板，所述限位板位于放置孔下方，所

述限位板的上端与设有电梯门洞一侧的电梯井侧壁铰接，所述限位板的中部与第一限位连

杆的一端铰接，所述第一限位连杆的另一端与第二限位连杆铰接，所述第二限位连杆与设

有电梯门洞一侧的电梯井侧壁铰接，所述第一限位连杆中部与第二限位连杆中部通过限位

弹簧连接；所述限位板的下部设有永磁体；设有电梯门洞一侧的电梯井侧壁上相应位置设

有电磁铁，所述电磁铁由电子控制器控制；

[0009] 所述的控制方法为：电梯正常行驶时，气囊组件及限位板不动作，当轿厢坠落时，

轿厢内的加速度传感器、高度传感器采集加速度值和轿厢高度，根据加速度的大小及轿厢

所处的位置，将加速度异常信号传递给此时位于轿厢下方的一个或多个电子控制器，电子

控制器发出指令使点火装置点火，爆炸产生的气体使安全气囊在电梯通道内打开，同时电

子控制器发出信号，让电磁铁失电，限位板在限位弹簧的作用下旋转至水平状态，且与安全

气囊下表面接触；

[0010] 当轿厢因故障冲顶时，其内的加速度传感器、高度传感器采集加速度值和轿厢高

度，根据加速度的大小及轿厢所处的位置，将加速度异常信号传递给此时位于轿厢上方的

一个或多个电子控制器，电子控制器发出指令使点火装置点火，打开安全气囊，使轿厢停止

冲顶；

[0011] 所述轿厢下坠时，其下方的一个或数个限位板打开，所述轿厢冲顶时，其上方的限

位板均不打开。

[0012]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轿厢发生坠落时，其下方距轿厢最近的一个或数个气

囊组件随即动作打开安全气囊，使轿厢坠落的速度迅速减小至停止，由于轿厢的坠落冲击

力较小，可以有效的保护乘客身体安全，轿厢的整体结构也不会受到损伤，同时由于气囊组

件设置在停层电梯门洞下方，轿厢落到安全气囊上时，轿厢门与电梯门位置相适应，救援人

员可以迅速打开轿厢门营救乘客。当轿厢发生冲顶时，其上方的一个或数个气囊组件随即

动作打开安全气囊，有效保护乘客。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轿厢正常向下运行时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轿厢发生坠落时安全系统动作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轿厢正常向上运行时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轿厢发生冲顶时安全系统动作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加速度传感器、高度传感器信号传递示意图；

[0018] 图6为轿厢正常运行时限位板初始状态示意图；

[0019] 图7为轿厢下坠时限位板打开状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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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如图1-5所示的，一种轿厢式电梯防坠落安全系统的控制方法，包括气囊组件1，所

述气囊组件1包括安全气囊11、所述安全气囊11内设有气体发生器、点火装置，所述点火装

置由电子控制器12控制；所述气囊组件1设置在电梯门洞下方、电梯井侧壁上水平设置的放

置孔31 内，相对于设有放置孔31的电梯井另一侧的侧壁上设有凹槽；所述轿厢51内设置加

速度传感器53、高度传感器54，所述加速度传感器53、高度传感器54的输出信号传送给电子

控制器12。所述放置孔31远离电梯门洞52的一端开有竖直方向的安装检查孔32，所述安装

检查孔32上端设置透明窗33，所述透明窗33的上表面与该停层地板表面高度一致。安装及

检修气囊组件1时，只需要通过安装检查孔32操作。

[0021] 所述电梯井相对于设有放置孔31的另一侧的侧壁上设有凹槽，当安全气囊11打开

时，其一端顶入凹槽中，这时安全气囊11的上表面与轿厢51底部接触，使轿箱51停留在正常

的停层位置，这样可使轿厢门与电梯门洞52之间的位置处于轿厢正常停留位置，方便救援

人员及时打开轿厢门进行营救工作。

[0022] 所述轿厢51坠落时，电子控制器12接收轿厢51的加速度传感器  53、高度传感器54

的输出信号，位于轿厢51下方最近的一个或数个气囊组件1的安全气囊11弹出；所述轿厢51

冲顶时，电子控制器12接收轿厢51的加速度传感器53、高度传感器54的输出信号，位于轿厢 

51上方最近的一个或数个气囊组件1的安全气囊11弹出。对于承载重量较大的轿厢51，可以

将放置孔31、气囊组件1、凹槽设置在每层楼的电梯门洞52下方；对于承载重量较小的轿厢

51，也可以将放置孔31、气囊组件1、凹槽设置在相邻的几个停层之间的其中一个电梯门洞

52下方，这样可以减少设备安装维护费用。

[0023] 所述轿厢51内设置加速度传感器53，可以是轿厢51内设置的惯性式加速度传感

器，也可以是在轿厢底部设置测距式加速度传感器，所述轿厢底部还设有高度传感器54，所

述高度传感器54可以是激光测距式，也可以是超声波测距式，也可以使用轿厢原有的的楼

层位置信号作为轿厢的高度信号。所述加速度传感器53、高度传感器54的输出信号使用无

线方式传送给电子控制器12。

[0024] 如图6、7所示，也可以在设有电梯门洞52一侧的电梯井侧壁上设置限位板2，所述

限位板2位于放置孔31下方，所述限位板2的上端与设有电梯门洞52一侧的电梯井侧壁铰

接，所述限位板2的中部与第一限位连杆205的一端铰接，所述第一限位连杆205的另一端与

第二限位连杆206铰接，所述第二限位连杆206与设有电梯门洞52一侧的电梯井侧壁铰接，

所述第一限位连杆205中部与第二限位连杆206中部通过限位弹簧201连接；所述限位板2的

下部设有永磁体202，设有电梯门洞52一侧的电梯井侧壁上相应位置设有电磁铁203，所述

电磁铁203由电子控制器12控制。

[0025] 正常情况下，电磁铁203通电，与永磁体202吸附，限位板2未打开，当轿厢51坠落

时，电子控制器12发出信号，使轿厢51下方的一个或数个电磁铁203失电，限位板2在限位弹

簧201的作用下，与第一限位连杆205、第二限位连杆206一起动作，直到限位板2位于水平位

置，并与安全气囊11下表面接触。这样可以让限位板2和安全气囊11  共同承受轿厢51坠落

的冲击力，增加安全性。当轿厢51坠落冲击力过大，使其下方的一个安全气囊11损坏时，其

下方的一个限位板2被轿厢51压回原位，并不会将限位板2损坏，这时轿厢51将由其下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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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停层上打开的安全气囊11和限位板2进行缓冲。当轿厢51冲顶时，由于其冲击力小于坠

落时的冲击力，则仅由轿厢51上方的安全气囊11  承受冲击力即可，此时位于轿厢51上方的

电磁铁203仍处于得电状态。所述第二限位连杆206中部还与回位拉绳207的一端连接，所述

回位拉绳207的另一端缠绕在滚筒上，所述滚筒放置在方便人工操作的位置，当限位板2打

开后，可由人工转动滚筒收紧回位拉绳207，使限位板2  旋转至初始位置。

[0026] 电梯正常行驶时，气囊组件1及限位板2不动作，当轿厢51的导轨断裂导致轿厢51

坠落时，轿厢51内的加速度传感器53、高度传感器  54采集加速度值和轿厢高度，根据加速

度的大小及轿厢所处的位置，将加速度异常信号传递给此时位于轿厢51下方的一个或多个

电子控制器  12，电子控制器12发出指令使点火装置点火，爆炸产生的气体使安全气囊11在

电梯通道内打开，其一端顶入凹槽内，同时电子控制器12发出信号，让电磁铁203失电，限位

板2在限位弹簧201的作用下旋转至水平状态，且与安全气囊11下表面接触。在安全气囊11

和限位板2的缓冲作用下，轿厢51停在相应的停层，此时可方便的打开该停层的电梯门及轿

厢门，开展救援行动。当轿厢51因故障冲顶时，其内的的加速度传感器53、高度传感器54采

集加速度值和轿厢高度，根据加速度的大小及轿厢所处的位置，将加速度异常信号传递给

此时位于轿厢上方的一个或多个电子控制器12，电子控制器12发出指令使点火装置点火，

打开安全气囊11，使轿厢51停止冲顶。

[0027] 所述轿厢51内设置可以接收加速度传感器53输出信号的显示器  55，所述显示器

55显示轿厢51上升、下降时的实际加速度值以及轿厢  51上升、下降时的最大安全加速度

值。所述轿厢51内还设有紧急开关  56，所述紧急开关56的输出信号传送给电子控制器12。

如果轿厢发生坠落或冲顶时，加速度传感器53因故障没有发送指令给电子控制器12，这时

在轿厢内的乘客可以通过观察显示器55上显示的轿厢加速度值判断是否出现危险，并手动

按下紧急开关56，所述紧急开关56给相应位置的电子控制器12发出指令，进行紧急制动。

[0028] 更好的实施方式是，所述轿厢51底部和顶部设有弹性缓冲垫，所述弹性缓冲垫可

以是橡胶材料，也可以是泡沫材料制成，所述弹性缓冲垫将轿厢底51部和顶部的刚性部件

完全包裹，这样可以在轿厢51和安全气囊11接触时，有效保护安全气囊11不被轿厢51底部

或顶部的刚性部件刺破，同时进一步起到缓冲作用，减小乘客受到的冲击力。所述限位板2

的上表面也可以包裹弹性缓冲垫，这样可以保护安全气囊11  不被限位板2刺破，同时进一

步增加缓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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