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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串联和水平移动的轿厢电梯

(57)摘要

一种可串联和水平移动的轿厢电梯，属于工

业机械领域，由井道、配重、垂直轿厢、水平轿厢、

转动导靴、水平轨道、旋转横轨、U型钩和固紧环

组成，井道由支撑板、竖柱、竖轨、曳引绳、第一竖

架、第一齿轮、第一齿轮轴、电机轴、电机、第二竖

架、第三竖架、第二齿轮轴和第二齿轮组成，配重

由配重体和配重导靴组成，垂直轿厢由垂直厢

体、第一门轴、第一厢门、垂直轿厢导靴和上拉环

组成，水平轿厢由水平厢体、第二门轴、第二厢

门、第一柜式舵机、第一动力输出轴、U型钩座、超

声波传感器、第二柜式舵机、第二动力输出轴、转

动导靴座、轮架、微型电机、柱型轮和光电传感器

组成，有益之处是：通过旋转横轨的搭建，使轿厢

实现水平和垂直方向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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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串联和水平移动的轿厢电梯，是由井道、配重、垂直轿厢、水平轿厢、转动导

靴、水平轨道、旋转横轨、U型钩和固紧环组成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井道由支撑板、竖柱、

竖轨、曳引绳、第一竖架、第一齿轮、第一齿轮轴、电机轴、电机、第二竖架、第三竖架、第二齿

轮轴和第二齿轮组成的，所述的竖柱连接两个支撑板，所述的竖柱内侧固定着竖轨，所述的

支撑板上表面固定着第一竖架、电机、第二竖架和第三竖架，所述的电机向外伸出电机轴，

所述的第一齿轮通过两端伸出的第一齿轮轴一端与左侧的第一竖架连接，另一端通过固紧

环与右侧电机轴连接，所述的第二齿轮通过两端伸出的第二齿轮轴一端与左侧的第二竖架

连接，另一端与右侧的第二竖架连接，所述的曳引绳与第一齿轮和第二齿轮接触，并且落入

井道内；所述的配重由配重体和配重导靴组成，配重导靴安装在配重体的外侧；所述的垂直

轿厢由垂直厢体、第一门轴、第一厢门、垂直轿厢导靴和上拉环组成，所述的垂直厢体内部

固定着第一门轴，所述的第一门轴上安装着第一厢门，所述的垂直轿厢导靴安装在垂直厢

体的外侧，所述的上拉环固定在垂直厢体的下部；所述的水平轿厢由水平厢体、第二门轴、

第二厢门、第一柜式舵机、第一动力输出轴、U型钩座、超声波传感器、第二柜式舵机、第二动

力输出轴、转动导靴座、轮架、微型电机、柱型轮和光电传感器组成的，所述的水平厢体内部

固定着第二门轴，所述的第二门轴上安装着第二厢门，所述的第一柜式舵机安装在水平厢

体的上部，所述的第一柜式舵机向外伸出第一动力输出轴，所述的U型钩座和超声波传感器

均固定在水平厢体的上部，所述的第二柜式舵机固定在水平厢体的外侧，所述的第二柜式

舵机向外伸出第二动力输出轴，所述的转动导靴座和光电传感器均固定在水平厢体的外

侧，所述的轮架安装在水平厢体的下部，所述的微型电机固定在轮架上，所述的柱型轮安装

在轮架上并与微型电机连接；所述的转动导靴由轴体和靴体组成，所述的靴体固定在轴体

的外部；所述的水平轨道由外轨、内轨、双腿架、外孔、内孔、第三柜式舵机、长腿架、短腿架

和第三动力输出轴组成，所述的长腿架安装在外轨的一侧，所述的外孔固定在外轨的末端，

所述的内孔固定在内轨的末端，所述的第三柜式舵机固定在内轨的外侧，所述的第三柜式

舵机向外伸出第三动力输出轴，所述的长腿架固定在内轨的外侧，所述的短腿架固定在外

轨的外侧；所述的旋转横轨由长轴和平行轨组成，所述的平行轨固定在长轴的一侧；所述的

U型钩由钩体和钩轴组成，所述的钩体固定在钩轴的一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串联和水平移动的轿厢电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井道的

数目为两个，所述的支撑板在竖柱的上下各一个，所述的竖柱数目为四个，分布于支撑板的

四个角上，所述的竖轨数目为四个，分布于四个竖柱的内侧，所述的曳引绳为齿条结构，所

述的第一竖架、第二竖架和第三竖架均加工出通孔，所述的电机轴和第一齿轮通过固紧环

连接，所述的曳引绳一端连接垂直轿厢，一端连接配重。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串联和水平移动的轿厢电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配重导

靴数目为两个，对称分布于配重体的左右两侧，所述的配重导靴与所述的井道的后两个竖

轨接触。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串联和水平移动的轿厢电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门

轴和第一厢门的数目均为两个，所述的第一厢门可以绕第一门轴旋转而打开，所述的垂直

轿厢导靴的数目为两个，对称分布于垂直厢体的左右两侧，所述的垂直轿厢导靴与所述的

井道的前两个竖轨接触。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串联和水平移动的轿厢电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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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和第二厢门的数目均为两个，所述的第二厢门可以绕第二门轴旋转而打开，所述的U型钩

座加工出两个通孔结构，所述的转动导靴座加工出两个通孔结构，所述的转动导靴座的数

目为两个，对称分布在水平厢体的左右两侧，所述的轮架、微型电机和柱型轮的数目均为四

个，均布分布在水平厢体底部的四个角上。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串联和水平移动的轿厢电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转动导

靴数目为两个，安装在两个转动导靴座的孔内，所述的轴体通过固紧环与第二动力输出轴

相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串联和水平移动的轿厢电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双腿

架、外孔、内孔、第三柜式舵机、长腿架、短腿架和第三动力输出轴的数目均为两个，对称分

布在水平轨道的两侧，所述的双腿架与外侧的两个竖柱相连接，所述的长腿架与右前侧的

竖柱相连接，所述的短腿架与右后侧的竖柱相连接，水平轨道连接两个井道。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串联和水平移动的轿厢电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平行轨

的数目为两个，所述的长轴插入内孔和外孔，所述的长轴通过固紧环与第三动力输出轴相

连接。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串联和水平移动的轿厢电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钩轴固

定在U型钩座上，所述的钩体能绕着钩轴旋转90°套入上拉环内，使水平轿厢与垂直轿厢结

合为一体。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7381287 B

3



一种可串联和水平移动的轿厢电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可串联和水平移动的轿厢电梯，具体地说是通过通过U型钩将水

平轿厢和垂直轿厢串联起来起来，通过控制U型钩的打开，又可以使水平轿厢单独水平运

行、垂直轿厢单独垂直运行，属于工业机械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如今，电梯的投放已经相当普遍，各类大中型建筑就能见到电梯尤其是轿厢电梯

的身影，然而，由于轿厢电梯多由曳引绳牵动运行，就造成了其往往限制在一个维度上运

行，实现水平运动往往很困难，若将轿厢电梯的水平运动与垂直运动结合到一起，将会极大

的提高电梯运行的效率，也会满足人们多样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可串联和水平移动的轿厢电梯。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可串联和水平移动的轿厢电梯，是由井

道、配重、垂直轿厢、水平轿厢、转动导靴、水平轨道、旋转横轨、U型钩和固紧环组成的，所述

的井道由支撑板、竖柱、竖轨、曳引绳、第一竖架、第一齿轮、第一齿轮轴、电机轴、电机、第二

竖架、第三竖架、第二齿轮轴和第二齿轮组成的，所述的竖柱连接两个支撑板，所述的竖柱

内侧固定着竖轨，所述的支撑板上表面固定着第一竖架、电机、第二竖架和第三竖架，所述

的电机向外伸出电机轴，所述的第一齿轮通过两端伸出的第一齿轮轴一端与左侧的第一竖

架连接，另一端通过固紧环与右侧电机轴连接，所述的第二齿轮通过两端伸出的第二齿轮

轴一端与左侧的第二竖架连接，另一端与右侧的第三竖架连接，所述的曳引绳与第一齿轮

和第二齿轮接触，并且落入井道内；所述的配重由配重体和配重导靴组成，配重导靴安装在

配重体的外侧；所述的垂直轿厢由垂直厢体、第一门轴、第一厢门、垂直轿厢导靴和上拉环

组成，所述的垂直厢体内部固定着第一门轴，所述的第一门轴上安装着第一厢门，所述的垂

直轿厢导靴安装在垂直厢体的外侧，所述的上拉环固定在垂直厢体的下部；所述的水平轿

厢由水平厢体、第二门轴、第二厢门、第一柜式舵机、第一动力输出轴、U型钩座、超声波传感

器、第二柜式舵机、第二动力输出轴、转动导靴座、轮架、微型电机、柱型轮和光电传感器组

成的，所述的水平厢体内部固定着第二门轴，所述的第二门轴上安装着第二厢门，所述的第

一柜式舵机安装在水平厢体的上部，所述的第一柜式舵机向外伸出第一动力输出轴，所述

的U型钩座和超声波传感器均固定在水平厢体的上部，所述的第二柜式舵机固定在水平厢

体的外侧，所述的第二柜式舵机向外伸出第二动力输出轴，所述的转动导靴座和光电传感

器均固定在水平厢体的外侧，所述的轮架安装在水平厢体的下部，所述的微型电机固定在

轮架上，所述的柱型轮安装在轮架上并与微型电机连接；所述的转动导靴由轴体和靴体组

成，所述的靴体固定在轴体的外部；所述的水平轨道由外轨、内轨、双腿架、外孔、内孔、第三

柜式舵机、长腿架、短腿架和第三动力输出轴组成，所述的长腿架安装在外轨的一侧，所述

的外孔固定在外轨的末端，所述的内孔固定在内轨的末端，所述的所述的第三柜式舵机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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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内轨的外侧，所述的第三柜式舵机向外伸出第三动力输出轴，所述的长腿架固定在内

轨的外侧，所述的短腿架固定在外轨的外侧；所述的旋转横轨由长轴和平行轨组成，所述的

平行轨固定在长轴的一侧；所述的U型钩由钩体和钩轴组成，所述的钩体固定在钩轴的一

侧。

[0005] 进一步地，所述的井道的数目为两个，所述的支撑板在竖柱的上下各一个，所述的

竖柱数目为四个，分布于支撑板的四个角上，所述的竖轨数目为四个，分布于四个竖柱的内

侧，所述的曳引绳为齿条结构，所述的第一竖架、第二竖架和第三竖架均加工出通孔，所述

的电机轴和第一齿轮通过固紧环连接，所述的曳引绳一端连接垂直轿厢，一端连接配重。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的配重导靴数目为两个，对称分布于配重体的左右两侧，所述的配

重导靴与所述的井道的后两个竖轨接触。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的第一门轴和第一厢门的数目均为两个，所述的第一厢门可以绕

第一门轴旋转而打开，所述的垂直轿厢导靴的数目为两个，对称分布于垂直厢体的左右两

侧，所述的垂直轿厢导靴与所述的井道的前两个竖轨接触。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的第二门轴和第二厢门的数目均为两个，所述的第二厢门可以绕

第二门轴旋转而打开，所述的U型钩座加工出两个通孔结构，所述的转动导靴座加工出两个

通孔结构，所述的转动导靴座的数目为两个，对称分布在水平厢体的左右两侧，所述的轮

架、微型电机和柱型轮的数目均为四个，均布分布在水平厢体底部的四个角上。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的转动导靴数目为两个，安装在两个转动导靴座的孔内，所述的轴

体通过固紧环与第二动力输出轴相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双腿架、外孔、内孔、第三柜式舵机、长腿架、短腿架和第三动力

输出轴的数目均为两个，对称分布在水平轨道的两侧，所述的双腿架与外侧的两个竖柱相

连接，所述的长腿架与右前侧的竖柱相连接，所述的短腿架与右后侧的竖柱相连接，水平轨

道连接两个井道。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平行轨的数目为两个，所述的长轴插入内孔和外孔，所述的长轴

通过固紧环与第三动力输出轴相连接。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钩轴固定在U型钩座上，所述的钩体能绕着钩轴旋转90°套入上

拉环内，使水平轿厢与垂直轿厢结合为一体。

[0013] 该发明的有益之处是：电机的转动通过固紧环传递给齿轮，齿轮的转动通过曳引

绳带动垂直轿厢和配重上下运动；舵机的转动通过固紧环带动U型钩转动，套入上拉环中，

使水平轿厢和垂直轿厢结合为一体同时运动；旋转横轨旋转至水平后，可以使水平轿厢沿

着水平横轨进入水平轨道实现水平运动。

附图说明

[0014] 附图1为本发明的水平轿厢在垂直轨道的整体示意图，附图2为本发明的水平轿厢

在水平轨道的整体示意图，附图3为本发明附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示意图，附图4为本发明

的井道示意图，附图5为本发明的附图4中B处的局部放大示意图，附图6为本发明的配重的

示意图，附图7为本发明的垂直轿厢的示意图，附图8为本发明的水平轿厢的示意图，附图9

为本发明的转动导靴的示意图，附图10为本发明的水平轨道的的断开示意图，附图11为本

发明的旋转横轨的示意图，附图12为本发明的U型钩的示意图，附图13为本发明的固紧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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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

[0015] 图中，1、井道；2、配重；3、垂直轿厢；4、水平轿厢；5、转动导靴；6、水平轨道；7、旋转

横轨；8、U型钩；9、固紧环；101、支撑板；102、竖柱；103、竖轨；104、曳引绳；105、第一竖架；

106、第一齿轮；107、第一齿轮轴；108、电机轴；109、电机；110、第二竖架；111、第三竖架；

112、第二齿轮轴；113、第二齿轮；201、配重体；202、配重导靴；301、垂直厢体；302、第一门

轴；303、第一厢门；304、垂直轿厢导靴；305、上拉环；401、水平厢体；402、第二门轴；403、第

二厢门；404、第一柜式舵机；405、第一动力输出轴；406、U型钩座；407、超声波传感器；408、

第二柜式舵机；409、第二动力输出轴；410、转动导靴座；411、轮架；412、微型电机；413、柱型

轮；414、光电传感器；501、轴体；502、靴体；601、外轨；602、内轨；603、双腿架；604外孔；605、

内孔；606、第三柜式舵机；607、长腿架；608、短腿架；701、长轴；702、平行轨；801、钩体；802、

钩轴。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一种可串联和水平移动的轿厢电梯，是由井道1、配重2、垂直轿厢3、水平轿厢4、转

动导靴5、水平轨道6、旋转横轨7、U型钩8和固紧环9组成的，井道1由支撑板101、竖柱102、竖

轨103、曳引绳104、第一竖架105、第一齿轮106、第一齿轮轴107、电机轴108、电机109、第二

竖架110、第三竖架111、第二齿轮轴112和第二齿轮113组成的，竖柱102连接两个支撑板

101，竖柱101内侧固定着竖轨103，支撑板101上表面固定着第一竖架105、电机109、第二竖

架110和第三竖架111，电机109向外伸出电机轴108，第一齿轮106通过两端伸出的第一齿轮

轴107一端与左侧的第一竖架105连接，另一端通过固紧环7与右侧电机轴108连接，第二齿

轮113通过两端伸出的第二齿轮轴112一端与左侧的第二竖架110连接，另一端与右侧的第

三竖架111连接，曳引绳104与第一齿轮106和第二齿轮113接触，并且落入井道1内；配重2由

配重体201和配重导靴202组成，配重导靴202安装在配重体201的外侧；垂直轿厢3由垂直厢

体301、第一门轴302、第一厢门303、垂直轿厢导靴304和上拉环305组成，垂直厢体301内部

固定着第一门轴302，第一门轴302上安装着第一厢门303，垂直轿厢导靴304安装在垂直厢

体301的外侧，上拉环305固定在垂直厢体301的下部；水平轿厢4由水平厢体401、第二门轴

402、第二厢门403、第一柜式舵机404、第一动力输出轴405、U型钩座406、超声波传感器407、

第二柜式舵机408、第二动力输出轴409、转动导靴座410、轮架411、微型电机412、柱型轮413

和光电传感器414组成的，水平厢体401内部固定着第二门轴402，第二门轴402上安装着第

二厢门403，第一柜式舵机404安装在水平厢体401的上部，第一柜式舵机404向外伸出第一

动力输出轴405，U型钩座406和超声波传感器407均固定在水平厢体401的上部，第二柜式舵

机408固定在水平厢体401的外侧，第二柜式舵机408向外伸出第二动力输出轴409，转动导

靴座410和光电传感器414均固定在水平厢体401的外侧，轮架411安装在水平厢体401的下

部，微型电机412固定在轮架411上，柱型轮413安装在轮架411上并与微型电机412连接；转

动导靴5由轴体501和靴体502组成，靴体502固定在轴体501的外部；水平轨道6由外轨601、

内轨602、双腿架603、外孔604、内孔605、第三柜式舵机606、长腿架607、短腿架608和第三动

力输出轴609组成，长腿架607安装在外轨601的一侧，外孔604固定在外轨601的末端，内孔

605固定在内轨602的末端，第三柜式舵机606固定在内轨602的外侧，第三柜式舵机606向外

伸出第三动力输出轴609，长腿架607固定在内轨602的外侧，短腿架608固定在外轨601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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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旋转横轨7由长轴701和平行轨702组成，平行轨702固定在长轴701的一侧；U型钩8由钩

体801和钩轴802组成，钩体801固定在钩轴802的一侧；井道1的数目为两个，支撑板101在竖

柱102的上下各一个，竖柱102数目为四个，分布于支撑板101的四个角上，竖轨103数目为四

个，分布于四个竖柱102的内侧，曳引绳104为齿条结构，第一竖架105、第二竖架110和第三

竖架111均加工出通孔，电机轴108和第一齿轮107通过固紧环9连接，曳引绳104一端连接垂

直轿厢3，一端连接配重2；配重导靴202数目为两个，对称分布于配重体201的左右两侧，配

重导靴202与井道1的后两个竖轨103接触；第一门轴302和第一厢门303的数目均为两个，第

一厢门303可以绕第一门轴302旋转而打开，垂直轿厢导靴304的数目为两个，对称分布于垂

直厢体301的左右两侧，垂直轿厢导靴304与井道1的前两个竖轨103接触；第二门轴402和第

二厢门403的数目均为两个，第二厢门403可以绕第二门轴402旋转而打开，U型钩座406加工

出两个通孔结构，转动导靴座410加工出两个通孔结构，转动导靴座410的数目为两个，对称

分布在水平厢体401的左右两侧，轮架411、微型电机412和柱型轮413的数目均为四个，均布

分布在水平厢体401底部的四个角上；转动导靴5数目为两个，安装在两个转动导靴座410的

孔内，轴体502通过固紧环9与第二动力输出轴409相连接；双腿架603、外孔604、内孔605、第

三柜式舵机606、长腿架607、短腿架608和第三动力输出轴609的数目均为两个，对称分布在

水平轨道6的两侧，双腿架603与外侧的两个竖柱102相连接，长腿架607与右前侧的竖柱102

相连接，短腿架608与右后侧的竖柱102相连接，水平轨道6连接两个井道1；平行轨702的数

目为两个，长轴701插入内孔605和外孔604，长轴701通过固紧环9与第三动力输出轴609相

连接；钩轴802固定在U型钩座406上，钩体801能绕着钩轴802旋转90°套入上拉环305内，使

水平轿厢4与垂直轿厢5结合为一体。

[0017] 该装置在工作时，初始状态设定为：水平轿厢4在一层的水平轨道6上、一层和二层

的旋转横轨7均处于垂直位置、旋转导靴5处于垂直位置、垂直轿厢3位于最高处和配重2位

于最低处，开始运行后，水平轿厢4沿着水平轨道6向井道内运动，微型电机412通过无线信

号给第三柜式舵机606发送信号，使其旋转90°从而带动旋转横轨7旋转使其处于水平位置，

微型电机412也通过无线信号给电机109发送信号，使其转动固定的角位移带动曳引绳104

实现固定的线位移，从而带动垂直轿厢3下移至特定高度等待与水平轿厢4的结合，10秒后，

水平轿厢4通过旋转横轨7后，光电传感器414检测到竖轨103，光电传感器414发送无线信号

给微型电机412使其停止运行，同时光电传感器414发送无线信号给第二柜式舵机408使其

驱动转动导靴5旋转90°后处于水平位置从而使旋转导靴5与竖轨103接触，在这一时刻，光

电传感器414也发送无线信号给第一柜式舵机404使其驱动U型钩8旋转90°后套入上拉环

305，从而是水平轿厢4与垂直轿厢3结合为一个整体，5秒后，光电传感器414发送无线信号

给第二柜式舵机408使其驱动转动导靴5反向旋转90°后处于垂直位置从而使旋转导靴5与

竖轨103分离，光电传感器414给电机109，电机109转动固定的角位移带动曳引绳104实现固

定的线位移，从而带动垂直轿厢3与水平轿厢4组成的整体向上运动，使水平轿厢4运动至二

层，10秒后，电机109通过无线信号给二层的第三柜式舵机606发送信号，使其旋转90°从而

带动旋转横轨7使其处于水平位置，5秒后，光电传感器414发送无线信号给第一柜式舵机

404使其驱动U型钩8反向旋转90°后与上拉环305脱离，5秒后，水平轿厢4经过二层的旋转横

轨7进入二层的水平轨道6，从而实现了水平轿厢4由一个井道1的一层向另外一个井道1的

二层运动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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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根据本发明的教导，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与

精神的情况下，对实施方式所进行的改变、修改、替换和变型仍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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