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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构造成在电梯井中使用

的临时电梯装置。所述临时电梯装置包括平台组

件和构造为支撑所述平台组件的框架组件。框架

组件包括一个或更多个安全组件。提升组件构造

成有助于在电梯井中提升所述平台组件和所述

框架组件。攀缘绳索附接至所述提升组件并且具

有张力。所述安全组件构造成在所述攀缘绳索中

失去张力的情况下接合电梯导轨。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7页  附图8页

CN 106103328 B

2019.10.08

CN
 1
06
10
33
28
 B



1.一种构造成在电梯井中使用的临时电梯装置，所述临时电梯装置包括：

平台组件；

框架组件，所述框架组件构造成支撑所述平台组件，所述框架组件包括一个或更多个

安全组件；

提升组件，所述提升组件构造成有助于在所述电梯井中提升所述平台组件和所述框架

组件，所述提升组件具有提升机、从提升机下垂的提升机连接叉、多个侧板和提升机支架组

件，所述提升机支架组件构造成能够处于收缩布置和膨胀布置中；

多个安全绳索；以及

攀缘绳索，所述攀缘绳索附接至所述提升组件；

其中，所述提升机构造成接收所述攀缘绳索，所述多个安全绳索均具有附接至所述提

升组件的第一端部和连接到所述安全组件的第二端部；以及当在攀缘绳索中失去张力的情

况下，所述多个侧板被构造成用于相对于所述提升机连接叉滑动运动并且所述多个安全绳

索构造成致动所述安全组件接合电梯导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临时电梯装置，其中，在所述提升机支架组件处于收缩布置中

时，所述安全组件构造成处于不接合布置中，并且在所述提升机支架组件处于膨胀布置中

时，所述安全组件构造成处于接合布置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临时电梯装置，其中，所述安全组件还包括一个或更多个引导

组件，所述引导组件包括成对的导块，所述成对的导块构造成在所述临时电梯装置在所述

电梯井中移动时接触所述电梯导轨的相对的端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临时电梯装置，其中，所述框架组件通过一根或更多根悬置绳

索从所述提升组件上悬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临时电梯装置，其中，所述框架组件和所述平台组件中的至少

一个具有可调整的宽度和长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临时电梯装置，其中，所述多个侧板相对于所述提升机连接叉

的滑动运动由从所述提升机连接叉延伸进入每个侧板内的槽中的销限定。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临时电梯装置，其中，在所述攀缘绳索中具有张力的情况下所

述多个侧板具有收缩布置，并且所述多个侧板还被构造成在所述攀缘绳索中失去张力的情

况下处于膨胀布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临时电梯装置，其中，多个引导杆从所述提升机连接叉延伸并

且附连至安全致动器，所述安全致动器被构造成当所述攀缘绳索中失去张力时致动所述安

全组件的接合。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临时电梯装置，其中，所述安全致动器包括弹簧装置，所述弹

簧装置被构造用于在攀缘绳索中具有张力的情况下处于收缩布置，并且还被构造用于在攀

缘绳索中丧失张力的情况下处于膨胀布置。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临时电梯装置，其中，所述多个引导杆从所述提升机连接叉

延伸并且附连到致动器板，所述致动器板被构造成接收所述弹簧装置的一端。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临时电梯装置，其中，所述多个安全绳索中的每个连接至安

全组件的连接臂并且被构造成致动所述连接臂的枢转运动。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临时电梯装置，其中，所述连接臂被构造成致动一辊抵靠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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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构件的向上运动。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临时电梯装置，其中，所述辊抵靠倾斜构件的向上运动被构

造成使所述辊与导轨接触。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临时电梯装置，其中，在所述辊与附连至安全组件的多个间

隔件之间形成通道，所述多个间隔件被构造成调节所述通道的宽度。

1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临时电梯装置，其中，超速装置联接到所述提升组件并且被

构造成阻止临时电梯装置的超速。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临时电梯装置，其中，所述超速装置接收第二绳索，在所述

临时电梯装置超过所要求的最大速度时所述第二绳索由所述超速装置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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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电梯装置

[0001] 发明人：

[0002] 史蒂文·P·沃斯、特里·罗德博、安迪·格里斯、杰夫·瓦根豪泽、道格·斯科特

[0003] 关联申请

[0004] 本申请要求于2014年2月21日申请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No.61/942661的权益，该

美国临时专利申请的全部内容通过引用结合于此。

背景技术

[0005] 电梯通常在通常称之为电梯井的建筑结构中建造。在一些例子中，电梯井可由四

个壁来限定，所述四个壁从建筑物的较低水平(称为坑)延伸至建筑物的较高水平。电梯井

壁可由包括水泥、混凝土砖、石膏板和玻璃砖的各种材料形成。在其它示例中，电梯井可由

金属结构、例如构造成围绕形成电梯井的空间的梁形成。

[0006] 形成电梯的各种元件、例如导轨、电开关、电梯井门和电导管可在电梯井的不同竖

直水平处附接至电梯井壁和/或梁。

[0007] 在建造电梯或者电梯的后续维护期间，能够可取的是，在电梯井内部具有临时工

作平台和/或工作表面。临时工作平台能够由建造或维护人员作为支撑平台来使用，形成电

梯的各种电梯元件能够从支撑平台附接至电梯井壁或梁。临时工作平台也能够用作待被附

接至电梯井壁或梁的元件的临时存储区域。在某些示例中，在建造或维护电梯的进行时，临

时工作平台可从电梯井的一个水平移动至电梯井的另一水平。

[0008] 在某些示例中，临时工作平台由包括金属的管线或管道、联接件和板的模块化系

统组成的脚手架形成。在该系统中，金属管线和联接件用于形成这样的结构，板安装在该结

构上以形成工作平台。随着在电梯井内工作的深入，另外的脚手架被添加至已有的脚手架

上从而将工作平台移动至更高的水平。

[0009] 在其它示例中，称之为临时电梯的装置可用作临时工作平台。临时电梯可从上部

电梯井位置上悬置并且可借助于安装在临时电梯上或者安装在电梯井中的绞车在单独的

攀缘绳索上在电梯井内部竖直地行进。

[0010] 当能够改进临时电梯时，这将是有利的。

发明内容

[0011] 上述目的以及未具体列举的其它的目的可通过构造成在电梯井中使用的临时电

梯装置来获得。临时电梯装置包括平台组件和构造成支撑所述平台组件的框架组件。框架

组件包括一个或更多个安全组件。提升组件构造成有助于在电梯井内部提升平台组件和框

架组件。攀缘绳索附接至提升组件并且具有张力。安全组件构造成在攀缘绳索中失去张力

的情况下接合电梯导轨。

[0012] 上述目的以及未具体列举的其它目的也可通过在电梯井中使用的临时电梯装置

来获得。所述临时电梯装置包括构造成支撑平台的框架组件。框架组件包括一个或更多个

安全组件。一个或更多个导块连接至框架。每个导块具有构造成接触导轨表面的端面。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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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构件联接至一个或更多个导块。轨道调整构件构造成调整在导块的相对端面之间的距

离，以确保当临时电梯装置在电梯井内部移动时导块的相对端面与导轨的表面接触。

[0013] 上述目的以及未具体列举的其它目的也可通过在电梯井中使用的临时电梯装置

来获得。临时电梯装置包括构造成支撑平台的框架组件。框架组件包括一个或多个安全组

件。相对的导块连接至框架。导块在导轨周围对中并且与导轨的表面接触，以便确定导轨的

中心线。通过临时电梯确定导轨的中心线允许临时电梯在安装其它电梯井设备时用作计量

器。

[0014] 在根据附图来阅读时，临时电梯装置的各种目的和优点根据优选实施例的以下详

细描述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将变得更明显。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临时电梯装置的示意性立体图；

[0016] 图2是图1的临时电梯装置的一部分的示意性立体图，其示出了平台组件和提升组

件；

[0017] 图3是图2的提升组件的一部分的立体图，其示出了处于收缩布置中的提升组件；

[0018] 图4是图2的提升组件的一部分的立体图，其示出了处于膨胀布置中的提升组件；

[0019] 图5是图1的临时电梯装置的安全组件的示意性立体图；

[0020] 图6是图5的安全组件的示意性立体图，其示出了处于不接合布置中的安全组件；

[0021] 图7是图5的引导组件和安全组件的示意性立体图，其示出了处于接合布置中的安

全组件；以及

[0022] 图8是图5的安全组件在立体形式的详细视图，其示出了安全组件与电梯导轨接

合。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现在临时参考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将对本发明进行描述。然而，本发明能够被表

述成不同的形式并且不应当解释为限于此处所阐述的实施例。更确切地讲，提供这些实施

例以使本申请将更彻底且更完整，并且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将更全面地表达本发明的范

围。

[0024] 除非另有限定，此处所使用的所有技术术语和科学术语的含义与本发明所属的技

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此处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仅

用于描述特定的实施例并且不旨在限制本发明。正如在本发明的说明书和所附的权利要求

中所使用的，单数形式的"一"、“一个”和"所述"也将包括复数形式，除非文件中另有说明。

[0025] 除非另有说明，正如在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中所使用的，表述尺度、例如长度、宽度、

高度等的数量的所有数字将理解为在所有实施例中由术语“大约”来修饰。因此，除非另有

说明，在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中所阐述的数字的性质是近似的，其可根据在本发明的实施例

中所力求获得的所要求的性质而改变。尽管阐述本发明的很大范围的数值范围和参数是近

似的，但是在具体的示例中所阐述的数值尽可能精确地描述。然而，任何数值由于它们在各

自的测量中形成的误差而必然内在地包含一定误差。

[0026] 说明书和附图公开了一种构造成在电梯井内部用作临时工作平台的临时电梯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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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通常地，临时电梯装置从一根或更多根攀缘绳索上悬置并且构造成用于从电梯井的一

个水平竖直地运动至另一水平。临时电梯装置包括安全组件，所述安全组件构造成在一根

或更多根攀缘绳索中失去张力的情况中接合电梯导轨。

[0027] 正如此处所使用的，术语"电梯井"限定为意思是在建筑物内部的竖直定向的空

间，一个或更多个电梯、小型升降机或者物料提升机在所述竖直定向的空间内部行进。正如

此处所使用的术语"临时电梯装置"限定为意思是构造成由电梯人员在电梯井内部所使用

的可竖直移动的平台。

[0028] 现在参考图1，临时电梯装置的一个实施例大体上在附图标记10处示出。临时电梯

装置10包括平台组件12、框架组件14和提升组件16。临时电梯装置10由攀缘绳索18悬置在

电梯井内部。提升组件16构造成有助于在电梯井内部提升平台组件12和框架组件14。在所

示的实施例中，框架组件14由相对的悬置绳索20从提升组件16上悬置，并且平台组件12附

接至框架组件14且被框架组件14支撑。在其它实施例中，平台组件12、框架组件14和提升组

件16能够被连接且支撑在其它布置中。

[0029] 再次参考图1，平台组件12包括底板22，所述底板具有设置其上的一个或更多个平

台表面24。平台表面24能够可移除并且构造成为处于电梯井内部的人员提供的支撑表面。

平台表面24可由任何所要求的材料、例如胶合板或者铝制成。平台表面24可具有任何所要

求的厚度、例如0.75英寸或者1.0英寸。可选择地，平台表面24可具有包括非限制的示例的

防滑涂层的所要求的任何表面涂层或者表面处理。

[0030] 再次参考图1，平台组件12可包括可选择的高架顶篷26。顶篷26由从底板22竖直延

伸的多根可伸缩的立柱28支撑。从底板22到顶篷26的距离可经由可伸缩的立柱28调整，并

且如果需要，顶篷26可从平台组件12上移除。顶篷26构造成为处于平台组件12上的人员提

供顶部保护。在某些实施例中，顶篷26可由相对于平台表面24以一定的斜角设置的一个或

更多个刚性面板30形成。可替换地，面板30能够以与平台表面24平行的布置来设置。面板30

可由任何所要求的材料、例如胶合板或者铝制成。面板30可具有任何所要求的厚度、例如

0.75英寸或者1.0英寸。在其它实施例中，顶篷26可由其它结构形成并且可具有其它布置。

作为一个非限定性的示例，顶篷26可形成为由晶格型材料、例如网丝形成的单独的平坦面

板。

[0031] 再次参考图1，轨道结构32从底板22的周边在向上的方向上延伸。轨道结构32构造

成防止处于平台组件12上的人员从底板22上掉落。在所示的实施例中，轨道结构32包括由

可伸缩的横向构件36连接的多根杆34。正如以下所描述的，横向构件36的长度是可调整的

以适应底板22的可调整的宽度和厚度。

[0032] 再次参考图1，框架组件14包括成对的侧支架38，每个侧支架具有第一端部和第二

端部。侧支架38的第一端部连接至平台组件12的底板22且构造成支撑平台组件12的底板

22。横向槽钢40横跨侧支架38的第二端部之间的距离并且连接至侧支架38的第二端部。框

架组件14还可包括将侧支架38的中间部分与横向槽钢40连接的成对的横向槽钢支撑件42。

[0033] 再次参考图1，框架组件14具有高度H1。有利地，根据电梯井的条件或者待安装的

设备的特性在可能需要或要求时，框架组件14的高度H1可通过增加或者移除元件、例如间

隔件(未示出)来调整。

[0034] 框架组件14构造成支撑一个或更多个引导组件44和一个或更多个安全组件46。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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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的实施例中，数量为三个的引导组件44附接至侧支架38的每一个上。然而，在其它实施

例中，多于或少于三个的引导组件44可附接至侧支架38的每一个上。有利地，引导组件44的

竖直位置可通过沿着侧支架38再定位引导组件44来调整。安全组件46设置在侧支架38的第

二端部的每一个处。引导组件44和安全组件46的结构和功能将在下面进行进一步的描述。

[0035] 再次参考图1，悬置绳索20将框架组件14连接至提升组件16。每根悬置绳索20的第

一端部附接至提升组件16，并且每根悬置绳索20的第二端部在每个侧支架38的第二端部附

近的位置处附接至框架组件14。

[0036] 临时电梯10还包括将提升组件16联接至每个安全组件46的一根或更多根安全绳

索48。每根安全绳索48的第一端部附接至提升组件16并且每根安全绳索48的第二端部附接

至安全组件46中的一个上。

[0037] 现在参考图2，底板22(在没有平台表面24的情况下示出的)包括角构件50、侧构件

52和一对或更多对配套延伸构件54。通常地，侧构件52构造成可滑动附接至角构件50。同

时，成对的配套延伸构件54伸缩，从而允许平台组件12的宽度和长度调整至电梯井的内部

尺寸。在所示的实施例中，平台组件12具有介于大约72.0英寸至大约96.0英寸范围内可调

整的长度L1以及介于大约61.0英寸至大约75.0英寸范围内的可调整的宽度W1。然而，在其

它实施例中，长度L1可小于大约72.0英寸或者大于96.0英寸，并且宽度W1可小于61.0英寸

或者大于75.0英寸。

[0038] 再次参考图2，提升组件16包括提升机56和提升机支架组件58。在所示的实施例

中，攀缘绳索18由提升机56接收，并且在临时电梯装置10在电梯井中上升和下降时，提升机

56沿着攀缘绳索18竖直地移动。在可替代的实施例中，提升机56能够以静止的构造附接至

电梯井。在静止的构造中，攀缘绳索18的第一端部固定至临时电梯装置10，并且在临时电梯

装置10上升和下降时，提升机56保持静止。

[0039] 可选择地，提升组件16可包括构造成防止临时电梯装置10超速的超速装置60。正

如此处所使用的，术语“超速”限定为意思是以超过所要求的最大速度的速度行进。第二绳

索62从电梯井悬置并且由超速装置60接收。如果超速装置60感测到临时电梯装置10的速度

超过所要求的最大速度，超速装置60接合第二绳索62以阻止临时电梯装置10进一步移动。

超速装置60可通过测量第二绳索62通过超速装置60的速度来感测临时电梯装置10的速度。

可替换地，速度感测装置(未示出)能够将临时电梯装置10的速度传送至超速装置60。超速

装置60能够是构造成防止临时电梯装置10超速的任何合适的结构、机构或者装置。合适的

超速装置的一个非限制性示例是由总部设在马萨诸塞州Norwood的Tractel公司所销售的

BlocstopTM防坠落装置。

[0040] 再次参考图2，示出了附接至提升组件16的提升机56的提升机支架组件58。然而，

正如以上所述描述的，在提升机56处于静止的构造中时，提升机支架组件58可附接至攀缘

绳索18的第一端部。示出了附接至提升机支架组件58的悬置绳索20和安全绳索48，并且以

下进行更详细的描述。

[0041] 现在参考图3和图4，详细示出了提升组件16。为了更清楚的目的，已经将提升机支

架组件58的一部分切掉。

[0042] 提升机支架组件58包括提升机连接叉64、成对的相对的侧板66和安全致动器68。

提升机连接叉64从提升机56下垂，并且侧板66可滑动地联接至提升机连接叉64。侧板66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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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形成在其中的一个或更多个槽70。一个或更多个销72从提升机连接叉64延伸并且被可滑

动地接收到侧板66的槽70中。应当理解的是，提升机支架组件58可包括任何数量的侧板66，

并且侧板66能够由任何量的槽70和销72可滑动地联接至提升机连接叉64。此外，在其它实

施例中，侧板66可由其它结构、机构或者装置可滑动地联接至提升机连接叉64。

[0043] 再次参考图3和图4，安全致动器68包括弹簧装置74、致动器板76、偏置块78以及一

个或更多个引导杆80。引导杆80从提升机连接叉64下垂。致动器板76固定至引导杆80的远

端。偏置块78可滑动设置在致动器板76和提升机连接叉64之间的引导杆80上，并且固定地

联接至提升机支架组件58的侧板66。因此，偏置块78和侧板66在引导杆80上完全一致地移

动。弹簧装置74构造成偏压偏置块78远离致动器板76上。在所示的实施例中，弹簧装置74包

括围绕引导杆80设置并且在致动器板76和偏置块78中间的一个或更多个压缩弹簧。可替换

地，弹簧装置74可由其它机构和装置形成。

[0044] 正如在图3和图4中所示的，安全绳索48的第一端部联接至提升机支架组件58的致

动器板76，并且悬置绳索20的第一端部联接至提升机支架组件58的侧板66。

[0045] 提升机支架组件58能够可构造成处于收缩布置和膨胀布置中。收缩布置在图3中

示出，并且如图1所示在攀缘绳索18中有张力时形成。在收缩布置中，侧板66相对于致动器

板76收缩，并且弹簧装置74被偏置块78压紧。现在参考图4，示出了处于膨胀布置中的提升

机支架组件58。在攀缘绳索18中没有张力时形成膨胀布置。在膨胀布置中，侧板66相对于致

动器板76延伸，并且弹簧装置74膨胀以偏压偏置块78远离致动器板76。

[0046] 现在参考图5至图8，示出了安全组件46。安全组件46包括一个或更多个安装板82

和制动块84。安全组件46的安装板82附接至框架组件14的侧支架38的前端面和后端面。在

所示的实施例中，安全组件46包括用于将悬置绳索20的第二端部联接至安全组件46的安装

销86。然而，在可替代的实施例中，安装销86和悬置绳索20可联接至具有其它结构、机构或

者装置的框架组件14的侧支架38或者横向槽钢40。

[0047] 安全杠杆88可旋转地附接至安装板82中的一个。安全杠杆88包括由此延伸的变细

部分90。安全绳索48的第二端部附接至安全杠杆88的变细部分90，并且在安全组件46操作

期间有助于安全杠杆88旋转。正如以下更详细地描述的，安全绳索48中的张力引起安全杠

杆88朝着不接合的布置偏压安全组件46。

[0048] 现在参考图8，制动块84附接至侧支架38的外端面，并且构造成在其中接收电梯导

轨92的一部分。

[0049] 再次参考图6和图7，制动块84包括在摩擦构件96和倾斜构件98之间所形成的通道

94。通道94的宽度可通过增加间隔件100或从摩擦构件96移除间隔件100来调整。

[0050] 再次参考图5至图8，连接臂102附接至制动块84并且围绕一轴线旋转，所述轴线垂

直于安全杠杆88的轴线。安全杠杆88的变细部分90通过连接臂102的第一端部被接收。辊

104联接至连接臂102的第二端部，并且设置在制动块84的通道94内部，其中，辊104接触通

道94的倾斜构件98。连接臂102的旋转轴线在辊104和安全杠杆88的变细部分90的中间，其

中，变细部分90大致上向下运动导致辊104大致上向上运动，反之亦然。

[0051] 杠杆弹簧106构造成朝着接合的布置偏压安全组件46，其中，辊104接合导轨92的

端面。更特别地，杠杆弹簧106构造成在向下的方向上偏压连接臂102的第二端部，以引起辊

104在向上的方向上移动。在所示的实施例中，杠杆弹簧106是拉伸弹簧，并且将连接臂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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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端部与制动块84连接起来。将认识到的是，杠杆弹簧106能够是适于朝着接合的布置

偏压安全组件46的任何类型的弹性装置、例如压缩弹簧或者扭力弹簧。

[0052] 现在参考图6至图8,辊104可形成有构造成在不损坏导轨92的情况下接合导轨的

端面的带纹理的表面、例如滚花表面。在其它实施例中，辊104可由构造成在不损坏导轨92

的情况下接合导轨端面的材料、例如高强度聚合材料制成。在其它实施例中，不同于辊104

的结构、机构和装置在不损坏导轨92的情况下可用于接合导轨端面。另一结构的一个非限

制性示例是楔形块。

[0053] 再次参考图6至图8，引导组件44包括一个或更多个导块108。导块108具有相对的

端面110。导块108的相对的端面110由构造成可滑动地接触电梯导轨92的相对的端面的材

料形成，从而允许临时电梯装置10在导块的端面110与导轨92接触的情况下在电梯井中竖

直地移动。导块108的相对的端面110可由具有低摩擦系数、例如0.35或者更小的摩擦系数

的材料形成。在所公开的实施例中，相对的端面110由聚合材料、例如尼龙形成。然而，应当

认识到的是，导块108的相对的端面110可由具有其它摩擦系数的其它所要求的材料形成，

该摩擦系数足以允许临时电梯装置10在导块的端面110与导轨92接触的情况下在电梯井中

竖直地移动。

[0054] 再次参考图6和图7，在相对的端面110之间形成距离D1。距离D1构造成对应于导轨

92的相对的端面的宽度。距离D1是可调整的以容纳具有不同宽度的导轨92。因为距离D1是

可调整的，因此，有利地是，引导组件44将在具有不同宽度的导轨92上工作。在所示的实施

例中，引导组件44可容纳宽度介于大约16mm至大约32mm范围内的导轨92，在其它实施例中，

引导组件44可容纳宽度小于大约16mm或者大于大约32mm的导轨92。

[0055] 再次参考图6和图7，引导组件44包括调整旋转器112、轨道调整构件114和旋转器

连接件116。调整旋转器112联接至侧支架38并且构造成沿着侧支架38竖直地移动。轨道调

整构件114可枢转地联接至调整旋转器112和一个或更多个导块108的每一个上。旋转器连

接件116可枢转地联接至一个或更多个导块108。

[0056] 调整旋转器112、轨道调整构件114和旋转器连接件116协作以调整距离D1，从而容

纳具有不同宽度的导轨92。当所示的实施例包含调整旋转器112、轨道调整构件114和旋转

器连接件116时，应当认识到的是，在其它实施例中，在相对的端面110之间的距离Dl能够通

过其它机构、装置和结构来调整。

[0057] 通常，安全组件46构造成处于"正常地不接合、接合失败"的位置中。换言之，在攀

缘绳索18中具有张力的正常操作条件下，辊104不与导轨92接合。仅在失败条件下，即在攀

缘绳索18中失去张力的条件下，辊104接合导轨92。

[0058] 现在参考图3，此时将描述安全组件46的操作。在正常操作条件下，攀缘绳索18中

的张力传递至提升机支架组件58，从而引起致动器板76向上运动以及引起弹簧装置74随后

压缩。继而，致动器板76的向上定位迫使安全绳索48到向上的位置。现在参考图5和图6，安

全绳索48的向上位置引起安全杠杆88的变细部分90在顺时针方向上旋转。继而，安全杠杆

88迫使连接臂102在逆时针方向上旋转，从而克服杠杆弹簧106的张力并在不接合位置中相

对于导轨92定位辊104。如果在攀缘绳索18和安全绳索48中保持有张力时，辊104就保持在

不接合位置中。

[0059] 现在参考图1和图4，在攀缘绳索18中失去张力的情况下，在提升机支架组件5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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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张力引起弹簧装置74膨胀，并且继而引起致动器板76向下运动。接着，致动器板76的向

下定位迫使安全绳索48处于向下的方向中。现在参考图7，安全绳索48的向下的方向允许杠

杆弹簧106的张力推动安全杠杆88的变细部分90在逆时针方向上旋转。继而，安全杠杆88迫

使连接臂102在顺时针方向上旋转，从而强制辊104在向上的方向上沿着倾斜构件98上升。

当辊104沿着倾斜构件98上升时，正如在图8中所示，辊104的外表面缓慢地移动靠近导轨92

的端面。辊104沿着倾斜构件98连续向上行进直到辊处于与导轨92的接合位置中。辊104保

持在接合位置中直到攀缘绳索18和安全绳索48恢复张力。

[0060] 再次参考图6至图8，在辊104沿着倾斜构件98上升时，辊104接合导轨92并且被压

紧在导轨92和倾斜构件98之间，从而将临时电梯装置10与导轨92有效地结合。因此，防止临

时电梯装置10在电梯井中移动。

[0061] 再次参考图6和图8，在辊104相对于导轨92处于不接合位置的正常操作中时，导块

108的端面110在导轨92周围对中并且与导轨92接触。在临时电梯装置10在电梯井中移动

时，导块的端面110保持与导轨92接触。由于导块的端面在导轨92周围对中，因此能够确定

导轨的中心线。因此，导块108在导轨92周围对中接触允许临时电梯装置10用作计量器。换

言之，在临时电梯装置10在导轨92的中心线周围稳固地定位的情况下，能够利用临时电梯

装置10作为定位装置来设定其它电梯井设备(即门前件-door  fronts)相对于导轨92的中

心线所需要的定位。对于使用门前件这个示例，由于临时电梯装置10相对于导轨92的位置

是已知的，并且由于门前件由导轨92的中心线分开，因此，临时电梯装置10可用作定位装置

以完成特定的定位。有利地，形成底板22和轨道结构32的元件是由有助于使用临时电梯10

作为计量器的材料、例如单杆体系(Unistrut)形成。该材料易于有助于附接固定装置，该固

定装置用于设置其它电梯井设备(即门前件)相对于导轨92的中心线所需要的定位。

[0062] 在另一非限制性的示例中，临时电梯装置10可用作计量器以设置电梯导轨92。由

于导轨92可被拖拉到临时电梯装置10的引导组件44中，并且由于导轨92设置在电梯井的中

心线上，临时电梯装置10可用于设置结构参数、例如在导轨92(通常称之为"DBG")之间的距

离。另外，在具有其它设备、例如激光器或者下垂线(drop  lines)的情况下，临时电梯装置

10也可用于设置导轨92在电梯井中的位置。

[0063] 当以上已经描述了安全组件46以及所述安全组件在如构造成在"正常地不接合、

接合失败"的位置中的图中已经示出时，安全组件46能够构造成在其它布置中的本发明也

在临时电梯的构思中。另一布置的一个示例是安全组件构造成在正常接合或者一直接合的

布置中。在该布置中，安全组件46的辊104与导轨92正常地接合，从而防止临时电梯运动。只

在需要在电梯井中移动临时电梯的情况下，安全组件才可与导轨脱离接触。安全组件能够

由任何需要的结构、机构或者装置来脱离。

[0064] 根据专利法规的规定，临时电梯装置10的原理和操作模式已经在其优选实施例中

进行了解释和展示。然而，必须理解的是，临时电梯装置10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

情况下能够以不同于如已经具体解释和展示的方式来实现。

说　明　书 7/7 页

10

CN 106103328 B

10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8 页

11

CN 106103328 B

1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8 页

12

CN 106103328 B

1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8 页

13

CN 106103328 B

1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8 页

14

CN 106103328 B

1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8 页

15

CN 106103328 B

1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8 页

16

CN 106103328 B

16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7/8 页

17

CN 106103328 B

17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8/8 页

18

CN 106103328 B

1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RA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DRA00017
	DRA00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