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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竖直和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

(57)摘要

一种电梯系统，其允许正常地竖直移动的电

梯轿厢进行水平移动，电梯轿厢自动地附接到电

梯框架或与电梯框架分离，并且水平地移动到另

一个电梯井或其他目的地，或者从另一个电梯井

或其他目的地水平移动。当电梯轿厢支撑在电梯

框架或其他表面上时，为了实现电梯轿厢的竖直

或水平运动，各种线缆、杆、插头和其他设备自动

连接到电梯轿厢或从电梯轿厢断开。一旦与所有

这些装置断开连接，电梯轿厢就可以从电梯框架

和电梯井被水平地推出，并且被推动到其他表面

上(例如建筑物的楼面)，并且水平地移动到其他

目的地。电梯轿厢也可以水平地移动到电梯井

中，并且移动到电梯框架的表面上，并且连接到

框架，从而使得该轿厢然后能够在电梯井中竖直

地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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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结构中的电梯系统，包括：

至少一个竖直电梯井和沿着所述建筑结构的水平面的至少一个水平表面；

两个或更多个电梯轿厢，其中每个轿厢都能够相对于每个其他轿厢独立地移动，竖直

地移动穿过所述至少一个竖直电梯井，并且水平地移动到所述至少一个水平表面；

一对电梯轿厢滑动门，其位于每个电梯轿厢的前壁内；

能够竖直移动的至少一个电梯框架，所述至少一个电梯框架能够附接到所述两个或更

多个电梯轿厢中的电梯轿厢，其中所述电梯轿厢能够与所述至少一个电梯框架分离，并且

能够在所述至少一个水平表面上水平地移动；以及

一对门厅滑动门，其中每个门厅滑动门都悬挂在一对门厅旋转门内的轨道上，通过所

述一对门厅旋转门能够进入所述至少一个水平表面，所述一对门厅旋转门附接至所述至少

一个竖直电梯井的壁；

其中，能够与所述至少一个电梯框架分离的所述电梯轿厢能够通过机动轮移动穿过打

开的所述门厅旋转门，并且移动到所述至少一个水平表面上，以移动到远离所述至少一个

竖直电梯井的目的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电梯框架由多个线缆悬挂，并且

通过多个线缆连接到一个或多个配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线缆和每个配重都位于每个轿厢

和每个电梯框架的竖直路径的外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至少一个第二电梯框架和至少

一个第二电梯轿厢，所述至少一个第二电梯轿厢附接到所述至少一个第二电梯框架，并由

所述至少一个第二电梯框架支撑。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梯轿厢和所述框架中的一个或

多个能够相对于每个其他轿厢和框架独立地移动，并且能够竖直地移动穿过所述至少一个

竖直电梯井。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梯轿厢中的一个或多个能够相

对于每个其他电梯轿厢独立地移动，能够竖直地移动穿过所述每个电梯井，并且能够水平

地移动到每个水平表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在所述建筑结构中的至少一个

第二竖直电梯井，所述至少一个第二竖直电梯井具有另外的一个或多个竖直对齐的电梯框

架，其中每个轿厢都能够沿着所述至少一个水平表面与在任何竖直电梯井中的每个电梯框

架分离和附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电梯轿厢都能够附接到所述电梯

框架，或者与所述电梯框架分离。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电梯轿厢都通过位于所述电梯框

架上或所述轿厢上的至少一对稳定杆稳定。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电梯轿厢还包括用于水平移动

到所述水平表面上的多个轮。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轮是由一个或多个推进电

机推进的机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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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梯轿厢的所述机动轮是可转

向的、可制动的并且可引导的。

13.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用于推进所述电梯轿厢的所述轮的

一个或多个电机的动力由与所述轿厢一起运输的可再充电电池供应。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两个或更多个电梯轿厢中的电

梯轿厢与通过线缆悬挂在所述至少一个电梯井中的静止的电梯框架分离，然后所述电梯轿

厢能够通过所述多个机动轮移动越过所述电梯框架的表面，越过连接楼面，并且移动到相

邻的静止的电梯框架的表面上，所述相邻的静止的电梯框架通过线缆悬挂在不同的电梯井

中，其中所述电梯轿厢被重新附接到所述相邻的电梯框架，然后能够在所述不同的电梯井

中向上或向下移动。

1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电梯轿厢都由所述电梯框架的

支撑表面支撑。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当所述轿厢与所述电梯框架分离以

进行水平移动时，所述电梯框架的所述支撑表面与所述至少一个水平表面对齐。

1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轿厢都包括前入口和后入口。

1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表面是所述建筑结构中的

楼面。

1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对于至少一个电梯轿厢，还包括：一

对第二滑动门，其在同一电梯轿厢的后壁内。

2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位于至少一个电梯轿厢的所述前壁

内的所述一对电梯轿厢滑动门通向包括所述建筑结构中的楼面的所述至少一个水平表面，

并且配置为供来自静止的每个电梯轿厢的乘客从中穿过。

21.根据权利要求20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两个相邻的电梯井以及在所

述相邻的电梯井之间的连接平台，其中每个电梯轿厢都包括打开的后门，使得在一个相邻

电梯井中的乘客可以移动越过所述连接平台，进入相邻电梯轿厢的打开的后门，所述相邻

电梯轿厢能够在电梯井中向上或向下移动。

22.根据权利要求20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

悬挂在所述至少一个竖直电梯井的所述一对门厅旋转门内的所述一对门厅滑动门通

向所述建筑结构中的所述楼面，

每个电梯轿厢都包括：一对轿厢滑动门，其在所述电梯轿厢的后壁内，

所述系统包括：

所述至少一个水平表面还包括：连接平台，其位于所述至少一个电梯井和相邻的第二

电梯井之间；和相邻电梯轿厢，其悬挂在所述相邻的第二电梯井中；以及一对滑动门，其悬

挂在所述相邻的第二电梯井的通向所述建筑结构的其他楼面的一对旋转门内；

使得所述楼面上的乘客移动穿过所述至少一个竖直电梯井的所述一对门厅旋转门和

所述一对门厅滑动门，穿过在所述井中的静止的电梯轿厢的所述前壁内的所述一对电梯轿

厢滑动门，越过所述静止的电梯轿厢，穿过所述静止的电梯轿厢的所述后壁内的所述一对

轿厢滑动门，越过所述连接平台，穿过在所述相邻的第二电梯井中的所述相邻电梯轿厢的

所述后壁内的所述一对轿厢滑动门，越过所述相邻电梯轿厢，穿过在所述相邻电梯轿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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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前壁内的所述一对轿厢滑动门，穿过所述相邻的第二电梯井的所述一对滑动门和所述

一对旋转门，移动到其他楼面。

23.根据权利要求22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通过一个或多个电梯井，并且通过

一个或多个静止的电梯框架，提供了临时通道。

2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电梯轿厢都能够与电梯框架分

离，然后能够通过所述机动轮移动到所述至少一个水平表面上。

2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通过所述机动轮，与所述至少一个电

梯框架分离的所述电梯轿厢在所述至少一个水平表面上水平地移动到另一个建筑结构，移

动到悬挂在另一个电梯井中的另一个静止的电梯框架的表面上，然后附接到所述另一个静

止的电梯框架，并且能够在所述另一个电梯井中向上或向下移动。

2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在至少包括所述建筑结构的楼面的

所述至少一个水平表面的任一水平表面的施工、改建或修复期间，所述至少一个电梯井中

的每个电梯轿厢都可以用作工作人员和/或材料的竖直和/或水平载体。

2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每个电梯轿厢竖直移动穿过所述

竖直电梯井时，由于所有线缆和多个连接点都位于每个电梯轿厢的运动的竖直路径的外

部，所以所述两个或更多个电梯轿厢独立于同一竖直电梯井中的每个其他电梯轿厢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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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竖直和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

[0001] 相关申请交叉引用

[0002] 本专利申请涉及美国专利8430210B2和美国专利8925689B2，其全部内容通过引用

整体并入本文。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宽泛地涉及任何电梯系统，其中，一个或多个电梯轿厢能够进行竖直和水

平两个方向的运动。

背景技术

[0004] 传统的电梯轿厢仅设计和用于在一栋建筑物中竖直地运输乘客。当电梯轿厢中的

乘客希望或需要向竖直那样水平地行进时，传统的电梯轿厢导致约束和低效。例如，在电梯

轿厢中通过竖直移动进出在一个机场航站楼中的停车场或乘客到达楼面的飞机乘客可能

希望水平地移动到在远处的另一个机场航站楼中的不同楼面。目前，这些乘客花费相当多

的时间和精力携带着他们的行李登上和离开电梯轿厢，同时步行或者通过水平运输装置

(例如自动人行道、运输舱，航站楼间轨道车/单轨车、出租车或穿梭巴士)以从一个航站楼

中的期望楼面移动到另一个航站楼中的不同的期望楼面。如果在整个旅程中乘客和他们的

行李可以保持在同一辆载具内，那将会是更加高效的和令人愉快的。

[0005] 另外，能够在同一电梯井中运行多个电梯轿厢的电梯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由

于单个轿厢的机械或电气故障而导致无法运行。如果一个轿厢发生故障或运行能力受到限

制，这可能会放慢或停止在同一电梯井中的其他电梯轿厢的运动。类似地，电梯轿厢可能需

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被改造、翻新或修复，或者需要将轿厢中的很多包裹缓慢且小

心地从电梯轿厢装载或卸载到位于远处的高层建筑的某一楼面的房间中。

[0006] 因此，需要通过以下方式解决所有上述问题和限制：1)使电梯轿厢能够在竖直和

水平运动之间轻松地来回转移；2)通过提供一种将电梯轿厢从电梯框架中快速高效地移除

的方法。还存在对于电梯轿厢的其他用途或应用，该电梯轿厢可以在竖直和水平运动之间

轻松地来回转换。

发明内容

[0007]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电梯系统，其结构包括：至少一个竖直电梯

井和至少一个水平表面，该至少一个水平表面沿着该建筑结构的水平面；一个或多个电梯

轿厢，其中每个轿厢能够相对于每个其他轿厢独立地移动，垂直穿过每个竖直电梯井，并且

能够水平地移动到每个水平表面上。至少一个竖直电梯井包括能够竖直移动的至少一个电

梯框架，该至少一个电梯框架可附接到电梯轿厢；并且每个轿厢能够与该至少一个电梯框

架分离，并且能够在至少一个水平表面上水平地移动。

[0008] 根据一个实施例，每个电梯框架都由多个线缆悬挂并且通过线缆连接到一个或多

个配重。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每个线缆和每个配重都位于每个轿厢和电梯框架的运动的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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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路径的外部。

[0009] 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描述了一种电梯系统，该电梯系统允许正常地竖直移动的电

梯轿厢进行水平移动。在一个实施例中，电梯轿厢可以自动地附接到电梯框架或与电梯框

架分离，然后水平地移动进出另一个电梯井或其他目的地。虽然电梯轿厢在电梯框架或其

他表面上得到支撑，但是为了实现电梯轿厢的竖直或水平运动，各种线缆、杆、插头和其他

设备可以自动地连接到电梯轿厢或从电梯轿厢断开。一旦与所有这些装置断开连接，电梯

轿厢就可以通过其自身的机动轮(或通过其他方法)水平地推出电梯框架和电梯井，到达其

他表面上(例如建筑物的楼面)，并且水平地移动到另一个目的地。类似地，电梯轿厢也可以

通过其自身的机动轮(或通过其他方法)水平地移动到电梯井中并到达电梯框架的表面上，

并且连接到框架，从而使得该轿厢然后能够在电梯井中竖直地移动。通过这些方法，在一个

建筑物/建筑结构中竖直运行的电梯轿厢也可以水平地移动到另一个建筑物/建筑结构，然

后在该建筑物/建筑结构中竖直地运行。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电梯井的前视图，该电梯井包含独立且竖直地

移动的三个电梯框架，每个框架都包含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

[0011] 图2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从斜透视视角观察的三个空电梯框架，以及它

们的悬挂线缆、连接点、引导件和导轨的示意图；

[0012] 图3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电梯框架的前视图，该电梯框架通过线缆悬挂

在电梯井中，其中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位于电梯框架内，并且由电梯框架的基部支撑；

[0013] 图4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电梯框架的俯视图，该电梯框架通过线缆悬挂

在电梯井中，其中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位于电梯框架内，并且由四根杆稳定；

[0014] 图5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电梯框架的仰视图，该电梯框架通过线缆悬挂

在电梯井中，其中展示了位于框架内的可水平移动电梯轿厢的线缆、轿厢和机动轮的位置；

[0015] 图6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电梯框架的侧视图，该电梯框架通过线缆悬挂

在电梯井中，其中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由电梯框架的基部支撑，并且轿厢中的其中一些

乘客穿过轿厢的打开的滑动门离开轿厢到达建筑物的楼面上；

[0016] 图7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静止的电梯框架的侧视图，该电梯框架通过线

缆悬挂在电梯井中，其中分离的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穿过打开的门厅旋转门移出框架，

并且移动到建筑物的楼面上，其中在移动的轿厢内搭乘有乘客；

[0017] 图8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位于电梯井中的电梯框架的后视图，其中可水

平移动的电梯轿厢位于框架内，并且轿厢内的乘客正在等待离开轿厢的后部滑动门并走入

位于相邻电梯井(未图示)中的另一个轿厢的打开的后部滑动门；

[0018] 图9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两个静止的电梯框架的侧视图，每个静止的电

梯框架都通过线缆悬挂在不同的电梯井中，其中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位于每个电梯框架

中，来自一个轿厢的乘客步行穿过这个轿厢的打开的后部滑动门，越过短的楼面，穿过另一

个相邻的电梯轿厢的打开的后部滑动门；

[0019] 图10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两个静止的电梯框架的侧视图，每个静止的电

梯框架都通过线缆悬挂在不同的电梯井中，其中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通过机动轮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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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框架越过短的楼面移动到相邻的空电梯框架的基部上。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现在将参考附图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其中相同的参考编号和字母表示相同或功

能相似的元件。而且，在说明书中，每个参考编号的最左边的数字对应于首次使用该参考编

号的附图。与本文所述相比，本发明的所有元件可以略微不同地配置、组成、构造、定位和/

或操作。

[0021] 说明书中提及的“一个实施例”或“实施例”是指结合实施例描述的特定特征、结构

或特性被包括在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中。说明书中各处出现的短语“在一个实施例中”

不一定都指相同的实施例。

[0022] 另外，说明书中使用的语言主要是为了可读性和指导性目的而选择的，并且可能

没有为了圈定或限制发明主题的范围而选择。因此，本发明的公开内容旨在说明而非限制

权利要求书中所阐述的本发明的范围。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将能够设计本发明的其他实

施例而无需努力或试验。

[0023]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三个电梯框架101A、101B和101C的前视图，这三

个电梯框架101A、101B和101C通过悬挂线缆135悬挂在电梯井100中。每根线缆135都可以连

接到位于每个电梯框架101上的连接点140。每个连接点140可以定位为在水平方向上(未图

示)和竖直方向上远离电梯井100中的每个其他连接点140。当电梯框架101穿过电梯井100

竖直地移动时，每个悬挂线缆135和连接到每个电梯框架101的外部的每个连接点140都可

以位于每个电梯框架101的竖直路径之外。每个悬挂线缆135可以在电梯井100的一侧向上

或向下移动，向上移动并越过滑轮120，并且在配重通道130中向下移动到配重115的顶部，

其中所述线缆135可以连接到所述配重115。每个电梯框架101都可以具有附接到其侧面的

两个或更多的引导件150，该引导件150可以沿着附接到电梯井100的壁170的竖直导轨145

移动。可以存在单独的升降电机155A、155B或155C，这些升降电机通过单独的升降线缆136

在电梯井100中向上或向下移动每个电梯框架101，该升降线缆136连接到位于电梯框架101

的外部(一些升降线缆136可以连接到每个框架的后部)的单独的连接点140(未图示)，并且

还连接到位于建筑结构的升降电机层105上的单独的升降电机155，使得当每个电梯框架

101穿过电梯井100竖直地移动时，每个升降线缆136和每个升降线缆连接点140都可以位于

每个电梯框架101的竖直路径之外。例如，框架101A可以通过升降线缆136A附接到升降电机

155A。

[0024] 每个电梯框架101的基部102都可以支撑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160，该电梯轿厢

160可以牢固地连接到每个电梯框架101。如图所示，位于每个电梯轿厢160内部的乘客站在

每个电梯轿厢地板107的顶部上。当电梯框架101和电梯轿厢160二者相互连接时，它们也可

以被称为电梯厢110。在电梯井100中运行的所有电梯厢110都可以竖直地对齐。因为当每个

电梯轿厢110竖直地移动穿过电梯井100时，所有在水平方向上和竖直方向上分离的悬挂线

缆135、所有升降线缆136，所有在水平方向上和竖直方向上分离的连接点140、所有引导件

150以及电梯系统的所有其他元件都可以位于每个电梯厢110的路径的外部，所以悬挂在电

梯井100中的每个电梯厢110都能够独立于所有其他电梯厢110而竖直地移动穿过电梯井

100。另一方面，因为大多数现有的和传统的电梯厢都是通过连接到每个电梯厢的顶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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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悬挂线缆悬挂，而这种集中的连接位置显然会阻止超过一个的电梯厢在同一个电梯井中

运行，因此大多数常规的电梯厢不能在同一电梯井中彼此独立地移动。

[0025] 图2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从不同透视视角观察的三个空电梯框架101A、

101B和101C、它们的悬挂线缆135、它们的连接点140、它们的引导件150中的一部分，以及它

们的导轨145的示意图。如图2所示，可以存在在水平方向上和竖直方向上彼此分离的多个

单独的连接点140，这些连接点140从每个电梯框架101向外突出，并且在每个电梯框架101

移动穿过电梯井100时远离每个电梯框架101的竖直路径。而且，如图2所示，所有的所述悬

挂线缆135和所有的所述电梯升降线缆136可以系统地、水平地和竖直地彼此分离。所有上

述特征使得多个电梯框架101能够相互独立地在任何方向上(向上或向下)穿过同一电梯井

100移动。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所有这些特征还可以提供一种用于描述和解释的电梯系

统。

[0026] 图3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电梯框架101的前视图，该电梯框架101通过线

缆135悬挂在电梯井100中，所有这些线缆135都可以连接到连接点140，其中可水平移动的

电梯轿厢160位于电梯框架101内，由电梯框架基部102支撑，并且通过两个或更多的稳定杆

(或其他稳定装置)306稳定在电梯框架101内。当电梯框架101到达建筑物/建筑结构的楼面

时，可能发生以下两种情况之一：1)电梯轿厢地板107的顶部(用虚线表示)可以停止在建筑

物楼面312的高度(用点线表示)，使得电梯轿厢160中的乘客可以通过两个打开的轿厢滑动

门300A(未图示为打开)和两个打开的门厅滑动门300B(未单独示出或未图示为打开)离开

并到达到建筑物楼面312上，并且等待的乘客也可以通过所述打开的滑动门300A和300B进

入到电梯轿厢160中；或2)电梯框架基部102的顶部可以在建筑物楼面312的高度处停止，使

得伸缩稳定杆306可以自动地缩回到电梯框架101中(未图示为撤回)，一对门厅旋转门302

可以围绕它们的铰链303完全打开(未图示为打开)，并且定位在电梯轿厢160下方的多个机

动轮304，例如四个机动轮304(两个后轮未图示)可以将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160(内部具

有或不具有乘客)推进到建筑物的楼面312(通过在电梯轿厢的滑动门300A中的窗口301可

以看到这样的乘客)。所述旋转门302的顶部可以用虚线311表示，所述旋转门302的底部可

以用点线314表示，所述旋转门302的每一侧都可以用虚线313表示，并且所述旋转门302的

中心可以用虚线309表示。每个门厅滑动门300B都可以定位在旋转门302的内部，例如悬挂

在轨道上，并且可以在所述旋转门302内往复滑动310。如图所示，每个门厅旋转门302都可

以通过铰链303附接到电梯井100的壁315。所有四个滑动门，300A和300B，可以一起打开或

关闭。

[0027] 在场景1中，在所有乘客已经步行穿过打开的滑动门300之后，所有滑动门300可以

一起关闭，然后电梯厢110可以在电梯井100中向上或向下竖直地移动到另一个目的地楼

面。另一方面，在场景2中，在四个机动轮304已经推动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160穿过打开

的门厅旋转门302之后，所述旋转门302可以一起关闭。然后空电梯框架101可以向上或向下

移动到另一个目的地楼面，并且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160可以通过其机动轮304被推进到

所述建筑物楼面312上的另一个目的地。

[0028] 图4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电梯框架101的俯视图，该电梯框架101由线缆

135悬挂由梁406形成的电梯井100A中，并且由引导件150沿着导轨145引导，其中可水平移

动的电梯轿厢160由电梯框架101的基部102支撑，并且由四个伸缩稳定杆306稳定。一对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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厢滑动门300A可被展示为在电梯轿厢160的前端处的轿厢壁410内关闭，一对门厅滑动门

300B可被展示为在一对门厅旋转门302内关闭，这对门厅旋转门302可以挂接在铰链303上。

在电梯轿厢160的后端处可以存在另一对轿厢滑动门400，该另一对轿厢滑动门400可以被

展示为在电梯轿厢160的后端处的电梯轿厢壁410内关闭。通过电机402，四个伸缩稳定杆

306可以被展示为延伸到四个套管411中，这四个套管411位于电梯轿厢160的侧面中。类似

地，通过电机402，伸缩电力和数据插头403可以自动地延伸到插座412中，该插座412位于电

梯轿厢160的侧面。在电梯轿厢160内部，可以提供用于水平移动乘客的下拉座椅407，建筑

物楼面目的地按钮408可以安装在轿厢壁410内，顶灯和摄像机409可以安装在轿厢160内。

[0029] 同样如图4所示，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160可以通过轿厢的机动轮304被驱动到

电梯框架101的基部102上，并通过转向机构(未图示)定位在电梯框架101的中部，该转向机

构可以在引导机构，例如激光束(未图示)的引导下操控所述机动轮304。通过沿着竖直导轨

145移动的引导件150，电梯井100A中的每个电梯框架101都可以通过引导件150沿着所述电

梯井100A被竖直地引导，其中，竖直导轨145沿着电梯井100A的每个侧面定位。建筑结构中

的每个电梯井100都可以由建筑物梁406构成，每个电梯框架101及其悬挂线缆135都可以穿

过该建筑物梁406移动。如图4所示，两个或更多的电梯井100可并排或端对端地构造，即

100A、100B、100C和100D。

[0030] 图5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电梯框架101的仰视图，该电梯框架101由线缆

135悬挂在由梁406形成的电梯井100A中，并由引导件150沿着导轨145引导，其中可水平移

动的电梯轿厢160由电梯框架101的基部102支撑，并且由四个伸缩稳定杆306稳定。电梯轿

厢160的每个机动轮304都可以通过轴500连接，并且所有机动轮304都可以由一个或多个推

进电机501推进。每个机动轮304都可以通过转向机构(未图示)转向。每个机动轮304也都可

以通过制动机构(未图示)制动。通过引导机构(未图示)，例如磁性引导件和金属线、激光引

导件、电子传感器和/或其他合适的引导机构(未图示)，每个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160也

都可以水平地引导。

[0031] 图6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静止的电梯框架101的侧视图，该电梯框架101

由线缆135悬挂在由梁406形成的电梯井100A中，并由引导件150沿着导轨145引导。位于电

梯框架101内的可以是具有乘客的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160，其中乘客离开轿厢160的地

板107，穿过打开的滑动门300A和300B(未图示为打开)到达建筑物的楼面312。电梯轿厢160

的顶部161也被展示出。打开的门厅滑动门300B(未图示为打开)可以展示为在由铰链303支

撑的关闭的门厅旋转门302内。关闭的滑动后门400可以展示为在电梯轿厢160的后部。电梯

轿厢160的机动轮304可以由电梯框架101的基部102支撑。电梯轿厢160可以由四个伸缩稳

定杆306(未图示)稳定，这四个伸缩稳定杆306自动地插入电梯轿厢160侧面上的四个稳定

套筒411中(两个未图示)。伸缩电力和数据插头403(未图示)可以自动地插入到电梯轿厢

160侧面上的电力和数据插座中，以在轿厢160在电梯井100A中竖直移动时向轿厢160提供

电力和数据，并且提供电力以向用于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160的电池充电。如图6所示，可

以存在附接到轿厢160的蓄电池604，该蓄电池604可以用作电机501(未图示)的动力，以在

电梯轿厢160与电梯框架101分离并水平地移动到某表面时推进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

160。

[0032] 图7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静止的电梯框架101的侧视图，该电梯框架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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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线缆135悬挂在由梁406形成的电梯井100A中，并且由引导件150沿着导轨145引导。电梯

框架101的基部102的顶部可以被展示为位于与建筑物/建筑结构的楼面312相同的高度上。

两个门厅旋转门302都可以旋转至完全打开，并且可以悬挂在它们的铰链303上。一对轿厢

前部滑动门300A可以保持关闭并且一对轿厢后部滑动门400也可以保持关闭。图7中示出了

电梯门厅的壁700和门厅上方的天花板701。伸缩稳定杆306(未图示)可以通过稳定杆电机

402(未图示)自动地从稳定套筒411缩回并进入电梯框架101中。类似地，伸缩电力和数据插

头403(未图示)可以通过电力和数据电机402(未图示)自动地从电力和数据插座412中缩回

并进入电梯框架101中。此时，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160可以通过其机动轮304(两个未图

示)被推出电梯框架101，并且被推到建筑物或其他建筑结构的楼面312的表面上，其中电梯

轿厢160内可以有或没有乘客。

[0033] 一旦完全到达电梯框架101的外部，有或没有乘客的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160可

以通过其机动轮304在任何水平表面上推进，只要其电池604中的电量可以维持。例如，电梯

轿厢160可以行进到建筑物楼面312上的其他目的地；它可以越过桥从一个建筑物行进到另

一个建筑物(未图示)；并且如果第二建筑物中的兼容的电梯框架101是空的，则电梯轿厢

160可以通过其他打开的门厅旋转门302进入并移动到第二框架101(未图示)中。此时，其他

伸缩稳定杆306可以自动地插入到电梯轿厢160的稳定套筒411(未图示)中，并且另外的伸

缩电力和数据插头402可以自动地插入到轿厢160的电梯和数据插座412(未图示)中。一旦

其他的门厅旋转门302(未图示)被关闭，新电梯厢110就可以在第二建筑物(未图示)中的新

电梯井100B中再次竖直地向上或向下移动。

[0034] 图8是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电梯框架101A的后视图，该电梯框架101A由引导件

150沿着两个竖直导轨145穿过电梯井100A引导。位于电梯框架101A内的是可水平移动的电

梯轿厢160A的后视图。轿厢的机动轮304可以由电梯框架的基部102A的顶部支撑，并且电梯

轿厢160A可以由伸缩稳定杆306稳定。可以关闭两个后部滑动门400，并且可以从位于滑动

门400中的窗口301看到轿厢160A内的乘客。当电梯厢110A在电梯井100A中竖直地向上或向

下移动时，两个后部滑动门400都不能滑动打开，因为它们必须被锁住。当电梯厢110A停在

建筑物楼面312处时，可以发生以下几种情况之一：(1)如果电梯轿厢160A的地板107A停在

建筑物的楼面312处(由虚线表示)，则在静止的电梯轿厢160A中的乘客可以走出轿厢的打

开的前部滑动门300A和300B(未图示)，走到到建筑物的楼面312的表面(未图示)上。但是，

除非存在另一个电梯轿厢160B(未图示)在直接相邻的电梯井100B(未图示)中等待，同时另

一个电梯轿厢160B的地板107B也停在相同的楼面312(未图示)上，否则轿厢160A的后部滑

动门400必须保持关闭和锁住。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两个电梯轿

厢160A和160B的后部滑动门400都可以自动地解锁并打开，使得一个静止的电梯轿厢160中

的乘客可以越过在两个处于等待的静止的轿厢160之间的短的楼面/连接平台800(未图

示)，走进另一个静止的轿厢160中(更详细的说明请参见图9)。

[0035] 另一方面，(2)如果电梯框架101A的基部102A的顶部停在建筑物的楼面312处，则

在电梯轿厢160A自动地与电梯框架101A分离之后，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160A可以通过其

机动轮304移出框架101A，要么：(a)穿过打开的门厅旋转门302到达建筑物门厅楼面312(未

图示)，要么：(b)如果在相同的建筑物楼面312高度处，相邻电梯井100B中等待有其他空电

梯框架101B的基部102B，那么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160A可以通过其机动轮304移出竖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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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A中的框架101A，穿过短的楼面/连接平台800(未图示)，进入等待在电梯井100B(未图

示)中的空电梯框架101B，其中轿厢160A可以自动地重新附接到框架101B。根据本发明的一

个实施例，然后电梯框架101B可以携带着电梯轿厢160A再次竖直地在电梯井100B中上或下

移动(更详细的说明请参见图10)。

[0036]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图9是两个静止的电梯框架101A和101B的侧视图，每个

电梯框架101A和101B分别由悬挂线缆135悬挂在两个相邻的电梯井100A和100B中，并且分

别由引导件150沿着导轨145引导，电梯井100A和100B由短的楼面/连接平台800分开，该短

的楼面/连接平台800由建筑物梁406支撑。在电梯框架101A内的是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

160A，在电梯框架101B内的是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160B。每个电梯轿厢160A和160B的后

部滑动门400A和400B可以分别打开，使得静止的轿厢160A中的乘客可以越过轿厢160A中的

轿厢地板107A，穿过打开的后部滑动门400A和400B，越过由梁406支撑的短的楼面/连接平

台800，走入静止的轿厢160B，而不必进入门厅900。类似地，静止的轿厢160B中的乘客可以

越过轿厢160B中的轿厢地板107B，穿过打开的后部滑动门400B和400A，越过由梁406支撑的

短的楼面/连接平台800，走入静止的轿厢160A，而不必进入门厅900。类似地，如图9所示，如

果后部滑动门400B和400A可以保持打开，如果电梯轿厢160A和160B的前部滑动门300A可以

保持打开，并且如果每个建筑物门厅900A和900B的前部门厅滑动门300B也可以保持打开，

则在每个静止的电梯轿厢160A和160B和在每个门厅900A和900B中的所有乘客都可以进入

每个所述轿厢和每个所述门厅。

[0037] 图10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两个静止的电梯框架101A和101B的侧视图，每

个电梯框架101A和101B都由线缆135分别悬挂在由梁406形成的两个相邻的电梯井100A和

100B中，并且分别由引导件150沿着导轨145引导，电梯井100A和100B由短的楼面/连接平台

800分开，该短的楼面/连接平台800由梁406支撑。每个电梯框架101A和101B的基部102A和

102B可以分别与建筑物/建筑结构的楼面312齐平。在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160A自动地与

电梯框架101A分离之后，电梯轿厢160A可以通过其机动轮304推进，穿过电梯井100A和电梯

井100B之间的开放区域1000，越过由建筑物梁406支撑的短的楼面/连接平台800，并进入电

梯框架101B。此时，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160A具有两种选择：(1)它可以请求门厅旋转门

302B旋转至完全打开，使得可水平移动的轿厢160A可以通过其机动轮304被推进到门厅

900B的表面312上，并且通过其机动轮304移动到新的目的地；或(2)它可以保持在电梯框架

101B中。一旦处于框架101B中，电梯轿厢160A可以通过电机402(未图示)自动地重新附接到

其他伸缩稳定杆306(未图示)和其他伸缩电力和数据插头403(未图示)。之后，具有牢固地

重新附接的可水平移动的电梯轿厢160A的电梯框架101B可以在电梯井100B中竖直地向上

或向下移动。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通过一个或多个电梯井和一个或多个静止的电梯框架，

提供了一个或多个临时通道。此外，在该建筑结构的任何楼面的施工、改建或修复期间，电

梯井中的每个电梯轿厢都可以用作工作人员和/或材料的竖直和/或水平载体。

[0038] 在整个说明书和附图中，参考具体结构给出示例性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将会理解，本发明可以以其他具体形式来实施。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将能够实践这样

的其他实施例而无需过度的实验。为了本专利文件的目的，本发明的范围不仅限于具体的

示例性实施例或前述说明书中的可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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