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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螺杆式垂直电梯及其工

作方法，涉及运输机械领域，包括井道、轿厢和驱

动机构，驱动机构包括电机、传动杆和复数根螺

杆，复数根所述螺杆竖直设置于轿厢周围，每个

螺杆套设有一螺母，螺母通过第一连接件连接于

轿厢，每个螺杆设有一第二齿轮，电机的输出轴

设有蜗杆，传动杆的上端设有与蜗杆相啮合的蜗

轮，下端设有与各第二齿轮均相互啮合的第一齿

轮。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利用螺杆和螺母的螺旋

传动方式实现轿厢升降的动作，带一定的自锁功

能并且省力，可以避免轿厢发生坠落事件。蜗杆

和蜗轮的设计让驱动机构带有自锁功能，保证设

备的可控性和安全性。第二齿轮和第一齿轮的设

计可以保证四根螺杆同步转动，让轿厢升降的更

加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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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螺杆式垂直电梯，包括井道、轿厢和使轿厢在井道内垂直升降的驱动机构，其特

征在于：所述驱动机构包括电机、传动杆和复数根螺杆，复数根所述螺杆竖直设置于轿厢周

围，所述螺杆的上下两端可转动地设置于井道的上下两端；每个螺杆套设有一螺母，所述螺

母通过第一连接件连接于所述轿厢，每个螺杆设有一第二齿轮，所述电机的输出轴设有蜗

杆，所述传动杆的上端设有与蜗杆相啮合的蜗轮，下端设有与各螺杆的第二齿轮均相互啮

合的第一齿轮；所述螺杆的数量为四，四根螺杆两两一组地设置于轿厢的左右两侧，所述第

一连接件包括底板，该底板的一侧端设有第一侧板，另一相邻侧端设有第二侧板，并在底板

上形成一用于包裹轿厢底角的凹槽，所述第一侧板的外侧壁设有所述螺母，底板的上端面

设有至少一插销，所述轿厢的底面设有与插销相配合的盲孔；所述井道内设有相互间隔的

第一支撑板和第二支撑板，井道顶部与第一支撑板之间形成第一机房，第一支撑板与第二

支撑板之间形成第二机房；所述传动杆通过轴承可转动地设置于井道顶部、第一支撑板和

第二支撑板，并且蜗轮位于第一机房，第一齿轮位于第二机房；所述螺杆通过轴承可转动地

设置于第一支撑板和第二支撑板，所述螺杆的侧壁在同一高度上设有至少三个均匀分布的

支撑臂，所述支撑臂设有至少一与第二支撑板的上端面相抵触的滚轮；所述第二支撑板的

上端面设有与滚轮相配合的圆环形导槽，所述圆环形导槽的表面装设有导轨；还包括上卷

帘和下卷帘，所述井道内在轿厢的上方设有上卷轴，在轿厢的下方设有下卷轴，所述上卷帘

的一端缠绕于上卷轴，另一端连接于轿厢的上端面，所述下卷帘的一端缠绕于下卷轴，另一

端连接于轿厢的下端面；上卷轴配设有用于收卷上卷帘的上扭簧，下卷轴配设有用于收卷

下卷帘的下扭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螺杆式垂直电梯，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的表面设有弹性

橡胶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螺杆式垂直电梯，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的下端面与第一

侧板之间设有呈三棱柱形的加强板。

4.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螺杆式垂直电梯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杆的下端

设有与各螺杆的第二齿轮均相互啮合的第一齿轮，保证四根螺杆同步转动，当电机驱动螺

杆转动时，利用四根螺杆和螺母的螺旋传动方式实现轿厢升降的动作；当轿厢上升时，拉动

下卷帘展开，上卷帘门在上扭簧的作用下收卷于上卷轴；当轿厢下降时，拉动上卷帘展开，

下卷帘在下扭簧的作用下收卷于下卷轴，上卷帘和下卷帘在轿厢门板的上下方形成一屏

障，当电梯停止且轿厢与层门发生错位时，这道屏障可以将各层门与井道隔开。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螺杆式垂直电梯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四个带螺母的第

一连接件包裹轿厢的四个底角，从而支撑起整个轿厢；当其中一个第一连接件发生故障，无

法沿螺杆正常上升时，轿厢也能在其他三个第一连接件的支撑下上升。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螺杆式垂直电梯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轿厢分配到各螺杆上

的重量由这些支撑臂和滚轮承受，这样就由螺杆的上端来承受重量，避免螺杆下端因承重

过大而变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螺杆式垂直电梯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插销和盲孔相互

套接，可以减少第一侧壁和第二侧壁的受力，防止第一连接件与轿厢相互滑动。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螺杆式垂直电梯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由于每个零件之间可

能会存在着微小差异，而这些微小差异可能会让各第一连接件上升或下降时相互之间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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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差，而弹性橡胶层可以有效地中和行程差，提升该电梯的可靠性和平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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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螺杆式垂直电梯及其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运输机械领域，更具体的讲是一种螺杆式垂直电梯及其工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梯是一种以电动机为动力的垂直升降机，装有箱状吊舱，用于多层建筑乘人或

载运货物的运输工具。垂直升降电梯具有一个轿厢，运行在至少两列垂直的或倾斜角小于

15°的刚性导轨之间。轿厢尺寸与结构形式便于乘客出入或装卸货物。习惯上不论其驱动方

式如何，将电梯作为建筑物内垂直交通运输工具的总称。19世纪中期开始出现液压电梯，至

今仍在低层建筑物上应用。1852年，美国的E.G.奥蒂斯研制出钢丝绳提升的安全升降机。现

有电梯仍存在以下问题：1.电梯出现故障时，轿厢存在坠落的可能，而中高层建筑中的轿厢

一旦坠落就容易发生乘客死亡的情况，给人们带来极大伤害。2.新闻上时有报道乘坐电梯

时因踩空坠入井道而死亡的事件，踩空的原因是电梯停止时轿厢与层门相错位，乘客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进入层门，导致踩空坠入井道。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螺杆式垂直电梯及其工作方法，目的在于解决现有电梯存在轿厢

存在坠落风险、轿厢与层门相错位时容易发生乘客踩空的事件等缺点。

[0004]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螺杆式垂直电梯，包括井道、轿厢和使轿厢在井道内垂直升降的驱动机构，所述驱

动机构包括电机、传动杆和复数根螺杆，复数根所述螺杆竖直设置于轿厢周围，所述螺杆的

上下两端可转动地设置于井道的上下两端；每个螺杆套设有一螺母，所述螺母通过第一连

接件连接于所述轿厢，每个螺杆设有一第二齿轮，所述电机的输出轴设有蜗杆，所述传动杆

的上端设有与蜗杆相啮合的蜗轮，下端设有与各螺杆的第二齿轮均相互啮合的第一齿轮。

[0005] 进一步，所述螺杆的数量为四，四根螺杆两两一组地设置于轿厢的左右两侧，所述

第一连接件包括底板，该底板的一侧端设有第一侧板，另一相邻侧端设有第二侧板，并在底

板上形成一用于包裹轿厢底角的凹槽，所述第一侧板的外侧壁设有所述螺母。

[0006] 进一步，所述底板的上端面设有至少一插销，所述轿厢的底面设有与插销相配合

的盲孔。

[0007] 进一步，所述凹槽的表面设有弹性橡胶层。

[0008] 进一步，所述底板的下端面与第一侧板之间设有呈三棱柱形的加强板。

[0009] 进一步，所述井道内设有相互间隔的第一支撑板和第二支撑板，井道顶部与第一

支撑板之间形成第一机房，第一支撑板与第二支撑板之间形成第二机房；所述传动杆通过

轴承可转动地设置于井道顶部、第一支撑板和第二支撑板，并且蜗轮位于第一机房，第一齿

轮位于第二机房；所述螺杆通过轴承可转动地设置于第一支撑板和第二支撑板，所述螺杆

的侧壁在同一高度上设有至少三个均匀分布的支撑臂，所述支撑臂设有至少一与第二支撑

板的上端面相抵触的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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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第二支撑板的上端面设有与滚轮相配合的圆环形导槽。

[0011] 进一步，所述圆环形导槽的表面装设有导轨。

[0012] 进一步，还包括上卷帘和下卷帘，所述井道内在轿厢的上方设有上卷轴，在轿厢的

下方设有下卷轴，所述上卷帘的一端缠绕于上卷轴，另一端连接于轿厢的上端面，所述下卷

帘的一端缠绕于下卷轴，另一端连接于轿厢的下端面；上卷轴配设有用于收卷上卷帘的上

扭簧，下卷轴配设有用于收卷下卷帘的下扭簧。

[0013] 一种上述螺杆式垂直电梯的工作方法：所述传动杆的下端设有与各螺杆的第二齿

轮均相互啮合的第一齿轮，保证四根螺杆同步转动，当电机驱动螺杆转动时，利用四根螺杆

和螺母的螺旋传动方式实现轿厢升降的动作；当轿厢上升时，拉动下卷帘展开，上卷帘门在

上扭簧的作用下收卷于上卷轴；当轿厢下降时，拉动上卷帘展开，下卷帘在下扭簧的作用下

收卷于下卷轴，上卷帘和下卷帘在轿厢门板的上下方形成一屏障，当电梯停止且轿厢与层

门发生错位时，这道屏障可以将各层门与井道隔开，避免乘客因踩空而坠入井道。

[0014] 进一步，通过四个带螺母的第一连接件包裹轿厢的四个底角，从而支撑起整个轿

厢；当其中一个第一连接件发生故障，无法沿螺杆正常上升时，轿厢也能在其他三个第一连

接件的支撑下上升。

[0015] 进一步，轿厢分配到各螺杆上的重量由这些支撑臂和滚轮承受，这样就由螺杆的

上端来承受重量，避免螺杆下端因承重过大而变形。

[0016] 进一步，所述插销和盲孔相互套接，可以减少第一侧壁和第二侧壁的受力，防止第

一连接件与轿厢相互滑动。

[0017] 进一步，由于每个零件之间可能会存在着微小差异，而这些微小差异可能会让各

第一连接件上升或下降时相互之间产生行程差，而弹性橡胶层可以有效地中和行程差，提

升该电梯的可靠性和平稳性。

[0018] 由上述对本发明结构的描述可知，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其一、本发明，包括井道、轿厢和驱动机构，驱动机构包括电机、传动杆和复数根螺杆，

每个螺杆套设有一螺母，螺母通过连接件连接于轿厢，每个螺杆设有一第二齿轮，电机的输

出轴设有蜗杆，传动杆的上端设有与蜗杆相啮合的蜗轮，下端设有与各螺杆的第二齿轮均

相互啮合的第一齿轮。本发明通过电机驱动螺杆转动，利用螺杆和螺母的螺旋传动方式实

现轿厢升降的动作，螺杆和螺母的设计，让上述驱动机构均有自锁功能，可以防止轿厢发生

坠落事件，同时由于蜗杆和涡轮的存在，使上述驱动机构增添一层自锁功能，以保证设备的

可控性和安全性。传动杆的下端设有与各螺杆的第二齿轮均相互啮合的第一齿轮，这种设

计可以保证四根螺杆同步转动，让轿厢升降的更加平稳。

[0019] 其二、本发明还包括上卷帘、下卷帘、上卷轴和下卷轴，上卷帘的一端缠绕于上卷

轴，另一端连接于轿厢的上端面，下卷帘的一端缠绕于下卷轴，另一端连接于轿厢的下端

面。轿厢上升时，拉动下卷帘展开，上卷帘门在上扭簧的作用下收卷于上卷轴；轿厢下降时，

拉动上卷帘展开，下卷帘在下扭簧的作用下收卷于下卷轴，上卷帘和下卷帘在轿厢门板的

上下方形成一屏障，当电梯停止，轿厢与层门发生错位时，这道屏障可以将各层门与井道隔

开，避免乘客因踩空而坠入井道。

[0020] 其三、本发明中，井道内设有第一支撑板和第二支撑板，并在井道内形成第一机房

和第二机房；传动杆通过轴承可转动地设置于井道顶部、第一支撑板和第二支撑板，并且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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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位于第一机房，第一齿轮位于第二机房；螺杆通过轴承可转动地设置于第一支撑板和第

二支撑板，所述螺杆的侧壁在同一高度上设有至少三个均匀分布的支撑臂，每个支撑臂设

有至少一与第二支撑板的上端面相抵触的滚轮。轿厢分配到各螺杆上的重量由这些支撑臂

和滚轮承受，这样就由螺杆的上端来承受重量，可以避免螺杆下端因承重过大而变形的问

题。而第一支撑板和第二支撑板所形成的第一机房和第二机房，可以将驱动机构的主要机

械部分与井道内的轿厢相互隔开，保证轿厢内的安静，同时也方便工作人员对驱动机构进

行日常维护和维修。

[0021] 其四、本发明中，第一连接件包括底板，该底板的一侧端设有第一侧板，另一相邻

侧端设有第二侧板，并在底板上形成一用于包裹轿厢底角的凹槽，第一侧板的外侧壁设有

螺母。通过四个带螺母的第一连接件包裹轿厢的四个底角，从而支撑起整个轿厢，方便拆装

轿厢。当其中一个第一连接件发生故障，无法沿螺杆正常上升时，轿厢也能在其他三个第一

连接件的支撑下上升。

[0022] 其五、本发明中，第一连接件包括底板，底板的上端面设有至少一插销，轿厢的底

面设有与插销相配合的盲孔，插销和盲孔相互套接，可以减少第一侧壁和第二侧壁的受力，

防止第一连接件与轿厢相互滑动。第一连接件的凹槽的表面设有弹性橡胶层。由于每个零

件之间可能会存在着微小差异，而这些微小差异可能会让各第一连接件上升或下降时相互

之间产生行程差，而弹性橡胶层可以有效地中和行程差，提升该电梯的可靠性和平稳性。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轿厢的四个底角各自所对应的第一连接件。

[0025] 图3为第二连接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第二连接件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参照附图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参照图1，一种螺杆式垂直电梯，包括井道a、轿厢1和使轿厢1在井道a内垂直升降

的驱动机构2。驱动机构2包括电机21、传动杆22和复数根螺杆23。其中复数根螺杆23竖直设

置于轿厢1的周围，每个螺杆23的上下两端可转动地设置于井道a的上下两端。每个螺杆23

套设有一螺母24，并且螺母24通过第一连接件3连接于轿厢1。每个螺杆23设有一第二齿轮

231，电机21的输出轴设有蜗杆211，传动杆22的上端设有与蜗杆211相啮合的蜗轮221，下端

设有与各螺杆23的第二齿轮231均相互啮合的第一齿轮222。作为优选方案：

参照图1和图2，作为优选方案：螺杆23的数量为四，四根螺杆23两两一组地设置于轿厢

1的左右两侧。第一连接件3包括底板33，该底板33的一侧端设有第一侧板31，另一相邻侧端

设有第二侧板32，并在底板33上形成一用于包裹轿厢底角的凹槽30，第一侧板31的外侧壁

设有螺母24。

[0029] 参照图1和图2，底板33的上端面设有至少一插销331，轿厢1的底面设有与插销331

相配合的盲孔（图中未画出）。底板33的下端面与第一侧板31之间设有呈三棱柱形的加强板

34。凹槽30的表面设有弹性橡胶层35。第一侧板31、第二侧板32、底板33和螺母24为一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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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0030] 参照图1、图3和图4，井道a内设有相互间隔的第一支撑板a1和第二支撑板a2，井道

顶部与第一支撑板a1之间形成第一机房a10，第一支撑板a1与第二支撑板a2之间形成第二

机房a20。其中传动杆22通过轴承（图中未画出）可转动地设置于井道顶部、第一支撑板a1和

第二支撑板a2，并且蜗轮221位于第一机房a10内，第一齿轮222位于第二机房a20内。电机21

位于第一机房a10内。螺杆23通过轴承（图中未画出）可转动地设置于第一支撑板a1和第二

支撑板a2，并且各第二齿轮231均位于第二机箱a20内。螺杆23的侧壁在同一高度上设有至

少三个均匀分布的支撑臂232，每个支撑臂232设有至少一与第二支撑板a2的上端面相抵触

的滚轮233。

[0031] 参照图1、图3和图4，作为优选方案：螺杆23的侧壁设有四个均匀分布的支撑臂

232，支撑臂232呈L型并且与螺杆23一体成型。每个支撑臂232设有两个安装孔2321，每个安

装孔2321内装设有一滚轮233。第二支撑板a2的上端面设有与滚轮233相配合的圆环形导槽

a21。圆环形导槽a21的表面装设有导轨a22，该导轨a22有耐磨材料制成。

[0032] 参照图1，本发明还包括上卷帘41和下卷帘42，井道a在轿厢1的上方设有上卷轴

41，在轿厢1的下方设有下卷轴41。上卷帘51的一端缠绕于上卷轴41，另一端连接于轿厢1的

上端面，下卷帘52的一端缠绕于下卷轴42，另一端连接于轿厢1的下端面，并且上卷轴41配

设有用于收卷上卷帘51的上扭簧（图中未画出），下卷轴42配设有用于收卷下卷帘52的下扭

簧（图中未画出）。作为优选方案：上卷轴41通过枢接座挂设于第二支撑板a2的下端面，下卷

轴42通过枢接座设置于井道a的底面。

[0033] 上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设计构思并不局限于此，凡利用此

构思对本发明进行非实质性的改动，均应属于侵犯本发明保护范围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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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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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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