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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梯防坠装置，设置于

一具有两个运行导轨的电梯井内，包括有：一电

梯车厢、一门机系统及两个乘场门。电梯车厢包

括有两个车厢门、两个导靴及两个安全钳，每一

车厢门具有至少一第一对位部，两个导靴及两个

安全钳分别对应两个运行导轨，门机系统设置于

电梯车厢上，并驱动两个车厢门开启或关闭，两

个乘场门设置于每楼层并对应两个车厢门，每一

乘场门具有至少一防坠屏蔽门，其具有至少一分

别对应至少一第一对位部的第二对位部，当至少

一第一对位部及至少一第二对位部未正确定位

而两个乘场门开启时，至少一防坠屏蔽门可阻挡

于两个乘场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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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梯防坠装置，其特征在于，设置于一具有两个运行导轨的电梯井内，包括有：

一电梯车厢，包括有两个车厢门、两个导靴及两个安全钳，所述每一车厢门具有至少一

第一对位部，所述两个导靴及所述两个安全钳分别对应所述两个运行导轨；

一门机系统，设置于所述电梯车厢上并驱动所述两个车厢门开启或关闭；以及

两个乘场门，设置于每楼层并对应所述两个车厢门，所述每一乘场门具有至少一防坠

屏蔽门，其具有至少一分别对应所述至少一第一对位部的第二对位部，当所述至少一第一

对位部及所述至少一第二对位部未正确定位而所述两个乘场门开启时，所述至少一防坠屏

蔽门阻挡于所述两个乘场门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防坠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每一防坠屏蔽门还包

括有一闸门构件、一枢转部及一配重部，所述枢转部、所述配重部及所述至少一第二对位部

分别对应设置于所述至少一闸门构件上，所述枢转部位于下方，所述配重部位于上方且相

较所述枢转部为邻近所述两个乘场门的中央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防坠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每一防坠屏蔽门还包

括有一闸门构件、一枢转部及一配重部，所述枢转部、所述配重部及所述至少一第二对位部

分别对应设置于所述至少一闸门构件上，所述枢转部位于上方，所述配重部位于下方且相

较所述枢转部为远离所述两个乘场门的中央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防坠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每一防坠屏蔽门还包

括有一闸门构件及至少一滑轨总成，所述至少一滑轨总成及所述至少一第二对位部设置于

所述闸门构件上，且所述每一滑轨总成邻近所述两个乘场门的中央处的一端的高度小于所

述每一滑轨总成远离所述两个乘场门的中央处的一端的高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防坠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每一防坠屏蔽门还包

括有一闸门构件、至少一滑轨总成、一导索、至少一滑轮构件及一配重部，所述至少一滑轨

总成及所述至少一第二对位部设置于所述闸门构件上，所述导索连接所述闸门构件及所述

配重部，且所述配重部通过所述导索及所述至少一滑轮构件使所述闸门构件朝向所述两个

乘场门的中央处移动。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9210129 U

2



电梯防坠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梯防坠装置，尤其涉及一种利用装设于乘场门  (厅门、外

门)内的防坠屏蔽门，来增加电梯使用者搭乘电梯稳定性的电梯防坠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进步及都市化的发展，在能有效利用土地并具有多样化用途的前提下，

各式各样高楼层的公寓及商业大楼等成为都市中最常见的建筑物，而为了方便使用者移动

至各楼层，大楼中的电梯装置变成不可或缺的移动手段。

[0003] 一般而言，电梯装置采用曳引驱动方式，以设置于顶端楼层的曳引机作为驱动机

构，利用钢索绳挂设在曳引机上，将钢索绳一端悬吊电梯车厢，另一端悬吊配重块，通过曳

引机的转动，使曳引机及钢索绳产生曳引力来驱使电梯车厢上下运动。

[0004] 然而，目前一般电梯只有一套刹车制动系统，且安装在建筑物的顶楼电梯机房内，

且其线路复杂，电气零件接点众多，只要有一个电气零件接点接触不良或故障，就很容易造

成人员伤亡的意外事故，此事故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搭乘电梯的人员，正在进出，此时，

电梯刹车系统突然失灵，不论电梯往上或往下运行，对于搭乘电梯的人员，皆会造成重大伤

亡意外，第二类：因电梯刹车系统突然失灵，电梯车厢未停在被指定的楼层，当被指定的楼

层电梯乘场门(层门)打开后，搭乘电梯的人员，稍有不注意，就会踩空，而跌入电梯井的底

部，造成严重伤亡意外事件，本实用新型则可避免此类意外事件发生，保障人类生命财产的

安全。

[0005] 国内外各大电梯制造商，都在积极为电梯暴冲夹人的伤亡事件，寻找解决方案而

努力，但截至目前为止，尚未有成熟的技术为各大电梯制造商所采用，因此电梯暴冲夹人的

伤亡事件，层出不穷，时有所闻，例如中国台湾发明专利证书号TW  I599533B(电梯防暴冲方

法及其结构)、中国台湾发明专利证书号TW  I614204B(电梯非预期性位移的瞬间制动保护

装置)，是为解决电梯暴冲所研发出来的技术方案，因这两个技术方案使用了多个电子元

件，相对的零件数越多，故障率也就相对提高，而电子元件一般不易从外观判别其好坏，定

期维修保养也不易察觉，如果遇上停电，其制动刹车效果无法发挥，存在安全隐患，本实用

新型结构简单，未使用电力，不受停电的影响，一旦原有制动刹车失效，不论电梯车厢，停在

电梯井道任一位置，电梯使用者进出电梯，均可获得最大安全保障。

[0006] 另外，为解决已知电梯装置安全性不足的问题，国内外各大电梯制造商，都在积极

为因搭乘电梯而地井的伤亡事件，寻找解决方案而努力，但截至目前为止，尚未有成熟的技

术为各大电梯制造商所采用，因此电梯地井的伤亡事件，层出不穷，时有所闻，例如中国台

湾发明专利证书号TW  I526390B(升降机的进入防地装置)是为解决电梯地井伤亡事件，所

研发出来的技术方案，所述实用新型装置，虽可避免地井伤亡事件发生，因其有第一栅状

带、第二栅状带的装置，造成电梯维修保养人员，要进入电梯车厢上，进行维修保养工作，以

及要至电梯井底部，捡拾搭乘电梯的人员不小心从车厢门与乘场门之间的缝隙所掉落的小

物品，如钥匙、银行卡等，将会增加困扰，电梯井无法进入，而本实用新型无此缺点，再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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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车厢下有随行电缆，后有对重导轨，电梯机坑底有车厢缓冲器，机坑底墙壁有爬梯，这些

皆是电梯必要设备设施，因空间有限，不论是既有电梯或是新设的电梯，如要加装实用新型

专利证书号TW  I526390B(升降机的进入防地装置)，对于日后的维修保养工作，将滞碍难

行，无法施作，而本实用新型是在乘场门内，装一防坠屏蔽门，运用重力自然法则，构造简

单，不影响日后的维修保养工作，电梯使用者，可以获得绝对的安全保障。

[0007] 因此，为解决已知电梯装置安全性不足的问题，本实用新型人构思出一种电梯防

坠装置，利用装设于乘场门(厅门、外门)内的防坠屏蔽门，来增加电梯使用者搭乘电梯装置

的使用安全性，几经研究实验终至完成本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种电梯防坠装置，其利用装设

于乘场门(厅门、外门)内的防坠屏蔽门来改善电梯装置的安全性。

[0009] 为达成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坠装置设置于一具有两个运行导轨的电梯

井内，包括有：一电梯车厢、一门机系统及两个乘场门。电梯车厢包括有两个车厢门、两个导

靴及两个安全钳，每一车厢门具有至少一第一对位部，两个导靴及两个安全钳分别对应两

个运行导轨，门机系统设置于电梯车厢上，并驱动两个车厢门开启或关闭，两个乘场门设置

于每楼层并对应两个车厢门，每一乘场门具有至少一防坠屏蔽门，其具有至少一分别对应

至少一第一对位部的第二对位部，当至少一第一对位部及至少一第二对位部未正确定位而

两个乘场门开启时，至少一防坠屏蔽门可阻挡于两个乘场门之间。

[0010] 上述每一防坠屏蔽门还可包括有一闸门构件、一枢转部及一配重部，枢转部、配重

部及至少一第二对位部分别对应设置于至少一闸门构件上，枢转部位于下方，配重部位于

上方且相较枢转部为邻近两个乘场门的中央处。

[0011] 上述每一防坠屏蔽门还可包括有一闸门构件、一枢转部及一配重部，枢转部、配重

部及至少一第二对位部分别对应设置于至少一闸门构件上，枢转部位于上方，配重部位于

下方且相较枢转部为远离两个乘场门的中央处。

[0012] 上述每一防坠屏蔽门还可包括有一闸门构件及至少一滑轨总成，至少一滑轨总成

及至少一第二对位部设置于闸门构件上，且每一滑轨总成邻近两个乘场门的中央处的一端

的高度小于每一滑轨总成远离两个乘场门的中央处的一端的高度。

[0013] 上述每一防坠屏蔽门还可包括有一闸门构件、至少一滑轨总成、一导索、至少一滑

轮构件及一配重部，至少一滑轨总成及至少一第二对位部设置于闸门构件上，导索连接闸

门构件及配重部，且配重部通过导索及至少一滑轮构件使闸门构件朝向两个乘场门的中央

处移动。

[0014] 以上概述与接下来的详细说明，均为示范性质，是为了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

保护范围，为使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特性与优点能更浅显易懂，将在后续的说明与图标

加以阐述。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暴冲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暴冲装置的俯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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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图3A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暴冲装置的门机系统的第一方案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B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暴冲装置的门机系统的第二方案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C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暴冲装置的门机系统的第三方案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暴冲装置的液压式制动模块的主制动部的第一方案结

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暴冲装置的液压式制动模块的主制动部的第二方案结

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暴冲装置的液压式制动模块的主制动部的第三方案结

构示意图；

[0023]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暴冲装置的液压式制动模块的副制动部的结构示意

图；

[0024] 图8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暴冲装置的液压式制动模块的第一实施例的工作示意

图；

[0025] 图9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暴冲装置的液压式制动模块的第二实施例的工作示意

图；

[0026] 图10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暴冲装置的液压式制动模块的第三实施例的工作示

意图；

[0027] 图11A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暴冲装置的机械式制动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1B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暴冲装置的机械式制动模块的工作示意图；

[0029] 图12A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坠装置的防坠屏蔽门的第一实施例的部分立体结构

示意图；

[0030] 图12B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坠装置的防坠屏蔽门的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3A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坠装置的防坠屏蔽门的第二实施例的部分立体结构

示意图；

[0032] 图13B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坠装置的防坠屏蔽门的第二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4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坠装置的防坠屏蔽门的第三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5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坠装置的防坠屏蔽门的第四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6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坠装置的防坠屏蔽门的第五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6] 【符号说明】

[0037] 10电梯井  101运行导轨

[0038] 102刹车导轨

[0039] 11电梯车厢  111车厢门

[0040] 1111第一对位部  112导靴

[0041] 113安全钳

[0042] 12，12a，12b，12c门机系统  121，121a，121b，121c驱动杆件

[0043] 122a，122b，122c导轨总成

[0044] 130油杯

[0045] 13，13a，13b，13c制动模块  131a，131b，131c，131d主制动部

[0046] 131a1，131b1，131c1，131d1制动杆件  131a2，131b2扣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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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131a3，131b3，131c3油压泵总成  131d2连杆总成

[0048] 131d3，131a4主刹车总成  131a5，131b5，131c5注油口

[0049] 131a6，131b6，131c6回位弹簧  131a7，1322油道

[0050] 131d4第一磁吸构件  131d5第二磁吸构件

[0051] 131d6第三磁吸构件  131d7第四磁吸构件

[0052] 132副制动部  1321副刹车总成

[0053] 14，14a，14b，14c，14d，14e乘场门  1411第二对位部

[0054] 141a，141b，141c，141d，141e防坠屏蔽门

[0055] 141a1，141b1，141c1，141d1，141e1闸门构件

[0056] 141a2，141b2枢转部  141a3，141b3，141d5，141e5配重部

[0057] 141c2，141d2，141e2滑轨总成  141d3，141e3导索

[0058] 141d4，141e4滑轮构件

[0059] 15电梯呼叫钮  16楼层显示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60] 如图1及图2所示，其分别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暴冲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及俯视示

意图。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暴冲装置设置于一具有两个运行导轨101及四个刹车导轨102的

电梯井10内，包括有：一电梯车厢11、一门机系统12、两个制动模块13及两个乘场门14。

[0061] 电梯车厢11包括有两个车厢门111、两个导靴112及两个安全钳113，两个导靴112

及两个安全钳113分别对应两个运行导轨101，门机系统12  设置于电梯车厢11上，具有两个

驱动杆件121并驱动两个车厢门111开启或关闭，两个制动模块13设置于电梯车厢11上，两

个制动模块13分别对应四个刹车导轨102，当门机系统12驱动两个车厢门111开启时，两个

驱动杆件121的至少其一驱动一制动模块13夹钳两个刹车导轨102，两个乘场门14设置于每

楼层并对应两个车厢门111。

[0062] 其中，门机系统12可具有多种方案，如图3A至图3C所示，其分别为本实用新型的电

梯防暴冲装置的门机系统的第一方案结构示意图、第二方案结构示意图及第三方案结构示

意图。如图3A所示，门机系统12a包括驱动杆件121a及导轨总成122a，驱动杆件121a受马达

驱动而移动，并通过导轨总成122a的辅助而抵靠施力至制动模块13。同样地，图3B的门机系

统12b的驱动杆件121b受马达驱动而移动，并通过导轨总成122b 的辅助而抵靠施力至制动

模块13，图3C的门机系统12c的驱动杆件121c  受马达驱动而移动，并通过导轨总成122c的

辅助而抵靠施力至制动模块  13，也就是说，驱动杆件121a，121b，121c及导轨总成122a，

122b，122c 的结构可根据不同结构的门机系统12a，12b，12c进行对应变化，并不局限于此。

[0063] 接下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制动模块13的构成元件，如图4至图7  所示，其分别为

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暴冲装置的液压式制动模块的主制动部的第一方案结构示意图、第二

方案结构示意图、第三方案结构示意图及副制动部的结构示意图。

[0064] 如图4所示，主制动部131a包括一制动杆件131a1、一扣环件131a2、一油压泵总成

131a3、一主刹车总成131a4、一注油口131a5、一回位弹簧  131a6及一油道131a7，扣环件

131a2可固定制动杆件131a1的位置，门机系统12的驱动杆件121对应制动杆件131a1。如图5

所示，主制动部131b  包括一制动杆件131b1、一扣环件131b2、一油压泵总成131b3、一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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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131b5及一回位弹簧131b6，扣环件131b2可固定制动杆件131b1的位置，门机系统12的驱

动杆件121对应制动杆件131b1。如图6所示，主制动部  131c具有一油压泵总成131c3、一注

油口131c5及一回位弹簧131c6。如图7所示，副制动部132具有一副刹车总成1321及一油道

1322。

[0065] 应用上述三种方案的主制动部131a，131b，131c及副制动部132可组合出不同结构

的制动模块，如图8至图10所示，其分别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暴冲装置的液压式制动模块

的第一实施例的工作示意图、第二实施例的工作示意图及第三实施例的工作示意图，同时

配合图4至图7的说明。

[0066] 如图8所示，制动模块13a包括一油杯130、一主制动部131a及一副制动部132，油杯

130供油至主制动部131a，副制动部132连接主制动部  131a，当制动杆件131a1受力时，会使

油压泵总成131a3驱动主刹车总成  131a4及副刹车总成1321夹钳两个刹车导轨102，也就是

说，当门机系统  12指示车厢门111开启时，驱动杆件121会施力推压制动杆件131a1，使主制

动部131a及副制动部132夹钳两个刹车导轨102，让电梯车厢11可以更稳定地停留于指定楼

层，提高电梯使用者进出电梯车厢11时的安全性。

[0067] 如图9所示，制动模块13b包括一油杯130、一主制动部131b及两个副制动部132，油

杯130供油至主制动部131b，两个副制动部132连接主制动部131b，当制动杆件131b1受力

时，会使油压泵总成131b3驱动两个副制动部132的副刹车总成1321夹钳两个刹车导轨102，

改善电梯使用者进出电梯车厢11时的安全性。

[0068] 另外，如图4及图5所示，扣环件131a2，131b2则是可在维修人员进行电梯装置维修

时，以手动方式将制动杆件131a1，131b1设置于固定位置来使制动模块13a，13b持续夹钳刹

车导轨102，使电梯装置稳固地停留在维修人员所指定的维修位置，增加维修作业的安全

性。

[0069] 如图10所示，制动模块13c包括一油杯130、一主制动部131c及两个副制动部132，

油杯130供油至主制动部131c，两个副制动部132连接主制动部131c，主制动部131c受驱动

杆件121施加压力时，会使油压泵总成131c3驱动两个副制动部132的副刹车总成1321夹钳

两个刹车导轨  102，改善电梯使用者进出电梯车厢11时的安全性。

[0070] 如图11A及图11B所示，其分别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暴冲装置的机械式制动模块

的结构示意图及工作示意图。机械式制动模块的主制动部  131d包括有一制动杆件131d1、

一连杆总成131d2、一主刹车总成131d3、一第一磁吸构件131d4、一第二磁吸构件131d5、一

第三磁吸构件131d6  及一第四磁吸构件131d7，第一磁吸构件131d4及一第二磁吸构件

131d5  设置在制动杆件131d1上，第三磁吸构件131d6设置在驱动杆件121上并对应第一磁

吸构件131d4，第四磁吸构件131d7设置在电梯车厢11上并对应第二磁吸构件131d5。

[0071] 详细地说，当门机系统12指示车厢门111开启时，驱动杆件121会施力推压制动杆

件131d1，使连杆总成131d2驱动主刹车总成131d3夹钳刹车导轨102，改善电梯使用者进出

电梯车厢11时的安全性，而在车厢门  111关闭时，制动杆件131d1上的第一磁吸构件131d4

受第三磁吸构件  131d6的磁吸力影响，使制动杆件131d1朝向车厢门111关闭方向移动，在

移动一段距离后，制动杆件131d1因第二磁吸构件131d5及第四磁吸构件131d7相互磁吸而

被限制移动，第三磁吸构件131d6与第一磁吸构件  131d4分离，并随着驱动杆件121回复至

车厢门111关闭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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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接下来，说明设置于乘场门的安全装置，如图12A及图12B所示，其分别为本实用新

型的电梯防坠装置的防坠屏蔽门的第一实施例的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及结构示意图。

[0073] 每一楼层设置有一电梯呼叫钮15及一楼层显示器16，每一车厢门111  具有两个第

一对位部1111，乘场门14c内的防坠屏蔽门141c包括有一闸门构件141c1及两个滑轨总成

141c2，两个滑轨总成141c2及第二对位部  1411设置于闸门构件141c1上，且每一滑轨总成

141c2邻近两个乘场门  14c的中央处的一端的高度小于每一滑轨总成141c2远离两个乘场

门14c 的中央处的一端的高度，详细地说，当第一对位部1111未正确定位而无法抵靠第二

对位部1411时，闸门构件141c1因自身重量而朝向两个乘场门14c的中央处滑动并阻挡于两

个乘场门14c之间，可防止使用者误入发生意外。

[0074] 如图13A及图13B所示，其分别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坠装置的防坠屏蔽门的第二

实施例的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及结构示意图。

[0075] 每一乘场门14a具有两个防坠屏蔽门141a，每一防坠屏蔽门141a具有一对应第一

对位部1111的第二对位部1411，当第一对位部1111及第二对位部1411未正确定位而两个乘

场门14a开启时，四个防坠屏蔽门141a 阻挡于两个乘场门14a之间。

[0076] 详细地说，如图13B所示，乘场门14a内的每一防坠屏蔽门141a包括有一闸门构件

141a1、一枢转部141a2及一配重部141a3，枢转部141a2、配重部141a3及第二对位部1411设

置于闸门构件141a1上，枢转部141a2  位于下方，配重部141a3位于上方且相较枢转部141a2

为邻近两个乘场门  14a的中央处，当第一对位部1111未正确定位而无法抵靠第二对位部

1411 时，闸门构件141a1因配重部141a3的重量而朝向两个乘场门14a的中央处转动并阻挡

于两个乘场门14a之间，因此，可防止电梯车厢11不在正确位置而乘场门14a开启时，使用者

误入发生意外。

[0077] 如图14所示，其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坠装置的防坠屏蔽门的第三实施例的结构

示意图，如图14所示，乘场门14b内的每一防坠屏蔽门141b  包括有一闸门构件141b1、一枢

转部141b2及一配重部141b3，枢转部  141b2、配重部141b3及第二对位部1411设置于闸门构

件141b1上，枢转部141b2位于上方，配重部141b3位于下方且相较枢转部141b2为远离两个

乘场门14b的中央处，详细地说，当第一对位部1111未正确定位而无法抵靠第二对位部1411

时，闸门构件141b1因配重部141b3的重量而朝向两个乘场门14b的中央处转动并阻挡于两

个乘场门14b之间，可防止使用者误入发生意外。

[0078] 如图15所示，其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坠装置的防坠屏蔽门的第四实施例的结构

示意图，如图15所示，乘场门14d内的防坠屏蔽门141d包括有一闸门构件141d1、两个滑轨总

成141d2、一导索141d3、三个滑轮构件141d4及一配重部141d5，两个滑轨总成141d2及第二

对位部1411设置于闸门构件141d1上，导索141d3连接闸门构件141d1及配重部141d5，且配

重部141d5通过导索141d3及三个滑轮构件141d4使闸门构件141d1  朝向两个乘场门14d的

中央处移动，详细地说，当第一对位部1111未正确定位而无法抵靠第二对位部1411时，闸门

构件141d1因配重部141d5 的重量所产生的拉力而朝向两个乘场门14d的中央处滑动并阻

挡于两个乘场门14d之间，可防止使用者误入发生意外。

[0079] 如图16，其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坠装置的防坠屏蔽门的第五实施例的结构示意

图，如图16所示，乘场门14e内的防坠屏蔽门141e包括有一闸门构件141e1、两个滑轨总成

141e2、一导索141e3、一滑轮构件141e4  及一配重部141e5，两个滑轨总成141e2及第二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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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1411设置于闸门构件141e1上，导索141e3连接闸门构件141e1及配重部141e5，且配重部 

141e5通过导索141e3及滑轮构件141e4使闸门构件141e1朝向两个乘场门14e的中央处移

动，详细地说，当第一对位部1111未正确定位而无法抵靠第二对位部1411时，闸门构件

141e1因配重部141e5的重量所产生的拉力而朝向两个乘场门14e的中央处滑动并阻挡于两

个乘场门14e之间，可防止使用者误入发生意外。

[0080] 由上述内容可知，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暴冲装置可通过设置于电梯车厢11的制动

模块13配合电梯井10内的刹车导轨102，使电梯车厢11更稳定地停留于指定楼层，增加使用

者在进出电梯时的安全性，本实用新型的电梯防坠装置通过设置于乘场门14内的防坠屏蔽

门来防止电梯车厢11  不在正确位置停留而乘场门14开启时，使用者误入而发生意外，大大

地改善电梯的使用安全性。

[0081] 也就是说，一旦原有在电梯机房内的刹车制动器故障失灵，本实用新型可使电梯

车厢更稳定地停留于指定楼层，不至于往上或往下升降，使电梯使用者安全地进出电梯车

厢。再者，若电梯车厢因机件故障或接点接触不良，未停于预定的楼层，而所述楼层电梯的

乘场门(厅门、外门)又开启，此时，本实用新型安装于乘场门内的防坠屏蔽门，因无电梯车

厢门的制动，而从乘场门内向中央延伸，阻挡电梯使用者，坠入电梯井内，造成意外伤亡为

其特征者。

[0082] 上述实施例仅为了方便说明而举例而已，本实用新型所保护的权利范围应以权利

要求范围所述为准，而非仅限于上述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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