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〇AV

(12)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所公布的国际申请
(19) 世界知识 组织

国 际 局
(10) 国际公布号

(43) 国际公布日
2012年 12 月27 日 （27.12.2012) WO 2012/174818 A1

W P O P C T

(51) 国转 利分类号： long) [CN/CN]; 中国浙江省安吉县递铺镇阳光工业
B66B 9/08 (2006.01) 园区(安吉科技创业园区)浙江爱圣博楼道电梯有限

公司，Zhejiang 3 13300 (CN(21) 国际申请号： PCT/CN20 11/082071
)。 显 (XU, Qunxian)

[CN/CN]; 中国浙江省安吉县递铺镇阳光工业园区
(22) 国际申请日： 201 1年 11月 11 曰 （1 1.11.201 1) (安吉科技创业园区)浙江爱圣博 道电梯有限公

司 ，Zhejiang 3 13300 (CN)(25) 申飾 言： 中文 。 郑元态 (ZHENG,
Yuantai) [CN/CN]; 中国浙江省安吉县递铺镇阳光工

(26) 公布语言： 中文 业园区(安吉科技创业园区)浙江爱圣博楼道电梯有
限公 司，Zhejiang 313300 (CN)(30) 优先权： 。 谢瑞木 (XIE,
Ruimu) [CN/CN];201 1101671 14. 1 201 1年 6 月 20 日 （20.06.201 1) CN

中国浙江省安吉县递铺镇阳光工
业园区(安吉科技创业园区)浙江爱圣博楼道电梯有

(71) 申请人 (对除美国外的所有指定国) :浙江爱圣龍 限公司，Zhejiang 3 13300 (CN )。
道电梯有限公司 （ZHEJIANG AISHENGBO ELEV

(74)ATOR CO, LTD.) [CN/CN]; 中国浙江省安吉县递铺 代理人：杭州天正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TIAN-

镇 阳光工业 园区（安吉科技创业 园区 ：)， ZHENG PATENT ATTORNEYS)Zhejiang
；中国浙江省杭升|

3 13300 (CN)o 市庆春路 9 号长堤明苑 22 层 B 座，Zhejiang 310009
(CN)

(72) 发明人；及
(75) 发明人/申请人 (81)（仅对美国) : 竺圣刚 （ZHU, Sheng-

指定国（除另有指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的国家保

gang) [CN/CN]; 中国浙江省安吉县递铺镇阳光工业 护）：AE, AG, AL, AM, AO, AT, AU, AZ, BA, BB, BG,
BH, BR, BW, BY, BZ, CA, CH, CL, CN, CO, CR, CU,园区(安吉科技创业园区)浙江爱圣博楼道电梯有限 CZ, DE, DK, DM, DO, DZ, EC, EE, EG, ES, FI, GB, GD,公司，Zhejiang 3 13300 (CN) 。 義金龙 (GONG, Jin-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S, JP, KE,

[见续页]

(54) Title: NOVEL RELAY TYPE CORRIDOR ELEVATOR

(54) 发明名称：新型接力式楼道电梯

(57) Abstract: A relay type corridor elevator comprises a closed box body (1) mounted on a slope direction of a corridor. The closed
box body (1) i s internally provided with an upper rail (7-3), a lower rail (7-2) and a rail car (4). The rail car (4) comprises a ：frame
structure (4-1), an axle sliding seat (4-8), a rotating shaft (4-9), a first torsional spring (4-14) and a pedal (5). The axle sliding seat
(4-8) i s fixed on the frame structure (4-1) of the rail car (4). The rotating shaft (4-9) can be rotatably arranged on the axle sliding seat
(4-8). A pedal shaft (5-1) of the pedal (5) i s fixedly arranged on the rotating shaft (4-9). One end of the first torsional spring (4-14) i s
fixed on the rotating shaft (4-9), and the other end of the first torsional spring i s clamped on the ：frame structure (4-1). The rotating
shaft (4-9) i s connected with a pedal opening and closing driving device used for driving to rotate. The pedal shaft (5-1) i s provided
with an externally extending section. A bearing support upright rod (4-20) i s correspondingly arranged on the externally extending
section. A n upper end of the bearing support upright rod (4-20) i s provided with a pedal releasing and triggering travel switch (4-
26).

(57) 摘要：
[见续页]



KG, KM, KN,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LT, AZ, BY, KG, KZ, MD, RU, TJ, TM), 欧 洲 (AL, AT,
LU, LY, MA, MD, ME, MG, MK, MN, MW, MX, MY, BE, BG, CH, CY,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GR,
MZ, NA, NG, NI, NO, NZ, OM, PE, PG, PH, PL, PT, HR, HU, IE, IS, ΓΓ , LT, LU, LV, MC, MK, MT, NL, NO,
QA, RO, RS, RU, RW, SC, SD, SE, SG, SK, SL, SM, ST, PL, PT, RO, RS, SE, SI, SK, SM, TR), OAPI (BF, BJ,
SV, SY, TH, TJ, TM, TN, TR, TT, TZ, UA, UG, US, UZ, CF, CG, CI, CM, GA, GN, GQ, GW, ML, MR, NE, SN,
VC, VN, ZA, ZM, ZW TD, TG) 。

(84) 指定国 （除另有指 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 的地 区 本国际公布：
保护）：ARIPO (BW, GH, GM, KE, LR, LS, MW, MZ,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NA, RW, SD, SL, SZ, TZ, UG, ZM, ZW), 叙亚 （AM,

一种接力式楼道 电梯 ，包括架设在楼道坡度方 向上 的封 闭箱体 （1 ) ，所述封 闭箱体 （1 ) 内架设有上轨道
( 7-3 ) 、下轨道 （7-2 ) 和轨道车 （4 ) ，所述轨道车 （4 ) 包括框架结构 （4-1 ) 、轴滑动座 （4-8 ) 、转轴
(4-9 ) 、第一扭簧 （4-14 ) 和踏板 （5 ) ，所述轴滑动座 （4-8 ) 固定在轨道车 （4 ) 框架结构 （4-1 ) 上 ，所述

转轴 （4-9 ) 可转动安装在轴滑动座 （4-8 ) 上 ，所述踏板 （5 ) 的踏板轴 （5-1 ) 固定安装在转轴 （4-9 ) 上 ，所
述第一扭簧 （4-14 ) 的一端固定在转轴 （4-9 ) 上 ，另一端卡在所述框架结构 （4-1 ) 上 ，所述转轴 （4-9 ) 与驱
动转动的踏板开合驱动装置连接，所述踏板轴 （5-1 ) 设有外伸段 ，所述外伸段上对应设置承载支撑立杆 （4-
20) ，所述承载支撑立杆 （4-20 ) 上端安装踏板放触发行程开关 （4-26 ) 。



新型接力式楼道电梯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电梯，尤其是一种利用现有楼道侧壁加装可供单人站乘的楼道电梯。

背景技术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数最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在未来的几十年时间内，"人口老

龄化"压力将成为困扰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故，当前将"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写

入到十二五规划中，足见国家对养老事业的重视。而我国在八九十年代及其后修建的多层住

宅 （5 〜9 层），由于未安装电梯，使得多层住宅的垂直交通问题成为困扰城市老年人口最为

关键的问题，现有相当比例的老年人常坐楼监。各级政府也在努力尝试、寻找解决该问题的

途径，尤其是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在试点老旧多层住宅安装箱体电梯的方案，但在试点的

过程中发现，老旧多层住宅加装箱体电梯存在着审批程序复杂、井道 占用的土地面积无法批

复、改造费用高、施工周期长、低高层住户受益不均等产生的意见分歧、对低层住户采光通

风造成影响甚至与现有的建筑规范有一定程度的冲突等系列问题，使得试点方案不断被搁浅。

为对解决此问题的技术方案有更深入全面的认识，做了编号为 201136000Z090438 的科技

查新报告，结果显示，现有的技术方案依然存在着以下问题：

1、未采用接力式的工作方式，致使工作效率低下，乘客可能出现长时间等待现象；

2、未采用封闭结构保护乘载的装置，致使设备故障率高，使用的安全系数较低，不雅观

等致命问题；

3、安全保护装置欠缺，结构设计不合理，导致设备稳定性及安全性较差。

发明内容

为了克服已有的楼道电梯的工作效率低下、故障率较高、安全系数较低、稳定性较差的

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工作效率高、大大降低故障率、安全系数较高、稳定性良好的新型接

力式楼道电梯。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新型接力式楼道电梯，包括架设在楼道坡度方向上的封闭箱体，所述封闭箱体内架

设有上轨道、下轨道和轨道车，所述上轨道、下轨道沿楼道坡度方向分别安装在封闭箱体中

主体机架的顶端与底端，所述轨道车上端可滑动地套装在上轨道上，所述轨道车下端可滑动

地套装在下轨道上，所述轨道车与用以驱动轨道车沿坡度方向上下运行的驱动装置连接，所

述轨道车包括框架结构、轴滑动座、转轴、第一扭簧和踏板，所述轴滑动座固定在轨道车框

架结构上，所述转轴可转动安装在轴滑动座上，所述踏板的踏板轴固定安装在转轴上，所述

第一扭簧的一端固定在转轴上，另一端卡在所述框架结构上，所述转轴与驱动转动的踏板开

合驱动装置连接，所述踏板轴设有外伸段，所述外伸段上对应设置承载支撑立杆，所述承载

支撑立杆上端安装踏板放触发行程开关。



进一步，所述踏板收触发行程开关安装在轨道车框架结构上，所述踏板收触发行程开关

的触发端朝 向所述踏板收合方 向。

再进一步，所述承载支撑立杆为一空心杆 ，所述 的螺纹推杆套在此空心杆 中，所述第二

压缩弹簧套装在承载支撑立杆外面，所述第二压缩弹簧 的上端顶在轨道车框架结构上，所述

第二压缩弹簧 的下端顶在套筒上，所述踏板放触发行程开关位于所述螺纹推杆 的上端 ，所述

踏板放触发行程开关上方设置载重触发微动开关 。

更进一步，所述驱动装置为钢丝绳封 闭牵引装置 ，所述牵引装置包括驱动主 电机 、精磨

齿轮减速器 、电机制动器 、驱动卷筒 、大导向轮 、顶端导向轮 、底端导向轮 、牵引边钢丝绳、

预紧边钢丝绳 、小车导向轮 、固绳器 ，所述驱动主 电机 固定在 电机箱上，所述驱动主 电机 的

输 出轴与精磨齿轮减速器及 电机制动器连接 ，所述精磨齿轮减速器 的输 出轴上安装驱动卷筒 ,

所述牵引边钢丝绳一端 固定在驱动卷筒上，所述牵引边钢丝绳另一端经大导向轮 、顶端导向

轮 ，通过固绳器 固定在轨道车前端 ，所述预紧边钢丝绳通过底端导向轮绕制，经顶端导向轮、

大导向轮 ，所述预紧边钢丝绳 的一端 固定在驱动卷筒上，所述牵引边钢丝绳和预紧边钢丝绳

进入驱动卷筒的位置相差至少一个绳槽距离，所述预紧边钢丝绳与预紧机构连接 。

作为优选 的一种方案 ：所述预紧机构为预紧螺母 ，所述预紧边钢丝绳 的另一端通过所述

预紧螺母 固定在轨道车上，在预紧边钢丝绳靠近预紧螺母端 中间装有一预紧弹簧 。

拉伸轴支撑 固定在轨道车框架结构上，所述 的拉伸轴通过滑键可引着拉伸轴支撑前后滑

动，所述拉伸轴前端为螺纹杆 ，所述螺纹杆上安装有 固绳器 ，所述 固绳器 固定牵引边钢丝绳

的一端 。

所述踏板包括踏板轴 、踏板结构件 、踏板底盖板 、急停触发杆 、第三压缩弹簧 、板件和

急停触发行程开关，所述踏板结构件与踏板轴连成一体 ，所述踏板轴插入到所述轨道车的转

轴 中，所述踏板底盖板通过螺钉封 闭住踏板 ，所述急停触发杆为 圆杆 ，所述急停触发杆可移

动地安装在所述踏板结构件上的圆孔 内，所述第三压缩弹簧套在急停触发杆上，用于限制第

三压缩弹簧 的位置 的卡簧卡扣在急停触发杆上，所述板件通过螺钉 固定在急停触发杆上，所

述急停触发行程开关安装在踏板结构件上，所述 的板件与所述急停触发行程开关联动 。

所述踏板轴为 圆轴或方轴 。当然 ，也可 以采用其他方式 。

所述踏板开合驱动装置为交流减速 电机 ，所述交流减速 电机通过 电机 固定板 固定在轨道

车框架结构上，所述交流减速 电机输 出轴上安装有小齿轮 ，所述小齿轮与所述半齿啮合 ，半

齿安装在转轴上 。

所述封 闭箱体包括主体机架 、电机箱 、PLC 控制柜 、机架盖板 ，所述机架盖板覆盖在所

述主体机架 、电机箱 、PLC 控制柜 的外表面，所述机架盖板 的顶端开设有上间隙槽 ，所述机

架盖板 的前盖板开设有上、下 门槽 、下间隙槽 ，所述上、下 门槽 、下间隙槽连通 。

所述上、下 门槽分别 由开 门机装置驱动的踏板 门进行封 闭，开 门机装置包括踏板 门、轴

支撑 、滑动轴 、上极限位置行程开关和下极限位置行程开关，所述轴支撑安装在主体机架 门



框板上，所述轴支撑与所述 的滑动轴 固定，所述滑块 中间装有无油衬套，所述滑块 固定在踏

板 门上并能沿滑动轴上下升降，所述踏板 门与踏板 门升降驱动装置连接 ，所述滑动轴 的上端

安装所述上极限位置行程开关，所述滑动轴 的下端安装所述下极限位置行程开关 。

所述踏板 门升降驱动装置为行星直流减速 电机 ，所述行星直流减速 电机 固定在 电机座上，

所述 电机座固定在主体机架上，钢丝绳通过上定滑轮 、电机收线盘 、下定滑轮 ，两端分别固

定在踏板 门的上端和下端 。

所述上间隙槽 由封条带装置进行封 闭，所述封条带装置包括封条带、封条带折板 、封条

带转 向轮 、封条带转 向预紧轮 ，所述封条带折板 固定在主体机架上，所述封条带的两端环绕

过所述 的封条带转 向轮 、封条带转 向预紧轮之后 固定在封条带连接板上；

所述下间隙槽 由踏板槽封条装置进行封 闭，所述踏板槽封条装置包括踏板槽封条、导向

件、第二扭簧 、扭簧 固定件 、转 向定滑轮 、直流减速 电机 、限位行程开关、辅助钢丝绳 ，所

述踏板槽封条套装在所述导向件上，所述直流减速 电机 的输 出轴上安装辅助卷筒，所述辅助

卷筒上套装辅助钢丝绳 ，所述辅助钢丝绳通过转 向定滑轮与所述踏板槽封条连接 ，所述转 向

定滑轮上套装第二扭簧 ，所述扭簧 固定件将所述第二扭簧 固定在主体机架底部 。

所述轨道车的顶部设有扶手 ，所述扶手包括扶手 内半边 、扶手外半边 、扶手 内置板 、封

条带连接板 、上行开关和下行开关 ，所述 的封条带连接板与扶手 内置板连接 固定在轨道车上 ,

所述封条带连接板用于固定封条带，所述扶手 内半边 、扶手外半边分别为半圆柱体结构，二

者拼接成一个整体 的圆柱体结构，所述扶手 内半边 、扶手外板边分别开有与扶手 内置板匹配

的槽型，将扶手 内置板上部分封 闭并连成统一的整体 ，所述 的上行开关、下行开关分别安装

在扶手 的两端 。

所述主体机架采用整体式结构或上下拼接式结构，门框板可拆卸地安装在所述主体机架

上。

所述驱动卷筒为两端具有 凸缘 ，内部切制有螺旋槽 的卷筒 。

所述拉伸轴为一阶梯轴 ，所述滑键安装在拉伸轴 的尾端 ，所述弹簧挡 圈套在拉伸轴上并

依靠轴肩进行承载，所述压缩弹簧安装在两个弹簧挡 圈之间。

在主体机架 的上盖板和下底板上分别安装有上轨道 、下轨道 ，在主体机架下竖直板上安

装有缓冲器 ，在主体机架 中间横杆上安装有限位轮 ，所述限位轮与所述轨道车上的减速触发

杆相配合 ，用于限制轨道车在上终端位置 的摆动，在主体机架 中间横杆上安装有用于承接 电

线拖链 的拖链承接件 ，所述拖链承接件为一金属 U 型折板 ，所述 电线拖链用于约束轨道车上

所有 向外延伸 的电缆 ，下终端极限开关安装在主体机架 的下竖直板上，上终端极限开关安装

在断绳保护触发件上，在主体机架顶端相应位置 固定一上终端极限开关触发器 ，在主体机架

的中间横杆上分别安装有上、下减速触发行程开关 。

所述缓冲器为轴端包裹有橡胶等弹性材料 的支撑轴或弹簧缓冲器 。

所述楼道 电梯还包括用于控制轨道车的运行、踏板 的收放 、开 门机装置 、踏板槽封条装



置的控制系统 。具体而言，用于控制驱动主 电机 M l 、轨道车上的交流减速 电机 M 2、开 门机

装置 中的行星直流减速 M 3、踏板槽封条装置 中的直流减速 电机 M 4，用于处理上、下呼梯信

号，所述扶手 中的上、下运行开关的信号，所述下终端极限开关、上终端极限开关的信号，

所述减速触发行程开关的信号，所述开 门机装置 中上极限位置行程开关、下极限位置行程开

关的信号，所述踏板槽封条装置 中的限位行程开关信号，所述轨道车上的踏板收触发行程开

关、踏板放触发行程开关、载重触发微动开关的信号、所述断绳保护开关的信号、所述踏板

中急停触发行程开关的信号 以及相邻楼道 电梯 的通信呼梯信号，同时在控制系统 中处理所述

驱动主 电机 M l 超速运行 。

本发 明的有益效果主要表现在 ：1、楼道 电梯采用接力式的工作方式，每 台楼道 电梯通过

遥控通信技术相互呼梯 ，同时又单独工作 ，大大提升 了楼道 电梯 的工作效率；

2、楼道 电梯整体采用封 闭机箱 ，使设备 内部结构不外露 ，同时 电缆 的处理符合 GB/T

5013.5-2008 额定 电压 450/750V 及 以下橡皮绝缘 电缆 第 5 部分 :电梯 电缆 、GB/T 5023.3-2008

额定 电压 450/750V 及 以下聚氯 乙烯绝缘 电缆 第 3 部分 ：固定布线用无护套 电缆 的相关规定，

使得楼道 电梯 的安全性能、稳定性能大幅提升，同时楼道 电梯外饰 的设计 ，使得整体外观极

具欣赏性；

3、钢丝绳封 闭驱动装置 的设计 ，使得轨道车驱动装置呈封 闭系统 ，运行可靠 、稳定且更

加安全 ；

4、内部各结构的创新设计 ，使得设备的性能、稳定性大大提升，降低 了设备的故障率 。

附图说 明

图 1 是本发 明接力式楼道 电梯整体正面结构示意图。

图 2 是本发 明接力式楼道 电梯整体背面结构示意图。

图 3 是本发 明的封 闭箱体示意图。

图 4 是本发 明的钢丝绳封 闭牵引装置 的示意图。

图 5 是本发 明的下开 门机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 6 是本发 明的上开 门机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 7 是本发 明的封条带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 8 是本发 明的踏板槽封条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 9 是本发 明的轨道车结构示意图。

图 10 是本发 明的轨道车正面结构示意图。

图 11 是本发 明的轨道车背面结构示意图。

图 12 是本发 明的安全卡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 13 是本发 明的踏板结构示意图。

图 14 是本发 明的扶手结构爆炸 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 附图对本发 明作进一步描述 。

参照图 1〜图 14，一种接力式楼道 电梯 ，以楼道连续阶梯为单元 ，安装在楼道 内侧面并

可独立运行用于载送乘客 的电梯 ，实现一个单元到另一个单元 的连续运送 。所述楼道 电梯通

过膨胀螺钉安装在楼道 内侧面 ，所述楼道 电梯包括架设在楼道坡度方 向上的封 闭箱体 1，所

述封 闭箱体 1 内架设有上轨道 7-3 、下轨道 7-2 、轨道车 4，所述楼道 电梯还包括钢丝绳封 闭

牵引装置 2、开 门机装置 3、踏板槽封条装置 8、扶手 6、踏板 5、安全卡装置 7-1 、控制系统

及其他 附件 。

所述上轨道 7-3 、下轨道 7-2 引楼道坡度方 向分别安装在封 闭箱体 1 中主体机架 1-3 的顶

端与底端 ，所述轨道车 4 引着上轨道 7-3 、下轨道 7-2 可做 引坡度方 向的斜升降运动 。

所述 的钢丝绳封 闭牵引装置 2 的钢丝绳通过导向轮与轨道车 4 首尾相连，构成封 闭牵引

系统，牵引轨道车 4 运动 。

所述轨道车 4 的顶部设有扶手 6，所述轨道车 4 底部设有踏板 5，所述轨道车 4 与所述扶

手 6、踏板 5 同速 同向连动 。

所述封 闭箱体 1 的顶端开设有供扶手运行的上间隙槽 1-5 ，所述封 闭箱体前盖板 1-9 的底

部开设有供踏板轴运行的下间隙槽 1-6 ，封 闭箱体前盖板 1-9 的上、下分别开设有踏板收放运

行的上 门槽 1-7 、下 门槽 1-8 ，所述上 门槽 1-7 、下 门槽 1-8 与所述下间隙槽 1-6 连通 。

所述 的控制系统控制钢丝绳封 闭牵引装置 2 的运行、踏板 5 的收放 、开 门机装置 3 的运

行、踏板槽封条装置 8 的运行等 。

所述封 闭箱体 1 包括主体机架 1-3 、电机箱 1-1 、PLC 控制柜 1-2 、机架盖板 1-4 ，所述机

架盖板 1-4 覆盖在所述主体机架 1-3 、电机箱 1-1 、PLC 控制柜 1-2 的外表面，所述机架盖板

1-4 的顶端开设有上间隙槽 1-5 ，所述机架盖板 的前盖板 1-9 开设有上 、下 门槽 、下间隙槽 1-6,

所述上 、下 门槽 、下间隙槽连通 ，所述机架盖板 1-4 采用金属板件制造 ，简洁美观 ，强度适

中。

所述主体机架 1-3 可采用整体式结构 ，也可采用上下拼接式结构 ，同时所述主体机架 的

门框板可整体拆装 。

所述上间隙槽 1-5 由封条带装置 9 进行封 闭，所述下间隙槽 1-6 由踏板槽封条装置 8 进

行封 闭，上、下门槽分别 由开 门机装置 3 驱动的踏板 门 3-7 进行封 闭，实现结构的整体封 闭。

所述封条带装置 9 包括封条带 9-1 、封条带折板 9-2 、封条带转 向轮 9-3 、封条带转 向预

紧轮 9-4 ，所述封条带折板 9-2 通过螺钉 固定在主体机架 1-3 上，所述封条带 9-1 的两端环绕

过上述 的封条带转 向轮 9-3 、封条带转 向预紧轮 9-4 之后 固定在封条带连接板 6-4 上 ，随着轨

道车 4 的运行而运动 。

所述踏板槽封条装置 8 包括踏板槽封条 8-1 、导向件 8-4 、第二扭簧 8-3 、扭簧 固定件 8-5 、

转 向定滑轮 8-6 、直流减速 电机 M 4 8-2 、限位行程开关 8-7 、钢丝绳 ，所述踏板槽封条 8-1 可

引着所述导向件 8-4 引导方 向移动 ，所述扭簧 固定件 8-5 将所述第二扭簧 8-3 固定在主体机架



1-3 底部，所述钢丝绳在直流减速 电机 M 4 8-2 驱动下通过转向定滑轮 8-6 可牵引踏板槽封条

8-1 打开，所述踏板槽封条 8-1 在第二扭簧 8-3 的扭力作用下可恢复闭合。

所述钢丝绳封闭牵引装置 2 包括驱动主 电机 M l 2-1 、精磨齿轮减速器 2-2 、电机制动器

2-3、驱动卷筒 2-4 、大导向轮 2-5 、顶端导向轮 2-6 、底端导向轮 2-9 、牵引边钢丝绳 2-7 、预

紧边钢丝绳 2-8 、小车导向轮 2-10 、预紧螺母 2-11 、预紧弹簧 2-12 、固绳器 2-13 ，所述驱动

主电机 M l 2-1 为卧式 电机，固定在 电机箱 1-1 上，所述驱动主 电机 M l 2-1 配有精磨齿轮减

速器 2-2 及 电机制动器 2-3 ，所述精磨齿轮减速器 2-2 输出轴上安装驱动卷筒 2-4 ，所述牵引

边钢丝绳 2-7 —端固定在驱动卷筒 2-4 上，另一端通过固绳器 2-13 固定在轨道车 4 前端，所

述预紧边钢丝绳 2-8 通过底端导向轮 2-9 绕制，一端固定在驱动卷筒 2-4 上，另一端通过所述

预紧螺母 2-11 固定在轨道车 4 上，在预紧边钢丝绳 2-8 靠近预紧螺母 2-11 端中间装有一预紧

弹簧 2-12 ，所述预紧弹簧为一拉伸弹簧。

所述驱动卷筒 2-4 为两端具有凸缘，内部切制有螺旋槽的卷筒。

用所述预紧螺母 2-11 来固定预紧边钢丝绳 2-8 的方式，同样可以采用花篮螺丝，钢丝绳

预紧器等其他预紧方式来实现。

所述开门机装置 3 包括踏板 门 3-7 、行星直流减速 电机 M 3 3-1 、电机座 3-2 、轴支撑 3-3 、

滑动轴 3-4 、滑块 3-5 、无油衬套 3-6 、电机收线盘 3-8 、上定滑轮 3-9 、下定滑轮 3-10 、上极

限位置行程开关 3-11 、下极限位置行程开关 3-12 。所述踏板 门 3-7 升降用于封闭踏板 5 收放

所需的门槽空间，所述轴支撑 3-3 安装在主体机架 1-3 门框板上，用于固定所述的滑动轴 3-4,

所述滑块 3-5 中间装有无油衬套 3-6 ，所述滑块 3-5 固定在踏板 门 3-7 上并能引合金轴 3-4 上

下升降。所述踏板 门 3-7 升降依靠钢丝绳的摩擦曳引传动实现，所述行星直流减速 电机 M 3 3-1

固定在 电机座 3-2 上，所述 电机座 3-2 固定在主体机架 1-3 上，钢丝绳通过上定滑轮 3-9 、电

机收线盘 3-8 、下定滑轮 3-10 ，两端分别固定在踏板 门 3-7 的上端和下端，构成封闭结构。

所述踏板 门 3-7 上至少固定有 4 个 以上的滑块 3-5 。

所述踏板 门 3-7 升降驱动也可通过带传动、链传动、同步带传动、齿轮齿条传动等形式

来实现。

所述轨道车 4 包括轨道车框架结构 4-1 、上轨道车轮 4-2 、下轨道车轮 4-6 、张紧调节轮

4-3 、减速触发杆 4-5 、轴滑动座 4-8 、转轴 4-9 、半齿 4-10 、小齿轮 4-11 、交流减速 电机 M 2 4-12 、

电机固定板 4-13 、第一扭簧 4-14 、扭簧支撑立杆 4-15 、拉伸轴支撑 4-16 、拉伸轴 4-17 、第一

压缩弹簧 4-18 、弹簧挡圈 4-19 、承载支撑立杆 4-20 、套筒 4-21 、第二压缩弹簧 4-22 、螺纹推

杆 4-23 、行程开关固定件 4-24 、踏板收触发行程开关 4-25 、踏板放触发行程开关 4-26 、载重

触发微动开关 4-27 。所述轨道车框架结构 4-1 的顶端安装有两个上轨道车轮 4-2 、底端通过销

轴 4-7 安装有两个下轨道车轮 4-6 ，所述的张紧调节轮 4-3 安装在轨道车框架结构 4-1 的顶端，

所述轨道车 4 通过上、下轨道车轮引着上、下轨道运行。所述轴滑动座 4-8 通过螺栓固定在

轨道车框架结构 4-1 上，所述转轴 4-9 安装在轴滑动座 4-8 上并可转动，所述半齿 4-10 安装



在转轴 4-9 上，所述交流减速 电机 M 2 4-12 通过电机固定板 4-13 固定在轨道车框架结构 4-1

上，所述交流减速 电机 M 2 4-12 输出轴上安装有小齿轮 4-11 ，所述小齿轮 4-11 与所述半齿 4-10

啮合，所述第一扭簧 4-14 的一端固定在转轴 4-9 上，另一端卡在扭簧支撑立杆 4-15 中，所述

扭簧支撑立杆 4-15 安装在轨道车框架结构 4-1 上。所述拉伸轴支撑 4-16 固定在轨道车框架结

构 4-1 上，所述的拉伸轴 4-17 通过滑键可引着拉伸轴支撑 4-16 前后滑动，所述拉伸轴 4-17

前端为螺纹杆，其上安装有固绳器 2-13 ，而所述固绳器 2-13 固定牵引边钢丝绳 2-7 的一端。

所述承载支撑立杆 4-20 安装在轨道车框架结构 4-1 上，所述承载支撑立杆 4-20 的尾部套装有

套筒 4-21 。所述行程开关固定件 4-24 安装在轨道车框架结构 4-1 上，所述的踏板收触发行程

开关 4-25 、踏板放触发行程开关 4-26 、载重触发微动开关 4-27 安装在行程开关固定件 4-24

的指定位置。所述的减速触发杆 4-5 通过螺钉固定在轨道车框架结构 4-1 上。

由所述交流减速 电机 M 2 4-12 驱动小齿轮 4-11 转动，通过与之啮合的半齿 4-10 带动转

轴 4-9 转动，使得踏板 5 完成收放动作，而所述的第一扭簧 4-14 则用于平衡所述踏板 5 自身

的重量。

所述拉伸轴 4-17 为一阶梯轴，所述滑键安装在拉伸轴 4-17 的尾端，所述弹簧挡圈 4-19

套在拉伸轴 4-17 上并依靠轴肩进行承载，所述第一压缩弹簧 4-18 安装在两个弹簧挡圈 4-19

之间。

所述承载支撑立杆 4-20 为一空心杆，所述的螺纹推杆 4-23 套在此空心杆中，所述的第

二压缩弹簧 4-22 套装在承载支撑立杆 4-20 外面，上顶轨道车框架结构 4-1 ，下顶套筒 4-21 。

所述踏板 5 包括踏板轴 5-1 、扁螺母 5-2 、踏板结构件 5-3 、踏板底盖板、急停触发杆 5-5 、

第三压缩弹簧 5-6 、卡簧 5-7 、板件 5-8 、急停触发行程开关 5-9 。所述踏板结构件 5-3 与踏板

轴 5-1 连成一体，所述踏板轴 5-1 为一圆轴，插入到所述轨道车 4 的转轴 4-9 中，周向通过平

键固定，轴 向通过扁螺母 5-2 固定，所述踏板底盖板通过螺钉封闭住踏板。所述急停触发杆

5-5 为圆杆，可引着所述踏板结构件 5-3 上的相应圆孔移动，所述第三压缩弹簧 5-6 套在急停

触发杆 5-5 上，所述卡簧 5-7 卡扣在急停触发杆 5-5 上，用于限制第三压缩弹簧 5-6 的位置，

所述板件 5-8 通过螺钉固定在急停触发杆 5-5 上，所述急停触发行程开关 5-9 安装在踏板结构

件 5-3 上，由所述的板件 5-8 来触发上述的急停触发行程开关 5-9 。

所述踏板轴 5-1 也可采用方形轴的形式进行实现。

在踏板结构件 5-3 上开有导槽，供 电缆、电线穿过。

所述扶手 6 包括扶手 内半边 6-1 、扶手外半边 6-2 、扶手 内置板 6-3 、封条带连接板 6-4 、

上行开关 6-5 、下行开关 6-6 、内六角螺钉 6-7 。所述的扶手 内置板 6-3 为一金属板件，所述的

封条带连接板 6-4 与扶手 内置板 6-3 通过螺栓连接固定在轨道车 4 上，所述封条带连接板 6-4

用于固定封条带 9-1 。所述扶手 内半边 6-1 、扶手外半边 6-2 分别为半圆柱体结构，二者拼接

成一个整体的圆柱体结构，所述扶手 内半边 6-1 、扶手外板边 6-2 分别开有与扶手 内置板 6-3

匹配的槽型，通过内六角螺钉 6-7 将扶手 内置板 6-3 上部分封闭并连成统一的整体，所述的



上行开关 6-5 、下行开关 6-6 分别安装在扶手 6 的两端，用于控制轨道车 4 的上、下运行。

所述扶手 内半边 6-1 、扶手外半边 6-2 可用聚乙烯注塑成形，也可用木材加工成形。

所述安全卡装置 7-1 包括制动棘轮条 7-4 、安全卡 7-1-2 、断绳保护触发件 7-1-1 、断绳保

护开关 7-1-3 。所述制动棘轮条 7-4 固定在主体机架 1-3 的底板上，所述安全卡 7-1-2 通过销

轴固定在轨道车 4 上并能转动，所述断绳保护触发件 7-1-1 通过螺钉固定在固绳器 2-13 上方，

所述断绳保护触发件 7-1-1 与所述安全卡 7-1-2 之间构成触发关系，所述断绳保护开关 7-1-3

安装在轨道车 4 上，其具体位置为拉升轴 4-17 尾端对应的位置。

所述封闭箱体 1 上还固定或安装着其他附件，在主体机架 1-3 的上盖板和下底板上分别

安装有上轨道 7-3 、下轨道 7-2 ，在主体机架 1-3 下竖直板上安装有缓冲器 7-5 ，在主体机架

1-3 中间横杆上安装有限位轮 7-6 ，所述限位轮 7-6 与所述轨道车 4 上的减速触发杆 4-5 相配

合，用于限制轨道车 4 在上终端位置的摆动，在主体机架 1-3 中间横杆上安装有拖链承接件，

所述拖链承接件为一金属 U 型折板，用于承接 电线拖链，所述 电线拖链用于约束轨道车上所

有向外延伸的电缆，提高轨道车运行过程中电缆的安全性，下终端极限开关 7-9 安装在主体

机架 1-3 的下竖直板上，当轨道车运行到下终端位置时触发所述下终端极限开关 7-9 ，上终端

极限开关 7-10 安装在断绳保护触发件 7-1-1 上，在主体机架 1-3 顶端相应位置固定一上终端

极限开关触发器 7-11 ，在主体机架 1-3 的中间横杆上分别安装有上、下减速触发行程开关 7-12 。

所述缓冲器 7-5 为轴端包裹有橡胶等弹性材料的支撑轴，同时也可采用弹簧缓冲器来实

现。

所述的控制系统，用于控制轨道车 4 的运行、踏板 5 的收放、开门机装置 3、踏板槽封

条装置 8，具体而言，用于控制驱动主 电机 M l 2-1 、轨道车上的交流减速 电机 M 2 4-12 、开

门机装置 3 中的行星直流减速 M 3 3-1 、踏板槽封条装置 8 中的直流减速 电机 M 4 8-2 ，用于处

理上、下呼梯信号，所述扶手 6 中的上、下运行开关的信号，所述下终端极限开关 7-9 、上终

端极限开关 7-10 的信号，所述减速触发行程开关 7-12 的信号，所述开门机装置 3 中上极限

位置行程开关 3-11 、下极限位置行程开关 3-12 的信号，所述踏板槽封条装置 8 中的限位行程

开关 8-7 信号，所述轨道车 4 上的踏板收触发行程开关 4-25 、踏板放触发行程开关 4-26 、载

重触发微动开关的信号 4-27 、所述断绳保护开关 7-1-3 的信号、所述踏板 5 中急停触发行程

开关 5-9 的信号以及相邻楼道 电梯的通信呼梯信号，同时在控制系统中处理所述驱动主电机

M l 2-1 超速运行。

本实施例 由封 闭箱体 1、轨道车 4、上轨道 7-3 、下轨道 7-2 、钢丝绳封闭牵引装置 2 、

开门机装置 3、扶手 6、踏板 5、踏板槽封条装置 8、封条带装置 9、安全卡装置 7-1 、控制系

统及其他附件等组成。

所述封闭箱体 1，由主体机架 1-3、电机箱 1-1 、PLC 控制柜 1-2 焊接成一整体，其外表

面覆盖机架盖板 1-4 成一封闭箱体 。封闭箱体 1-3 顶端开设有上间隙槽 1-5，为扶手 6 的运行

空间，上间隙槽 1-5 由封条带装置 9 进行封闭；封条带装置 9 中的封条带 9-1 经封条带转向



轮 9-3 、封条带转向预紧轮 9-4 绕制后两端分别固定在封条带连接板 6-4 上，封条带 9-1 随着

轨道车的运行而运动，其中，封条带转 向预紧轮 9-4 能够预紧封条带 9-1 。封 闭箱体前盖板

1-9 的下端开设有下间隙槽 1-6，为踏板轴运行空间，通过踏板槽封闭装置 8 进行封闭，踏板

槽封条 8-1 能引着导向件 8-4 移动，第二扭簧 8-3 使得踏板槽封条 8-1 始终处于封闭状态，直

流减速 电机 M 4 8-2 驱动踏板槽封条的张合，限位行程开关 8-7 决定着踏板槽封条封合的两个

极限位置。封闭箱体前盖板 1-9 上还开设有上门槽 1-7、下门槽 1-8，上、下门槽的封闭由踏

板门 3-7 的升降决定，而踏板 门 3-7 的升降运动由开门机装置 3 驱动。

所述钢丝绳封 闭牵引装置 2，用于牵引轨道车的斜上下运行，所述精磨齿轮减速器 2-2

能降低 电机工作噪声，牵引边钢丝绳 2-7 引所述驱动卷筒 2-4 、大导向轮 2-5 、顶端导向轮 2-6 、

固绳器 2-13 、拉伸轴 4-17 、轨道车 4，预紧边钢丝绳引轨道车 4、预紧螺母 2-11 、预紧弹簧

2- 12、底端导向轮 2-9 、顶端导向轮 2-6 、大导向轮 2-5 、驱动卷筒 2-4 构成封闭系统，能保证

轨道车在外力作用下，而非驱动主电机 M l 2-1 的带动下，保持其位置不动。大导向轮 2-5 的

安装位置较高，为了使得牵引边钢丝绳 2-7 、预紧边钢丝绳 2-8 进入驱动卷筒 2-4 时，相对于

驱动卷筒绳槽的偏角 （放绳角）不大于 4°，避免"爬绳"现象的出现。牵引边钢丝绳 2-7 与预

紧边钢丝绳 2-8 收放的同步相反特性使得其可使用同一驱动卷筒，而二者进入驱动卷筒 2-4

的位置相差一个绳槽距离，避免两根钢丝绳相互的干扰。预紧螺母 2-11 实现钢丝绳的预紧。

钢丝绳封闭牵引装置 2 中的电机制动器在驱动主 电机 2-1 断电时，能够锁紧电机的输出轴，

保证轨道车 4 停止运行。

所述开门机装置 3 用于驱动踏板 门的上、下升降运动，本实施例采用钢丝绳封闭曳引传

动方式实现传动，当踏板 门升降到上极限位置或下极限位置时，会触碰上极限位置行程开关

3- 11 或下极限位置行程开关 3-12 ，通过控制系统控制行星直流减速 电机 M 3 3-1 的工作；开门

机装置滑块 3-5 中装有无油衬套 3-6 ，耐磨，使得滑动更为顺畅且降低工作噪声。

所述轨道车 4 在钢丝绳封闭牵引装置 2 的带动下能引着上、下轨道运动，所述张紧调节

轮 4-3 用于预紧轨道车 4，所述减速触发杆 4-5 可触发减速触发行程开关，让轨道车 4 接近上、

下终端位置时驱动主 电机降速平稳地靠近终端位置并停止工作，减速触发杆 4-5 另一作用是

轨道车 4 运行到上终端极限位置时可卡在限位轮 7-6 上，防止轨道车的摆动。交流减速 电机

M 2 4-12 通过小齿轮 4-11 与半齿 4-10 的啮合作用，带动转轴 4-9 的转动，转轴 4-9 上装有踏

板 5，转轴 4-9 上的第一扭簧 4-14 用于平衡踏板的自身重量，踏板收触发行程开关 4-25 、踏

板放触发行程开关 4-26 决定了踏板 4 收放的工作极限位置 。所述踏板轴 5-1 插入到转轴 4-9

后，尾部支撑在承载支撑立杆 4-20 上，分散乘客的乘载载荷 。承载支撑立杆 4-20 配合套筒

4-2 1、压缩弹簧 4-22 的设计意图在于：承载支撑立杆 4-20 为一空心杆，中间穿有螺纹推杆

4-23 ，当踏板 5 在放下的过程中，踏板轴 5-1 尾部首先触碰到螺纹推杆 4-23 ，将螺纹推杆 4-23

上推去触发踏板放触发行程开关 4-27 ，完成踏板 5 放的过程，此时第二压缩弹簧 4-22 的弹力

比交流减速 电机 M 2 4-12 的扭力大，保证在交流减速 电机的驱动下不能推动套筒 4-21 ; 当人



站立在踏板上时，人的载荷能使套筒 4-21 发生微动，螺纹推杆 4-23 继续上推触发载重触发

微动开关 4-26 ，当人离开踏板时，第二压缩弹簧 4-22 使套筒 4-21 复位，通过此设计，始终

能检测出踏板上是否站立乘客。

所述踏板 5 是载送乘客时供乘客乘站的平板装置，安装在轨道车 4 的转轴 4-9 上，踏板

5 上表面加工有"人"形纹，增加乘客站立的摩擦力。当踏板在斜升降运行过程中遇到障碍时或

受阻时，会使急停触发杆 5-5 工作，由板件 5-8 去触碰急停触发行程开关 5-9 ，使电机制动器

2-3 工作，使踏板 5 停止运行，保护乘客的安全。

所述扶手 6 是载送乘客时供乘客握持及控制电梯上下运行的装置，当乘客站立在踏板 5

上并握持扶手 6，通过操纵上行开关 6-5 、下行开关 6-6 控制轨道车的运行。

所述安全卡装置 7-1 ，是当牵引边钢丝绳 2-7 断裂或滑落时，能及时将轨道车 4 安全卡

住并保持静止状态的一种机械安全装置。牵引边钢丝绳 2-7 通过固绳器 2-13 固定在拉伸轴 4-17

上，而拉伸轴 4-17 在滑键作用下能引着拉伸轴支撑 4-16 移动，由于踏板 5 自身重力的存在，

在钢丝绳封闭牵引装置 2 预紧后，套在拉伸轴 4-17 上的第一压缩弹簧 4-18 会微压缩，当乘

客站立在踏板 5 上时，第一压缩弹簧 4-18 继续压缩使得拉伸轴 4-17 的轴肩承受牵引载荷，

完成钢丝绳的牵引轨道车的过程。当牵引边钢丝绳 2-7 断裂时，在第一压缩弹簧 4-18 作用下，

拉伸轴 4-17 迅速滑动，固定在固绳器 2-13 上的断绳保护触发器 7-1-1 随着固绳器的移动而移

动，由于断绳保护触发器 7-1-1 与安全卡 7-1-2 之间的配合作用，断绳保护触发器 7-1-1 的移

动会使安全卡 7-1-2 绕销轴转动，卡在制动棘轮条 7-4 上，完成轨道车 4 的制动。同时拉伸轴

4-17 的滑动会使拉伸轴 4-17 尾端触碰到断绳保护开关 7-1-3 ，切断电梯的工作电源。断绳保

护开关 7-1-3 同时也可在轨道车 4 下行受阻以及轨道车下行超越极限位置时，强迫驱动主电

机 2-1 停止工作。

所述缓冲器 7-5 可使轨道车到达下终端极限位置时不发生碰撞，起缓冲位置，保护乘客

的安全、降低工作噪声；拖链保护轨道车 4 在运行过程中随行电缆的安全性。

接力式楼道电梯工作模式全描述：乘客到达楼层指定位置，摁下呼梯按钮 （以下呼梯按

钮为例），首先开门机装置 3 工作，驱动下踏板门 3-7 打开，交流减速电机 M 2 4-12 驱动踏板

5 打开至乘站工作位置，其后开门机装置 3 驱动下踏板门 3-7 闭合，开门机装置 3 与扶手运行

开关之间互锁，踏板 门 3-7 未回到关闭位置时，扶手运行开关处"失效"状态；然后乘客站乘

到踏板 5 上，载重触发微动开关 4-27 检测到人已站立在踏板 5 上的信号，扶手运行开关处"有

效"状态，当载重触发微动开关 4-27 未触发，扶手运行开关也处"失效"状态，保护乘客乘坐

的安全性；乘客可通过操纵扶手 6 上的上行开关 6-5 、下行开关 6-5 决定轨道车上行、下行或

停止运动；当轨道车靠近上终端极限位置，减速触发杆 4-5 触碰减速触发行程开关 7-12 ，轨

道车减速慢行直至进入上终端极限位置，上终端极限开关 7-10 工作，驱动主电机 2-1 停止工

作，上终端极限开关 7-10 通过遥控通信同时对相邻下一个楼道电梯给出一个呼梯信号，下一

楼道电梯会 自动完成相应程序，将踏板打开至可供乘站状态，乘客从当前楼道电梯走下，步



行至下一楼道 电梯完成继续乘站，即接力式的工作方式 。当乘客从踏板上走下时，开 门机装

置 3 使上踏板 门 3-7 打开，踏板完成收合 ，踏板 门 3-7 关 闭，轨道车 自动下行到下终端极限

位置 ，等待下一个呼梯信号，提升设备的工作效率 。



1、一种新型接力式楼道 电梯 ，包括架设在楼道坡度方 向上的封 闭箱体 ，所述封 闭箱体 内架设

有上轨道 、下轨道和轨道车，所述上轨道 、下轨道沿楼道坡度方 向分别安装在封 闭箱体 中主

体机架 的顶端与底端 ，所述轨道车上端可滑动地套装在上轨道上，所述轨道车下端可滑动地

套装在下轨道 内，所述轨道车与用 以驱动轨道车沿坡度方 向上下运动的驱动装置连接 ，其特

征在于：所述轨道车包括框架结构、轴滑动座、转轴 、第一扭簧和踏板 ，所述轴滑动座固定

在轨道车框架结构上，所述转轴可转动安装在轴滑动座上，所述踏板 的踏板轴 固定安装在转

轴上，所述第一扭簧 的一端 固定在转轴上，另一端卡在所述框架结构上，所述转轴与驱动转

动的踏板开合驱动装置连接 ，所述踏板轴设有外伸段 ，所述外伸段上对应设置承载支撑立杆 ,

所述承载支撑立杆上端安装踏板放触发行程开关 。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新型接力式楼道 电梯 ，其特征在于：所述踏板收触发行程开关安装在

轨道车框架结构上，所述踏板收触发行程开关的触发端朝 向所述踏板收合方 向。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新型接力式楼道 电梯 ，其特征在于：所述承载支撑立杆为一空心杆，

所述 的螺纹推杆套在此空心杆 中，所述第二压缩弹簧套装在承载支撑立杆外面，所述第二压

缩弹簧 的上端顶在轨道车框架结构上，所述第二压缩弹簧 的下端顶在套筒上，所述踏板放触

发行程开关位于所述螺纹推杆 的上端 ，所述踏板放触发行程开关上方设置载重触发微动开关 。

4、如权利要求 1〜3 之一所述 的新型接力式楼道 电梯 ，其特征在于 ：所述驱动装置为钢丝绳封

闭牵引装置 ，所述牵引装置包括驱动主 电机 、精磨齿轮减速器 、电机制动器 、驱动卷筒、大

导向轮 、顶端导向轮 、底端导向轮 、牵引边钢丝绳 、预紧边钢丝绳 、小车导向轮 、固绳器 ，

所述驱动主 电机 固定在 电机箱上，所述驱动主 电机 的输 出轴与精磨齿轮减速器及 电机制动器

连接 ，所述精磨齿轮减速器 的输 出轴上安装驱动卷筒，所述牵引边钢丝绳一端 固定在驱动卷

筒上，所述牵引边钢丝绳另一端经大导向轮 、顶端导向轮 ，通过固绳器 固定在轨道车前端 ，

所述预紧边钢丝绳通过底端导向轮绕制，经顶端导向轮 、大导向轮 ，所述预紧边钢丝绳 的一

端固定在驱动卷筒上，所述牵引边钢丝绳和预紧边钢丝绳进入驱动卷筒的位置相差至少一个

绳槽距离，所述预紧边钢丝绳与预紧机构连接 。

5、如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新型接力式楼道 电梯 ，其特征在于：所述预紧机构为预紧螺母 ，所述

预紧边钢丝绳 的另一端通过所述预紧螺母 固定在轨道车上，在预紧边钢丝绳靠近预紧螺母端

中间装有一预紧弹簧 。

6、如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新型接力式楼道 电梯 ，其特征在于：拉伸轴支撑 固定在轨道车框架结

构上，所述 的拉伸轴通过滑键可引着拉伸轴支撑前后滑动，所述拉伸轴前端为螺纹杆 ，所述

螺纹杆上安装有 固绳器 ，所述 固绳器 固定牵引边钢丝绳 的一端 。

7、如权利要求 1〜3 之一所述 的新型接力式楼道 电梯 ，其特征在于：所述踏板包括踏板轴 、踏

板结构件 、踏板底盖板 、急停触发杆 、第三压缩弹簧 、板件和急停触发行程开关，所述踏板

结构件与踏板轴连成一体 ，所述踏板轴插入到所述轨道车的转轴 中，所述踏板底盖板通过螺

钉封 闭住踏板 ，所述急停触发杆为 圆杆 ，所述急停触发杆可移动地安装在所述踏板结构件上



的圆孔 内，所述第三压缩弹簧套在急停触发杆上，用于限制第三压缩弹簧 的位置 的卡簧卡扣

在急停触发杆上，所述板件通过螺钉 固定在急停触发杆上，所述急停触发行程开关安装在踏

板结构件上，所述 的板件与所述急停触发行程开关联动 。

8、如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新型接力式楼道 电梯 ，其特征在于：所述踏板轴为 圆轴或方轴 。

9、如权利要求 1〜3 之一所述 的新型接力式楼道 电梯 ，其特征在于 ：所述踏板开合驱动装置为

交流减速 电机 ，所述交流减速 电机通过 电机 固定板 固定在轨道车框架结构上，所述交流减速

电机输 出轴上安装有小齿轮 ，所述小齿轮与所述半齿啮合 ，半齿安装在转轴上 。

10、如权利要求 1〜3 之一所述 的新型接力式楼道 电梯 ，其特征在于：所述封 闭箱体包括主体

机架 、电机箱 、PLC 控制柜 、机架盖板 ，所述机架盖板覆盖在所述主体机架 、电机箱 、PLC

控制柜 的外表面，所述机架盖板 的顶端开设有上间隙槽 ，所述机架盖板 的前盖板开设有上、

下门槽 、下间隙槽 ，所述上、下 门槽 、下间隙槽连通 。

11、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 的新型接力式楼道 电梯 ，其特征在于：所述上 、下门槽分别 由开 门机

装置驱动的踏板 门进行封 闭，开 门机装置包括踏板 门、轴支撑 、滑动轴 、上极限位置行程开

关和下极限位置行程开关，所述轴支撑安装在主体机架 门框板上，所述轴支撑与所述 的滑动

轴固定，所述滑块 中间装有无油衬套，所述滑块 固定在踏板 门上并能沿滑动轴上下升降，所

述踏板 门与踏板 门升降驱动装置连接 ，所述滑动轴 的上端安装所述上极限位置行程开关，所

述滑动轴 的下端安装所述下极限位置行程开关 。

12、如权利要求 11 新型接力式楼道 电梯 ，其特征在于 ：所述踏板 门升降驱动装置为行星直流

减速 电机 ，所述行星直流减速 电机 固定在 电机座上，所述 电机座固定在主体机架上，钢丝绳

通过上定滑轮 、电机收线盘 、下定滑轮 ，两端分别固定在踏板 门的上端和下端 。

13、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 的新型接力式楼道 电梯 ，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间隙槽 由封条带装置进

行封 闭，所述封条带装置包括封条带、封条带折板 、封条带转 向轮 、封条带转 向预紧轮 ，所

述封条带折板 固定在主体机架上，所述封条带的两端环绕过所述 的封条带转 向轮 、封条带转

向预紧轮之后 固定在封条带连接板上；

所述下间隙槽 由踏板槽封条装置进行封 闭，所述踏板槽封条装置包括踏板槽封条、导向

件、第二扭簧 、扭簧 固定件 、转 向定滑轮 、直流减速 电机 、限位行程开关、辅助钢丝绳 ，所

述踏板槽封条套装在所述导向件上，所述直流减速 电机 的输 出轴上安装辅助卷筒，所述辅助

卷筒上套装辅助钢丝绳 ，所述辅助钢丝绳通过转 向定滑轮与所述踏板槽封条连接 ，所述转 向

定滑轮上套装第二扭簧 ，所述扭簧 固定件将所述第二扭簧 固定在主体机架底部 。

14、如权利要求 1〜3 之一所述 的新型接力式楼道 电梯 ，其特征在于：所述轨道车的顶部设有

扶手 ，所述扶手包括扶手 内半边 、扶手外半边 、扶手 内置板 、封条带连接板 、上行开关和下

行开关，所述 的封条带连接板与扶手 内置板连接 固定在轨道车上，所述封条带连接板用于固

定封条带，所述扶手 内半边 、扶手外半边分别为半圆柱体结构，二者拼接成一个整体 的圆柱

体结构，所述扶手 内半边 、扶手外板边分别开有与扶手 内置板匹配 的槽型，将扶手 内置板上



部分封 闭并连成统一的整体 ，所述 的上行开关、下行开关分别安装在扶手 的两端 。

15、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 的新型接力式楼道 电梯 ，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机架采用整体式结构

或上下拼接式结构，门框板可拆卸地安装在所述主体机架上 。

16、如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新型接力式楼道 电梯 ，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卷筒为两端具有 凸缘 ,

内部切制有螺旋槽 的卷筒 。

17、如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新型接力式楼道 电梯 ，其特征在于：所述拉伸轴为一阶梯轴 ，所述

滑键安装在拉伸轴 的尾端 ，所述弹簧挡 圈套在拉伸轴上并依靠轴肩进行承载，所述压缩弹簧

安装在两个弹簧挡 圈之间。

18、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 的新型接力式楼道 电梯 ，其特征在于：在主体机架 的上盖板和下底板

上分别安装有上轨道 、下轨道 ，在主体机架下竖直板上安装有缓冲器 ，在主体机架 中间横杆

上安装有限位轮 ，所述限位轮与所述轨道车上的减速触发杆相配合 ，用于限制轨道车在上终

端位置 的摆动，在主体机架 中间横杆上安装有用于承接 电线拖链 的拖链承接件 ，所述拖链承

接件为一金属 U 型折板 ，所述 电线拖链用于约束轨道车上所有 向外延伸 的电缆 ，下终端极限

开关安装在主体机架 的下竖直板上，上终端极限开关安装在断绳保护触发件上，在主体机架

顶端相应位置 固定一上终端极限开关触发器 ，在主体机架 的中间横杆上分别安装有上、下减

速触发行程开关 。

19、如权利要求 18 所述 的新型接力式楼道 电梯 ，其特征在于：所述缓冲器为轴端包裹有橡胶

等弹性材料 的支撑轴或弹簧缓冲器 。

20、如权利要求 13 所述 的新型接力式楼道 电梯 ，其特征在于：所述楼道 电梯还包括用于控制

轨道车的运行、踏板 的收放 、开 门机装置 、踏板槽封条装置 的控制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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