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145820.2

(22)申请日 2019.02.27

(30)优先权数据

2018-057549 2018.03.26 JP

(71)申请人 富士达株式会社

地址 日本滋贺县

(72)发明人 衣笠优　

(74)专利代理机构 隆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72003

代理人 宋晓宝　陈林

(51)Int.Cl.

B66B 7/06(2006.01)

 

(54)发明名称

电梯和引导装置

(57)摘要

电梯具有覆盖平衡配重块的行进路径的罩

体、和对与轿厢的下部和平衡配重块的下部分别

连接的平衡绳进行引导的至少一个引导部，罩体

具备罩部，罩部配置在轿厢与平衡配重块之间，

并且在纵向视角上与平衡绳重合，至少一个引导

部具备沿横向延伸的横向引导部，横向引导部

的、平衡配重块侧的端部在纵向视角上位于与罩

部相比更靠近平衡配重块侧的位置或位于与罩

部相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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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梯，其中，

具备：

罩体，覆盖平衡配重块的行进路径；以及

至少一个引导部，对与轿厢的下部和所述平衡配重块的下部分别连接的平衡绳进行引

导，

所述罩体具备罩部，所述罩部配置在所述轿厢与所述平衡配重块之间，并且在纵向视

角上与所述平衡绳重合，

所述至少一个引导部具备沿横向延伸的横向引导部，

所述横向引导部的所述平衡配重块侧的端部在纵向视角上位于与所述罩部相比更靠

近所述平衡配重块侧的位置或位于与所述罩部相同的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其中，

所述至少一个引导部具备沿纵向延伸的纵向引导部，

所述纵向引导部具备以纵向为中心旋转的旋转体。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梯，其中，

所述横向引导部具备以横向为中心旋转的旋转体，

所述纵向引导部的所述旋转体与所述横向引导部的所述旋转体之间的间隙的距离小

于所述平衡绳的直径。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电梯，其中，

所述罩部具有开口部，该开口部具有上缘部，

所述横向引导部配置在与所述开口部的所述上缘部相比更靠近下方的位置。

5.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电梯，其中，

所述罩部具有开口部该开口部具有侧缘部，

所述纵向引导部的所述平衡绳侧的端部在纵向视角上配置在与所述开口部的所述侧

缘部相比更靠近所述平衡绳侧的位置。

6.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电梯，其中，

相对于在下部具有与轿厢绳连接的轿厢绳轮的轿厢，所述至少一个引导部整体在纵向

视角上与所述轿厢绳轮分离。

7.一种引导装置，其中，

具备对与轿厢的下部和平衡配重块的下部分别连接的平衡绳进行引导的至少一个引

导部，

所述至少一个引导部具备沿横向延伸的横向引导部，

所述横向引导部的所述平衡配重块侧的端部在纵向视角上位于与覆盖所述平衡配重

块的行进路径的罩部相比更靠近所述平衡配重块侧的位置或位于与所述罩部相同的位置。

8.一种引导装置，其中，

具备对与轿厢的下部和平衡配重块的下部分别连接的平衡绳进行引导的至少一个引

导部，

所述至少一个引导部具备沿纵向延伸的纵向引导部，

所述纵向引导部具备以纵向为中心旋转的旋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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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和引导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梯和引导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以往，电梯(elevator)例如具备轿厢、平衡配重块、与轿厢和平衡配重块分别连接

的主绳、和为了消除主绳的重量的偏差而与轿厢的下部和平衡配重块的下部分别连接的平

衡绳(重量补偿装置)。(例如，专利文献1)。然而，例如，在作业人进入到平衡配重块的行进

路径的情况下，作业人有可能与平衡配重块碰撞。

[0003] 现有技术文献

[0004] 专利文献

[0005] 专利文献1：日本专利特开平11-255452号公报

发明内容

[0006] 发明要解决的问题

[0007] 因此，本申请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梯，能够防止作业人进入平衡配重块的行进

路径，并且能够可靠地引导平衡配重块。

[0008] 用于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

[0009] 电梯具备：罩体，覆盖平衡配重块的行进路径；以及至少一个引导部，对与轿厢的

下部和上述平衡配重块的下部分别连接的平衡绳进行引导，上述罩体具备罩部，上述罩部

配置在上述轿厢与上述平衡配重块之间，并且在纵向视角上与上述平衡绳重合，上述至少

一个引导部具备沿横向延伸的横向引导部，上述横向引导部的上述平衡配重块侧的端部在

纵向视角上位于与上述罩部相比更靠近上述平衡配重块侧的位置或位于与上述罩部相同

的位置。

[0010] 另外，在电梯中也可以构成为，上述至少一个引导部具备沿着纵向延伸的纵向引

导部，上述纵向引导部具备以纵向为中心旋转的旋转体。

[0011] 另外，在电梯中也可以构成为，上述横向引导部具备以横向为中心旋转的旋转体，

上述纵向引导部的上述旋转体与上述横向引导部的上述旋转体之间的间隙的距离小于上

述平衡绳的直径。

[0012] 另外，在电梯中，也可以构成为，上述罩部具备开口部，该开口部具有上缘部，上述

横向引导部配置在与上述开口部的上述上缘部相比更靠近下方的位置。

[0013] 另外，在电梯中也可以构成为，上述罩部具备开口部，该开口部具有侧缘部，上述

纵向引导部的、上述平衡绳侧的端部在纵向视角上配置在与上述开口部的上述侧缘部相比

更靠近上述平衡绳侧的位置。

[0014] 另外，在电梯中也可以构成为，相对于在下部具有与轿厢绳连接的轿厢绳轮的轿

厢，上述至少一个引导部整体在纵向视角上与上述轿厢绳轮分离。

[0015] 另外，引导装置具备引导与轿厢的下部和平衡配重块的下部分别连接的平衡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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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一个引导部，上述至少一个引导部具备沿横向延伸的横向引导部，上述横向引导部的、

上述平衡配重块侧的端部位于与覆盖上述平衡配重块的行进路径的罩部相比更靠近上述

平衡配重块侧的位置或者与上述罩部相同的位置。

[0016] 另外，引导装置具备引导与轿厢的下部和平衡配重块的下部分别连接的平衡绳的

至少一个引导部，上述至少一个引导部具备沿纵向延伸的纵向引导部，上述纵向引导部具

备以纵向为中心旋转的旋转体。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一个实施方式的电梯的整体概要图。

[0018] 图2是该实施方式的电梯的俯视图。

[0019] 图3是该实施方式的电梯的主要部分放大图。

[0020] 图4是该实施方式的引导装置的主视图。

[0021] 图5是该实施方式的引导装置的侧视图。

[0022] 图6是该实施方式的引导装置的俯视图。

[0023] 图7是另一个实施方式的引导装置的侧视图。

[0024] 图8是又一个实施方式的引导装置的侧视图。

[0025] 图9是又一个实施方式的引导装置的主视图。

[0026] 图10是又一个实施方式的引导装置的主视图。

[0027] 附图标记的说明

[0028] 1：电梯，1a：轿厢，1b：轿厢绳轮，1c：主绳，1d：配重块绳轮，1e：平衡配重块，1f：提

升机，1g：轿厢轨道，1h：配重块轨道，2：平衡绳，3：罩体，3a：罩部，3b：连接部，3c：开口部，

3d：上缘部，3e：侧缘部，4：引导装置，4a：支撑部，5：横向引导部，5a：旋转体，5b：轴体，5c：端

部，6：纵向引导部，6a：旋转体，6b：轴体，6c：端部，X1：井道，X2：行进路径。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参照图1～图6对电梯及引导装置的一个实施方式进行说明。另外，在各图

(图7～图10也同样)中，附图的尺寸比与实际的尺寸比不一定一致，另外，各附图之间的尺

寸比也不一定一致。

[0030] 如图1所示，本实施方式的电梯1具备：用于供用户乘坐的轿厢1a、卷绕在轿厢1a的

轿厢绳轮1b上的主绳1c、具有卷绕主绳1c的配重块绳轮的平衡配重块1e、以及驱动主绳1c

而使轿厢1a和平衡配重块1e在纵向(上下方向)D3上行进的提升机1f。另外，电梯1具备与轿

厢1a的下部和平衡配重块1e的下部分别连接的平衡绳2。

[0031] 轿厢绳轮1b配置在轿厢1a的下部，配重块绳轮1d配置在平衡配重块1e的上部。并

且，主绳1c的端部分别固定在井道X1的上部。另外，提升机1f配置在井道X1的内部。

[0032] 在本实施方式中构成为，主绳1c卷绕在轿厢绳轮1b和配重块绳轮1d上，由此，主绳

1c与轿厢1a和平衡配重块1e连接，但不限于该结构。例如，也可以构成为主绳1c的一端部固

定于轿厢1a，主绳1c的另一端部固定于平衡配重块1e，提升机1f配置于与井道X1相比更靠

近上部的机械室的内部。

[0033] 平衡绳2是为了消除主绳1c的重量的偏差而设置的，也被称为重量补偿装置。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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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2只要形成为具有挠性的绳状即可，没有特别限定。例如，平衡绳2可以由钢制的链和包覆

该链的树脂等构成，也可以仅由钢制的链构成。另外，例如，平衡绳2也可以由与主绳1c相同

的材质构成。

[0034] 如图2及图3所示，电梯1具备为了引导轿厢1a而沿着纵向D3延伸的轿厢轨道1g和

为了引导平衡配重块1e而沿着纵向D3延伸的配重块轨道1h。另外，电梯1具备覆盖平衡配重

块1e的行进路径X2的罩体3和引导平衡绳2的引导装置4。应予说明的是，平衡绳2的数量没

有特别限定，在本实施方式中为两个。

[0035] 罩体3具备配置于轿厢1a与平衡配重块1e之间的罩部3a和使罩部3a与配重块轨道

1h连接的连接部3b。罩部3a和连接部3b分别形成为平板状。这样，罩体3覆盖平衡配重块1e

的行进路径X2。具体而言，由于罩体3从侧方覆盖平衡配重块1e的行进路径X2的下部，因此

能够防止作业人进入平衡配重块1e的行进路径X2。

[0036] 另外，罩部3a在纵向D3视角上与平衡绳2重合。应予说明的是，不限于罩体3固定在

配重块轨道1h上的结构，例如，也可以构成为罩体3固定在井道X1的底部或侧部。

[0037] 如图4所示，罩部3a具备用于使平衡绳2通过的开口部3c。开口部3c的位置、大小没

有特别限定，但为了使作业人无法进入到平衡配重块1e的行进路径X2，优选尽可能地小。在

本实施方式中为开口部3c配置在罩部3a的下部且横向D1的中央部。另外，开口部3c形成为

矩形。

[0038] 引导装置4具备沿着横向(也称为“第一横向”)D1延伸的横向引导部5、沿着纵向D3

延伸的纵向引导部6、支撑横向引导部5和纵向引导部6的支撑部4a。而且，由于罩部3a形成

为分别沿着横向D1和纵向D3的平板状，因此横向引导部5和纵向引导部6分别配置成相对于

罩部3a平行。另外，纵向引导部6以配置在横向引导部5的两侧的方式具备两个。

[0039] 横向引导部5具备以横向D1为中心旋转的多个旋转体5a和可旋转地支撑旋转体5a

的轴体5b。旋转体5a形成为筒状，轴体5b插入到旋转体5a的内部。因此，多个旋转体5a能够

分别单独地旋转。应予说明的是，旋转体5a的个数没有特别限定。

[0040] 纵向引导部6具备以纵向D3为中心旋转的多个旋转体6a、和可旋转地支撑旋转体

6a的轴体6b。旋转体6a形成为筒状，轴体6b插入到旋转体6a的内部。因此，多个旋转体6a能

够分别单独地旋转。应予说明的是，旋转体6a的个数没有特别限定。

[0041] 旋转体5a、6a和轴体5b、6b的材质没有特别限定，但是，例如，旋转体5a、6a优选为

相对于轴体5b、6b具有弹性。由此，在平衡绳2与旋转体5a、6a碰撞而被引导时，能够抑制噪

音的产生。作为具有弹性的材质，例如可举出橡胶等。

[0042] 支撑部4a将轴体5b、6b固定为不动，并且固定于井道X1的底部。应予说明的是，横

向引导部5和纵向引导部6并不限于该结构，例如也可以构成为多个旋转体5a能够一体地旋

转。例如，也可以构成为旋转体5a以与轴体5b成为一体的方式被固定，轴体5b可旋转地与支

撑部4a连接。

[0043] 另外，纵向引导部6的旋转体6a与横向引导部5的旋转体5a之间的间隙的距离W1小

于平衡绳2的直径D1，纵向引导部6的旋转体6a与横向引导部5的旋转体5a之间的间隙的距

离W2小于平衡绳2的直径D2。由此，能够抑制平衡绳2从纵向引导部6的旋转体6a与横向引导

部5的旋转体5a之间的间隙脱离。因此，平衡绳2被纵向引导部6的旋转体6a和横向引导部5

的旋转体5a顺畅地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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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另外，如图5和图6所示，横向引导部5的、平衡配重块1e侧(与第一横向D1正交的第

二横向D2的一侧且图5和图6中的右侧)的端部5c在纵向D3视角上位于与罩部3a相比更靠近

平衡配重块1e侧的位置。具体而言，横向引导部5的、旋转体5a的平衡配重块1e侧的端部5c

在纵向D3上位于与罩部3a相比更靠近平衡配重块1e侧的位置。

[0045] 由此，通过横向引导部5引导平衡绳2，能够抑制平衡绳2碰到罩部3a。因此，例如能

够抑制平衡绳2和罩体3损伤。应予说明的是，横向引导部5配置在与开口部3c的上缘部3d相

比更靠近下方的位置。

[0046] 另外，如图6所示，纵向引导部6的、平衡绳2侧(第一横向D1的一侧)的端部6c在纵

向D3视角上位于与开口部3c的侧缘部3e相比更靠近平衡绳2侧的位置。具体而言，纵向引导

部6的旋转体6a的、平衡绳2侧的端部6c在纵向D3上位于与开口部3c的侧缘部3e相比更靠近

平衡绳2侧的位置。

[0047] 由此，通过纵向引导部6引导平衡绳2，能够抑制平衡绳2碰到罩部3a。因此，例如能

够抑制平衡绳2和罩体3损伤。

[0048] 其中，在轿厢1a位于最下方位置时，需要在轿厢1a的下方确保安全所需的空间。并

且，在轿厢绳轮1b的下方配置有引导装置4的情况下，需要在轿厢绳轮1b与引导装置4之间

确保该空间，因此需要使井道X1的底部变深。因此，在纵向D3视角上，可以使引导装置4远离

轿厢绳轮1b。由此，例如无需使井道X1的底部过深。

[0049] 另外，由于引导装置4配置在罩体3的开口部3c的附近，因此能够减小罩体3的开口

部3c。由此，能够防止作业人进入到平衡配重块1e的行进路径X2。而且，通过将开口部3c设

置为作业人无法物理地进入的程度的大小，能够可靠地防止作业人进入到平衡配重块1e的

行进路径X2。

[0050] 如上所述，本实施方式的电梯1具备覆盖平衡配重块1e的行进路径X2的罩体3、和

对与轿厢1a的下部和上述平衡配重块1e的下部分别连接的平衡绳2进行引导的至少一个引

导部5、6，上述罩体3配置在上述轿厢1a与上述平衡配重块1e之间，具备在纵向D3视角上与

上述平衡绳2重合的罩部3a，上述至少一个引导部5、6具备沿横向D1延伸的横向引导部5，上

述横向引导部5的、上述平衡配重块1e侧的端部5c在纵向D3视角上位于与上述罩部3a相比

更靠近上述平衡配重块1e侧的位置或与上述罩部3a相同的位置(在本实施方式中为位于与

上述罩部3a相比更靠近上述平衡配重块1e侧的位置)。

[0051] 根据该结构，由于罩体3覆盖平衡配重块1e的行进路径X2，因此能够防止作业人进

入平衡配重块1e的行进路径X2。另外，横向引导部5的、平衡配重块1e侧的端部5c在纵向D3

视角上位于与罩部3a相比更靠近平衡配重块1e侧的位置或与罩部3a相同的位置。

[0052] 由此，通过由横向引导部5引导平衡绳2，能够抑制平衡绳2碰到罩部3a。这样，能够

防止作业人进入到平衡配重块1e的行进路径X2，并且能够可靠地引导平衡绳2。

[0053] 另外，在本实施方式的电梯1中，上述至少一个引导部5、6具备沿着纵向D3延伸的

纵向引导部6，上述纵向引导部6具备以纵向D3为中心旋转的旋转体6a。

[0054] 根据该结构，纵向引导部6引导平衡绳2，因此能够抑制平衡绳2向侧方摆动。并且，

通过使旋转体6a以纵向D3为中心旋转，纵向引导部6引导平衡绳2，因此能够顺畅地引导平

衡绳2。

[0055] 另外，在本实施方式的电梯1中构成为，上述横向引导部5具备以横向D1为中心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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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的旋转体5a，上述纵向引导部6的上述旋转体6a与上述横向引导部5的上述旋转体5a之间

的间隙的距离W1、W2小于上述平衡绳2的直径D1、D2。

[0056] 根据该结构，能够抑制平衡绳2从纵向引导部6的旋转体6a与横向引导部5的旋转

体5a之间的间隙中脱离。由此，平衡绳2通过纵向引导部6的旋转体6a和横向引导部5的旋转

体5a被顺畅地引导。

[0057] 另外，本实施方式的引导装置4具备对与轿厢1a的下部和平衡配重块1e的下部分

别连接的平衡绳2进行引导的至少一个引导部5、6，上述至少一个引导部5、6具备沿横向D1

延伸的横向引导部5，上述横向引导部5的、上述平衡配重块1e侧的端部5c在纵向D3视角上

位于与覆盖上述平衡配重块1e的行进路径X2的罩部3a相比更靠近上述平衡配重块1e侧的

位置或与上述罩部3a相同的位置(在本实施方式中为与上述罩部3a相比更靠近上述平衡配

重块1e侧的位置)。

[0058] 根据该结构，横向引导部5引导平衡绳2，由此能够抑制平衡绳2碰到罩部3a。因此，

能够解决提供一种能够抑制平衡绳2碰到罩部3a的引导装置4这样的课题。

[0059] 另外，本实施方式的引导装置4具备对与轿厢1a的下部和平衡配重块1e的下部分

别连接的平衡绳2进行引导的至少一个引导部5、6，上述至少一个引导部5、6具备沿着纵向

D3延伸的纵向引导部6，上述纵向引导部6具备以纵向D3为中心旋转的旋转体6a。

[0060] 根据该结构，由纵向引导部6引导平衡绳2，因此能够抑制平衡绳2向侧方摆动。并

且，通过使旋转体6a以纵向D3为中心旋转，由纵向引导部6引导平衡绳2，因此能够顺畅地引

导平衡绳2。因此，能够解决提供一种能够抑制平衡绳2向侧方摆动，并且能够顺畅地引导平

衡绳2的引导装置4这样的课题。

[0061] 应予说明的是，电梯1和引导装置4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的结构，另外，并不限于

上述的作用效果。另外，电梯1和引导装置4当然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主旨的范围内进行

各种变形。例如，当然也可以任意地选择一个或多个下述的各种变形例的结构、方法等，并

在上述的实施方式的结构或方法等中采用。

[0062] (1)在上述实施方式的引导装置4中构成为，横向引导部5配置在与开口部3c的上

缘部3d相比更靠近下方的位置。然而，引导装置4并不限于该结构。例如，如图7所示，也可以

构成为横向引导部5配置在与开口部3c的上缘部3d相比更靠近上方的位置。

[0063] (2)另外，上述实施方式的引导装置4构成为固定在井道X1的底部。然而，引导装置

4并不限于该结构。例如，如图7所示，也可以构成为引导装置4固定在罩体3上。另外，例如，

还可以构成为引导装置4通过将配重块轨道1h与引导装置4进行连接的其他部件固定在配

重块轨道1h上。

[0064] (3)另外，在上述实施方式的引导装置4中构成为，横向引导部5的、平衡配重块1e

侧的端部5c在纵向D3视角上位于与罩部3a相比更靠近平衡配重块1e侧的位置。然而，引导

装置4不限于该结构。例如，如图8所示，也可以构成为横向引导部5的、平衡配重块1e侧(在

图8中为右侧)的端部5c在纵向D3视角上位于与罩部3a相同的位置。

[0065] (4)另外，在上述实施方式的引导装置4中构成为，纵向引导部6的旋转体6a与横向

引导部5的旋转体5a之间的间隙的距离W1、W2小于平衡绳2的直径D1、D2。尽管引导装置4优

选为这种结构，但并不限于该结构。例如，也可以构成为纵向引导部6的旋转体6a与横向引

导部5的旋转体5a之间的间隙的距离W1、W2大于或等于平衡绳2的直径D1、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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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5)另外，在上述实施方式的电梯1中构成为，罩体3的罩部3a是在横向D1上局部具

备用于使平衡绳2通过的开口部3c。然而，电梯1并不限于该结构。例如，如图9所示，也可以

构成为罩体3的罩部3a在横向D1的整个范围内具备用于使平衡绳2通过的开口部3c。

[0067] (6)另外，上述实施方式的引导装置4构成为具备横向引导部5和纵向引导部6。尽

管引导装置4优选为这种结构，但并不限于该结构。例如，如图9所示，引导装置4也可以构成

为不具备纵向引导部6而仅具备横向引导部5。另外，例如，如图10所示，引导装置4也可以构

成为不具备横向引导部5而仅具备纵向引导部6。

[0068] (7)另外，在上述实施方式的引导装置4中，纵向引导部6以配置在横向引导部5的

两侧的方式具备两个。尽管引导装置4优选为这种结构，但并不限于该结构。例如，纵向引导

部6也可以以配置在横向引导部5的一侧的方式具备一个。

[0069] (8)另外，上述实施方式的引导装置4是在具备罩体3的电梯1中使用的结构。然而，

引导装置4并不限于该结构。例如，如图10所示，引导装置4也可以是在不具备罩体3的电梯1

中使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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