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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助逃生电梯轿厢，属于电梯领域：主

要由曳引绳1及轿厢等结构组成，其特征在于：在

轿厢架横梁8上安装基座3，基座上安装绳轮2，所

述绳轮与减速器4连接，减速器与制动电机5连

接，减速器与制动电机均固定在基座3上；所述曳

引绳1与绳轮2牢固连接，并预先缠绕绳轮约3米

的长度；所述制动电机设有解锁拉杆6，初始状

态，所述制动电机与绳轮是锁死的，不能转动。当

发生事故时，乘客拉动解锁拉杆，制动电机与绳

轮被解锁、于是绳轮转动，曳引绳1通过绳轮2下

放预先缠绕的3米左右的长度，在制动电机的作

用下使轿厢能够在自身重力作用下缓慢下降到

平层位置，帮助乘客自助脱困。这种方式操作简

单，能使乘客方便、安全且迅速脱困。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2页

CN 111017681 A

2020.04.17

CN
 1
11
01
76
81
 A



1.一种自助逃生电梯轿厢：主要由曳引绳及轿厢架等结构组成，所述轿厢架由横梁、立

柱、底梁、底板等构成；其特征是：在轿厢架横梁上设置基座，基座上安装绳轮，绳轮的中心

轴通过轴承安装在基座上；所述绳轮与减速器连接，减速器与制动电机连接；所述制动电机

与减速器均固定在横梁基座上；所述绳轮上设有绳头组合，所述曳引绳与绳头组合牢固连

接，并预先缠绕绳轮数圈；所述制动器设有解锁拉杆，解锁拉杆与拉绳连接，拉绳拉接至轿

厢暗门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助逃生电梯轿厢，其特征是：初始状态下，所述的曳引绳预

先缠绕绳轮一层楼略高的长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助逃生电梯轿厢，其特征是：初始状态下，所述制动电机是

断电锁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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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助逃生电梯轿厢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升降电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乘客被困电梯时的自助逃生电梯轿

厢。

技术背景

[0002] 目前，人类社会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高楼大厦也越修越多，所以电梯的使用量也

越来越大，但是，由于电梯长期运行，故障也时有发生。特别是经常出现乘客被困电梯的情

况，导致乘客在狭小的空间内情绪失控，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甚至有人在非平层位置强

行扒门外逃，导致坠亡等惨剧发生。

[0003] 而我国也在完善电梯的管理制度，比如规定出现乘客被困电梯后，救援人员必须

在30分钟内赶到，而这样无疑增加了电梯使用过程中的管理成本，并给乘客造成焦虑情绪。

[0004] 目前，为了使乘客能够在被困状态下自助脱困，大致有如下几种方法：

[0005] 第一种、断电自动平层装置，这种装置实际上是一个备用的蓄电池，当电梯的主电

源断电的时候，该蓄电池自动为电梯的控制系统供电，接管电梯的控制权，并为电梯提供一

定电力使之运行到平层位置。但这种装置只能解决停电的情况，对于其它情况导致的电梯

抱闸锁死，则无能为力。

[0006] 第二种、轿厢顶部的逃生窗，这种方式是在电梯轿厢里设置一个简易的梯子，并在

轿厢顶设置一个逃生窗，平时梯子是藏起来的，发生事故时乘客可自助拿出梯子，打开逃生

窗，通过轿厢顶爬出去，但是这种方式有着危险性，对于大多数人都是不适合的。

[0007] 第三种、通过一根长长的绳子连接轿厢和机房内的制动器，以及另外一根绳子连

接机房内的盘车装置。这两根绳子从上至下贯穿整个井道。事故时，通过拉动其中一根绳子

打开制动器的抱闸，然后通过拉动另一根绳子，来转动机房内的盘车装置，使电梯能升降到

平层位置。见专利：一种可自助逃生的轿厢式电梯，申请号201510825458.5。这种装置的缺

点是需要额外增加两根长长的绳子，且必须在底部绷紧，类似于两套限速缆，不然会打结。

所以对于井道很长的情况，这种方式并不适合，且操作不够灵活。

[0008] 当然，还有其它的方式，这里不一一列举。

发明内容

[0009] 为了克服以上方式的缺点，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新的用于乘客在被困状态下自助逃

生的电梯轿厢。

[0010]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11] 一种自助逃生电梯轿厢：主要由曳引绳、轿厢及轿厢架等结构组成；所述轿厢架由

横梁、立柱、底梁，底板等构成；在轿厢架横梁中间位置设置基座，基座上安装绳轮，绳轮的

中心轴通过轴承安装在基座上；所述绳轮侧边设有齿轮及减速器，所述减速器与制动电机

相连，所述制动电机及减速器均固定在轿厢架横梁基座上；所述绳轮上设有绳头组合，所述

曳引绳与绳头组合牢固连接，并预先缠绕绳轮数圈，缠绕长度不少于一层楼的高度。所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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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电机设有解锁拉杆，初始状态下，制动电机是断电锁死的，由于制动电机是通过减速器与

绳轮连接的，所以绳轮也是被锁死的，不能转动，电梯轿厢通过锁死的绳轮吊在曳引绳下，

电梯在这种状态下正常运行。

[0012] 另外，在轿厢壁上设置暗门(高度应大于1.5米，以防止小孩触碰)，暗门内设有拉

绳，拉绳与制动电机的解锁拉杆连接；同时，在轿厢门上设有观察窗和紧急情况下能打开轿

厢门的锁(三角锁)。

[0013] 当电梯发生事故时，电梯机房的曳引电机被电梯原有的制动器锁死，无法再运转，

曳引绳也无法被拉动，这时，如果电梯轿厢不在平层位置，则乘客就很难自助脱困。

[0014] 而本发明在轿厢顶安装绳轮并预先缠绕几圈的目的就是能使曳引绳在无法被拉

动的情况下，有一个一层高度以上的的缩放距离，以使轿厢能够在重力作用下下降到平层

位置。

[0015] 在断电的情况下，当电梯发生故障并被锁死时，乘客打开设在轿厢壁上的暗门，通

过暗门内的拉绳拉动制动电机的解锁拉杆，制动电机摩擦片被放松，电机就可以转动，于是

绳轮也被释放，电梯轿厢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下行，而由于绳轮与制动电机是同步运转的，

所以绳轮旋转就会带动制动电机旋转，通过选用合适的减速比、合适的弹簧压力以及制动

片摩擦阻力等参数大小，通过手拉控制拉杆的拉力大小，可方便控制轿厢下降的速度。最佳

状态下，满载下降时，其速度不应超正常运行速度的一半，以保证使用安全。

[0016] 同时，被困乘客可以通过观察轿厢门上设置的观察窗，观察轿厢相对于楼层层门

的位置，或者设置相应的平层位置感应装置，感知电梯是否已到达平层；当电梯到达平层位

置时，乘客就松手，解锁拉杆恢复原位，制动电机被锁死，绳轮就停止转动，轿厢也跟着停止

下降。然后，乘客可通过藏在暗门内的三角钥匙打开轿厢门和层门，安全的从被困状态撤离

电梯，完成自助逃生。

[0017] 以上为手动控制，用于乘客在无电的情况下操作。

[0018] 而很多情况下电梯发生故障锁死并不是因为断电，而是因为其它原因，这种情况

下，仍然是有电的。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乘客被困时，我们可以在暗门内设置制动电机的下行

按钮，乘客看到有电信号后，按下下行按钮，制动电机下行，带着轿厢慢速下降。选用较大的

减速器速比，可使轿厢下降速度在预设范围内以较慢的速度向下运行。当乘客通过观察窗

观察到到达平层位置时，松开按钮，轿厢停止下行，此时已是平层位置，就可以打开电梯门，

完成自助脱困。

[0019] 乘客离开后，电梯恢复原状就需要维护人员来操作，我们在轿厢顶设置制动电机

的上行按钮，维护人员爬上轿厢顶，按下制动电机的上行按钮，制动电机带动绳轮按绕绳方

向转动，从而带动轿厢上行，当曳引绳缠绕绳轮达到预设的长度，松开按钮，制动电机停止

转动并锁死，绳轮也被锁死，电梯又恢复到能正常运行的初始状态。

[0020] 为了使轿厢以稳定的速度缓慢下降，我们还可以用其它制动方式来代替制动电机

制动，比如类似汽车的行车制动器来制动，这样整个结构就更经济更简单。乘客通过拉绳拉

动制动器的解锁拉杆，解除锁死状态，然后通过控制解锁拉杆的张紧程度来控制轿厢下降

的速度，使轿厢下降到平层位置，然后松开解锁拉杆，解锁拉杆在弹簧作用下回复原位，制

动器又被锁死，然后就可以自助脱困。这个结构比较成熟且简单，不再累述。

[0021] 乘客离开后，恢复原状的工作将由维护人员完成，这时，需要先将电梯下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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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使电梯搁置在基坑缓冲器上，然后维护人员通过屋顶的盘车装置松动曳引绳，同时下面

的维护人员手动转动轿厢顶的绳轮，使曳引绳能预先缠绕绳轮到预设的长度，然后锁死，这

样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0022] 优选的，制动电机与减速器直接相连，减速器输出轴与绳轮轴通过联轴器相连。为

防止摩擦片失灵或乘客误操作，造成电梯急速下坠，在绳轮轴端头安装用于限速的编码器，

当电梯下降速度超过某值时，编码器检测的转速信号，经限速控制器控制位于绳轮端面的

制动器，将绳轮抱死，防止轿厢急坠。该编码器的转速信号，转换为电梯升降速度信号和移

动距离信号，在轿厢暗门内显示出来，操作者在控制电梯下降时，观察电梯下降的速度，可

通过控制牵引绳的拉力大小，使电梯在安全的速度范围内下降。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乘客被困电梯后，能很轻松且安全的下放轿厢到平层位置，

自助脱困，减少等待救援的时间。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较佳实施例1的立体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绳轮的构造示意图；

[0026] 附图标记说明：1，曳引绳；2，绳轮；3，基座；4，减速器；5制动电机(制动器)；6，解锁

拉杆；7拉绳；8，横梁；9，立柱；10，底板；11，底梁；12；绳头组合。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但是本发明的结构不仅限于

此实施例。

[0028] 实施例1：

[0029] 请参见图1，是本装置较佳实施例1的立体图，图中曳引绳1的下端固定在绳轮2上，

并预先缠绕绳轮一定的长度(略长于一层楼房高度值)，绳轮2的中心轴通过轴承安装在基

座3上，基座3固定在横梁8的中间位置；所述绳轮2侧边设有齿轮及减速器4，所述减速器4与

制动电机5直接相连，所述制动电机5及减速器4均固定在基座3上；所述制动电机5设有解锁

拉杆6(设回复弹簧)，解锁拉杆6上连接有拉绳7，拉绳7一直下垂到轿厢中部暗门内(未画

出)。

[0030] 初始状态下，制动电机5是断电锁死的，由于制动电机5是通过减速器4与绳轮2紧

密连接(啮合)的，所以制动电机5锁死的情况下，绳轮2也是被锁死的，不能转动，电梯轿厢

通过锁死的绳轮2吊在曳引绳1下，电梯在这种状态下正常运行。

[0031] 为了更好的理解本设计的结构，请见图2，是绳轮2的构造示意图，图中绳轮2上设

有绳头组合12，所述曳引绳1牢固连接在绳头组合12上，并预先缠绕绳轮一定圈数。绳轮缠

绕的长度与具体的楼层高度有关，不同的情况应不同对待。

[0032] 另外，在轿厢壁上设有暗门(未画出)，通过暗门可以拉动拉绳7，暗门高度应大于

1.5米，以防止小孩触碰；同时，在轿厢门上设有观察窗及可用三角钥匙打开的三角锁(未画

出)。观察窗应设置在门的最低点，以宽度不超过10厘米，高度在30～50厘米之间为宜。

[0033] 请参见图1，当电梯发生停电事故时，电梯机房的曳引电机被电梯原有的制动器抱

闸锁死，无法再运转，曳引绳1也被锁死，无法被拉动；这时，被困人员打开暗门(未画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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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拉绳7拉动解锁拉杆6，制动电机5被解锁，就可以转动(断电状态)，于是绳轮2也被解锁，

这时电梯轿厢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下行，带动绳轮转动，而由于绳轮2与制动电机5是通过

减速器连接(啮合)的，所以制动电机也跟着转动，通过制动电机内部的制动摩擦片提供阻

力矩来阻止电梯快速下降，达到一个平衡值后，能使电梯以一定速度缓慢下降，减速器速比

越大，平衡电梯重力的摩擦片制动力矩就越小，操作人员就越能轻松控制电梯下降速度。

[0034] 操作人员通过暗门内的电梯下降速度显示表来判断电梯下降的速度，该速度不宜

过大，以不大于电梯正常运行速度的一半为宜，当速度超过预先设定的某值时，绳轮上自带

的安全制动器动作，将制动电机和减速器锁死，以保安全。

[0035] 同时，我们在每层层门的最低点，对应观察窗的位置从上到下依次标注50cm、

40cm、30cm、20cm、10cm、0几个尺寸线，被困人员通过观察窗，观察轿厢相对于楼层层门的位

置，当轿厢门最低点到达10cm刻度线时，乘客就松开拉绳7，解锁拉杆6在弹簧的作用下回复

原位，制动电机5被锁死，绳轮2就停止转动，轿厢也跟着停止下降。然后，乘客通过预先藏在

暗门内的三角钥匙打开轿厢门和层门，安全的从被困状态撤离电梯，完成自助逃生。

[0036] 以上为手动操作，适用于停电状况，在电梯未断电的情况下，以上操作还可以改用

电动操作：我们在轿厢的暗门内设置制动电机的下行按钮(未画出)，乘客打开暗门，直接按

轿厢下行按钮，制动电机5向下转动(运行)，带动轿厢下行，当观察到轿厢到达平层时，松开

按钮即可。

[0037]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制动电机和目前广泛使用的制动电机还是有所区别，需要

专门设计，比如制动电机的抱闸锁死状态，应能适应长期抱闸锁死要求。还比如轿厢壁应增

设扶手，以防止突然停止下降导致乘客摔倒，但这些特征与本专利特征无关，故不多叙述。

[0038] 乘客离开后，电梯恢复原状就需要维护人员来操作，在来电的情况下，维护人员爬

上轿厢顶，按动制动电机5的上行按钮，带动绳轮2转动，从而带动轿厢上行，当上行到预定

标记，曳引绳1缠绕绳轮2达到预设的长度后，松开按钮，制动电机停止转动并锁死，绳轮也

被锁死，电梯又恢复到能正常运行的初始状态。

[0039] 实施例2：

[0040] 实施例1中，制动电机带有解锁拉杆，这种设备在市场上有着广泛的应用，是非常

成熟的产品，是具有完全的可行性的。但是操作起来要区分有电和没电两种状况，而且还有

手动和电动两种操作，这对于生平从未接触过该装置的乘客来说，有着一定的复杂性，所以

还有改进的余地。

[0041] 实施例2和实施例1的原理和结构基本一样，都是在轿厢横梁8上安装基座3与绳轮

2，并使曳引绳1预先缠绕绳轮2一定的长度，并由制动电机5制动，请参照图1。

[0042] 不同的是，实施例2中，制动电机初始状态不是接通外部电源，而是连接一个电阻，

我们利用轿厢下降时的势能来带动制动电机反转发电，使之变为发电状态，提供一个阻力

来平衡轿厢的重力，使轿厢能以预设的速度缓慢匀速下降。

[0043] 轿厢虽然很重，满载时按2吨计算，合20000牛，但它是通过减速器与制动电机连接

的，假设减速器速比为1∶200，则制动电机发电时只需提供100牛的阻力，通俗讲合10公斤的

力，即可平衡轿厢的重力，维持其匀速下降。同时，电机侧的转子转速比曳引轮转速快了200

倍，既使轿厢以较慢的速度下降，则电机转子的转速也会比较大，其在磁场中快速划过，产

生的洛伦兹力也将会很大。所以通过设置合适的速比、力矩、磁场强度、电压、电流、负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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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就可以做到让轿厢以合适的速度匀速下降。

[0044] 优选的，在满载的情况下，其速度设定为0.2～0.3米/秒，则当轿厢内乘客只有一

人时，其重力(拉力)更小，下降的速度会更慢，也更安全。

[0045] 同时，和实施例1一样，制动电机5带有解锁拉杆6等机构。当发生故障时，乘客打开

暗门，只需通过拉绳7拉动解锁拉杆6，解锁制动电机5，轿厢就会在自身重力作用下以缓慢

的速度匀速下行，带动制动电机发电(此时连接电阻，为发电状态)，其势能变为电能，进而

通过电阻消耗掉了。当乘客通过观察窗观察到轿厢达到平层位置时，乘客松开手，解锁拉杆

6在弹簧作用下复位，制动电机5被锁死，轿厢停稳后，乘客就可以利用藏在暗门内的三角钥

匙打开门，轻松脱困了。

[0046] 这种方式下，制动电机的操作按钮均设置在轿厢顶，供维护人员操作，维护人员只

需将电阻断开，同时接通外部电源，就可将制动电机从发电状态变为电动状态，维护人员按

上行按钮，制动电机5上行，使曳引绳缠绕绳轮到预设的大约一层楼高的长度后，松开按钮，

然后锁死，然后断开外部电源，接通电阻，就可以了。

[0047] 这种方式中，乘客操作时不需要外部电源，也无需手动控制其速度，速度都是在预

设的范围内运行，也无需其它操作，是一种安全、简便的操作方式。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11017681 A

7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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