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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双机曳引装置，解决了现有

的电梯通过抱闸进行紧急制动，容易因抱闸的抱

紧力不足，造成轿厢无法快速制动，制动可靠性

低、电梯安全性不高的缺陷，包括：曳引机，曳引

轮、蜗轮蜗杆机构、救援电机和同步机构。蜗轮与

曳引轮同轴连接并随同曳引轮同步转动，采用机

械传动的方式，同步机构与蜗杆连接并驱动蜗杆

保持与蜗轮同步转动，与蜗杆连接，只在需救援

的时候驱动蜗杆转动。蜗杆与蜗轮啮合构成曳引

轮的锁止机构，能在电梯系统停电或出现故障时

实现曳引轮的可靠制动，有效地避免轿厢冲顶或

蹲底的安全事故，并通过救援电机驱动蜗杆进而

带动曳引轮转动实现及时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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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机曳引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曳引机，作为轿厢升降的动力源；

曳引轮，与曳引机连接并由曳引机驱动，曳引轮上绕设有曳引绳，曳引绳连接轿厢并牵

引轿厢升降；

蜗轮蜗杆机构，蜗轮与曳引轮同轴连接并随同曳引轮同步转动，蜗杆与蜗轮啮合构成

曳引轮的锁止机构；

救援电机，与蜗杆连接，只在需救援的时候驱动蜗杆转动，进而驱动蜗轮转动并带动曳

引轮转动进行轿厢救援移动；

同步机构，采用机械传动的方式，同步机构与蜗杆连接并驱动蜗杆保持与蜗轮同步转

动，在电梯正常运转时，蜗杆与蜗轮始终相分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机曳引装置，其特征在于同步机构连接曳引机与蜗杆，

曳引机作为同步机构的输入源，蜗杆为同步机构的输出尾。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机曳引装置，其特征在于同步机构连接曳引轮与蜗杆，

曳引轮作为同步机构的输入源，蜗杆为同步机构的输出尾。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双机曳引装置，其特征在于同步机构包括离合器，

在通电的时候，离合器保持传动，在无电的时候，离合器断开传动。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双机曳引装置，其特征在于同步机构包括一传动

杆，传动杆与曳引轮的转动轴线平行，传动杆与蜗杆之间通过可90°改变传动方向的传动机

构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双机曳引装置，其特征在于传动机构采用锥齿轮副，或者

蜗轮蜗杆。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双机曳引装置，其特征在于曳引机采用双向传输结构，一

端输出与曳引轮连接，另一端输出通过齿轮副与传动杆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双机曳引装置，其特征在于曳引机采用双向传输结构，一

端输出与曳引轮连接，另一端输出通过同步带与传动杆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双机曳引装置，其特征在于救援电机连接有备用

电源，所述的备用电源采用蓄电池或者人力发电机。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双机曳引装置，其特征在于人力发电机的人力发电机构

设置于轿厢内的隐藏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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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机曳引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曳引装置，尤其是一种具有主曳引电机和救援电机的双机曳引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高层建筑中，为了适应高度变化的需求，升降装置是一种必备的配套设备，比如电

梯，可以给用户带来极大的便利。

[0003] 电梯是一种以电动机为动力的垂直升降机，亦称垂直电梯。垂直电梯装有箱状吊

舱，用于多层建筑乘人或载运货物。从最早的第一步安全升降梯到现在的现代化自动控制

电梯，虽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但是电梯的驱动多数还是采用曳引式驱动机构，包括一个设

置在井道顶部的曳引机，曳引机连接曳引轮，曳引轮上饶有曳引绳，曳引绳的一端连接轿

厢，曳引绳的另一端连接用于平衡轿厢重量的对重。当曳引机驱动曳引轮转动时，绕设在曳

引轮上的曳引绳与曳引轮之间摩擦产生的牵引力，实现轿厢和对重的升降运动。

[0004] 电梯在使用过程中，最严重的事故就是轿厢的快速冲顶或蹲底，轻者导致乘客身

体和电梯的受损，严重的甚至会导致乘客死亡。为此，人们设计了各种可提高电梯运行安全

性的装置和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在曳引机上设置一个电磁控制的制动机构。当电

梯停电或者因为电梯出现故障导致控制系统无法给电梯供电，制动机构中电磁铁失电而失

去磁吸动力，此时制动机构依靠制动弹簧的作用力继续动作，即可对曳引机实现锁止制动；

电梯有电时，制动机构中的电磁铁得电，从而是制动机构接触对曳引机的锁止，电梯可正常

运行。

[0005] 例如，在中国专利文献上公开的一种“电梯曳引机”，其公告号为CN2401528Y，包括

底座、电机、蜗轮箱、蜗杆、蜗轮轴、挂脚、蜗轮、曳引轮、制动机构，所述蜗轮轴的一端设有偏

心套，蜗轮轴中部设有联接盘，联接盘一端与蜗轮相固，另一端与曳引轮相固，在联接盘与

蜗轮之间以及联接盘与曳引轮之间分别设置轴承，在设置蜗轮轴的一对挂脚底部设有调整

垫片。工作时，先接通电源，通过控制开关使制动机构处于通电状态，同时电机通过蜗杆带

动蜗轮运转，进而通过联接盘带动曳引轮转动，绕设在曳引轮上的绳索即可带动电梯轿厢

升降。当轿厢运行到预定的某一目标楼层时，通过操动控制开关使电机停转，同时由制动机

构制动。制动原理如下：当电机断电，制动机构的电磁阀失电，一对抱闸通过弹簧弹力的作

用锁紧制动轮，由抱阐上的帽瓦与制动轮之间的摩擦力使电机轴迅速停转，从而使电梯轿

厢得以稳定地停层。

[0006] 但是这种结构的制动机构，需要抱闸来施加抱紧力，如果抱闸的抱紧力不足，则轿

厢无法快速制动，还存在升降移动，容易造成轿厢内乘客恐慌。而且抱闸抱紧制动后，现场

无法实现自救，需要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机制由专门的救援人员来进行外部救援，救援等待

的时间比较长，救援的过程比较危险，轿厢内的乘客不能第一时间得到救援，可能会耽误救

援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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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解决了现有的电梯通过抱闸进行紧急制动，容易因抱闸的抱紧力不足，造

成轿厢无法快速制动，制动可靠性低、电梯安全性不高的缺陷，提供一种双机曳引装置，在

电梯系统出现故障时能快速制动，且直接通过一种曳引轮锁止的方式进行锁止制动，制动

可靠性高，能有效避免轿厢冲顶或蹲底的安全事故。

[0008] 本发明还解决了现有的电梯无法自救，需要外部专业救援队伍来进行救援，轿厢

内等待时间长，也容易丧失第一救援时间的缺陷，提供一种双机曳引装置，带有救援电机，

可以在轿厢内由乘客进行自救，赢得第一救援时间，提高电梯安全性。

[0009] 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为：一种双机曳引装置，包括：

曳引机，作为轿厢升降的动力源；

曳引轮，与曳引机连接并由曳引机驱动，曳引轮上绕设有曳引绳，曳引绳连接轿厢并牵

引轿厢升降；

蜗轮蜗杆机构，蜗轮与曳引轮同轴连接并随同曳引轮同步转动，蜗杆与蜗轮啮合构成

曳引轮的锁止机构；

救援电机，与蜗杆连接，只在需救援的时候驱动蜗杆转动，进而驱动蜗轮转动并带动曳

引轮转动进行轿厢救援移动；

同步机构，采用机械传动的方式，同步机构与蜗杆连接并驱动蜗杆保持与蜗轮同步转

动，在电梯正常运转时，蜗杆与蜗轮始终相分离。

[0010] 本发明设置一个蜗轮蜗杆机构，并且蜗轮与曳引轮同轴连接。我们知道，蜗轮蜗杆

具有自锁作用，也就是说，蜗轮无法带动蜗杆转动，只能由蜗杆带动蜗轮转动。为此，本发明

设置一个纯机械的同步机构来实现蜗杆与蜗轮同步，蜗杆与蜗轮保持同步，蜗杆就不会对

蜗轮造成自锁，也就是说，此时的蜗轮和曳引轮一样是依靠曳引机驱动的，而蜗杆则是依靠

同步电机驱动的，蜗轮和蜗杆处于相互独立的状态，从而使蜗杆不会对蜗轮的转动形成阻

碍。同步机构的动力源可以来自曳引机，也可以是来自曳引轮，还可以是来自蜗轮，当然，来

自蜗轮的动力源传输给蜗杆需要设置一个离合器，该离合器在需要蜗杆自锁的时候可以断

开传动，动力源的不同就需要设计同步机构恰当的传动比，从而来保证蜗轮蜗杆同步。当系

统停电时，蜗杆停止转动，即可对蜗轮形成可靠的机械自锁，从而对曳引轮形成可靠的制

动；当曳引机失控导致速度异常时，蜗轮与蜗杆无法形成同步，此时蜗杆会自动阻碍蜗轮的

转动，从而可避免轿厢快速冲顶或蹲底。我们知道，在现有技术中，蜗轮蜗杆是一种具有自

锁效果的传动机构，为了提高安全性，人们会在电梯上设置一些可检测轿厢升降速度的传

感器，以便在轿厢出现快速升降时切断电源并制动曳引机。而本发明的蜗轮蜗杆一方面具

有自锁作用，同时可构成一个可靠的机械式传感装置，一方面确保在停电或曳引机出现异

常情况时可靠地制动曳引轮，另一方面能及时的感知到曳引机的非正常运转，进而可显著

地提升电梯运行时的安全性。本发明的蜗轮随同曳引轮同步转动，而蜗杆连接救援电机，此

处蜗杆的负载远远小于曳引轮的负载，可以说蜗杆相当于无负载，只是带动救援电机的电

机轴转动，因此同步机构的安全性会比较可靠，相比曳引机及曳引轮组成的曳引机构安全

系数更高，因此同步机构基本不会对曳引机构造成反作用。本发明的蜗轮蜗杆在电梯正常

运行时并非是一个传输动力的机构，而且蜗杆的齿宽会比蜗轮的齿槽宽小，因此蜗杆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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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轮的齿槽之间会具有一个间隙，从而使蜗杆齿与蜗轮齿之间保持分离状态，可避免蜗杆

与蜗轮之间产生接触摩擦，同时降低同步控制器对曳引机、同步电机转速的控制精度要求，

避免因曳引机、同步电机之间转速的轻微偏差造成电梯的频繁停机。当然这是一种最佳的

工作状态，蜗杆与蜗轮不相接触，也就不会产生磨损和噪音等，而且这种间隙也有利于提高

电梯的容错能力，其实只要保持蜗杆与蜗轮同步即可。本发明包括一个救援电机，救援电机

与蜗杆相连，在需要救援的时候，启动救援电机，此时可以通过救援电机驱动蜗杆，再由蜗

杆来驱动蜗轮转动，进而通过蜗轮带动曳引轮转动，实现轿厢升降，这些通过设定可以第一

时间实现，可以是后台控制，也可以是轿厢内控制，从而获得第一救援时间。同步机构采用

机械传动的方式，可靠性高，故障率较低，省去了电控，降低了成本，也避免了电控带来的不

稳定因素。本申请的双机就是指曳引机和救援电机。

[0011] 作为优选，同步机构连接曳引机与蜗杆，曳引机作为同步机构的输入源，蜗杆为同

步机构的输出尾。此处曳引机作为同步机构的输入源，蜗轮又是依赖于曳引机来驱动，曳引

机驱动曳引轮会经过一次减速，蜗轮与蜗杆又有设定的传动比，因此同步机构就需要根据

曳引机与蜗杆的传动比来最终设计同步机构的传动比。

[0012] 作为优选，同步机构连接曳引轮与蜗杆，曳引轮作为同步机构的输入源，蜗杆为同

步机构的输出尾。此处的曳引轮作为输入源，也就是说在曳引轮的转动轴上设置齿轮或者

同步带等输出机构，此时同步机构的传动比要按照曳引轮与蜗杆之间的传动比来设计。

[0013] 作为优选，同步机构包括离合器，在通电的时候，离合器保持传动，在无电的时候，

离合器断开传动。同步机构包括离合器，这样在曳引机制动后产生的惯性转动不会传递给

蜗杆，从而避免蜗杆继续转动驱动涡轮转动，影响最终的制动。增加了离合器，离合器会在

曳引轮制动的时候，直接断开同步机构，使得蜗杆对蜗轮起到自锁的作用，考虑到电梯的运

行情况，当电梯有故障的时候，将电梯的用电切断，因此离合器考虑采用电磁离合器，电梯

有电正常运行的时候，电磁离合器正常工作，此时同步机构正常工作，当电梯发生故障，此

时为了安全考虑，切断电梯供电，此时电磁离合器断开同步机构，蜗杆没有外部动力输入对

蜗轮实现自锁。

[0014] 作为优选，同步机构包括一传动杆，传动杆与曳引轮的转动轴线平行，传动杆与蜗

杆之间通过可90°改变传动方向的传动机构连接。蜗杆的转动轴线与曳引轮的转动轴线相

垂直，因此同步机构包括一传动杆及一可90°转向的传动机构，通过传动机构90°转向后，传

动杆与曳引轮相同的转动方向传递给蜗杆。

[0015] 作为优选，传动机构采用锥齿轮副，或者蜗轮蜗杆。

[0016] 作为优选，传动杆的动力输入来源于曳引机，曳引机采用双向传输结构，一端输出

与曳引轮连接，另一端输出通过齿轮副与传动杆连接。或者另一端输出通过同步带与传动

杆连接。

[0017] 作为优选，救援电机连接有备用电源，所述的备用电源采用蓄电池或者人力发电

机。在电梯正常运行时，救援电机处于无负载状态，也就是说此时的救援电机没有供电，救

援电机是自由状态，蜗杆在同步机构的驱动下随蜗轮同步转动，此时，救援电机在蜗杆带动

下作出跟随动作，不会对蜗杆运转造成影响。当电梯出现故障，比如曳引机运行异常，此时

会切断电梯供电，或者干脆就是电梯停电了，此时就需要通过备用电源对救援电机进行短

时间内供电，以便使救援电机可驱动蜗杆转动，蜗杆带动蜗轮转动，蜗轮带动曳引轮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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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通过曳引绳牵引轿厢升降进行平层实现救援，备用电源可以采用蓄电池，蓄电池比较

方便，也有利于简化结构，或者备用电源采用人力发电机，通过人力进行发电给救援电机供

电。

[0018] 作为优选，人力发电机的人力发电机构设置于轿厢内的隐藏部位。人力发电机的

位置处于轿厢的隐藏部位，不影响轿厢内部空间，也不会妨碍乘客站立，人力发电机隐藏

后，也不会出现轿厢内乘客误操作，当然，此处还可以增加保险装置，使得救援电机只会在

救援的时候启动，即使出现误操作也不会影响电梯正常运行。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能在电梯系统停电或出现故障时实现曳引轮的可靠制动，

有效地避免轿厢冲顶或蹲底的安全事故。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第一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第二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第三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中：1、曳引机，2、联轴器，3、曳引轮，4、救援电机，5、蜗轮蜗杆机构，6、编码器，7、从动

锥齿轮，8、主动锥齿轮，9、传动杆，10、从动齿轮，11、主动齿轮，12、蜗轮，13、蜗杆，14、从动

带轮，15、同步带，16、主动带轮，17、电磁离合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22] 实施例1：一种电梯双机曳引装置（参见图1），包括曳引机1、曳引轮3、蜗轮蜗杆机

构5、救援电机4和同步机构。

[0023] 曳引机设置在电梯井道顶部的安装平台上，本实施例中的曳引机采用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可以精确控制器转速，曳引机作为轿厢升降的动力来源。曳引机采用双向传输结

构，一端输出通过联轴器2与曳引轮同轴连接，另一端连接同步机构。曳引轮的另一侧通过

联轴器与蜗轮蜗杆机构连接。曳引轮上绕设有曳引绳，曳引绳的一端绕过转向滑轮后与轿

厢相连接，曳引绳的另一端绕过转向滑轮后与对重相连接，曳引轮与曳引绳共同构成牵引

轿厢升降的动作执行机构。当曳引机输出扭矩以驱动曳引轮转动时，绕设在曳引轮上的曳

引绳一端下降，另一端上升，从而牵引轿厢的升降。当与曳引绳一端连接的轿厢上升时，与

曳引绳另一端连接的对重同步下降；反之，当与曳引绳一端连接的轿厢下降时，与曳引绳另

一端连接的对重同步上升。

[0024] 蜗轮蜗杆机构包括相互啮合的蜗轮与蜗杆，蜗轮与曳引轮同轴连接并随同曳引轮

同步转动，蜗杆与蜗轮啮合构成曳引轮的锁止机构。电梯正常工作时，蜗杆齿与蜗轮齿相分

离，蜗杆齿与蜗轮齿之间存在对称的间隙，本实施例中该间隙设计为2mm，2mm的间隙使得蜗

杆可相对蜗轮有一个不接触的转动角度，使得蜗杆与蜗轮之间具有足够的容错余量，为了

保证蜗杆不会对蜗轮形成锁止，此时就需要对蜗杆进行驱动，使得蜗杆的转速与蜗轮的转

速相匹配，此时蜗轮随同曳引轮同步转动，蜗杆同步转动，蜗杆齿始终保持与蜗轮齿相分

离。蜗轮蜗杆机构连接有编码器6，编码器主要是监控蜗轮的转动，也对蜗轮的转动进行反

馈，也就是通过编码器可以对曳引轮的运转情况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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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为实现蜗杆同步，本发明采用机械传动的同步机构，本实施例中，同步机构的动力

来源于曳引机。同步机构包括一传动杆9，传动杆与曳引轮的转动轴线平行，传动杆与蜗杆

之间通过可90°改变传动方向的传动机构连接。本实施例中可90°改变传动方向的传动机构

采用锥齿轮副，包括相互啮合的主动锥齿轮8和从动锥齿轮7，主动锥齿轮与传动杆相连接，

从动锥齿轮与蜗杆相连接。曳引轮的另一端输出与传动杆对应的端部之间通过齿轮副连

接，齿轮副包括主动齿轮11和从动齿轮10，主动齿轮与曳引轮的输出轴连接，从动齿轮与传

动杆端部连接，主动齿轮与从动齿轮轴线平行啮合。齿轮副和锥齿轮副的传动臂要根据曳

引轮与蜗杆之间的转速比来设计，曳引机驱动曳引轮转动，曳引轮同步带动蜗轮转动，蜗轮

与蜗杆具有固定的转速比，这是，通过同步机构进行传动需要相同的转速比。当电梯出现故

障，此时电梯停止供电，同步机构停止传动，蜗杆对蜗轮进行自锁，曳引轮同时被锁止，从而

保证轿厢停止。

[0026] 为了在电梯出现故障时乘客的及时自救，本发明设计了救援电机4，救援电机与蜗

杆连接，救援电机连接有备用电源。救援电机只在需救援的时候驱动蜗杆转动，进而驱动蜗

轮转动并带动曳引轮转动进行轿厢救援移动。救援电机与蜗杆同轴连接，电梯正常工作时，

救援电机不供电，此时救援电机不会驱动蜗杆转动，蜗杆在同步机构的驱动下转动，救援电

机跟随蜗杆自由转动。电梯故障后轿厢在蜗轮蜗杆自锁的情况下停止，当需要救援时，备用

电源给救援电机供电，救援电机驱动蜗杆转动，蜗杆带动蜗轮转动，蜗轮带动曳引轮转动，

曳引轮通过曳引绳牵引轿厢升降就近平层，达到第一时间救援的目的。这个备用电源可以

在电梯正常运行过程中进行充电。

[0027] 实施例2：一种电梯双机曳引装置（参见图2），包括曳引机1、曳引轮3、蜗轮蜗杆机

构5、救援电机4和同步机构。

[0028] 同步机构包括一传动杆9，传动杆与曳引轮的转动轴线平行，传动杆与蜗杆之间通

过可90°改变传动方向的传动机构连接。本实施例中，可90°改变传动方向的传动机构采用

蜗轮蜗杆，蜗轮12与蜗轮蜗杆机构中的蜗杆连接，蜗杆13与传动杆端部相连接，传动杆的另

一端通过同步带15与曳引机输出端相连。传动杆的端部固定有从动带轮14，曳引机输出端

固定有主动带轮16，主动带轮与从动带轮之间连接同步带15。曳引机输出通过同步带传递

给传动杆，传动杆再通过蜗轮蜗杆驱动蜗轮蜗杆机构的蜗杆并保持与蜗轮蜗杆机构的蜗轮

同步转动。

[0029] 同步机构，采用机械传动的方式，同步机构与蜗杆连接并驱动蜗杆保持与蜗轮同

步转动，在电梯正常运转时，蜗杆与蜗轮始终相分离。

[0030] 本实施例的其他结构参照实施例1的描述。

[0031] 实施例3：一种电梯双机曳引装置（参见图3）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传动杆9上设

置有离合器，本实施例中的离合器采用电磁离合器17，在通电的时候，离合器保持传动，同

步机构驱动蜗杆同步转动，不会对蜗轮造成锁止；在无电的时候，离合器断开传动。此时同

步机构没有动力输入，也不会驱动蜗杆转动，蜗杆就会锁止蜗轮，最终对曳引轮进行锁止。

其余结构参照实施例1。

[003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限制，凡是根据本发明

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变更以及等效变换，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

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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