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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控

制系统包括总电源开关、LED警示灯模块、LED故

障灯模块、制冷模块、GPS定位模块、单片机模块、

速度传感器模块、温度传感器模块、烟雾传感器

模块和重力传感器模块，机械系统包括左边、右

边扶手模块、斜坡电梯模块、电梯前端防摔气垫

模块、紧急制动模块、紧急呼救模块、防摔扶手模

块、救生圈模块、逃生窗模块、控制箱。本发明集

电梯运行异常警告、电梯运行过载限速、电梯运

行过热冷却、电梯运行火灾灭火、电梯运行火灾

逃生、防摔气垫安全保护和电梯GPS实时定位与

指挥中心互联等功能为一体，结构简单，操作方

便，能及时警告电梯乘客，避免碰撞、摔伤和踩

踏，可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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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包括控制系统和机械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控制系统包括总电源开关(15)、语音警告开关(16)、LED警示灯开关(17)、紧急制

动弹出开关(18)、制冷开关(19)、灭火开关(20)、救生圈弹出开关(21)、防摔气垫弹出开关

(31)、防摔扶手弹出开关(32)、逃生窗解锁开关(33)、GPS定位开关(24)、LCD显示开关(26)、

语音警告模块(27)、LED警示灯模块(29)、LED故障灯模块(34)、制冷模块(8)、GPS定位模块

(25)、LCD显示模块(30)、电源模块(22)、单片机模块(23)、速度传感器模块(42)、温度传感

器模块(43)、烟雾传感器模块(35)和重力传感器模块(40)；

所述机械系统包括楼层A(7)、楼层B(9)、楼层C(10)、左边扶手模块(45)、右边扶手模块

(14)、斜坡电梯模块(41)、电梯前端防摔气垫模块(3)、紧急制动模块(5)、紧急呼救模块

(1)、防摔扶手模块、救生圈模块(38)、逃生窗模块(4)、控制箱(13)和灭火器模块(36)；

所述控制箱(13)安装在斜坡电梯模块(41)与楼层B(9)的交界，所述控制箱(13)内装有

总电源开关(15)、总语音警告开关(16)、LED警示灯开关(17)、紧急制动弹出开关(18)、制冷

开关(19)、灭火开关(20)、救生圈弹出开关(21)、防摔气垫弹出开关(31)、防摔扶手弹出开

关(32)、逃生窗解锁开关(33)、GPS定位开关(24)、LCD显示开关(26)、GPS定位模块(25)、LCD

显示模块(30)、电源模块(22)、单片机模块(23)、LED故障灯模块(34)；

所述楼层A(7)与楼层B(9)之间装有斜坡电梯模块(41)，所述楼层B(9)正上方具有所述

楼层C(10)；所述斜坡电梯模块(41)两侧分别装有左边扶手模块(45)和右边扶手模块(14)；

所述电梯前端防摔气垫模块(3)安装在右边扶手模块(14)所在墙壁面与楼层A(7)交

界，靠近右边扶手模块(14)的前部下方位置；所述紧急制动模块(5)安装在右边扶手模块

(14)所在墙壁面与右边扶手模块(14)交界，靠近右边扶手模块(14)的前部下方位置；所述

紧急呼救模块(1)安装在右边扶手模块(14)所在墙壁面与楼层A(7)交界，靠近电梯前端防

摔气垫模块(3)的外部右上方位置；所述防摔扶手模块分别安装在左边扶手模块(45)和右

边扶手模块(14)的外部正上方位置；所述救生圈模块(38)安装在斜坡电梯模块(41)的正上

方，楼层C(10)的下表面位置；所述逃生窗模块(4)安装在右边扶手模块(14)所在墙壁面与

楼层A(7)交界，靠近电梯前端防摔气垫模块(3)的外部左上方位置；所述语音警告模块(27)

安装在支架(28)的外部右上方位置；所述LED警示灯模块(29)安装在支架(28)的外部左上

方位置；所述制冷模块(8)安装在斜坡电梯模块(41)的外部正下方，楼层A(7)的上表面位

置；所述速度传感器模块(42)安装在左边扶手模块(45)所在墙壁面与左边扶手模块(45)交

界，靠近左边扶手模块(45)的前部下方位置；所述温度传感器模块(43)安装在左边扶手模

块(45)所在墙壁面与左边扶手模块(45)交界，靠近左边扶手模块(45)的前部上方位置；所

述烟雾传感器模块(35)安装在右边扶手模块(14)所在墙壁面与右边扶手模块(14)交界，靠

近右边扶手模块(14)的中部上方位置；所述重力传感器模块(40)均匀嵌套在斜坡电梯模块

(41)的上表面；

所述逃生窗模块(4)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烟雾传感器模块(35)连接，当楼道斜坡电

梯发生着火异常，电梯乘客逃生时，逃生窗模块(4)通过逃生窗解锁开关(33)弹出，可以保

证电梯乘客及时逃生，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

所述救生圈模块(38)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烟雾传感器模块(35)连接，当楼道斜坡电

梯发生着火异常，电梯乘客逃生时，救生圈模块(38)通过救生圈弹出开关(21)弹出，可以防

止严重的跌落摔伤，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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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紧急制动模块(5)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速度传感器模块(42)连接，用于实现楼

道斜坡电梯运行速度异常时的紧急制动功能；所述紧急制动模块(5)通过单片机模块(23)

与温度传感器模块(43)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过热时的紧急制动功能；所述紧

急制动模块(5)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重力传感器模块(40)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

运行过载时的紧急制动功能；所述紧急制动模块(5)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烟雾传感器模

块(35)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着火时的紧急制动功能；所述单片机模块(23)分

别与速度传感器模块(42)、温度传感器模块(43)和重力传感器模块(40)连接，用于实现楼

道斜坡电梯运行异常时的减速运行功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逃生窗模块(4)是

逃生窗口，包括逃生窗弹出机械手把(2)和逃生窗口下降梯(39)。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灭火器模块(36)是

干冰灭火器，安装在右边扶手模块(14)所在墙壁面与右边扶手模块(14)交界处，靠近烟雾

传感器模块(35)的外部正上方位置，所述灭火器模块(36)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烟雾传感

器模块(35)连接，当楼道斜坡电梯发生着火异常时，灭火器模块(36)通过灭火开关(20)就

行灭火，可以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语音警告开关(16)

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速度传感器模块(42)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速度异常的

语音警告功能，可以及时提醒电梯乘客抓牢左边扶手模块(45)或者右边扶手模块(14)，防

止严重的碰撞摔伤，可以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所述LED警示灯开关

(17)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速度传感器模块(42)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速度异

常的LED灯警示功能，可以及时提醒电梯乘客抓牢左边扶手模块(45)或者右边扶手模块

(14)，防止严重的碰撞摔伤，可以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LCD显示模块(30)

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速度传感器模块(42)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速度异常的

显示功能；所述LCD显示模块(30)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GPS定位模块(25)连接，用于实现

楼道斜坡电梯GPS实时定位的显示功能；所述LCD显示模块(30)与单片机模块(23)连接，用

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的时间显示功能，所述GPS定位模块(25)与单片机模块(23)

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的GPS实时定位与急救中心互联功能，便于急救中心

及时获取事故位置，可以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所述制冷模块(8)通

过单片机模块(23)与温度传感器模块(43)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过热时的冷却

功能；所述灭火器模块(36)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烟雾传感器模块(35)连接，用于实现楼

道斜坡电梯运行异常时的灭火功能；所述紧急呼救模块(1)通过单片机模块(23)分别与速

度传感器模块(42)、温度传感器模块(43)、烟雾传感器模块(35)和重力传感器模块(40)连

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异常时的紧急呼救功能；所述防摔扶手模块通过单片机模

块(23)分别与速度传感器模块(42)、温度传感器模块(43)、烟雾传感器模块(35)和重力传

感器模块(40)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异常时的扶手防摔功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梯前端防摔气垫

模块(3)通过单片机模块(23)分别与速度传感器模块(42)、温度传感器模块(43)、烟雾传感

器模块(35)和重力传感器模块(40)连接，当楼道斜坡电梯发生过速、过热、过载和着火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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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电梯乘客从斜坡电梯模块(41)上滚落时，电梯前端防摔气垫模块(3)通过防摔气垫弹出

开关(31)弹出，可以防止严重的滚落摔伤，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所

述防摔扶手模块通过单片机模块(23)分别与速度传感器模块(42)、温度传感器模块(43)、

烟雾传感器模块(35)和重力传感器模块(40)连接，当楼道斜坡电梯运行异常时，防摔扶手

模块通过防摔扶手弹出开关(32)弹出，可以防止严重的跌倒摔伤，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

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摔扶手模块通过

单片机模块(23)分别与语音警告模块(27)和LED警示灯模块(29)连接，当楼道斜坡电梯发

生过速、过热、过载和着火等异常时，可以及时提醒电梯乘客抓牢拉环(44)，防止严重的摔

倒碰撞，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所述的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其特征在于：当楼道斜坡电梯

正常工作时，所述控制箱(13)通过总电源开关(15)连接国家电网供电，由国家电网供电，当

楼道斜坡电梯发生工作异常时，由电源模块(22)供电。

9.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所述的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楼道斜坡电

梯安全装置设有绝缘保护装置，用于每个裸露模块均具有绝缘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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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楼道斜坡电梯，涉及是一种楼道电梯安全装置，属于楼道斜坡电

梯安全保护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高楼的数量也不断增多，电梯的使用越来越普及，由于

电梯安全系统设计不完善，有关电梯的安全事故常有发生。例如，现有技术“电梯结构与原

理”，贺德朗，肖伟平，第195  197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其制动器包括工作制动

器、附加制动器和辅助制动器，附加制动器也称紧急制动器，其中工作制动器和辅助制动器

均安装在电动机的高速轴上，而附加制动器安装在驱动主轴上，用来实现突然事故时的停

止。当楼道斜坡电梯运行异常时，经常发生电梯踩踏，乘客跌落摔伤等事故，这一现象严重

威胁着人们的人生安全和财产，目前市面上存在的电梯安全装置，特别缺少电梯运行过热

冷却、电梯运行异常警告、电梯GPS实时定位与急救中心互联、防碰撞气垫保护、救生圈和逃

生窗口等功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集电梯运行异常警告、电梯

运行过载限速、电梯运行过热冷却、电梯运行火灾灭火、电梯运行火灾逃生、防摔气垫安全

保护和电梯GPS实时定位与指挥中心互联等功能的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该装置结构简

单，操作方便，能够及时警告电梯乘客，避免碰撞、摔伤和踩踏，可以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

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包括控制系

统和机械系统，

[0005] 所述控制系统包括总电源开关、语音警告开关、LED警示灯开关、紧急制动弹出开

关、制冷开关、灭火开关、救生圈弹出开关、防摔气垫弹出开关、防摔扶手弹出开关、逃生窗

解锁开关、GPS定位开关、LCD显示开关、语音警告模块、LED警示灯模块、LED故障灯模块、制

冷模块、GPS定位模块、LCD显示模块、电源模块、单片机模块、速度传感器模块、温度传感器

模块、烟雾传感器模块和重力传感器模块；

[0006] 所述机械系统包括楼层A、楼层B、楼层C、左边扶手模块、右边扶手模块、斜坡电梯

模块、电梯前端防摔气垫模块、紧急制动模块、紧急呼救模块、防摔扶手模块、救生圈模块、

逃生窗模块、控制箱和灭火器模块；

[0007] 所述控制箱安装在斜坡电梯模块与楼层B的交界，所述控制箱内装有总电源开关、

总语音警告开关、LED警示灯开关、紧急制动弹出开关、制冷开关、灭火开关、救生圈弹出开

关、防摔气垫弹出开关、防摔扶手弹出开关、逃生窗解锁开关、GPS定位开关、LCD显示开关、

GPS定位模块、LCD显示模块、电源模块、单片机模块、LED故障灯模块；

[0008] 所述楼层A与楼层B之间装有斜坡电梯模块，所述楼层B正上方具有所述楼层C；所

说　明　书 1/7 页

5

CN 107117512 B

5



述斜坡电梯模块两侧分别装有左边扶手模块和右边扶手模块；

[0009] 所述电梯前端防摔气垫模块安装在右边扶手模块所在墙壁面与楼层A交界，靠近

右边扶手模块的前部下方位置；所述紧急制动模块安装在右边扶手模块所在墙壁面与右边

扶手模块交界，靠近右边扶手模块的前部下方位置；所述紧急呼救模块安装在右边扶手模

块所在墙壁面与楼层A交界，靠近电梯前端防摔气垫模块的外部右上方位置；所述防摔扶手

模块分别安装在左边扶手模块和右边扶手模块的外部正上方位置；所述救生圈模块安装在

斜坡电梯模块的正上方，楼层C的下表面位置；所述逃生窗模块安装在右边扶手模块所在墙

壁面与楼层A交界，靠近电梯前端防摔气垫模块的外部左上方位置；所述语音警告模块安装

在支架的外部右上方位置；所述LED警示灯模块安装在支架的外部左上方位置；所述制冷模

块安装在斜坡电梯模块的外部正下方，楼层A的上表面位置；所述速度传感器模块安装在左

边扶手模块所在墙壁面与左边扶手模块交界，靠近左边扶手模块的前部下方位置；所述温

度传感器模块安装在左边扶手模块所在墙壁面与左边扶手模块交界，靠近左边扶手模块的

前部上方位置；所述烟雾传感器模块安装在右边扶手模块所在墙壁面与右边扶手模块交

界，靠近右边扶手模块的中部上方位置；所述重力传感器模块均匀嵌套在斜坡电梯模块的

上表面；

[0010] 所述逃生窗模块通过单片机模块与烟雾传感器模块连接，当楼道斜坡电梯发生着

火异常，电梯乘客逃生时，逃生窗模块通过逃生窗解锁开关弹出，可以保证电梯乘客及时逃

生，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

[0011] 所述救生圈模块通过单片机模块与烟雾传感器模块连接，当楼道斜坡电梯发生着

火异常，电梯乘客逃生时，救生圈模块通过救生圈弹出开关弹出，可以防止严重的跌落摔

伤，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

[0012] 所述紧急制动模块通过单片机模块与速度传感器模块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

梯运行速度异常时的紧急制动功能；所述紧急制动模块通过单片机模块与温度传感器模块

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过热时的紧急制动功能；所述紧急制动模块通过单片机

模块与重力传感器模块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过载时的紧急制动功能；所述紧

急制动模块通过单片机模块与烟雾传感器模块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着火时的

紧急制动功能；所述单片机模块分别与速度传感器模块、温度传感器模块和重力传感器模

块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异常时的减速运行功能。

[0013] 所述逃生窗模块是逃生窗口，包括逃生窗弹出机械手把和逃生窗口下降梯。

[0014] 所述灭火器模块是干冰灭火器，安装在右边扶手模块所在墙壁面与右边扶手模块

交界处，靠近烟雾传感器模块的外部正上方位置，所述灭火器模块通过单片机模块与烟雾

传感器模块连接，当楼道斜坡电梯发生着火异常时，灭火器模块通过灭火开关就行灭火，可

以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

[0015] 所述语音警告开关通过单片机模块与速度传感器模块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

梯运行速度异常的语音警告功能，可以及时提醒电梯乘客抓牢左边扶手模块或者右边扶手

模块，防止严重的碰撞摔伤，可以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所述LED警

示灯开关通过单片机模块与速度传感器模块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速度异常的

LED灯警示功能，可以及时提醒电梯乘客抓牢左边扶手模块或者右边扶手模块，防止严重的

碰撞摔伤，可以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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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所述LCD显示模块通过单片机模块与速度传感器模块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

梯运行速度异常的显示功能；所述LCD显示模块通过单片机模块与GPS定位模块连接，用于

实现楼道斜坡电梯GPS实时定位的显示功能；所述LCD显示模块与单片机模块连接，用于实

现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的时间显示功能，所述GPS定位模块与单片机模块连接，用于实现

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的GPS实时定位与急救中心互联功能，便于急救中心及时获取事故

位置，可以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所述制冷模块通过单片机模块与

温度传感器模块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过热时的冷却功能；所述灭火器模块通

过单片机模块与烟雾传感器模块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异常时的灭火功能；所

述紧急呼救模块通过单片机模块分别与速度传感器模块、温度传感器模块、烟雾传感器模

块和重力传感器模块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异常时的紧急呼救功能；所述防摔

扶手模块通过单片机模块分别与速度传感器模块、温度传感器模块、烟雾传感器模块和重

力传感器模块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异常时的扶手防摔功能。

[0017] 所述电梯前端防摔气垫模块通过单片机模块分别与速度传感器模块、温度传感器

模块、烟雾传感器模块和重力传感器模块连接，当楼道斜坡电梯发生过速、过热、过载和着

火等异常，电梯乘客从斜坡电梯模块上滚落时，电梯前端防摔气垫模块通过防摔气垫弹出

开关弹出，可以防止严重的滚落摔伤，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所述救

生圈模块通过单片机模块与烟雾传感器模块连接，当楼道斜坡电梯发生着火异常，电梯乘

客逃生时，救生圈模块通过救生圈弹出开关弹出，可以防止严重的跌落摔伤，有效地保护电

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所述防摔扶手模块通过单片机模块分别与速度传感器模

块、温度传感器模块、烟雾传感器模块和重力传感器模块连接，当楼道斜坡电梯运行异常

时，防摔扶手模块通过防摔扶手弹出开关弹出，可以防止严重的跌倒摔伤，有效地保护电梯

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

[0018] 所述防摔扶手模块通过单片机模块分别与语音警告模块和LED警示灯模块连接，

当楼道斜坡电梯发生过速、过热、过载和着火等异常时，可以及时提醒电梯乘客抓牢拉环，

防止严重的摔倒碰撞，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

[0019] 当楼道斜坡电梯正常工作时，所述控制箱通过总电源开关连接国家电网供电，由

国家电网供电，当楼道斜坡电梯发生工作异常时，由电源模块供电。

[0020] 所述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设有绝缘保护装置，用于每个裸露模块均具有绝缘保

护。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2] 本发明的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属于典型的机电一体化设备，集电梯运行异常警

告、电梯运行过载限速、电梯运行过热冷却、电梯运行火灾灭火、电梯运行火灾逃生、防摔气

垫安全保护和电梯GPS实时定位与指挥中心互联等功能为一体，具有结构简单，操作方便，

能够及时警告电梯乘客，避免碰撞、摔伤和踩踏，可以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

产安全。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结构立体示意图之一；

[0024] 图2为本发明的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结构立体示意图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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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3为本发明的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结构立体示意图之三；

[0026] 图4为本发明的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结构立体示意图之四。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不应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8] 参照图1-4，本发明的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包括控制系统和机械系统。

[0029] 控制系统包括总电源开关15、语音警告开关16、LED警示灯开关17、紧急制动弹出

开关18、制冷开关19、灭火开关20、救生圈弹出开关21、防摔气垫弹出开关31、防摔扶手弹出

开关32、逃生窗解锁开关33、GPS定位开关24、LCD显示开关26、语音警告模块27、LED警示灯

模块29、LED故障灯模块34、制冷模块8、GPS定位模块25、LCD显示模块30、电源模块22、单片

机模块23、速度传感器模块42、温度传感器模块43、烟雾传感器模块35和重力传感器模块

40；

[0030] 机械系统包括楼层A7、楼层B9、楼层C10、左边扶手模块45、右边扶手模块14、斜坡

电梯模块41、电梯前端防摔气垫模块3、紧急制动模块5、紧急呼救模块1、防摔扶手模块、救

生圈模块38、逃生窗模块4、控制箱13和灭火器模块36；

[0031] 控制箱13安装在斜坡电梯模块41与楼层B9的交界，所述控制箱13内装有总电源开

关15、总语音警告开关16、LED警示灯开关17、紧急制动弹出开关18、制冷开关19、灭火开关

20、救生圈弹出开关21、防摔气垫弹出开关31、防摔扶手弹出开关32、逃生窗解锁开关33、

GPS定位开关24、LCD显示开关26、GPS定位模块25、LCD显示模块30、电源模块22、单片机模块

23、LED故障灯模块34；

[0032] 语音警告模块27是语音警告仪器，安装在支架28的外部右上方位置；LED警示灯模

块29是LED警示灯，安装在支架28的外部左上方位置；制冷模块8是冷却氦气喷射仪器，安装

在斜坡电梯模块41的外部正下方，楼层A7的上表面位置；

[0033] 单片机模块23是控制仪器。速度传感器模块42是速度传感器，安装在左边扶手模

块45所在墙壁面与左边扶手模块45交界，靠近左边扶手模块45的前部下方位置；温度传感

器模块43是温度传感器，安装在左边扶手模块45所在墙壁面与左边扶手模块45交界，靠近

左边扶手模块45的前部上方位置；烟雾传感器模块35是烟雾传感器，安装在右边扶手模块

14所在墙壁面与右边扶手模块14交界，靠近右边扶手模块14的中部上方位置；重力传感器

模块40是重力传感器，共计4个，均匀嵌套在斜坡电梯模块41的上表面；

[0034] 楼层A7位于斜坡电梯模块41的下部位置；楼层B9位于斜坡电梯模块41的上部位

置；楼层C10位于楼层B9的正上方位置；左边扶手模块45是斜坡电梯扶手，位于斜坡电梯模

块41的外部上方左侧位置；右边扶手模块14是斜坡电梯扶手，位于斜坡电梯模块41的外部

上方右侧位置；斜坡电梯模块41是电梯本体，朝上与楼层B9连接，朝下与楼层A7连接；电梯

前端防摔气垫模块3是斜坡电梯前部防摔倒安全保护气垫，安装在右边扶手模块14所在墙

壁面与楼层A7交界，靠近右边扶手模块14的前部下方位置；紧急制动模块5是紧急制动机

构，安装在右边扶手模块14所在墙壁面与右边扶手模块14交界，靠近右边扶手模块14的前

部下方位置；紧急呼救模块1是紧急呼救仪器，安装在右边扶手模块14所在墙壁面与楼层A7

交界，靠近电梯前端防摔气垫模块3的外部右上方位置；防摔扶手模块是防摔扶手保护机

构，共计2个，分别安装在左边扶手模块45和右边扶手模块14的外部正上方位置，包括8个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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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44；救生圈模块38是救生圈装置，安装在斜坡电梯模块41的正上方，楼层C10的下表面位

置；逃生窗模块4是逃生窗口，安装在右边扶手模块14所在墙壁面与楼层A7交界，靠近电梯

前端防摔气垫模块3的外部左上方位置，包括逃生窗弹出机械手把2和逃生窗口下降梯39；

[0035] 所述控制箱13是控制系统安装柜，安装在斜坡电梯模块41与楼层B9的交界，靠近

左边扶手模块45的外部左侧位置，包括控制箱门12和控制箱门把手11。

[0036] 灭火器模块36是干冰灭火器，安装在右边扶手模块14所在墙壁面与右边扶手模块

14交界处，靠近烟雾传感器模块35的外部正上方位置；

[0037] 总电源开关15与电源模块22连接，实现语音警告开关16、LED警示灯开关17、紧急

制动弹出开关18、制冷开关19、灭火开关20、救生圈弹出开关21、防摔气垫弹出开关31、防摔

扶手弹出开关32、逃生窗解锁开关33、GPS定位开关24、LCD显示开关26、语音警告模块27、

LED警示灯模块29、LED故障灯模块34、制冷模块8、GPS定位模块25、LCD显示模块30、单片机

模块23、速度传感器模块42、温度传感器模块43、烟雾传感器模块35和重力传感器模块40的

得电功能；

[0038] 语音警告开关16与语音警告模块27连接，用于实现本发明一种楼道斜坡电梯安全

装置的语音警告功能，所述GPS定位开关24与GPS定位模块25连接，用于实现本发明一种楼

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的GPS实时定位功能，所述LCD显示开关26与LCD显示模块30连接，用于

实现本发明一种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的显示功能，所述LED警示灯开关17与LED警示灯模

块29连接，用于实现本发明一种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的LED灯警示功能，所述紧急制动弹

出开关18与紧急制动模块5连接，用于实现本发明一种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的紧急制动

功能，所述LED故障灯模块34与单片机模块23连接，用于实现本发明一种楼道斜坡电梯安全

装置的故障指示功能，所述防摔气垫弹出开关31通过单片机模块23分别与速度传感器模块

42、温度传感器模块43、烟雾传感器模块35和重力传感器模块40连接，当楼道斜坡电梯发生

过速、过热、过载和着火时，用于实现本发明一种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的防摔气垫弹出功

能，所述防摔扶手弹出开关32通过单片机模块23分别与速度传感器模块42、温度传感器模

块43、烟雾传感器模块35和重力传感器模块40连接，当楼道斜坡电梯发生过速、过热、过载

和着火时，用于实现本发明一种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的防摔扶手弹出功能，所述制冷开

关19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温度传感器模块43连接，用于实现本发明一种楼道斜坡电梯安全

装置的过热制冷功能，所述灭火开关20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烟雾传感器模块35连接，用于

实现本发明一种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的灭火功能，所述救生圈弹出开关21通过单片机模

块23与烟雾传感器模块35连接，当楼道电梯着火时，用于实现本发明一种楼道斜坡电梯安

全装置的救生圈弹出功能，所述逃生窗解锁开关33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烟雾传感器模块35

连接，当楼道电梯着火时，用于实现本发明一种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的逃生窗弹出功能。

[0039] 优选情况下，语音警告开关16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速度传感器模块42连接，用于

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速度异常的语音警告功能，可以及时提醒电梯乘客抓牢左边扶手模

块45或者右边扶手模块14，防止严重的碰撞摔伤，可以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

财产安全，所述LED警示灯开关17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速度传感器模块42连接，用于实现楼

道斜坡电梯运行速度异常的LED灯警示功能，可以及时提醒电梯乘客抓牢左边扶手模块45

或者右边扶手模块14，防止严重的碰撞摔伤，可以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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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优选情况下，LCD显示模块30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速度传感器模块42连接，用于实

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速度异常的显示功能，所述LCD显示模块30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GPS定

位模块25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GPS实时定位的显示功能，所述LCD显示模块30与单

片机模块23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的时间显示功能，所述GPS定位模块25与

单片机模块23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的GPS实时定位与急救中心互联功能，

便于急救中心及时获取事故位置，可以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所述

制冷模块8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温度传感器模块43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过热

时的冷却功能，所述灭火器模块36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烟雾传感器模块35连接，用于实现

楼道斜坡电梯运行异常时的灭火功能，所述紧急呼救模块1通过单片机模块23分别与速度

传感器模块42、温度传感器模块43、烟雾传感器模块35和重力传感器模块40连接，用于实现

楼道斜坡电梯运行异常时的紧急呼救功能，所述防摔扶手模块通过单片机模块23分别与速

度传感器模块42、温度传感器模块43、烟雾传感器模块35和重力传感器模块40连接，用于实

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异常时的扶手防摔功能。

[0041] 优选情况下，紧急制动模块5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速度传感器模块42连接，用于实

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速度异常时的紧急制动功能，所述紧急制动模块5通过单片机模块23

与温度传感器模块43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过热时的紧急制动功能，所述紧急

制动模块5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重力传感器模块40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过载

时的紧急制动功能，所述紧急制动模块5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烟雾传感器模块35连接，用于

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着火时的紧急制动功能，所述单片机模块23分别与速度传感器模块

42、温度传感器模块43和重力传感器模块40连接，用于实现楼道斜坡电梯运行异常时的减

速运行功能。

[0042] 优选情况下，电梯前端防摔气垫模块3通过单片机模块23分别与速度传感器模块

42、温度传感器模块43、烟雾传感器模块35和重力传感器模块40连接，当楼道斜坡电梯发生

过速、过热、过载和着火等异常，电梯乘客从斜坡电梯模块41上滚落时，电梯前端防摔气垫

模块3通过防摔气垫弹出开关31弹出，可以防止严重的滚落摔伤，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

生安全和财产安全，所述救生圈模块38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烟雾传感器模块35连接，当楼

道斜坡电梯发生着火异常，电梯乘客逃生时，救生圈模块38通过救生圈弹出开关21弹出，可

以防止严重的跌落摔伤，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所述逃生窗模块4通

过单片机模块23与烟雾传感器模块35连接，当楼道斜坡电梯发生着火异常，电梯乘客逃生

时，逃生窗模块4通过逃生窗解锁开关33弹出，可以保证电梯乘客及时逃生，有效地保护电

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所述防摔扶手模块通过单片机模块23分别与速度传感器模

块42、温度传感器模块43、烟雾传感器模块35和重力传感器模块40连接，当楼道斜坡电梯运

行异常时，防摔扶手模块通过防摔扶手弹出开关32弹出，可以防止严重的跌倒摔伤，有效地

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所述灭火器模块36通过单片机模块23与烟雾传感器

模块35连接，当楼道斜坡电梯发生着火异常时，灭火器模块36通过灭火开关20就行灭火，可

以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

[0043] 优选情况下，防摔扶手模块通过单片机模块23分别与语音警告模块27和LED警示

灯模块29连接，当楼道斜坡电梯发生过速、过热、过载和着火等异常时，可以及时提醒电梯

乘客抓牢拉环44，防止严重的摔倒碰撞，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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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优选情况下，本发明的一种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当楼道斜坡电梯正常工作时，

由国家电网供电，当楼道斜坡电梯发生工作异常时，由电源模块22供电。

[0045] 优选情况下，本发明的一种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每个裸露模块均具有绝缘保

护功能。

[0046] 正常工作状态下的一种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特别具有电梯运行异常警告、电

梯运行过载限速、电梯运行过热冷却、电梯运行火灾灭火、电梯运行火灾逃生、防摔气垫安

全保护和电梯GPS实时定位与指挥中心互联等功能的楼道斜坡电梯安全装置，结构简单，操

作方便，能够及时警告电梯乘客，避免碰撞、摔伤和踩踏，可以有效地保护电梯乘客的人生

安全和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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