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230375.0

(22)申请日 2017.04.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96519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7.21

(73)专利权人 诸大淼

地址 325000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临江镇

前盈村1号

(72)发明人 不公告发明人　

(74)专利代理机构 重庆百润洪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50219

代理人 刘子钰

(51)Int.Cl.

B25J 11/00(2006.01)

B25J 19/00(2006.01)

B64C 27/08(2006.01)

审查员 李雅娟

 

(54)发明名称

一种电梯式救援飞行器机器人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电梯式救援飞行器机器人

系统，主要包括无人机系统、绞升系统和轿厢救

援系统，三个系统之间通过牵引绳和起重绳相互

连接和提升高度，各自一体可以实现单独的功

能，同时三者合一相互结合后可以发挥更好的救

援效果，具体来说通过设置有无人机系统，实现

了救援快速出动，多种救援方式及时抢救的目

的；通过设置有绞升系统，有效拓展了救援高度，

且体积较小，利于快速便捷行动；通过设置最后

一道轿厢救援系统，实现了救援人员便捷式电梯

攀高救援的目的；本发明结构独特紧凑，功能齐

全，适用于高层建筑的救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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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梯式救援飞行器机器人系统，包括无人机系统（1）、绞升系统（3）和轿厢救援

系统（5）、牵引绳（2）和起重绳（4），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无人机系统（1）包括：机架（101）、四

个调整电机（102）、四个机翼（104）和四个螺旋桨（105）、四个螺旋桨电机（106）、四个伸缩支

腿（107）、击打装置（116）和捕捉网发射装置（118）、飞爪发射器（109），所述的四个机翼

（104）的一端分别铰接安装在机架（101）的四个角位置，机架（101）四个角位置的上部还分

别设置有四个调整电机（102），所述的四个调整电机（102）的主轴分别与四个机翼（104）的

一端相连接，调整电机（102）调整机翼（104）与机架（101）之间的角度；四个机翼（104）的另

一端分别转动安装有螺旋桨（105），每个螺旋桨（105）与固定安装在机翼（104）下部的螺旋

桨电机（106）主轴相连接，螺旋桨电机（106）驱动螺旋桨（105）旋转；机架（101）前端还设置

有机械手座（115），所述的机械手座（115）上铰接安装有一级手臂（114），所述的一级手臂

（114）的端部铰接安装有二级手臂（111），所述的二级手臂（111）的端部铰接安装有三级手

臂（112），所述的三级手臂（112）的端部安装有机械手（113）；每个机翼（104）的上部分别设

置有一个固定摄像头（103），每个机翼（104）的下部分别竖直安装有一个伸缩支腿（107）；机

架（101）上部和下部中央位置分别设置有一个全方位摄像头（117）；机架（101）上部还设置

有击打装置（116）；机架（101）下部还设置有捕捉网发射装置（118）和飞爪发射器（109）；

所述的绞升系统（3）包括：绞升架（301）、绞车（309）和绞车架（310）、绞升电机（311）、两

个真空吸盘（312）、真空发生器（323）和绞升控制器（320）、两个挂钩（316）和两个挂钩调整

电缸（317）、两个挂杆（314）和两个挂杆调整电缸（315）、两个钻孔底座（308）和两个钻孔滑

轨（306）、两个钻孔齿条（307）和两个钻孔齿轮（303）、两个钻孔电机（304）和两个钻孔电钻

（305），所述的绞升架（301）为框架结构，所述的绞车架（310）安装在绞升架（301）下部，所述

的绞车（309）为滚筒形状，并转动安装在绞车架（310）上，所述的绞升电机（311）安装在绞车

架（310）一侧，绞升电机（311）主轴与绞车（309）相连接，驱动绞车（309）旋转；绞车架（310）

上部两端对称安装有导向架（319），导向架（319）上分别转动安装有导向轨（325）和支撑轨

（324），导向轨（325）和支撑轨（324）平行布置，导向轨（325）和支撑轨（324）上滑动安装有导

向块（321），所述的导向块（321）上部对称设置有两个导向轮（322），绞升架（301）上部中央

位置分别对称设置有两个导向轮（322），导向轨（325）圆周上设置有导向槽；绞升架（301）的

下部还设置有真空发生器（323）和绞升控制器（320）；绞升架（301）两侧分别设置有两个钻

孔底座（308），每个钻孔底座（308）上设置有钻孔滑轨（306），所述的钻孔滑轨（306）上设置

有钻孔齿条（307），钻孔滑块（302）滑动安装在钻孔滑轨（306）上，所述的钻孔电机（304）安

装在钻孔滑块（302）上，钻孔电机（304）主轴上同轴安装有钻孔齿轮（303），所述的钻孔齿轮

（303）与钻孔齿条（307）相互啮合，钻孔电机（304）驱动钻孔滑块（302）沿钻孔滑轨（306）滑

动，所述的钻孔电钻（305）安装在钻孔滑块（302）上，钻孔电钻（305）的钻头轴线方向与钻孔

滑轨（306）的长度方向相互平行；绞升架（301）上部对称设置有两个吸盘电缸（318），每个吸

盘电缸（318）的活塞杆端部分别设置有一个真空吸盘（312）；绞升架（301）上部前侧对称铰

接安装有两个挂钩（316），所述的挂钩（316）为L形，挂钩（316）的另一端滑动安装有挂杆

（314），每个挂杆（314）与挂杆调整电缸（315）的活塞杆端部相连，所述的挂杆调整电缸

（315）安装在挂钩（316）上部；所述的挂钩（316）电缸的缸体底部铰接安装在绞升架（301）上

部，挂钩（316）电缸的活塞杆端部与挂钩（316）相互铰接；绞升架（301）下部中央位置还设置

有吊环（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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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牵引绳（2）的上端安装在飞爪发射器（109）上，牵引绳（2）的下端依次通过绞升

架（301）上部的两个导向轮（322）、导向块（321）上的两个导向轮（322）、导向轨（325）上的导

向槽，最终缠绕在绞车（309）上；

所述的轿厢救援系统（5）包括：轿厢（501）、起重绳滚筒（510）和滚筒支座（508）、起重电

机（511）、导绳器（509）、两条行走履带（503）、履带驱动电机（507）、履带驱动轮（506）、内侧

支撑轮（504）和外侧支撑轮（505）、轿厢控制器（512），所述的轿厢（501）上部中央位置设置

有滚筒支座（508），所述的起重绳滚筒（510）转动安装在滚筒支座（508）上，滚筒支座（508）

上还设置有起重电机（511），所述的起重电机（511）主轴与起重机滚筒相连接，驱动起重机

滚筒旋转；所述的导绳器（509）安装在轿厢（501）上部；轿厢（501）两侧分别设置有九个内侧

支撑轮（504）；轿厢（501）两侧还分别设置有行走履带（503），每条行走履带（503）覆盖在同

一侧的九个内侧支撑轮（504）上；轿厢（501）上部两侧分别对称设置有履带驱动电机（507），

所述的履带驱动电机（507）主轴上连接有履带驱动轮（506），所述的履带驱动轮（506）与行

走履带（503）内侧摩擦接触，驱动行走履带（503）旋转；履带驱动轮（506）两侧还设置有两个

外侧支撑轮（505），与行走履带（503）的外侧相接触；轿厢（501）前部还设置有轿厢门（502），

轿厢（501）内部设置有轿厢控制器（512）；

所述的起重绳（4）的上端安装在绞升架（301）下部的吊环（326）上，起重绳（4）的下端通

过导绳器（509）后缠绕在起重绳滚筒（510）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梯式救援飞行器机器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飞爪发

射器（109）前部设置有飞爪（110），中部设置有气囊，后部设置有击发电磁铁（108），击发电

磁铁（108）用于击爆气囊，气囊爆炸击发飞爪（110）。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梯式救援飞行器机器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级手

臂（114）、二级手臂（111）、三级手臂（112）均通过关节电机驱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梯式救援飞行器机器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击打装

置（116）用于发射击打锤，击打锤用于击碎玻璃。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梯式救援飞行器机器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捕捉网

发射装置（118）用于发射捕捉网。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梯式救援飞行器机器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挂杆

（314）下端设置有滚轮（313）。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梯式救援飞行器机器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钻孔底

座（308）的长度方向与吸盘电缸（318）的活塞杆轴线方向保持一个夹角，夹角大小为15度~
2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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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梯式救援飞行器机器人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智能救援系统，具体涉及一种电梯式救援飞行器机器人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的城市建设，高层建筑已经成为节约建筑面积，提升空间利用率的一种常用

手段，但是随着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比如高层一旦发生火灾等突发危险情况，高层住宅的

高度问题便给救援带来了较大的难度，还有高层住宅也对一些有过激行为如自杀等的营救

工作带来许多不便。现有技术中如一些大型救援设备由于体积较大，行动不便，同时也受到

了高度的限制，影响救援，因此需要一种能够适应不同的楼层高度，同时体积轻便可以快速

出动进行救援工作的装置设备。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电梯式救援飞行器机器人系统，其结构独特，适应

性强。

[0004] 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电梯式救援飞行器机器人系统，包括无人机系统、

绞升系统和轿厢救援系统、牵引绳和起重绳。

[0005] 所述的无人机系统包括：机架、四个调整电机、四个机翼和四个螺旋桨、四个螺旋

桨电机、四个伸缩支腿、击打装置和捕捉网发射装置、飞爪发射器，所述的四个机翼的一端

分别铰接安装在机架的四个角位置，机架四个角位置的上部还分别设置有四个调整电机，

所述的四个调整电机的主轴分别与四个机翼的一端相连接，调整电机调整机翼与机架之间

的角度；四个机翼的另一端分别转动安装有螺旋桨，每个螺旋桨与固定安装在机翼下部的

螺旋桨电机主轴相连接，螺旋桨电机驱动螺旋桨旋转；机架前端还设置有机械手座，所述的

机械手座上铰接安装有一级手臂，所述的一级手臂的端部铰接安装有二级手臂，所述的二

级手臂的端部铰接安装有三级手臂，所述的三级手臂的端部安装有机械手；每个机翼的上

部分别设置有一个固定摄像头，每个机翼的下部分别竖直安装有一个伸缩支腿；机架上部

和下部中央位置分别设置有一个全方位摄像头；机架上部还设置有击打装置；机架下部还

设置有捕捉网发射装置和飞爪发射器。

[0006] 所述的绞升系统包括：绞升架、绞车和绞车架、绞升电机、两个真空吸盘、真空发生

器和绞升控制器、两个挂钩和两个挂钩调整电缸、两个挂杆和两个挂杆调整电缸、两个钻孔

底座和两个钻孔滑轨、两个钻孔齿条和两个钻孔齿轮、两个钻孔电机和两个钻孔电钻，所述

的绞升架为框架结构，所述的绞车架安装在绞升架下部，所述的绞车为滚筒形状，并转动安

装在绞车架上，所述的绞升电机安装在绞车架一侧，绞升电机主轴与绞车相连接，驱动绞车

旋转；绞车架上部两端对称安装有导向架，导向架上分别转动安装有导向轨和支撑轨，导向

轨和支撑轨平行布置，导向轨和支撑轨上滑动安装有导向块，所述的导向块上部对称设置

有两个导向轮，绞升架上部中央位置分别对称设置有两个导向轮，导向轨圆周上设置有导

向槽；绞升架的下部还设置有真空发生器和绞升控制器；绞升架两侧分别设置有两个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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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座，每个钻孔底座上设置有钻孔滑轨，所述的钻孔滑轨上设置有钻孔齿条，所述的钻孔滑

块滑动安装在钻孔滑轨上，所述的钻孔电机安装在钻孔滑块上，钻孔电机主轴上同轴安装

有钻孔齿轮，所述的钻孔齿轮与钻孔齿条相互啮合，钻孔电机驱动钻孔滑块沿钻孔滑轨滑

动，所述的钻孔电钻安装在钻孔滑块上，钻孔电钻的钻头轴线方向与钻孔滑轨的长度方向

相互平行；绞升架上部对称设置有两个吸盘电缸，每个吸盘电缸的活塞杆端部分别设置有

一个真空吸盘；绞升架上部前侧对称铰接安装有两个挂钩，所述的挂钩为L形，挂钩的另一

端滑动安装有挂杆，每个挂杆与挂杆调整电缸的活塞杆端部相连，所述的挂杆调整电缸安

装在挂钩上部；所述的挂钩电缸的缸体底部铰接安装在绞升架上部，挂钩电缸的活塞杆端

部与挂钩相互铰接；绞升架下部中央位置还设置有吊环。

[0007] 所述的牵引绳的上端安装在飞爪发射器上，牵引绳的下端依次通过绞升架上部的

两个导向轮、导向块上的两个导向轮、导向轨上的导向槽，最终缠绕在绞车上。

[0008] 所述的轿厢救援系统包括：轿厢、起重绳滚筒和滚筒支座、起重电机、导绳器、两条

行走履带、履带驱动电机、履带驱动轮、内侧支撑轮和外侧支撑轮、轿厢控制器，所述的轿厢

上部中央位置设置有滚筒支座，所述的起重绳滚筒转动安装在滚筒支座上，滚筒支座上还

设置有起重电机，所述的起重电机主轴与起重机滚筒相连接，驱动起重机滚筒旋转；所述的

导绳器安装在轿厢上部；轿厢两侧分别设置有九个内侧支撑轮；轿厢两侧还分别设置有行

走履带，每条行走履带覆盖在同一侧的九个内侧支撑轮上；轿厢上部两侧分别对称设置有

履带驱动电机，所述的履带驱动电机主轴上连接有履带驱动轮，所述的履带驱动轮与行走

履带内侧摩擦接触，驱动行走履带旋转；履带驱动轮两侧还设置有两个外侧支撑轮，与行走

履带的外侧相接触；轿厢前部还设置有轿厢门，轿厢内部设置有轿厢控制器。

[0009] 所述的起重绳的上端安装在绞升架下部的吊环上，起重绳的下端通过导绳器后缠

绕在起重绳滚筒上。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的飞爪发射器前部设置有飞爪，中部设置有气囊，后部设置有击发

电磁铁，击发电磁铁用于击爆气囊，气囊爆炸击发飞爪。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的一级手臂、二级手臂、三级手臂均通过关节电机驱动。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的击打装置用于发射击打锤，击打锤用于击碎玻璃。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的捕捉网发射装置用于发射捕捉网。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的挂杆下端设置有滚轮。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的钻孔底座的长度方向与吸盘电缸的活塞杆轴线方向保持一个夹

角，夹角大小为15度~20度。

[0016] 由于本发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1）通过设置有无人机系

统，实现了救援快速出动，多种救援方式及时抢救的目的；（2）通过设置有绞升系统，有效拓

展了救援高度，且体积较小，利于快速便捷行动；（3）通过设置最后一道轿厢救援系统，实现

了救援人员便捷式电梯攀高救援的目的；（4）本发明结构独特紧凑，功能齐全，适用于高层

建筑的救援行动。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中无人机系统的三维立体装配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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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3为本发明中无人机系统另一角度的三维立体装配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中无人机系统另一角度的三维立体装配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中绞升系统的三维立体装配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中绞升系统另一角度的三维立体装配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为本发明中绞升系统另一角度的三维立体装配结构示意图。

[0024] 图8为本发明中轿厢救援系统的三维立体装配结构示意图。

[0025] 附图标号：1-无人机系统；2-牵引绳；3-绞升系统；4-起重绳；5-轿厢救援系统；

101-机架；102-调整电机；103-固定摄像头；104-机翼；105-螺旋桨；106-螺旋桨电机；107-

伸缩支腿；108-击发电磁铁；109-飞爪发射器；110-飞爪；111-二级手臂；112-三级手臂；

113-机械手；114-一级手臂；115-机械手座；116-击打装置；117-全方位摄像头；118-捕捉网

发射装置；301-绞升架；302-钻孔滑块；303-钻孔齿轮；304-钻孔电机；305-钻孔电钻；306-

钻孔滑轨；307-钻孔齿条；308-钻孔底座；309-绞车；310-绞车架；311-绞升电机；312-真空

吸盘；313-滚轮；314-挂杆；315-挂杆调整电缸；316-挂钩；317-挂钩调整电缸；318-吸盘电

缸；319-导向架；320-绞升控制器；321-导向块；322-导向轮；323-真空发生器；324-支撑轨；

325-导向轨；326-吊环；501-轿厢；502-轿厢门；503-履带；504-内侧支撑轮；505-外侧支撑

轮；506-履带驱动轮；507-履带驱动电机；508-滚筒支座；509-导绳器；510-起重绳滚筒；

511-起重电机；512-轿厢控制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在此发明的示意性实施例以及说明

用来解释本发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27] 如图1、图2、图3、图4、图5、图6、图7、图8所示，一种电梯式救援飞行器机器人系统，

包括无人机系统1、绞升系统3和轿厢救援系统5、牵引绳2和起重绳4，无人机系统1包括：机

架101、四个调整电机102、四个机翼104和四个螺旋桨105、四个螺旋桨电机106、四个伸缩支

腿107、击打装置116和捕捉网发射装置118、飞爪发射器109，四个机翼104的一端分别铰接

安装在机架101的四个角位置，机架101四个角位置的上部还分别设置安装有调整电机102，

四个调整电机102的主轴分别与四个机翼104的一端相连接，调整电机102调整机翼104与机

架101之间的角度。四个机翼104的另一端分别转动有四个螺旋桨105，每个螺旋桨105与固

定安装在机翼104下部的螺旋桨电机106主轴相连接，螺旋桨电机106驱动螺旋桨105旋转。

机架101前端还设置有机械手座115，机械手座115上铰接安装有一级手臂114，一级手臂114

的端部铰接安装有二级手臂111，二级手臂111的端部铰接安装有三级手臂112，三级手臂

112的端部安装有机械手113。每个机翼104的上部分别设置有一个固定摄像头103，每个机

翼104的下部分别竖直安装有一个伸缩支腿107。机架101上部和下部中央位置分别设置有

一个全方位摄像头117。机架101上部还设置有击打装置116。机架101下部还设置有捕捉网

发射装置118和飞爪发射器109。

[0028] 绞升系统3包括：绞升架301、绞车309和绞车架310、绞升电机311、两个真空吸盘

312、真空发生器323和绞升控制器320、两个挂钩316和两个挂钩调整电缸317、两个挂杆314

和两个挂杆调整电缸315、两个钻孔底座308和两个钻孔滑轨306、两个钻孔齿条307和两个

钻孔齿轮303、两个钻孔电机304和两个钻孔电钻305，绞升架301为框架结构，绞车架310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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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绞升架301下部，绞车309为滚筒形状，并转动安装在绞车架310上，绞升电机311安装在

绞车架310一侧，绞升电机311主轴与绞车309相连接，驱动绞车309旋转。绞车架310上部两

端对称安装有导向架319，导向架319上分别转动安装有导向轨325和支撑轨324，导向轨325

和支撑轨324平行布置，导向轨325和支撑轨324上滑动安装有导向块321，导向块321上部对

称设置有两个导向轮322，绞升架301上部中央位置分别对称设置有两个导向轮322，导向轨

325圆周上设置有导向槽。绞升架301的下部还设置有真空发生器323和绞升控制器320。绞

升架301两侧分别设置有两个钻孔底座308，每个钻孔底座308上设置有钻孔滑轨306，钻孔

滑轨306上设置有钻孔齿条307，钻孔滑块302滑动安装在钻孔滑轨306上，钻孔电机304安装

在钻孔滑块302上，钻孔电机304主轴上同轴安装有钻孔齿轮303，钻孔齿轮303与钻孔齿条

307相互啮合，钻孔电机304驱动钻孔滑块302沿钻孔滑轨306滑动，钻孔电钻305安装在钻孔

滑块302上，钻孔电钻305的钻头轴线方向与钻孔滑轨306的长度方向相互平行。绞升架301

上部对称设置有两个吸盘电缸318，每个吸盘电缸318的活塞杆端部分别设置有一个真空吸

盘312。绞升架301上部前侧对称铰接安装有两个挂钩316，挂钩316为L形，挂钩316的另一端

滑动安装有挂杆314，每个挂杆314与挂杆调整电缸315的活塞杆端部相连，挂杆调整电缸

315安装在挂钩316上部。挂钩316电缸的缸体底部铰接安装在绞升架301上部，挂钩316电缸

的活塞杆端部与挂钩316相互铰接。绞升架301下部中央位置还设置有吊环326。

[0029] 牵引绳2的上端安装在飞爪发射器109上，牵引绳2的下端依次通过绞升架301上部

的两个导向轮322、导向块321上的两个导向轮322、导向轨325上的导向槽，最终缠绕在绞车

309上。

[0030] 轿厢救援系统5包括：轿厢501、起重绳滚筒510和滚筒支座508、起重电机511、导绳

器509、两条行走履带503、履带驱动电机507、履带驱动轮506、内侧支撑轮504和外侧支撑轮

505、轿厢控制器512，轿厢501上部中央位置设置有滚筒支座508，起重绳滚筒510转动安装

在滚筒支座508上，滚筒支座508上还设置有起重电机511，起重电机511主轴与起重机滚筒

相连接，驱动起重机滚筒旋转。导绳器509安装在轿厢501上部。轿厢501两侧分别设置有九

个内侧支撑轮504。轿厢501两侧还分别设置有行走履带503，每条行走履带503覆盖在同一

侧的九个内侧支撑轮504上。轿厢501上部两侧分别对称设置有履带驱动电机507，履带驱动

电机507主轴上连接有履带驱动轮506，履带驱动轮506与行走履带503内侧摩擦接触，驱动

行走履带503旋转。履带驱动轮506两侧还设置有两个外侧支撑轮505，与行走履带503的外

侧相接触。轿厢501前部还设置有轿厢门502，轿厢501内部设置有轿厢控制器512。

[0031] 起重绳4的上端安装在绞升架301下部的吊环326上，起重绳4的下端通过导绳器

509后缠绕在起重绳滚筒510上。

[0032] 飞爪发射器109前部设置有飞爪110，中部设置有气囊，后部设置有击发电磁铁

108，击发电磁铁108用于击爆气囊，气囊爆炸击发飞爪110。一级手臂114、二级手臂111、三

级手臂112均通过关节电机驱动。击打装置116用于发射击打锤，击打锤用于击碎玻璃。捕捉

网发射装置118用于发射捕捉网。挂杆314下端设置有滚轮313。钻孔底座308的长度方向与

吸盘电缸318的活塞杆轴线方向保持一个夹角，夹角大小为15度~20度。

[003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当高层建筑出现紧急救援状况时，首先由无人机系统1进行

工作：无人机系统1快速提升，此时牵引绳2和起重绳4留有足够的长度保证无人机系统1可

以运动至救援高度，通过启动两个全方位摄像头117和四个固定摄像头103可以将救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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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摄像，便于操作人员进行判断；当需要将救援处的玻璃打碎时，可以通过无人机系

统1中的击打装置116发射击打锤将玻璃击碎；当出现待救援人员有跳楼倾向时，即可通过

捕捉网发射装置118发射捕捉网，对待救援人员实施救助；同时，可以通过一级手臂114、二

级手臂111和三级手臂112操控机械手113进行简单的抓取动作。

[0034] 当需要救援人员运动至救援高度时，此时需要可以需要无人机系统1、绞升系统3

和轿厢救援系统5协同配合：将无人机系统1运动至楼层顶端，通过击发电磁铁108击爆气

囊，再利用气囊爆炸的冲击力击发飞爪110，从而将飞爪110钉在楼层上，或运动至适合高度

使用飞爪110击碎玻璃，同时将飞爪110钩在窗户内部；然后启动绞升系统3中的绞升电机

311，将牵引绳2向绞车309上缠绕，从而使绞升系统3沿着牵引绳2向上攀升，当绞升系统3运

动至救援高度上部一定距离后，首先通过绞升控制器320启动真空发生器323，同时通过两

个吸盘电缸318分别将两个真空吸盘312固定到墙壁上，然后启动两个钻孔电机304和钻孔

电钻305，将两个钻孔电钻305的钻头钻入墙壁，从而使绞升系统3固定在墙壁上；绞升系统3

的另外一种固定方式便是，当施工条件允许时，通过两个挂钩调整电缸317调整两个挂钩

316的角度，并通过两个挂杆调整电缸315调整两个挂杆314在两个挂钩316上的位置，从而

在合适的位置，如窗台等，通过两个挂钩316以及挂杆314将绞升系统3以吊挂的方式进行固

定，同时两个挂杆314端部的滚轮313可以在绞升系统3向上攀升的过程中，通过与墙壁接触

从而防止绞升系统3与墙壁发生碰撞；最后当绞升系统3固定在墙壁上后，通过轿厢控制器

512启动起重电机511，将起重绳4向起重绳滚筒510上缠绕，从而使轿厢救援系统5沿着起重

绳4向上攀升；同时启动两个履带驱动电机507，使两个行走履带503旋转，从而使行走履带

503与墙壁接触的过程中，减少摩擦力，轻松越过楼层之间的突起障碍；救援人员可以在轿

厢救援系统5提升之前通过轿厢门502进入轿厢501中，当轿厢救援系统5运动至救援高度

时，停止运动救援人员即可展开施救，同时将处于危险如发生火灾等意外情况中的人员通

过轿厢救援系统5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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