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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神仲縮梯 ( 1) 包括吝數梯柱羊元 (2) 、庄接套件 ( 3) 及橫向梯板 (5 ) 各梯柱革元力貝有不同口往的

中牢梯管井且能孵相耳仲縮套 合 上 梯梓羊元占下廿梯仲羊元之回貝有 固帆枸 仕得仲縮梯在打仲肘 上廿梯

柱羊元 弓下市梯柱羊元不尖脫萬。各梯柱羊元的 卜端役置七 橫向役置的注接套件 連接套件的 端役七 固定式

凸出項硝 (300) 其內部則投七 敬固仇枸 (4b) , 城固帆枸 (4b) 役召 拔鯉 (440) , 迂接套件的外部市以

橫向梯板包覆。巴上方迂接套件和下方迂接套件貼合肘 下方迂接套件的凸出政稍可折碩上方迂接套件內部的拔雛

使上方哇接套件的倣同仇枸退倣 上市梯柱羊元即可依寺 自功浩下收合。



技木領域

本炭明涉及一神伸縮梯鈷枸的改迸，特別是指坦裝錯枸更力稔固碗宴，使用后能碗

寞收合，井且使用更力安全的伸縮梯皓枸 。

背景技木

梯架的使用已成力人們不可或缺的工具，例如梯予或鷹架等登高器具，都是提供人
們可以鞋易且快速地取得投于高她物品的有效工具 。

一般的梯架，如團 所示，核梯架 800 ，由丙介梯柱相接組成，梯柱下端沒有腳墊
以防止打滑，其岡則凌有相隔造舀距萬之踏板，使用吋呈 字型。 咳侍統式梯架，由于
其整休休秘大，擴帶不便，收合后亦舍占用偌大空何，缺乏使用彈性。

力了改 良 團 所 示的固定 式梯架 ，美 固 4，989 692 、 5，492 430 、 5，495 9 5

2004 0 95043 、6，708 800 、5，743 35 等案都提出了伸縮式的梯子結枸，但是，綜汎核

等伸縮式梯于等寺利案，其收合肘仍需逐尾分別控制，元法迭到 自功收合，使用上仍不

力了改善既有伸縮梯之缺失，本案岌明人在 2006 年4月29 日向中囤寺利局提 出第
200620 113407．6青 「伸縮梯 」寺利申清案，弄藐得新型寺利第899705 骨征弔。

情參照團 B 所示，力中固第 200620 13407．6骨 「伸縮梯」寺利案之局部示團。核團

表示舀第一尾橫向梯板 內部的倣固析枸被拉劫后，透迂一達劫板 80 作蹺蹺板劫作，使達

劫板 80 的一端伸出梯板之上端通孔，再以 向外伸出的部份穿入上屋橫向梯板之底部通孔
802 ，然后推劫投于上尾橫向梯板內部之拔鍵803 ，使上房橫向梯板內部之傲杆退出，形

成升傲劫作，藉此使第二居以上之鎖 固棚枸可以 自功依序被打升，各育梯柱革元即可依

序落下收合 。

然而，岌明人在完成上迷中囤第200620 3407，6骨 「伸縮梯 」 寺利案后，鋒迂不斷

測拭使用岌現，役于梯板上方或下方的孔洞在伸縮梯使用于較旌污杯境吋，孔洞易被灰

生和其它屬污物所填塞，以致連功板元法順利功作，拔鍵元法被順利推功而造成升敏失

效或是其它向題 。

而且，要完成升鐵，必需透迂達功板 80 未推劫拔鍵 803 ，只要有一達功板 80 1被卡住，

或元法穿透通孔，整介梯架即元法順利收縮，造成若干使用上的不便 。

而柏互伸縮套合的梯柱草元，更因力欠缺有效的卡固杭枸，使得在使用者拉伸使用



肘，梢有不慎即舍造成上市梯柱羊元和下市梯柱羊元脫萬，造成使用上的不安全。

岌明內容

力了解決上迷向題，本岌明提供一神伸縮梯結枸的政迸，使鋒 由多市梯柱草元、達

接套件、傲圃帆枸及橫向梯板所組成之伸縮梯，其錯枸更力筒化，安全可靠度更高，井

且能有效解決上迷常兄伸縮梯的向題，而估功零件被大量的減少，需要加工的部位和技

木性也相肘降低，市省成本，迸一步減少了何題岌生的棚率。

依本岌明之伸縮梯拮枸的改迸，系在用以套投至梯柱革元之連接套件的上端，投置
一固定式項硝，遵接套件的內部投置一鎖圃帆枸，達接套件的一端再以一橫向梯板包覆

藉此，舀下方連接套件的固定式攻硝由下往上穿入上方連接套件內部后，得推功投于上
方達接套件內部之敏固析枸，迸而升敏，而藉 由項銷力固定式投置，能避免因力外力而
損杯或者元法劫作的何 題。

依本友明之伸縮梯豬枸的改迸，另投有一隔河升傲坎，核隔同升敏坎可套投在固定

式碩銷的上端，且核隔同升絨抉的上端具有和攻銷相同大小的隔岡碩銷，舀隔同升鎖抉
套投至固定式項硝的上端吋，同梓地可利用隔同預銷推功上方達接套件內部之敬圃杭枸，

而且使上方梯板和下方梯板收合吋能保持一隔同空同，以提供使用于特殊切合吋，鏘域

或屯我可以穿通，或者畏吋同需戴手套的操作人員便于握持操作 。

依本岌明之伸縮梯拮枸的改迸，又役有一補助彈性腳架，核補助彈性腳架裝投于伸

縮梯底端后，除了可增加伸縮梯的底面秘，提高使用安全性外，又可根据不同、不乎或

有盼段落差的地面，造吋稠整，不仗能增加伸縮梯使用的切所、范園，而且增加伸縮梯

的稔定度 。

依本岌明之伸縮梯拮枸的改迸，其上市梯柱革元和下市梯柱革元之回井投有不合滑
脫之卡固析枸，力本岌明的又一目的。

至于本岌明之洋細枸造、匝用原理、作用勻功效，則參照下列依附團所作之稅明即

可得到完全的了解 。

附圍瑰明

團 力常兄梯架的立休團

圍 B 力第 09 0851 弓案之局部剖面圍

團2力本岌明之伸縮梯收合示團

團3力本友明之伸縮梯展升使用示團
團4力本岌明之宴施例的第一屋梯柱卓元及其絨固棚枸之立休分解示團

團5力本友明之宴施例的局部剖面團

團6力本岌明之宴施例的梯柱車元表面團



團7力本岌明之安施例的第二尾以上梯柱單元及其鋤固帆枸之立休分解示團
團8力本岌明之寞施例的組合立休示團
團9力本岌明之宴施例的達接套件的另一角度立休團

團 0力本岌明之宴施例其未收前之乎面示團
團 1 力本岌明之突施例其未收后之平面示團
團 2力本岌明之第二宴施例的立休團

團 13力本友明之第二寞施例其未收后之乎面示團

團 4力第 3團的局部放大團

團 15力本岌明之第三宴施例的乎面團

團 6力本岌明之第三安施例的埔助彈性腳架立休示團

團 7力本友明之第三宴施例的捕助彈性腳架之局部平面示團

團 18力本友明之第三宴施例的捕助彈性腳架之局部立休團

團 9 力本投明之第四奕施例的立休分解團。

團 20 力本岌明之伸縮梯部份收合示團。

團 2 力第 20 團中 部份的放大圍 。

團 2 B 力第 20 團中 B部份的放大團。

圍式中狙件名林占符肯肘照

800 梯架 80 達功板 802 底部通孔 803 拔鍵

伸縮梯 幻 梯柱革元 3 達接套件 5 橫向梯板
2a 上市梯柱革元 3a 上屋達接套件 2 卡孔 羽 定位孔
23 穿固孔 24 外凸杯 25 內凸杯 26 扣孔
20 杯致部 202 凸即部 30 貫穿孔 31 杯套部
32 軸接部 33 螺竺 34 定位樺共 3 黏液流道
36 注肢孔 37 38 直槽 39 軸槽
300 固定式項硝 3 0 缺口 32 、322 迪板 324 窗框
4a 第一居傲固析枸 4b 上侯碰固柳枸 4 描板 42，碳杆
43 彈簧 44 拉杆 45 手功控制鈕 46 型片

4 通孔 42 連接端 4羽 狄槽 4 0 微杆

420 彈簧 430 套管 440 拔鍵 43 立板

4 嵌槽 442 底板 443 凸抉 444 凸軸
451 早板 452 水平槽洶 5 通孔 6 鍰沖組件
6 卡勾 62 彈性封圈 63 肢膜 7 隔同升傲抉
7 隔同碩硝 72 碩銷套槽 73 隔同空阿 8 埔助彈性腳架



81、8趴 梯管 83 梯板 84 底座 85 伸縮杆

86 球座 87 乎稔組件 84 橡肢腳墊 842 中蓋板

843 上蓋板 88 拉伸控制杭枸 88 基座 882 項斜彈簧
883 卓向卡摯秩片 884，斜抉 885 板析 ga gb 匡域

9 、92 昱示片 93 插硝 94 套孔 95 傲杆

95 橫孔 96 橫向梯板 96 窗孔

具休宴施方式

下面結合附團肘本岌明的具休寞施例加以悅明。

本岌明之伸縮梯結枸的改迸，如圍 2 所示，伸縮梯 ，可如團 2 所示呈收合狀，或如
團 3 所示呈拉伸展升狀 。所示伸縮梯 包括有多數梯柱革元 叭 達接套件 3 及橫向梯板 5，

其展升使用肘力市市高升之梯架，收合肘則藉各市梯柱革元互力不同管往而相互套合 。

清參照團 4 所示，本岌明之伸縮梯，各梯柱革元 2 力中空管狀，且彼此相互套合，即

在第一市梯柱卓元 2 的內部套投管往較小但形狀相同的第二市梯柱卓元 2a，第二市梯柱

革元 2a 可以在第一市梯柱羊元 2 的內部上下滑功，其它荷梯柱卓元依相同情形相互套投 。

如團 4 所示，在第一市梯柱羊元 2 的上端投有卡? 2 及定位孔 羽，以供達接套件 3

可以勻之錯合 。

如團 4 所示，所迷之達接套件 3，包括有一可供套投至梯柱革元上端的杯套部 3

以及一自坪套部 3 向外延伸的軸接部 3乙 核杯套部 3 套至梯柱卓元上端后，可藉螺竺

33 傲緊固定，其內壁投有可供嵌入梯柱革元之卡 的定位樟共 34，井凹投有黏液流

道 35，黏液流道 35 的一端投有注肢孔 36，以便注入黏看荊使之勻梯柱草元緊密黏看
而杯套部 3 上又投有一貫穿孔 30，咳貫穿 在杯套部 3 套沒至梯柱革元上端后，
系和梯柱革元 2 的定位? 2 相通 。

所迷之軸接部 32，系和杯套部 31一休成型，其內部形成有信道 37，信道 37 和貫穿

孔 30 相通，通道 37 的兩側力迪板 32 、322，迪板 32 、3羽 的內壁面投有一直槽 38

軸接部 32 的外部則套沒一橫向梯板 ，橫向梯板 5 的下方板面沒一通

一第一侯傲固帆枸 4a，投于第一侯達接套件 3 的通道 37 內部，其包括有一措板 4 、
一傲杆 42、一彈簧 43、一拉杆 44 和一手劫控制鈕 45 所述之揩板 4 ，系插入井固定于
軸接部 32 的直槽 38 內，其中央投一通孔 4 ，使拉杆 44 的拮合端 44 穿迂核通孔 4

后和絨杆 42 之遵接端 42 結合，傲杆 42 的一端得穿迂連接套件 3 之貫穿? 0 以及梯柱

單元 之定位? 22，鎖杆 42 的杆休上并沒有一狹槽 422，以供 C 型片 46 插入核狹槽
422 后得用以限制彈簧 43，藉此，舀傲杆 42 被拉杆 44 拉移吋，得靠看彈簧 43 的力量回
夏原位 。

上迷第一尾倣 固析枸 4a 之揩板 4 、鎖杆 42、彈簧 43 和拉杆 44 均役于達接套件 3



的通道 37 內部，井且力一橫向梯板 5 所包覆，拉杆 44 的一端則和一役置在橫向梯板 5

下方的手功控制鈕 45 相接，使手劫控制鈕 45 可以叭外部控制鎖杆 42 的功作 核手劫控
制鈕 45，其上端沒一早板 45 ，旱板 45 的下端形成水乎槽淘 452，使其可用迫緊的方
式將早板 45 推入橫向梯板 5 的通孔 5 內，井且借看水乎槽洶 452 在通? 5 的孔緣移
位滑劫。

如團 4 所示，第二市以上的梯柱革元 2a，其外部投有一穿固孔 23，穿固?L 3 的下
方投置一外凸杯 24，而第一市梯柱車元 的內面則投有相肘之內凸即 25 (如團 5 所示) ，
使梯柱草元 2a 在第一市梯柱羊元 內部上下移功吋得借看外凸杯 24 和內凸杯 25 抵接，
使穿固 23 得肘位至第一市梯柱草元 2 的定位? 2，以便鎖杆 44 能貫穿核穿固孔 23

迭到上市梯柱革元和下弔梯柱單元相利拉伸展升固定 。

此外，第二市以上的梯柱羊元 2a，其下端更投有一扣孔 26，以供 以一鍰沖組件 6 得

．藉一凸 6 q固于梯柱卓元之扣孔 26，而固定于梯柱革元 2a 下端 核鍰沖坦件 6 的下
段外園系役有一彈性封圈 62，使其在梯柱革元內部上下移劫肘，能和梯柱革元內壁保持
造舀磨擦力，以減少噪音的芒生，彈性封圈 62 井具有鎂沖收合的功能 而且，鍰沖組件
6 的內部又投有一肢膜 63，肢膜 63 面形成有孔，俾鍰沖組件 6 上下移劫肘，空乞可鋒

孔迸入肢膜 63 之內，促迸鍰沖效果 。

如圈 6 所示，力了避免丙梯柱革元鞋易滑脫，本岌明之梯柱革元，其上端管口她系

投置有內凸之杯致部 20 ，其下端管口她則投置有外凸之凸杯部 202，藉此，舀上苛梯柱
單元由下往上穿入下市梯柱卓元內部后，可藉杯致部 20 和凸杯部 202 相肘限制，避免
梯柱革元彼此滑脫，碗保使用之安全。

清再參照團 7，主要表示第二市以上梯柱革元 2a 之上屋傲固柳枸 4b、上屋達接套件
3a 和上侯橫向梯板 5a，和第一屋均略有不同，第一尾橫向梯板 5a 的下方可不沒置通孔。

如團 7 所示，上尾連接套件 3a 除了具各第一尾達接套件 3 之鈷枸外，在迪板 32

322 的內壁面增沒有一軸槽 39 而且，連接套件 3a 之杯套部 3 的底端，和軸接部 32 相
接的部位投有一缺口 3 0

沒于上侯達接套件 3a 內部之上居鎖固杭枸 4b，則包括一倣杆 4 0、一彈簧 420 、一
套管 430 和一拔鍵 440 所迷之套管 430，其投有一立板 43 ，立板 43 丙側可插入井固

定于軸接部 32 的直槽 38 內，套管 430 內部可供傲杆 4 0 的一端套入，在敏杆 4 0 插入
套管 430 的一端上則投置彈簧 420，使敏杆 4 0 具有水乎移功及夏位之功能 核倣杆 4 0

的杆休上井投有一嵌槽 4 ，以供嵌投拔鍵 440

如團 7 所示，核拔鍵 440，略呈 形休，其一端力叉臂 44 ，叉臂 44 可叉入鋤杆
4 0 之嵌槽 4 1，其另一端力底板 44乙 底板 442 的末端形成向下凸出之凸抉 443 而且
拔鍵 440 在叉臂 44 和底板 442 相接她又形成有凸軸 444，使拔鍵 440 得藉凸軸 444 嵌

入上侯達接套件 3a 之軸槽 39，其凸坎 443 則得以伙缺口 310 露出 如團 8 所示) 。

清參照團 9 所示，不治是第一侯達接套件 3 或上侯連接套件 3a，在即套部 3 的上
端均投置有一向上凸出的固定式項硝 300 ，固定式項銷 300 和達接套件 3 3a) 力一休成型，



由于其系形成于杯套部 3 1 之上端，其井不合受到橫向梯板 5 所包覆，咳固定式頓硝 300

正好肘准上房達接套件 3a 之缺口 3 0

宴施吋，如團 0 所示，舀手劫控制鈕 45 向梯架中央移拔吋，鋒拉杆 44 帶劫鎖

杆 42 退出梯柱革元之穿固孔 23，上市梯柱單元 2a、上尾達接套 T 3 和上尾橫向梯板

5a，則在餓杆 42 退出其穿圃孔 23 后落下，舀上厚達接套件 3a 落下和第一屋達接套件 3

貼合肘 如團 所示 ，第一尾達接套件 3 上端之固定式項銷 300 穿入上屋達接套件
3a 之缺口 3 0，同吋推劫上房鎖固杭枸內部拔健 440 之凸抉 443 ，使拔鍵 440 撰特，再

透迂拔鍵 440 之又臂 44 帶劫傲杆 4 0 后退，舀倣杆 4 0 退出第三尾梯柱革元之穿固孔

后，第三尾梯柱羊元、達接套件和橫向梯板同吋落下，然后再以第三屋達接套件之固定

式碩銷 300 推項第四屋之拔鍵，再令第四尾梯柱卓元、達接套件和橫向梯板落下，迭到
只要拔劫第一尾之手劫控制鈕 45，即可使各屋梯柱革元依序落下收合 而且，透迂鍰沖
狙 6和彈性封圈 62 的投置，各尾梯柱革元不恰是拉伸展升或落下收合均能迭到元噪音
之鍰沖升降。

藉由上迷枸成，本岌明之伸縮梯，透迂筒易的鈷枸組成，不仗減少零件的沒置成本，
且能增加使用可靠度，而其將升傲杭枸隱藏在內部又能避免使用者因力升敏之拔鍵被淚
蝕而岌生危險。

圍 12 力本友明之第二宴施例的立休圍，如團 2 所示，本岌明之伸縮梯另外投置有
一隔同升倣抉 7，咳隔同升傲抉 7 的上端具有和頂銷相同大小的隔同碩銷 7 ，其下端則
投有和碩銷相同的項硝套槽 72，以核隔同升倣抉 7 套沒至固定式項銷 300 端吋，如同

固定式攻銷 300 向上升高。

清參照團 3 4 所示，藉由隔同升傲抉 7 套沒至圃定式碩銷 300 的上端，可利用隔

同頓銷 7 推功上方連接套件內部的拔鍵 440 ，迭到升倣，其不仗不合影晌依序升鎖的達
劫帆枸，而且能在上方橫向梯板 5a 和下方橫向梯板 5 收合后保持一隔同空同 73，咳隔

同空同 73 可提供伸縮梯使用于特殊切合吋供鏘錢或屯錢穿通，或者提供弋肘阿需戴手套
的操作人貝便于握持操作 。

清參照團 5 所示，系本友明之伸縮梯的另一宴施例，在伸縮梯 的下方沒置一坦捕

助彈性腳架 8，藉 由捕助彈性腳架 8 的投置，不仗能增加伸縮梯的底面秧，提高使用安
全性，又可根据不同、不乎或有阱段落差的地面，造吋稠整，使伸縮梯的造用坊所更斤，
而且更加平穗。

清參照圍 6 7 8 所示，核組捕助彈性腳架 8，包括有兩可和梯柱卓元套合之梯
管 8 82，丙梯管 8 82 之同沒一梯板 8 3，梯管 8 82 的下端沒置底座 84，底座 84

的上端投置一伸縮杆 8 5，伸縮杆 85 的下端藉一球座 86 和底座 84 鈷合，使伸縮杆 85 可
以 自由特功方向 伸縮杆 85 的上端井投置一乎稔組件 87，使伸縮杆 85 看乎稔組 87

和梯管 8 1 82 內壁接搬，避免搖晃 所迷之底座 84 系包括有一橡肢腳墊 841 、一中蓋
板 842 和一上蓋板 843 ，中孟板 842 和上蓋板 843 得互扣井包住球座 86，以利伸縮杆 8 5

稠整特向。



此外，伸縮杆 8 5 的中段她夏投有一拉伸控制杭枸 88，核拉伸控制杭枸 88 主要系于
一基座 88 內部沒置一攻斜彈簧 882 ，頓斜彈簧 882 上端攻抵一草向卡摯秩片 883 ，革
向卡摯跌片 883 端再帖合至一斜抉 884 ，草向卡摯秩片 883 和斜坎 884 的中央投有孔 (團

未示) 以供伸縮杆 8 5 穿迂 藉此，舀革向卡摯秩片 883 呈斜向肘，透迂斜向孔緣卡住伸

縮杆 85，使伸縮杆 85 仗能向上拉伸，元法收回，以碗保梯架使用的安全，因此，透迂

革向卡摯跌片 883 ，伸縮杆 8 5 得稠整梯腳的高度落差 。

草向卡摯秩片 883 的一端井沒有一板帆 885 ，舀板析 885 被往上扳吋，帶劫革向卡
摯跌片 883 被匝回呈水乎狀，此吋，由于孔緣脫萬和伸縮杆 8 5 的卡摯狀恭，伸縮杆 8 5

得 以 自由收回。

清參照圍 9，本友明之伸縮梯，其又具各有傲扣昱示功能，如團 9 所示，系在達接
套件 3 的軸接部 32 丙側各升投一窗框 323 324，再將丙片于外表面各棕示丙介匡域 ga

gb 之昆示片 9 92 置入核窗框 323 324 之內，其中第一昆示片 9 的一端投有一橫向

插銷 93，第二昱示片 92 的一端歧有一橫向套孔 94 再于鎖杆 9 5 的杆休上投一橫孔 95

使第一昱示片 9 以插銷 9 3 穿迂橫孔 9 5 后，再插入第二昱示 92 的套孔 94 而組合。而
在橫向梯板 96 的兩側迪則各投有一仗供昱示片之第一匠域 ga 或第二匡域 gb 露出的窗孔
961 。操作者即可透迂硯察窗孔 96 昱示第一囪域 9a 或第二匡域 9b，碗定傲杆是否安全

上繳，以碗保使用之安全。

清參照團 20 2 2 B所示，其中，團 2 力第 20 團中 部份的放大圍，屍示在

敬杆插入梯柱革元之穿固孔肘，第二匠域 gb 于窗孔 96 中昱示 團 2 B 力第 20 團中 B

部份的放大圍，昱示在傲杆退出梯柱革元之穿固孔后，第一匡域 ga 于窗? 96 中昱示。

藉此提供操作者可伙外部窗孔 961 碗定倣杆是否上傲定位，以提升使用之安全。

因此，本刨作之伸縮梯之拮枸的改迸，藉 由在達接套件上端沒置固定式碩銷，以及

使梯柱卓元的上端管口投置內凸之林致部，梯柱革元的下端部技置外凸之凸杯部等，碗

能避免梯柱卓元在拉伸吋不慎脫萬，整佈組裝不仗更加便利，而且容易操控。而藉由隔

同升傲抉及捕助彈性腳架的沒置，使伸梯的使用范圃更亡，且更穗定 。

因此，本友明之伸縮梯拮枸的改迸，藉由在達接套件上端投置固定式項硝，以及使

梯柱革元的上端管口投置內凸之杯頭部，梯柱革元的下端部投置外凸之凸杯部等，碗能

避免梯柱卑元在拉伸吋不慎脫萬，整休組裝不仗更加便利，而且容易操控 。而藉 由隔同
升傲抉及捕助彈性腳架的投置，使伸梯的使用范園更斤，且更稔定 。

綜上所迷，本岌明之伸縮梯鈷枸的改迸，碗安具有提升使用安全、收裝方便快速之
功效，核等功效碗突可以改迸 目前常兄梯子的缺失。

最后匝稅明的是 以上宴施例仗用以稅明本友明而井非限制本岌明所描迷的技木方
案 因此，尺管本稅明弔參照上迷的各介宴施例肘本岌明己迸行了洋細的惋明，但是，
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貝匝舀理解，仍然可以肘本岌明迸行修改或等同替換 而一切不脫

萬友明的精神和范園的技木方案及其改迸，其均匝涵孟在本友明的杖利要求范園舀中。



杖 利 要 求 冉

1、一神伸縮梯錯枸的改迸，包括

多教梯柱草元，各梯柱革元力中空梯管，各梯柱草元彼此具有不同管往使其可以相

互拉伸套合，梯柱卓元的上端沒有定位孔

多數達接套件，各以一杯套部套投固定于前迷梯柱革元的上端，即套部上投有和梯

柱車元之定位孔相通之貫穿孔 杯套部的一端向外延伸一軸接部，軸接部中同形成通道

多數橫向梯板，套投至上迷軸接部的外部

多數鎖固析枸，各投置于上迷連接套件之通道內部，其包括

一可供穿迂杯套部的貫穿孔以及梯柱單元的定位孔的鎖杆

一投于傲杆一端便飯杆夏位之彈簧

一用以固定傲杆和彈簧于一位置的板片 以及

一可用以拔劫前迷倣杆移位的拔鍵

其特征在于 所迷連接套件的杯套部上端投有一凸出項硝，核凸出項銷肘位至上方

連接套件內部之拔鍵的一端，舀上方達接套件和下方達接套件帖合吋，下方連接套件的

凸出碩硝可推項上方連接套件內部的拔鍵，使拔鍵旋撰，帶功鎖杆退出上市梯柱革元的
定位孔，使上荷梯柱革元可依序自功落下收合，井且，熊避免用以控制碰杆移劫的拔鍵

被侯蝕碰而芒生侯劫作，而造成使用上的不安全 。

2、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伸縮梯拮枸的改逃，其中所迷梯柱單元，其上端管口內投有
內凸之杯致部，其下端管外投有外凸之凸杯部，舀上市梯柱羊元穿入下市梯柱革元內部

后，可藉上市梯柱革元之凸杯部和上市梯柱卑元之林致部相肘限制，以避免梯柱革元滑

脫 。

3、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伸縮梯錯枸的改迸，其中所迷項硝系固定式直立投置。

4、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伸縮梯拮枸的政迸，其中所迷攻硝系和連接套件的杯套部一
休成型 。

5、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伸縮梯拮枸的改迸，其中所迷傲固析枸，其投于最底尾達接

套件的內部吋，敏杆的一端鋒連杆勻一可橫向移位的手劫控制鈕達接，核手功控制鈕投

于橫向梯板的外部，可令使用者可爪外部操作手劫控制鈕，以控制第二屋以上的梯柱牟

元依序 自功落下收合 。

6、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伸縮梯拮枸的改迸，其中又包括一隔間升傲抉，核隔何升鎖

抉的下端投有套槽，可供套投于碩銷之上，其上端則投有一向上凸出之頓梢，舀隔間升

碳抉套投至碩銷上方肘，以使上方橫向梯板和下方橫向梯板收合后形成一隔同空同。

7、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伸縮梯拮枸的改迸，其中又包括一組捕助彈性腳架，核坦捕

助彈性腳架役置于整介伸縮梯的底端，以捕助伸縮梯使用于不乎地面或盼梯落差地面吋，



予以捕助乎衡 。

8、如杖利要求7所途的伸縮梯緒枸的改迸，其中所迷捕助彈性腳架包括

一可和梯柱羊元套合之梯管

一投于梯管下方之底座

一和上述底座達接之伸縮杆 以及

一可稠整伸縮杆作伸縮功作之拉伸控制杭枸。

9、如杖利要求8所迷的伸縮梯拮枸的改迸，其中所迷捕助彈性腳架之伸縮杆，其下
端藉一球座和底座拮合，使其可作任一角度稠整。

0、如杖利要求9所迷的伸縮梯鈷枸的改迸，其中所迷底座包括一腳墊、一中孟板和

一上蓋板，中蓋板和上孟板相互勾扣井包住球座，以方便伸縮杆稠整特向。

、如杖利要求8所迷的伸縮梯鈷枸的改迸，其中所迷拉伸控制杭枸，系于一基座內

部投置一項斜彈簧，項斜彈簧的上端頂抵一單向卡摯跌片，羊向卡摯跌片上端貼合一斜

坎，藉此使伸縮杆龍噱向下自由凋整，向上肘則藉革向卡摯跌片予以卡住固定，以便稠

整梯腳的高度落差。

12、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伸縮梯結枸的改越，其中所迷革向卡摯秩片的一端投有一板

杭，圭板析被往上扳起吋，帶劫羊向卡摯秩片被匝回呈水乎狀，使伸縮杆得 以 自由收回。

3、如杖利要求 1所迷的伸縮梯緒枸的政迸，其中夏投有一組屆示片，核組昱示片

和倣杆枸成一休，而可隨看傲杆前后移劫，所迷杯套部之軸接部投有提供昱示片前后移

劫之窗框，而所迷橫向梯板則投有提供局部昱示片昱露的窗孔，藉此提供使用者可伙昆

示片昱示的部位碗定鋤杆是否上敏定位 。

4、如杖利要求 3 所迷的伸縮梯結枸的改迸，其申所迷昱示片的外部表面力投有于
可昱示傲杆上碰狀悉的第一因域 以及昱示碳杆退敬狀悉的第二匡域 。

5、如杖利要求 13 所述的伸縮梯結枸的改迸，其中所迷核組昱示片，力包括有兩昱

示片，其中之一昱示片凌有一插銷，而另一昱示則投有可供插硝套入的套孔，且傲杆的

杆休上投有可供插銷穿迂的橫孔，藉此提供丙昱示片可和鎖杆拮合井一起達功者。

16、一神伸縮梯鈷枸的改迸，包括

多數梯柱革元，各梯柱羊元力申空梯管，各梯柱革元彼此具有不同管徑使其可以相

互拉伸套合

多數達接套件，各以一杯套部套投固定于前迷梯柱革元的上端，杯套部的一端投有

延伸之牠接部

多數橫向梯板，套投至上迷軸接部的外部

多數敏固析枸，各投置于上述達接套件之軸接部內

其特征在于 所迷伸縮梯的下端投有一捕助彈性腳架，核狙捕助彈性腳架能移捕助



17、如杖利要求 6所迷的伸縮梯錯枸的改迸，其中所迷捕助彈性腳架包括

一可和梯柱羊元套合之梯管

一投于梯管下方之底座

一和上迷底座達接之伸縮杆 以及

一可稠整伸縮杆作伸縮功作之拉伸控制析枸 。

18、如杖利要求 17所迷的伸縮梯拮枸的政迸，其中所迷伸縮杆的下端藉一球座和底

座錯合，使其可作任一角度稠整。

9、如杖利要求 18所迷的伸縮梯錯枸的改迸，其中所迷底座包括有一腳墊、一中蓋

板和一上蓋板，中蓋板和上孟板互扣井包住球座，以利伸縮杆稠整特向。

20、如杖利要求 17所迷的伸縮梯結枸的改迸，其中所迷拉伸控制帆枸，系于一基座
內部投置一項斜彈簧，預斜彈簧的上端碩抵一革向卡摯跌片，卑向卡摯秩片上端貼合一
斜抉，單向卡掣秩片和斜抉井沒有供伸縮杆穿迂的孔，藉此，使革向卡摯跌片呈斜向肘，

藉斜向孔錶卡住伸縮杆，使伸縮杆仗能向上稠整，元法收回。

2 、如杖利要求20所迷的伸縮梯拮枸的改迸，其中所迷草向卡摯跌片的一端井投有

一板帆，舀板杭被往上扳起肘，帶劫卓向卡摯跌片被庄回呈水平狀，使伸縮杆得以 自由



坐修改的枚利要求
回你局收到日 2009 年9 月 日 0 .09.2009)

1、一神伸縮梯拮枸的改迸，包括

多數梯柱羊元，各梯柱革元力中空梯管，各槐柱羊元彼此具有不同管往使其可以相

互拉伸套合，梯柱革元的上端役有定位孔

多數達接套件，各 以一杯套部套投固定于前迷梯柱羊元的上端，杯套部上役有和梯

柱革元之定位孔相通之貫穿孔 坪套部的一端向外延伸一軸接部，軸接部中同形成通道

多數橫向梯板，套投至上迷軸接部的外部

多數傲固析枸，各沒置于上迷達接套件之通道內部，其包括

可供穿迂坪套部的貫穿孔以及梯柱革元的定位孔的敏杆

一投于傲杆一端使猷杆夏位之彈簧

一用以固定敏杆和彈簧于一位置的板片 以及

一可用以拔劫前迷敏杆移位的拔鍵

其特征在于 所迷達接套件的那套部上端投有一凸出項銷，核凸出碩銷肘位至上方

連接套件 內部之拔鍵的一端，圭上方達接套件和下方達接套件貼合肘，下方達接套件的

凸出碩揹可推碩上方達接套件 內部的拔鍵，使拔鍵旋撰，帶功傲杆退出上市梯柱草元的

定位孔，使上苗棉柱卓元可依序 自功落下收合，井且，能避免用 以控制敏杆移劫的拔鍵

被侯蝕碰而芒生侯功作，而造成使用上的不安全 而所述的梯柱革元，其上端管口內汝

有 內凸之杯頭部，其下端管外役有外 凸之凸坪部，圭上市梯柱革元穿入下市梯柱草元內

部后，可藉上市梯柱羊元之凸杯部和上市梯柱革元之杯致部相肘限制，以避免梯柱革元

2 、如杖利要求 1所迷的伸縮梯拮枸的改迸，其中所述碩銷系固定式直立投置。

3 、如杖利要求 1所迷的伸縮梯錯枸的改迸，其中所迷項梢系和達接套件的坪套部一
休成型。

4、如杖利要求 1所迷的伸縮梯結枸的改迸，其中所迷傲固析枸，其投于最底晨連接

套件的內部吋，鎖杆的一端笙達杆占一可橫向移位的手功控制鈕達接，咳手劫控制扭投

于橫 向梯板的外部，可令使用者可伙外部操作手功控制鈕，以控制第二尾 以上的梯柱羊

元依序 自功落下牧 合 。

5 、如杖利要求 1所迷的伸縮梯拮枸的改迸，其中又包括一隔同升敏抉，咳隔同升敬

抉的下端役有套槽，可供套投于碩銷之上，其上端則投有一向上凸出之碩鵠，舀隔同升

碳抉套投至碩銷上方吋，以使上方橫向梯板和下方橫向梯板收合后形成一隔回空回。

6 、如杖利要求 1所迷的伸縮梯拮枸的改迸，其中又包括一狙輔助彈性胸架，咳坦捕

助彈性腳架投置于整介伸縮梯的底端，以捕助伸縮梯使用于不乎地面或盼梯落差地面吋，

予以補助平衡。

修改頁 奈釣第 19 棄



7 、如杖利要求6所述的伸縮梯拮枸的改迸，其中所迷捕助彈性腳架包括

一可和梯柱革元套合之梯管

一投于梯管下方之底座

一和上迷底座達接之伸縮杆 以及

一可稠整伸縮杆作伸縮劫作之拉伸控制杭枸 。

8、如杖利要求 7所迷的伸縮梯拮枸的改逆，其中所迷捕助彈性腳架之伸縮杆，其下

端藉一球座和底座拮合，使其可作任一角度稠整。

9 。 如杖利要求 8所迷的伸縮梯結枸的改迸，其中所迷底座包括一腳墊、一中孟板和

一上孟板，中孟板和上孟板相互勾扣井包住球座，以方便伸縮杆湄整轉向。

10、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伸縮梯拮枸的改迸，其中所迷拉伸控制杭枸，系于一基座內

部投置一碩斜彈簧，碩斜彈簧的上端預抵一車向卡摯跌片，車向卡摯跌片上端帖合一斜

抉，藉此使伸縮杆能擄 向下 自由稠整，向上肘則藉革向卡摯跌片予以卡住 固定，以便稠

整梯胸的高度落差 。

11、如杖利要求 10所迷的伸縮梯拮枸的改迸，其中所述草向卡摯秩片的一端沒有一
板帆，圭板抓被往上扳起吋，帶功革向卡摯跌片被匝回呈水平狀，使伸縮杆得 以 自由收

回。

12、如杖利要求 1 所述的伸縮梯結枸的改迸，其中夏投有一組昱示片，咳組昱示片

和鎖杆枸成一伸，而可隨看毯杆前后移劫，所迷杯套部之軸接部投有提供昱示片前后移

功之窗框，而所述橫向梯板則沒有提供局部昆示片昱露的窗孔，藉此提供使用者可伙昱

示片昱示的部位碗定倣杆是否上傲定位 。

13、如杖利要求 12 所迷的伸縮梯拮枸的改迸，其中所迷昱示片的外部表面力投有于

可昱示鎖杆上敏狀悉的第一匡域 以及昱示鎖杆退微狀悉的第二匡域 。

14、如杖利要求 12 所迷的伸縮梯拮枸的改迸，其中所述咳狙昱示片，力包括有丙昱

示片，其中之一昆示片投有一插銷，而另一昱示則投有可供插梢套入的套孔，且鎖杆的

杆休上投有可供插硝穿迂的橫孔，藉此提供丙昆示片可和鎖杆拮合井一起達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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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阮申清弓
匡阮栓索扳告 PCT/CN2008/001650

．主題的分美

參兄附加頁

按照固阮寺利分癸表 (IPC) 或者同肘按照固家分癸和 IPC 兩神分癸

B．栓索飯垃

栓索的最低限度文軌 棕明分癸系統和分癸弓
IPC: E06C

包含在栓索領域中的除最低限度文軌以外的栓索文軌

在固阮栓索肘查河的唱于數据倖 (數据倖的名你 和使用的栓索祠 (如使用 ) )

WPI,EPODOC,PAJ,CNPAT,CNKI, 倣固,倣定 ,倣杆 ,拔鍵 ,插硝 ,彈性 ,彈簧 ,橡肢 ,腳架 ,支架 ,支腳,支擋,伸縮 ,拉伸 控

制,lock+, key, pin, elastic, flexible, spnng, rubber, support+ w foot, support+ w feet, support , exten+, control+

．相夫文件

癸 型。 引用文件 必要肘 指明相夫段落 相夫的杖利要求

X US7316293B2 (CHING-YAO K 等 ) 08 1 月 2008 (08 0 1 2008) 1 5

悅明宅第 2 柱第 19 行至第 5 柱第 46 行以及附團 4-7

Y 7,16

Y DE202004015164U1 (MAYRX) 09 2 月 2006 (09 02 2006) 摘要 7,16

X GB2436584A (KUO C 等 ) 03 10 月 2007 (03 10 2007) 1 5

悅明宅第 3頁第 25 行至第 8頁第 20 行以及附團 4-7

Y 7,16

A CN2674055Y (郭晶耀 ) 26 1 月 2005 (26 0 1 2005) 全文 1-21

A CN2876303Y ( 陳美伴 ) 07 3 月 2007 (07 03 2007) 全文 1-21

A WO2008/064532A1 (王力共 ) 05 6 月 2008 (05 06 2008) 全文 1-21

A GB2416801A (HUANG S) 08 2 月 2006 (02 08 2006) 全文 1-21

其余文件在 C柱的笙頁中列出。 兄同族吉利附件。

引用文件的具休美型 "T" 在申睛日或仇先杖日之后公布 勻申睛不相抵舢 但力了
"A" 臥力不特別相夫的表示了現有技木 般狀恣的文件 理解友明之理份或原理的在后文件
"E" 在固阮申睛日的尚夭或之后公布的 申睛或寺利 "X" 特別相夫的文件 車狙考虎 文件 臥定要求保折的
"L" 可能肘仇先杖要求枸成 疑的文件 或力碗定另 篇 友明不是新穎的或不具有刨造 性

引用文件的公布日而引用的或者因其他特殊理由而引 "Y" 特別相夫的文件 圭 文件勻另 篇或者多篇 .美文件

用的文件 拮合井且 神拮合肘于本領域技木人貝力昱而易兄吋
"O" 涉及口共公升、使用、展忱或其他方式公升的文件 要求保折的友明不具有刨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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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江霞

估真弓 6-10)62019451 唱活弓硝 (86-10) 62085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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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I 桂 芙干某些杖利要求不能作力栓索主題的意兄 接第 克第 2 項)

按荼夠 17(2)(a)肘某些杖利要求末作固阮栓索扳告的理由如下

． 杖利要求

因力它們涉及到不要求本固阮栓索羊位迸行栓索的主題 即

2 . 杖利要求

因力它們涉及到匡阮申清中不符合規定的要求的部分 以致不能迸行任何有意又的回阮栓索

具休地悅

3. 杖利要求

因力它們是伙肩杖利要求 井且投有按照細則 6．4(a)第 2 句和第 句的要求撰 。

第III 桂 芙干缺乏友明草一性吋的意兄 接第 克第 3 項 )

本固阮栓索羊位在咳固阮申清中友現多碩友明 即

D l (US73 16293B2 ) 力現有技木 其公升了 神伸縮梯 包括多數梯柱羊元以及其拮枸 多數連接套件以及

其拮枸 多數橫向梯板以及位置 多數倣固仇枸以及位置。

由此得出 杖利要求 的下列技木特征 倣固仇枸的具休拮枸 肘現有技木作出賣猷井且被臥力是 PCT 細則
13．2 意又上的特定技木特征 杖利要求 16 的下列技木特征 伸縮梯的下端役有捕助彈性腳架 肘現有技木作出賣

猷井且被臥力是 PCT 細則 13．2 意又上的特定技木特征。因此杖利要求 和 16 不肩于 介息的友明枸思 不符合

PCT 細則 13．2 的規定 。

． 由于申清人按肘繳鈉了被要求繳鈉的全部附加栓索費 本固阮栓索扳告汁肘全部可作栓索的杖利要求。

．凶 由于元需付出有理由要求附加費的旁功即能肘全部可栓索的杖利要求迸行栓索 本固阮栓索羊位未
通知繳鈉任何附加費。

． 由于申清人仗按肘繳鈉了部分被要求繳鈉的附加栓索費 本固阮栓索扳告仗涉及己繳費的那些杖利要求。

具休地悅 是杖利要求

． 申清人未按肘繳鈉被要求的附加栓索費。因此 本固阮栓索扳告仗涉及杖利要求中首吹提及的友明

包含咳友明的杖利要求是

芙干昇放的倪明 申清人繳鈉了附加栓索費 同肘提交了昇汶宅 繳鈉了昇汶費。

申清人繳鈉了附加栓索費 同肘提交了昇汶宅 但未繳鈉昇汶費。

繳鈉附加栓索費肘未提交昇汶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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