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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搬运性、保管性

优异的电梯曳引机的定心装置。上述电梯曳引机

的定心装置为具有供与轿厢连结的主绳索卷绕

的曳引轮和供上述主绳索卷绕的导向轮的电梯

曳引机的定心装置，其具备：固定部，其安装于上

述曳引轮的侧面，且将铅锤线定位为相距上述曳

引轮的侧面一定的距离；位置调整部，其安装于

上述导向轮的侧面，且在卡合上述铅锤线的状态

下调整上述导向轮与上述铅锤线的距离；以及

锤，其安装于上述铅锤线的端部，且对该铅锤线

赋予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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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梯曳引机的定心装置，上述电梯曳引机具有：供与轿厢连结的主绳索卷绕的

曳引轮；以及供上述主绳索卷绕的导向轮，

上述电梯曳引机的定心装置的特征在于，具备：

固定部，其安装于上述曳引轮的侧面，且将铅锤线定位为相距上述曳引轮的侧面一定

的距离；

位置调整部，其安装于上述导向轮的侧面，且在卡合上述铅锤线的状态下调整其自身

的突出量,以使上述曳引轮与上述铅锤线的距离在上述固定部及另外一个部位相等；以及

锤，其安装于上述铅锤线的端部，且对该铅锤线赋予张力。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曳引机的定心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具备：

铅锤主体，其安装于上述曳引轮的侧面，且供给上述铅锤线；以及

标度台，其安装于上述曳引轮的侧面，且测量上述曳引轮的侧面与上述铅锤线的距离。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梯曳引机的定心装置，其特征在于，

上述固定部、上述标度台、上述位置调整部通过设置于各自的磁铁部而磁力吸附固定

于上述曳引轮或上述导向轮。

4.一种电梯曳引机的定心方法，上述电梯曳引机具有：供与轿厢连结的主绳索卷绕的

曳引轮；以及供上述主绳索卷绕的导向轮，

上述电梯曳引机的定心方法的特征在于，

在上述曳引轮的侧面安装供给铅锤线的铅锤主体，

在上述曳引轮的侧面安装将上述铅锤线定位为相距上述曳引轮的侧面一定的距离的

固定部，

在上述导向轮的侧面安装位置调整部，该位置调整部在卡合上述铅锤线的状态下调整

其自身的突出量，

在上述铅锤线的端部安装对该铅锤线赋予张力的锤，

以上述曳引轮与上述铅锤线的距离在上述固定部及另外一个部位相等的方式调整上

述位置调整部，

以上述导向轮与上述铅锤线的距离在多个部位相等的方式调整上述导向轮的位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梯曳引机的定心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安装上述锤后，在上述曳引轮的侧面安装对上述曳引轮的侧面与上述铅锤线的距离

进行测量的标度台，

以在上述固定部和上述标度台的位置，上述曳引轮与上述铅锤线的距离相等的方式调

整上述位置调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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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曳引机的定心装置及定心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梯曳引机的定心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的电梯具备曳引机，该曳引机具有被主绳索卷绕的曳引轮，通过使该曳引轮

旋转，经由主绳索而使轿厢与配重吊桶式地升降。另外，卷绕于曳引轮的主绳索为了之后在

预定的位置垂下，多卷绕于导向轮(抗绳轮)。

[0003] 若这些曳引轮与导向轮未平行地安装，则成为加速主绳索的磨损劣化的要因，因

此需要进行定心作业，即测量两者的平行来进行位置调整。

[0004] 作为进行定心的现有方法，提出了以下方法，即，在两个轮间安装长条的定心夹

具，通过调整该定心夹具与各轮间的距离尺寸，从而进行两者的定心(参照专利文献1)。

[0005] 现有技术文献

[0006] 专利文献

[0007]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平11－63905号公报

发明内容

[0008] 发明所要解决的课题

[0009] 但是，为了在电梯曳引机的定心中利用专利文献1的定心夹具，必须准备与曳引轮

和导向轮的距离大致相等的长条的定心夹具，存在以下不便：到电梯的安装现场的搬运性

差，需要较大的保管空间等。

[0010] 本发明消除上述不便，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搬运性、保管性优异的电梯曳引机的定

心装置。

[0011] 用于解决课题的方案

[0012]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电梯曳引机的定心装置为具有供与轿厢连结的主绳

索卷绕的曳引轮和供上述主绳索卷绕的导向轮的电梯曳引机的定心装置，其具备：固定部，

其安装于上述曳引轮的侧面，且将铅锤线定位为与上述曳引轮的侧面相距一定的距离；位

置调整部，其安装于上述导向轮的侧面，且在卡合上述铅锤线的状态下调整上述导向轮与

上述铅锤线的距离；以及锤，其安装于上述铅锤线的端部，且对该铅锤线赋予张力。

[0013] 发明效果

[0014] 根据本发明，能够提供一种搬运性、保管性优异的电梯曳引机的定心装置。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表示一实施例的电梯曳引机的定心装置的整体结构的立体图。

[0016] 图2A是表示图1的定心装置的整体结构的俯视图(导向轮为四槽)。

[0017] 图2B是表示图1的定心装置的整体结构的俯视图(导向轮为三槽)。

[0018] 图3A是固定部7的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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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3B是固定部7的主视图。

[0020] 图3C是固定部7的仰视图。

[0021] 图3D是固定部7的侧视图。

[0022] 图4A是标度台8的立体图。

[0023] 图4B是安装板8a的俯视图。

[0024] 图4C是安装板8a的侧视图。

[0025] 图4D是安装板8a的后视图。

[0026] 图5A是位置调整部9的俯视图。

[0027] 图5B是位置调整部9的立体图。

[0028] 图5C是位置调整部9的立体图。

[0029] 图5D是位置调整部9的主视图。

[0030] 图5E是位置调整部9的后视图。

[0031] 图6是表示定心装置的定心顺序的俯视图。

[0032] 符号说明

[0033] 1—主绳索，2—曳引轮，2a—曳引轮侧面，3—导向轮，3a—导向轮侧面，4—铅锤主

体，5—铅锤线，6—锤，7—固定部，7a—磁铁部，7b—定位部，7c—缺口部，8—标度台，8a—

安装板，81a—磁铁部，8b—标度部，81b—连结件，82b—刻度部，9—位置调整部，9a—位置

调整挡块部，91a—槽部，92a—轴，92b—螺母，9c—磁铁部，9d—基座板，9f—安装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以下，基于附图，对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的电梯曳引机的定心装置的结构进行说明。

[0035] 图1是表示本实施例的定心装置的整体结构的立体图，图2是其俯视图。本实施例

的电梯构成为，利用主绳索1连结未图示的轿厢与配重，通过利用曳引机的曳引轮2驱动主

绳索1，从而升降轿厢。另外，与曳引轮2相邻地设有导向轮3，使得主绳索1垂下至适当的位

置。

[0036] 如上所述，为了抑制主绳索1的磨损劣化，需要以曳引轮2与导向轮3成为平行的方

式，或者以两者的位置关系处于预定的常规值内的方式进行调整。因此，在本实施例中，使

用在图1的立体图中表示整体结构的定心装置来进行两者的定心固定。

[0037] 如图1及图2所示，该定心装置包括：能够拆装地固定于曳引轮侧面2a的铅锤主体

4；从铅锤主体4引出的铅锤线5；设于铅锤线5的前端部且对铅锤线5赋予张力的锤6；将从铅

锤主体4所引出的铅锤线5固定于相距曳引轮侧面2a一定的距离(例如5mm)的固定部7；能够

拆装地固定于曳引轮侧面2a且测量从固定部7垂下的铅锤线5与曳引轮侧面2a的距离的标

度台8；以及设于导向轮侧面3a且与铅锤线5卡合的位置调整部9。此外，图2A表示导向轮3为

四槽的情况，图2B表示导向轮3为三槽的情况。从这些可知，在导向轮3的厚度不同的情况

下，也能够通过调整位置调整部9的突出量而使铅锤线5与位置调整部9在同样的位置卡合。

[0038] 首先，使用图3，对固定部7详细地进行说明。如图3B～3D的主视图、仰视图、侧视图

所示，大致コ字状的固定部7通过埋设在其底面两处的磁铁部7a，能够装卸地固定于曳引轮

侧面2a。另外，在缺口部7c设有杆状的定位部7b，通过使铅锤线5抵接于定位部7b，能够如图

3A的立体图所示地将铅锤线5定位为相距曳引轮侧面2a一定的距离(例如5mm)。此外，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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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中，通过将定位部7b作成杆状，使铅锤线5与定位部7b的接触面积缩小，使两者在接

触面产生的摩擦阻力减少，但是若将缺口部7c本身的形状作成与铅锤线5的接触面积变少，

则固定部7也可以省略定位部7b。

[0039] 接下来，使用图4，对标度台8详细地进行说明。如图4A所示，标度台8是将安装板8a

与标度部8b经由安装板8a的连结件81b连结而成。此外，在本实施例中，将连结件81b作成磁

体而安装于磁性金属性的标度部8b。另外，如图4B～4D的俯视图、侧视图、后视图所示，大致

L字状的安装板8a能够通过在基部所埋设的磁铁部81a而能够装卸地固定于曳引轮侧面2a。

而且，如图4A所示，在标度部8b设有刻度部82b，能够使用该刻度部82b来测量曳引轮侧面2a

与铅锤线5的距离。此外，虽未图示，但是刻度部82b设于标度部8b的两面，能够从表背任一

方向读取刻度。

[0040] 接下来，使用图5，对位置调整部9详细地进行说明。如图5A所示，位置调整部9由位

置调整挡块部9a、基座板9d、安装板9f三者构成。另外，如图5B～5E的立体图、主视图、后视

图所示，位置调整部9能够通过在大致T字状的安装板9f的三处所埋设的磁铁部9c而能够装

卸地固定于导向轮侧面3a。此外，在图5B中，位置调整挡块部9a安装于右侧的螺母92b，但是

根据导向轮3的形状、位置调整部9的安装位置，也可以将位置调整挡块部9a安装于左侧的

螺母92b。

[0041] 而且，如图5A所示，在位置调整挡块部9a设有使铅锤线5卡合的多个槽部91a和与

螺母92b螺纹结合的轴92a。而且，通过使该轴92a旋转，能够调整位置调整挡块部9a的突出

量。通过这样的结构，在曳引轮2与导向轮3的平行度的容许范围内，能够自由地设定位置调

整挡块部9a的突出量。

[0042] 使用图6，对使用了由这些固定部7、标度台8、位置调整部9构成的定心装置的将电

梯曳引机的曳引轮2与导向轮3配置成平行为止的定心顺序。

[0043] 首先，在曳引轮侧面2a的上部磁力吸附固定铅锤主体4(图6(a)。然后，将从铅锤主

体4所引出的铅锤线5被以跨越其的方式所安装的固定部7的定位部7b按压，且定位保持于

相距曳引轮侧面2a一定的距离(例如5mm)(图6(b))。

[0044] 然后，在导向轮侧面3a的曳引轮2相反侧缘部磁力吸附固定位置调整部9。然后，进

一步引出铅锤线5，并使其卡合于位置调整部9的槽部91a，并且在其前端安装锤6，对铅锤线

5赋予张力(图6(c))。然后，在曳引轮侧面2a的导向轮3侧缘部磁力吸附固定标度台8(图6

(d))。此外，根据图可知，此时曳引轮侧面2a与铅锤线5不平行。

[0045] 之后，通过调整位置调整挡块部9a的突出量来调整铅锤线5与导向轮侧面3a的距

离，在标度台8的位置，使铅锤线5相距曳引轮侧面2a一定距离(例如5mm)。即，曳引轮侧面2a

与铅锤线5的距离在固定部7和标度台8两处为一定的距离，铅锤线5成为平行地架设于曳引

轮侧面2a的位置关系，能够以铅锤线5作为电梯曳引机的定心作业的基准(图6(e))。

[0046] 最后，在至少两个部位测量导向轮侧面3a与铅锤线5(定心作业的基准)的距离，通

过调整导向轮3使它们为常规值，从而能够使铅锤线5与导向轮3平行。由此，因为能够使曳

引轮侧面2a与导向轮侧面3a平行，所以无需再进行定心调整，作业结束(图6(f))。

[0047] 如以上所说明地，在本实施例中，电梯曳引机的定心装置由铅锤主体4、固定部7、

位置调整部9形成轻量小型的结构而搬运性、保管性优异，使用这样的定心装置，能够进行

定心调整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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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此外，在上述实施例中，在使曳引轮2与铅锤线5平行时(参照图6(e))使用了标度

台8，但是也能够不使用标度台8。该情况下，也可以在上述实施例中设有标度台8的位置手

工测量曳引轮2与铅锤线5的距离，以该距离成为预定的距离(例如5mm)的方式调整位置调

整部9的突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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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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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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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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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图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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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D

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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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图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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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D

图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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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B

图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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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D

图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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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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