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与生产 2022 年    第 04 期

68

中国机械

1    电梯制动器的作用

制动器安装位置具有固定性，通常位于电梯电动机机

轴与蜗杆两部件衔接处制动轮位置。而制动器对电梯稳定

性与安全性发挥的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电梯

运行时，切断电源则可促使轿厢制动制停；二是电梯停止

运行后，在不高于 125% 额定荷载时确保轿厢保持静止且

位置不变。从这两方面分析可看出电梯制动器对电梯运行

安全性具有重要保障作用，但若制动器出现失效情况，极

易引发电梯产生剪切、挤压等不良安全事件，严重威胁电

梯运行和乘用人员的安全。电梯系统具体结构如图 1所示。

2    机械结构失效形式分析

2.1    机械结构卡阻
机械结构卡阻在机械结构失效情况中较为常见，同时

是导致电梯制动器产生故障的重要因素。若制动器销轴出

现卡阻则易导致制动不能打开，使得电梯处于带闸运行不

良状态，在此基础上容易对制动衬垫造成严重摩擦损伤，

在降低电梯制动力的同时进一步促使电梯产生溜车等安全

事故，严重危害使用人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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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机械结构卡阻现象进行检验时，需要工作人员结

合自身经验对制动器各个部位严格仔细观察，尤其对机械

组内是否存在卡阻、异物情况的检验提高重视度，若存在

此类问题，则需要工作人员按照标准及时规范处理。

2.2    零部件性能检验
在电梯运行过程中，制动器各零部件可能存在失效问

题，其中腐蚀、磨损等现象较为常见。针对这一现象，工

作人员需定时定期对相关部件进行仔细检查检验，对存在

问题的部件及时进行更换，保证制动器功能作用稳定发挥。

除此之外，还应及时对制动轮与制动瓦进行检测，主要检

测两者磨损情况。若经检验后，两者出现磨损，则需对其

摩擦力进行分析，根据大小程度对零部件进行润滑或视情

况更换。

2.3    制动器独立性检验
目前在 GB 7588-2003 电梯相关安全规范文件明确规

定了电梯制动器部件装设问题。在对制动器进行独立性检

验时，工作人员应严格按照标准规范进行，若对制动轮或

盘施加制动力相关的所有部件应合理分为两组，在其中一

组难以发挥部件自身作用或作用失效时，需要确保另一组

能够正常运行，保障电梯具有合理的制动力，使载有载荷

以额定速度下降的轿厢能够有效减速，进而下降到安全距

离。

为规范落实这一情况，需要工作人员能够在电梯日常

检查检验工作中，通过观察外观、检验制动器方式等对部

件能否符合电梯安全运行标准规范进行确认，在此基础上

对部件进行合理配置并做好分组检验工作，确保一组部件

作用失效时，另一组部件能够保障电梯安全正常运行，发

挥轿厢减速下降的作用，实现电梯可靠制停目的。

2.3.1    常见制动器

对图 2 分析可得，这类制动器结构模式表现形式较

多，如下面通常用来设置制动拉杆与弹簧，但两者存在

图 1    电梯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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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差别，即在一

侧设置制动弹簧即

可。除此之外，在

上面均可对制动拉

杆、弹簧以及电磁

铁芯进行设置，但

需在下面设置支点。

两者设置形式不同，

但仍存在一定相同

点，即通过一个拉

杆对制动臂进行控

制，同时可控制两

个。但需要注意的

是，在这一结构模

式中容易产生一定的安全问题，若出现单侧拉杆的弹簧失

效或拉杆断裂等问题，则会导致双侧部位的制动臂功能失

效，作用难以发挥。为避免出现这一不良现象，应根据制

动部件独立性要求，将制动拉杆与弹簧加以合理配置，并

使两者能够相互独立。

2.3.2    电磁类制动器

如 图 3 所 示，

电磁铁芯制动器为

立式。由于制动臂

合闸时需要发挥转

臂的作用推动顶杆

向上移动，以此实

现制动，但若顶杆

受到多方面因素被

卡住难以实现上移

时，则制动臂合闸

工作难以完成，进

而导致两个制动臂

出现失效情况，为

避免此类问题需要保证两者能够严格独立。

3    电气系统失效形式分析

3.1    电力传递状态异常
影响电梯电气系统失效的因素较多，其中电力传递状

态异常是常见因素之一。目前，主要应用万能表对电力传

递实际状态进行检测并判断电气参数。若电气未满足制动

要求，则电力状态异常。为此，应更换电源或通过升级电

压解决。若电路存在问题，则需对电路本身进行检测更换

以及处理维护等。

3.2    接触器不独立

3.2.1    3 个接触器不独立 
如图 4 所示，抱闸绕圈由 JD1、JD2、JD3 三个接触

器的触点串联控制，而且其 JB2 和 JB3 两个接触器经检验

均通过程序监控，如果其中一个接触器的主触点未打开，

电梯就无法进入下一次运行。但是，该线路控制 JD1、
JD2、JD3 三个接触器的闭合和释放却由同一电气装置 BK
来实现，如图 5 所示。当继电器 BK 粘连时，JD1、JD2、
JD3 三个接触器全部闭合，造成制动器无法动作，空载时

电梯向上溜车。这与标准中规定切断制动器电流，至少用

两个独立电气装置来实现的要求明显不符。此类电梯应当

不能通过检验。

3.2.2    两个独立接触器只有一个发挥作用 
通过对电梯检查发现，尽管对部分电梯配置了两个电

气装置，且分别独立对制动器实现制动，而两者均具有同

种形式线路。但实际上若电梯工作状态相对正常，一般一

个接触器即可发挥对线圈通电 / 断电的控制作用，因此这

一情况与具体规定相反。

结合实际情况分析，交流双速电梯中多以图 6 所示抱

闸线圈为主要应用形式，但在实际应用中发挥控制作用的

电气装置仅为一个。而完成抱闸断电操作需要同时应用两

个接触器，但实际上若应用图 6 所示方式，会使安全回路

继电器处于异常状态，如闭合或断开等，在此基础上导致

接触器操作方向发生改变，进而对电梯运行产生不利影响，

使安全回路继电状态为闭合，并保持较长时间。而电梯若

出现停止状态时，则会导致安全回路状态为连接。

由此可见 , 若电梯处于停止状态，安全回路继电器与

抱闸无关，且难以对其产生作用，从而易导致仅有一个接

图 2    常见制动器结构

图 3    电磁制动器结构

图 4    抱闸回路

图 5    部分控制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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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器在电梯运行中发挥作用，而方向接触器则更易出现粘

连等不良现象，出现溜车等电梯安全事故。为避免这一问

题，可参考图 7 所示的形式，将两个接触器相互独立配置，

有效控制电流的同时，确保制动器电流能够满足相关规定

与标准，为电梯稳定运行提供良好环境基础。

4    制动器检验注意事项

4.1    对合格信息进行审核
在电梯生产完成后的质量检查工作中，若其质量能够

满足标准规范，则会形成相应合格证明。在此基础上，专

业人员需借助原理图，对比电梯内部各零件，严格规范检

验电气控制原理图，确保相关元件满足设计图纸要求。同

时还应注重对制动器内部构造合格情况的审核，及时准确

检验相关零件能否有效连接制动器与控制线路。

4.2    机械部件以及电气装置检验完整
在对制动器相关零件设置进行检验对照时，可参照型

式试验报告，其中电气装置应提前在机房内由专业人员通

过模拟方式对其是否合格、完整性进行检验。在具体检验

时，在保证不打开制动器基础上，依次按下接触器；另外，

在按下接触器时，需要确保电梯处于正常状态，且稳定上

行，电梯下行时需提前控制电梯停止，但在这一状态下，

电梯不能启动。

4.3    故障因素排查彻底
故障因素排查不彻底是导致电梯制动器故障的重要人

为因素，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对电梯检验时，工作人员

并未及时检查制定轮、制动瓦磨损等问题；二是在实际应

用过程中，相关人员自身具有一定随意性，即对电梯制动

力矩未结合实际情况随意进行组织或调整，而这一问题通

常难以利用常规检测进行发现，影响电梯运行的安全性。

对此，一方面，应及时制定检验标准制度，规范工作人员

检验时间、范围以及检验过程中的流程和方法，规范检验

行为。另一方面，就电梯制动器使用制定合理规范，强化

工作人员态度与工作责任意识，避免其因自身行为加大检

测难度。 
4.4    加强电梯使用和急救的安全教育

首先需要使用单位重视电梯日常维护管理，配置专

职安全管理人员，持证上岗，对电梯使用过程做好记

录，对电梯重要零部件做好修正维护，一旦出现问题及

时报修处理，保障电梯始终安全运行，共筑安全乘梯 
环境。

其次，检验人员对电梯进行及时全面的定期检验，

加强检验力度，对制动器安全和重要机械部件重点关

注，发现隐患及时与使用单位沟通，督促整改，将问

题消灭在萌芽阶段，保障电梯在检验周期内稳定运行。

最后，通过多种途径，向群众普及电梯安全使用和急

救知识，让人们掌握自救方法，在乘坐的电梯出现危机时，

能够做到正确自救，消除恐慌感，最大限度保障人身财产

安全。

5    结语

市场在不断变化，技术在不断创新。电梯制动器作为

电梯安全部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对电梯的安全、稳定

运行起着决定性作用。作为一名称职的电梯检验人员，应

该把提高电梯检验工作质量放在第一位，不断掌握新技术、

新方法，积累检验经验，提高专业水平和业务技能，用检

验工作质量来消除隐患，确保电梯的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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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有隐患的交流

图 7    符合要求的交流双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