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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电梯是一种便利的上下楼乘坐工具，在公共场所和居

民楼随处可见，是人们日常出行不可或缺的重要交通工具。

但在电梯实际运行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各种问题，严重威

胁到人们的乘梯安全，属于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尤其是

在夏季，电梯在运行中更是故障频发，严重影响了电梯使

用的安全性。因此，要对夏季电梯的运行状况高度重视，

采取有效的措施，保证电梯的安全可靠运行，保障乘坐人

员的人身安全。

1    夏季电梯运行安全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

电梯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已经成为现代物质文明的一

项重要标志。在日常生活中，每天不仅有大量的人流需要

通过电梯进行输送，也有大量货物需要通过电梯进行运送，

从这一方面来讲，电梯的作用要大于建筑物本身。相较于

其他交通工具，电梯属于特种设备，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必须满足多种要求，如安全性、稳定性、功能性和舒适性

等，在对其进行管理时，也要按照专门的方式进行。相关

调查发现，每年的 7、8、9 月份出现的电梯故障问题最多，

此时期的检验中发现的安全隐患也比较多。

根据多数电梯使用单位的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显示，

这三个月电梯故障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受到高温和雨水这些

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在夏季，电梯维保人员的工作量

大量增加，由于电网用电负荷不稳定，使得停梯困人救援

量也增加不少。由此可见，必须要做好夏季电梯的安全保

障工作，确保电梯的稳定运行。

2    常见问题

2.1    温度过高导致电气部件故障

GB 7588-2003《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第 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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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发的热量，机房中的环境温度应保持在 5 ～ 40℃之间。

一般情况下，有机房电梯的机房设置在顶层，很容易受到

高温影响，而无机房电梯的设备往往处于封闭井道内，由

于高温影响，经常导致电气部件出现故障，从而影响电梯

的正常运行，比如长时间高温会导致轴承中的润滑脂变质，

降低轴承的使用年限，也会导致电气触点电火花的情况有

所增加，使其出现接触不良问题。

2.2    雨水渗透导致底坑锈蚀
在夏季，不仅温度比较高，降雨量也大幅增加，由于

部分建筑物施工时的防水等级不够，导致电梯机房、井道

或底坑出现雨水渗透现象，甚至出现雨水倒灌，最终使得

电梯出现运行故障。同时，若地坑一直处于潮湿的状态，

也会对一些电梯部件，如导轨、补偿绳（链）、缓冲器、

限速器张紧轮和相关的电气安全装置等造成不可逆转的损

坏，对电梯的运行造成较大的安全隐患。

2.3    供电不稳定导致电梯困人
夏季的供电需求比较多，城市整体用电负荷提升，使

得电梯供电电压稳定性较差，很容易产生停梯困人的现象。

此种问题大都是小区多台电梯同时断电，导致乘客被困电

梯，维保公司在进行应急救援时具有较大的难度，并且很

容易引发社会热议，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也对电梯的安

全管理产生负面影响。

2.4    钢丝绳与缓冲器问题
在电梯相应部件中，钢丝绳是其中的主要受力零部

件，对电梯的运行情况有着直接的影响。冬季，受到热

胀冷缩的影响，钢丝绳绳芯变小，其间隙也会消除，使

得钢丝绳整体长度增加。但在夏季，高温使钢丝绳明显

缩短，对重越程距离增加，一旦超出安全范围，就会导

致电梯发生故障。同时，相较于冬季，夏季使用电梯的

频率会增加，钢丝绳磨损情况也会比较严重，在其达到

报废条件却没有报废时，很容易影响电梯的曳引能力，

引发蹲底或者冲顶等安全事故。夏季电梯坑底比较潮湿

或者存在积水，而缓冲器属于其中的安全部件之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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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受到影响，使其出现变形或者脱落问题，进而导

致液压缓冲器不能正常使用，出现液压油泄漏或者弹簧

不能复位等问题。

2.5    紧急照明和报警装置问题
在电梯整体结构中，紧急照明和报警装置发挥着重要

作用，直接关系着电梯运行状况。同时，该装置的可靠性

直接决定着被困乘客是否能够安全撤离。虽然当前大多数

电梯的这两种装置都处于正常运行状态，能够保障乘客在

出现突发状况时的安全性，并且能够定期完成检修工作。

但仍有部分电梯的紧急照明和报警装置不能有效运行，存

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一旦出现突发情况，被困乘客则无法

通过报警装置向外呼救，或者停电被困情况下紧急照明不

亮，轿厢处于黑暗的封闭环境，容易引发被困乘客的不安

情绪。

2.6    控制系统常见问题
电梯控制系统主要用来控制平层和选层，确保人们能

够到达目标楼层。控制系统常见的故障问题主要为短路故

障和断路故障。一旦出现短路故障，电流直接流向控制系

统，直接导致其不能正常运行。同时，还会导致系统内部

电路内阻减小，造成其内部程序混乱，使得电梯出现返回

基站、端站或者停留在任意楼层等现象。据相关研究证实，

之所以出现短路故障，主要是由于控制系统的安装不够规

范，质量较低，从而导致其局部容易出现短路故障。断路

故障也比较常见，主要表现为控制系统的电子元器件失效，

部分电路受阻，导致电梯被迫停止运行。在接触器触点出

现氧化现象、焊点虚焊和螺丝不够牢固等情况下，都有可

能引发断路故障。

2.7    制动器常见问题
通过对大量电梯事故案例进行分析，发现电梯制动器

故障是引发电梯溜车和冲顶等多种事故的一项重要因素，

主要是受到制动器制动能力失效的影响。电梯制动器之所

以失效，主要是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是机械问题，如：弹簧压力失衡，不能有效地控制

压力，导致制动钳两侧受力不能保持一致，进而受到严重

磨损，减小其制动效果；制动器表面存在油污，或者部件

受到腐蚀，均会降低其制动效果；活动部件的机械卡阻，

在电梯没有电的情况下，导致制动器通电时，制动臂不能

顺利打开，在制动器通电的情况下，不能达到最高电磁力，

导致两侧闸瓦不能完全打开，引发故障问题。

二是电气问题，当制动器接触器粘连，会导致制动器

电气控制系统失效，使得制动性能不够灵敏，从而造成电

梯故障，电气控制系统设计不合理也会引发故障。根据相

关规定，其电气控制系统回路上应设置 2 个接触器，并且

分别被不同的电气信号控制。如果 2 个接触器中的 1 个不

受控制，不能及时反馈制动器的动作情况，在电梯减速停

止前，电气控制系统很容易出现问题，从而增加电梯运行

故障发生的概率。

3    相应的解决对策

3.1    温度过高问题的解决对策
对于有机房电梯，应设置相应的通风设置，如空调和

排风扇等，对于无机房电梯，可以对井道做好隔热处理，

加强对机房通风降温设备的维护工作，以免其出现故障，

影响电梯正常工作。同时，对于一些没有良好耐温性的电

气部件，应在夏季及时进行更换，保持电气部件的清洁度，

对于电气触点，应加强检查和保养。

3.2    雨水渗透问题的解决对策
对于夏季雨水渗透导致电梯出现运行故障的问题，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其一，是对下端站层门地坎处进

行处理，可以设置挡水条；其二，对地坑周围进行处理，

做好其四周的防水措施；其三，可以在底坑设置集水坑，

并及时使用相应设备将积水抽出；其四，可以安装智能除

湿器。另外，为了防止机房和井道进水，在雷雨天气时，

应及时检查门窗是否关闭、孔洞是否完全封堵、排风口是

否加装了百叶窗或者防雨棚。

3.3    供电不稳定问题的解决对策
首先，电梯未加装自动救援操作（停电自动平层）装

置的，可以加装该装置。这样一旦供电系统出现故障，该

装置能够实现自动切换，为电梯提供电能，自动投入救援

行动，电梯自动平层并且开门将乘客放出。但要注意，加

装该装置属于电梯改造。其次，还需加强对供电电源的监

测，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此外，还应保障紧急报警电

话能够及时响应。

3.4    钢丝绳与缓冲器问题的解决措施
对于钢丝绳存在的安全问题，应及时对其存在的油污

进行清理，对于磨损严重的钢丝绳，应及时进行更换。同

时，在对重底部可以增加铁墩，并确保其可以随意进行拆卸，

这样在夏季就能有效控制越程距离，使其处于安全范围内。

对于缓冲器存在的安全故障问题的，应对坑积水进行有效

处理，使底坑处于整洁干燥的环境中，以免影响缓冲器。

同时，应对其进行二次可靠固定，对于锈蚀的缓冲器及时

进行处理，对老化破损的聚氨酯缓冲器及时进行更换。

3.5    紧急照明和报警装置问题的解决对策
紧急照明和报警装置是保障电梯被困乘客安全脱困的

重要设施，在具备该项设施的情况下，一旦电梯出现突发

性事故，也能保障被困人员能够及时求救，缓解其不安情

绪。因此，必须要保障该装置的有效运行，定期进行检修。

同时，要重视紧急照明的实际效果，这样在突发情况下能

够保障被困人员准确使用各项按钮，正确进行求救。电梯

维保单位应严格按照 TSG/T 5002-2017《电梯维护保养规

则》的规定，做好电梯的维护保养和应急救援工作。

3.6    控制系统常见问题的解决办法
对于电梯控制系统短路故障，应从问题产生的根源着

手，在常规检查的基础上，加强局部短路部位的重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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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障电梯整体系统的稳定运行。同时，可以使用电流表

对控制系统短路进行检测，测量相应的电路电阻，一旦发

现异常电流，必须仔细判断是否发生短路故障。加强对电

路线路的检查，查看绝缘皮是否老化，线路布设是否出错，

及时对相应问题进行处理。另外，根据电梯维护保养项目（内

容）和要求，以及电梯日常使用情况，定期进行维护检修，

严格贯彻落实相应措施。对于控制系统断路问题，应对其

产生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并加强对

控制系统开关和电弧等部位的检查。通过使用万用表，可

以对其内部电路进行检测，判断是否存在断路故障，能够

有效地控制故障。相应的检验人员应将万用表调整至电阻

档，准确判断故障位置，找出解决故障的办法。同时，制

定完善的故障检查流程，严格按照流程要求开展检查工作，

这样才能提高检查效率，保障检查的有效性，以完全消除

故障问题。

3.7    制动器失效问题的应对措施
加强电梯的日常使用维护管理，提高管理质量，详细

记录电梯的日常使用情况，及时发现隐藏的风险，采取有

效的应对措施，保障电梯的稳定运行。在开展日常保养活

动时，及时更换制动器易损件，清除存在的油污，加强对

其零部件的检查和保养。对制动器的制动能力进行检验，

根据其出厂合格检验报告，与现场的制动器进行对比，查

看零部件的设置是否一致。通过人为操作，查看制动器的

松开状态是否符合要求。还可以在轿厢空载条件下，在电

梯上行的过程中，断开主开关，检查轿厢的停止情况。在

对电梯进行检验时，应查看制动器的电气原理图，并将其

与控制柜内部的电气元件进行对比，判断接触器是否符合

要求，以及是否在其控制电路中。同时，在电梯运行的过

程中，对其电气装置的闭合和释放情况进行观察。另外，

也可以通过模拟接触点粘连试验的方式，判断制动器是否

由 2 个不同的接触器进行控制。

4    提高电梯运行质量的几点建议

4.1    有效落实维保职责
在实际开展电梯维保工作时，应不断提高工作质量，

以保障电梯运行的安全性。电梯维保单位必须严格落实自

身职责，按照与使用单位签订的合同，保障合同条款的有

效落实。根据相应维保周期定期开展维修维护工作，并做

好相应记录。加强技能培训工作的开展，制定相应的应急

预案，并进行救援演练活动，确保应急工作能够有序进行。

制定 24 小时值班制度，确保在发生事故时，能够及时到

达现场，第一时间开展救援工作。做好内部自检工作，定

期进行安全培训教育，落实好相应的安全措施。

4.2    加强对维保单位的检查
在电梯运行过程中，维保工作至关重要，直接决定着

电梯能否安全运行。但是，现阶段电梯维保单位众多，行

业内已经产生恶性竞争。所以，为了达到整顿市场的目的，

应加强对电梯维保单位的检查。首先，要提高市场准入门

槛，确保相应维保单位具有工作资质；其次，要加强证后

监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维保单位的监管。在日

常开展工作的过程中，确保相应维保人员能够持证上岗，

能够及时上报重大安全隐患。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监

管部门要及时下达整改指令，限期进行整改。

4.3    提高维保人员职业素养
夏季机房和井道内的温度较高，增加了维保人员的工

作难度，对其耐心也是一项重要的考验。再加上需要维保

的电梯数量较多，一旦维保人员不能及时排查所有故障，

就会导致电梯运行安全存在隐患。因此，需要提高维保人

员的责任意识，能够积极有效地开展维保工作，及时发现

存在的故障与风险，并制定有效的处理措施。同时，电梯

维保公司在引进人才时，应加强专业要求，在上岗工作之

前，要进行相应的培训，确保他们具备开展维保工作的综

合能力，并在质保体系中加强考评管理，严格把控各个项

目，提高维保质量。

4.4    保障检测仪器的使用
针对夏季电梯故障增多，维保工作繁重的情况，对维

保中常用工具的数量进行调整，给每个作业人员配置一套，

对常用的万能表和绝缘电阻表等检测仪器，每两人配置一

套。同时，应当注意所有维保工作中使用的工具及检测仪

器，应按照规定需要进行检定、校准。只有检定、校准合

格后方能使用，并保证其在有效期范围内使用。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夏季，高温和雨水天气较多，电梯的使

用频率也更高，直接导致了电梯运行故障问题的频发。对

此，应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增强电梯使用单位的安全意

识，提高电梯维保单位的维保质量，不仅能够有效地减少

故障问题，也能在故障问题发生后及时进行处理，确保电

梯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参考文献：

[1] 何国星 ,曾歆懿 .一起电梯运行故障的分析及处理

[J].中国电梯 ,2021(13):28-30.

[2] 陈佳华 .电梯运行故障的检测方法与预防 [J]. 科技

风 ,2020(16):154.

[3] 陈小飞 .浅谈曳引乘客电梯冬季故障高发原因及解决

方案[J].中国电梯 ,2019(15):68-69.

[4] 吴 鹏 , 徐 静 云 , 余 斌 , 等 . 基 于 KPCA-DSVM

的 电 梯 运 行 故 障 诊 断 方 法 [J]. 计 算 机 应 用 研

究 ,2020(S1):194-196+198.

[5] 冯静 .探析电梯运行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案 [J]. 河北

农机 ,2018(10):62.

[6] 张静 .电梯检验中控制系统常见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J].工程技术研究 ,2019(19):11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