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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电梯是在高层建筑中广泛应用的垂直交通运输设

备，如电梯机械系统及零部件发生故障，可导致其整体

性能下降，并可诱发多种电梯安全事故，严重危及使用

者的生命安全。为确保电梯的使用安全，相关人员需总

结分析电梯常见机械故障，并研究有效的故障处理对策。

1    电梯工作原理及机械结构概述

电梯是应用广泛的机械设备，其工作原理较为简单。

在曳引轮上方缠绕钢丝绳，钢丝绳两端分别与重块及轿

厢连接，动力来源为电动机，通过曳引轮的旋转可引导

重块与轿厢完成上下相对运动，而重块与轿厢处于两根

长导轨区间，通过内部操作器发出的指令可确保重块与

轿厢沿导轨滑动至指令要求的位置，进而满足人们特定

的出行需求。

电梯的机械结构包括八大系统，即轿厢系统、门系

统、导向系统、曳引系统、电力拖动系统、对重系统、

电气控制系统、安全保护系统，电梯机械结构的主要零

部件包括曳引轮、减速箱、缓冲器、层门、呼梯器、随

行电缆、轿厢内壁、开门机、操作器、井道探灯、电源

开关、制动器、电动机、控制柜等，可将上述零部件划

分为机房部分、层站部分、轿厢部分、井道部分等。

2    电梯常见机械故障及其特性分析

2.1    电梯常见机械故障
电梯常见机械故障主要包括开关门系统故障、润滑

系统故障、平衡系统故障、连接部位故障等，上述故障

可影响电梯正常运行，并可危及电梯使用者的生命安全。

第一，开关门系统故障。开关门系统故障的具体故障类

型包括门锁触电破损及门扇无法正常开关等，可导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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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无法正常运行。第二，润滑系统故障。润滑系统故障

主要指电梯运行过程中不同部件之间产生摩擦，导致电

梯内部形成大量热量，使运行温度升高，从而导致旋转

部件卡顿或抖动，甚至导致电梯停止运行。第三，平衡

系统故障。平衡系统故障主要指电梯平衡系数超出合理

范围，电梯在运行过程中无法保持平衡，进而导致轿厢

翻转或晃动。第四，连接部位故障。连接部位故障主要

指电梯部件产生脱落或松动，导致电梯内部振动幅度加

剧，使电梯舒适性及安全性发生不同程度的降低。

2.2    电梯常见机械故障的特性
电梯常见机械故障具有相关性、复杂性、层次性及

不确定性等主要特性，相关人员需结合故障特性制订适

宜的处理方案。第一，相关性。电梯系统内部各个部件

紧密协调运转，方可确保电梯运行稳定，如某一部件产

生异常，则可导致与其相关的部件产生异常，使电梯系

统无法依据指令完成对应动作。第二，复杂性。电梯内

部机械结构复杂，不同部件紧密连接，电梯机械故障往

往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排查处理难度较大。

第三，层次性。电梯由各个部件装配组成，如电梯发生

机械故障，则故障必然对应特定层次，且底层故障可层

层递增，最终导致高层故障。第四，不确定性。电梯管

控系统相对复杂，如相关参数设置不当，则可导致电梯

运行期间产生无法确定的机械故障。

3    电梯常见机械故障诱因分析

3.1    自然磨损及连接件松脱
随运转时间延长，电梯各个机械部件磨损逐步加重，

待磨损达到一定程度后需及时更换新部件。为此，在电

梯运维过程中需定期进行检修，提前更换易损机械部件，

并采取有效的保养措施，以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部分电

梯常因检修不及时，未能及时评估机械部件磨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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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自然磨损持续加重，进而引发各类安全事故。同时，

电梯在运行期间受振动等因素影响，紧固件可产生松脱

或松动，引发机械部件脱落、精度降低及位移，进而诱

发各类安全事故。

3.2    机械疲劳及润滑系统所致故障
在电梯运行过程中，部分机械部件受剪切力及弯

曲应力影响，极易产生机械疲劳，并可导致其强度塑

性降低，如机械部件受力状态超过其强度极限，则可

导致相关部件断裂，进而引发机械事故及运行故障。

比如，电梯钢丝绳在电梯运行过程中长期受弯曲应力

与拉应力作用，加之磨损等因素影响，导致其受力不均，

某股钢丝绳断裂后可导致其余钢丝绳受力增加，进而

导致钢丝绳全部断裂。同时，电梯润滑系统的主要作

用是减少摩擦力，减轻磨损，防锈蚀及冷却，并可达

到良好的缓冲效果，以延长电梯机械部件的使用寿命。

部分电梯使用润滑油总量不足，质量未达标准要求，

也可导致机械部件损坏。

4    电梯常见机械故障的处理对策

4.1    电网供电无异常，电梯无慢车与快车及电梯下行正

常，上行无快车

4.1.1    电网供电无异常，电梯无慢车与快车

故障成因包括各类保护开关动作未及时恢复；经由

电动机接线端子至控制柜接线端子接线不到位；电压继

电器受损；电路安全保护开关接触不良或损坏；控制回

路、主电路熔断器熔体损坏等。故障的处理对策包括以

下几点：第一，详细检查并分析电梯过载、电流、电压、

电磁与安全回路各类元件的动作、接点是否存在异常，

并依据检查分析结果确定故障处理对策；第二，检查电

梯控制柜接线端子是否存在接线不当等问题，检查评估

电梯电动机接线盒内部接线是否处于正常位置及是否夹

紧，并依据检查结果确定处理方案；第三，检查电压继

电器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及是否吸合，线圈是否处于接通

状态，动作是否存在异常，依据检查结果确定处理对策；

第四，检查电梯控制回路与主电路中熔断器熔体是否正

常安装及是否熔断，检查评估熔断器熔体是否到位及夹

紧，依据检查结果确定排除故障对策。

4.1.2    电梯下行正常，上行无快车

故障成因包括控制回路接线脱落或松动；上行控制

接触器、继电器损坏或未正常吸合；上下一、二限位开

关虚接；开关接触点损坏或接触不良。故障的处理对策

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电梯轿厢至平层位置无须停车；

第二，接好控制回路中脱落或松动的接线；第三，接实

上行控制接触器、继电器线圈，更换损坏的接触器、继

电器；第四，接实限位开关接点接线，如限位开关及接

点损坏，需及时更换。

4.2    电梯轿厢相关机械故障

4.2.1    轿厢到平层位置不停车

故障成因包括上下接触器未复位；控制回路故障；

上下平层感应器故障；上下平层感应器干簧管接点接触

不良；感应器接线不良及相对位置尺寸未达标准要求。

故障的处理对策包括以下几点：第一，调整上下接触器，

使其正常复位；第二，依据检查结果清除回路相关故障；

第三，更换平层感应器；第四，调整感应器，使其处于

最佳工作状态。

4.2.2    轿厢运行至选择楼层未正常换速

故障成因包括对应楼层换速感应器接线损坏或接

触不良；快速接触器未正常复位；控制回路故障；换速

感应器、感应板尺寸未达标准要求。故障的处理对策

包括以下几点：第一，调整或修理快速接触器；第二，

详细检查控制回路，依据检查结果排除回路中的故

障；第三，依据相关标准调整感应板、换速感应器的位

置及尺寸，接好换速感应器接线或更换损坏的换速感 
应器。

4.2.3    轿厢未达到换速点即换速停车

故障成因包括开门刀层门锁控制不当；层门锁与开

门刀滚轮相互碰撞。故障的处理对策为调整开门刀、层

门锁及滚轮。

4.2.4    轿厢平层准确度误差过大

故障成因包括制动力矩未调整到位；隔磁板与平层

感应器尺寸及位置变化；制动器调整不当或未完全打开；

轿厢超负荷运行。故障的处理对策包括以下几点：第一，

调整制动力矩与制动器，确保制动器间隙尺寸符合相关

标准；第二，调整隔磁板、平层感应器的位置与尺寸；

第三，禁止电梯轿厢超负荷运行。

4.2.5    轿厢内存在异常振动及噪声

故障成因包括补偿链触碰底坑地面或导向装置；曳

引钢丝绳张力调节不当；电梯刮碰导轨支架；层门锁滚

轮与门刀碰撞；导轨、反绳轮、导向轮轴承等润滑不良；

隔磁板与传感器碰撞；导靴轴承及导靴靴衬磨损。故障

的处理对策包括以下几点：第一，调整导向装置，适当

提升补偿链；第二，调整曳引钢丝绳张力或重新捆绑电

梯；第三，调整层门锁滚轮及门刀，调节层门地坎与门

刀间隙；第四，润滑导轨、反绳轮、导向轮轴承；第五，

调节隔磁板及传感器的尺寸、位置；第六，更换导靴轴

承及导靴靴衬。

4.3    电梯启动与运行故障及选层记忆关门后无法正常

运行

4.3.1    电梯启动与运行故障

故障成因包括制动器抱闸未正常松开；曳引机减速

器未充分润滑；电动机滚轮轴承润滑效果不佳；电压过

低。故障的处理对策包括以下几点：第一，调节制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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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更换或补充润滑油；第三，清洗相关部件，调节

电压。

4.3.2    选层记忆关门后无法正常运行

故障成因包括电压过低或电源断相；制动器抱闸未

松开；层轿门电联锁开关异常。故障的处理对策包括以

下几点：第一，修复断相等问题，调节电源电压，待电

压值正常后方可运行；第二，调节制动器，使其松闸；

第三，修复层轿门电联锁开关。

4.4    电梯开关门相关机械故障

4.4.1    开关门过程中存在卡阻或抖动

故障成因包括门板变形或滑道滚轮变形；滚轮磨损

或滚轮与门扇连接螺栓松动；滚轮偏心，与上坎间隙不

合理；踏板滑槽内部存在异物。故障的处理对策包括以

下几点：第一，更换或调整滚轮，修复门板；第二，清

除踏板滑槽内部异物。

4.4.2    按动关门按钮无法自动关门

故障成因包括光电保护设备运行状态异常；开关损

坏或安全触板未正常复位；关门继电器及控制回路存在

故障；开关门电路熔断器熔体熔断；关门第一限位开关

接点接触不良。故障的处理对策包括以下几点：第一，

更换安全触板开关及限位开关；第二，检查电路故障或

更换继电器；第三，更换熔断器。

4.4.3    电梯到达平层位置无法正常开门

故障成因包括开门机传动带断裂或脱落；开门继电

器与相关控制电路存在故障；开门传感器损坏或插头接

触不良；开门限位开关接触不良或损坏；熔断器熔断。

故障的处理对策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更换开门机传动

带；第二，维修控制电路，清除相关故障，更换继电器；

第三，更换传感器插头、限位开关与熔断器。

4.4.4    开关门冲击声音过大

故障成因为开关门限速限位电阻接触不良或调整不

当，故障的处理对策为调整电阻环接触压力及位置，调

整限位电阻位置。

5    电梯常见机械故障的防范措施

为有效预防电梯常见机械故障，相关机构需结合使

用需求合理选择电梯型号，并深入研究分析电梯性能与

结构特征，以便及时有效地处理各类机械故障。电梯安

装调试后，需定期进行维护与保养，严格落实电梯特种

设备安全检测的相关要求，运用各类先进技术设备监测

电梯运行状态，及时清除各类安全隐患，从而确保电梯

安全稳定运行。同时，相关机构需加大电梯行业从业人

员培训考核力度，聘请专家为其讲解电梯维修与保养的

相关知识，完成培训后组织考核评估，达到考核标准后

颁发上岗证，以确保其工作能力符合要求。电梯维修保

养人员需积极提高自身的责任意识，在日常工作中不断

总结经验，以提高电梯机械故障处理能力。

6    结语

机械故障为电梯常见故障，检查及维修耗时较长，

如未能有效处理将影响电梯运行安全及使用寿命。为此，

相关技术人员需在日常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总结分析

电梯常见机械故障及其表现，并研究合理的故障处理对

策，以确保各类机械故障及时清除，进而实现电梯的安

全稳定运行。

参考文献：

[1] 夏欢欢 . 浅析电梯机械故障和电气故障的原因分析

与处理方法 [J]. 中国设备工程 ,2022(3):166-168.

[2] 李荣超 . 电梯机械与电气故障的原因分析及处理方

法 [J]. 中国高新科技 ,2021(16):66-67.

[3] 宋长奇 , 韩洪涛 , 张翼 . 电梯机械系统及制动器系

统故障分析 [J]. 消费导刊 ,2020(7):39.

[4] 文雪明 . 基于电梯起重机械故障的排除及优化设

计的探讨 [J]. 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 ,2017(23):5281-

5281.

[5] 王红兵 . 电梯起重机械检测故障的排除及优化设计

[J]. 丝路视野 ,2017(22):175.

[6] 黄荣锟 . 电梯机械故障的诊断与优化设计 [J]. 军民

两用技术与产品 ,2018(10):95.

[7] 郭才军 , 杨建国 , 肖攀 , 等 . 电梯机械故障的诊断

及优化设计探究 [J]. 百科论坛电子杂志 ,2018(3):60.

[8] 李伟 . 三例电梯故障引出对电梯强迫减速开关维护

保养的思考 [J]. 科学大众 ( 科学教育 ),2021(4):176-

177.

[9] 楼建勇 , 卢凌霄 . 信息化背景下电梯起重机械故障

排除探讨 [J]. 科学与信息化 ,2017(10):37-38.

[10] 宋海浪 . 关于电梯常见机械故障分析及处理措施探

讨 [J]. 锦绣 ,2017(10):101.

作者简介：李培峨（1971.10-），男，汉族，本科，工

程师，研究方向：电梯常见机械故障及处理对策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