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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高层建筑不断增

多，极大地带动了电梯产业的蓬勃发展。根据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发布的 2021 年特种设备安全状况通告显示，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电梯登记电梯总量为 879.98 万台。

伴随电梯保有量的上升，电梯管理模式需要与时俱进。

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改进电梯维护保养模式和调整电

梯检验检测方式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市监特设〔2020〕

56 号）中的要求，电梯维保由“重维保过程”向“重维

保效果”进行转变，同时要加强对电梯维保质量和效果

的相关研究。因此，如何保证电梯安全运行和提高乘运

舒适度已成为使用单位在设备管理方向上必须面对的两

个核心挑战。

1    管理情况介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华路办公区现有曳引驱动电梯

81 台，梯速最高达 7m/s，电梯使用登记时间最长达 14
年，电梯设备长期处于运行状态。电梯管理模式采用“运

管分离”模式，物业公司作为使用单位的“眼睛”，负

责值班、巡视并根据电梯运行情况汇总报修内容反馈至

电梯维保单位进行处理。电梯维保单位作为使用单位的

“手”，需要及时解决电梯报修问题，负责设备的日常维

保和大中修工作。

2    运行现状与趋势分析

2.1    故障报修概况 

本文将电梯报修记录的故障类型分为 6 个类别。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光华路办公区 2017 － 2022 年曳引驱动

电梯故障所在系统分类统计图，如图 1所示。由图 1可知，

门系统是报修次数最多，故障占比最高的问题。从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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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通过数据分析，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华路办公区 2017 － 2022 年 81 台在用电梯的故障情
况进行研究。然后针对曳引驱动电梯的报修情况进行故障现象分析，并探讨故障的起因。最终从使用单位
角度对如何进行电梯安全管理提供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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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可知，曳引电梯的故障现象主要集中在门系统 [1]。 
电气控制系统故障排在第三位，其他各类系统故障占比

较少。

2.2    电梯故障类别分析

2.2.1    门系统故障

针对 535 条电梯门系统故障报修记录进行统计，门

系统故障分类统计见图 2，主要的故障现象集中发生在

图 1    曳引驱动电梯故障所在系统分类统计图

图 2    门系统故障分类统计图

轿厢 37%

门系统 40%

电气控制系统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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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门、轿门，报修次数达到 400 次以上。针对此类问题，

维保人员多采取针对厅门轿门的门锁、门滑块、门脚等

进行调整的解决方法。而门机、门重锤存在问题需要调

整和更换的原因主要是部分电梯存在开关门力度不合适

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因人的鲁莽行为等导致的电梯

挡门时间过长、电梯门磕碰损坏等问题在该办公区并不

明显，一定程度上说明良好的客观环境对电梯使用和管

理存在支持作用。

2.2.2    轿厢故障

针对 495 条轿厢系统故障报修记录进行统计，轿厢

故障分类统计见图 3，主要的故障现象是电梯启动发生

抖动或者启动有轻微下沉感。这种现象只发生在启动阶

段，并不存在于电梯运行全过程中，因此在考虑故障原

因时，大概率可以排除由导轨导靴、轿厢、曳引绳等机

械部件引发。维修人员通常采取的解决办法是重新矫正

电梯称重装置，抖动现象消失。轿厢异响主要是因螺丝、

顶板、风扇、导靴出现松动或者油泥导致。对讲不响和

按钮不灵敏主要是设备老化原因导致的。其他报修包含

轿厢卫生等，虽然纳入报修记录但本身不属于电梯故障，

此处不做赘述。

2.2.3    电气控制系统

针对 210 条电梯控制系统故障报修记录进行分析，

电气控制系统故障分类统计见图 4，主要的报修问题与

现有研究结论类似。操作装置因频繁使用，如按钮、指

图 4    电气控制系统故障分类统计图

层器等控制部件故障发生最多。排在第二位和第四位的

是控制柜内的电子元件和继电器。该办公区的电梯机房

温度常年维持在 25 ～ 32℃，属于电梯机房温度标准范

围内，因此类似故障更多考虑是设备老化造成的。值得

注意的是，报修记录中有 12 次系统死机问题。虽然报

修次数较少，但是系统死机问题对电梯安全运行至关重

要，一方面电梯“死机”代表着电气控制系统可能存在

某些隐形问题没有被解决，另一方面造成“死机”的原

因非常复杂，需要维保人员细致认真并且花费大量时间

探寻问题的根源，因为电梯设备引发的电路问题是电路

故障的主要类型之一，需要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2]。

该办公区的电梯管理人员在报修记录中加入处理结果的

反馈，针对系统死机问题要求维保单位必须解决到底。

2.2.4    安全保护系统

安全保护系统占比 4％，共记录 54 次。安全保护系

统故障分类统计见图 5。报修问题集中体现在电梯的门

系统、井道和地坑内。光幕、安全触板发生损坏或者异

常导致电梯无法正常运行的问题共计 45 次，井道和地

坑内的安全开关发生故障共计 9 次。这提示使用单位在

日常管理工作中，要加大对门系统、底坑等客观环境和

维保质量的关注度。

2.2.5    曳引系统

曳引系统占比 2％，报修次数共计 28 次。曳引系统

故障分类统计见图 6。由于曳引系统涉及电梯曳引机、

制动器、曳引钢丝绳等多个运行部件，因此发生故障的

类型较为分散。从报修问题来看，制动器、曳引机、编

码器出现故障较容易引发电梯运行异常。曳引绳磨损与

老化会使调整曳引绳张力、调整涨绳轮以及清理油泥更

加频繁。

2.2.6    其他问题

其他问题主要涉及电梯质量平衡系统、导向系统，

图 5    安全保护系统故障分类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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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轿厢故障分类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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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发生保修 11 次。报修现象通常表现为运行异响，产

生故障的原因多与井道内部如补偿链、导轨等部件因长

时间运行产生的磨损有关。

3    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设备出现问题受主观和客观因素影响，使用单位的

管理人员应该具备以问题为出发点，探索背后原因并研

判安全风险的管理能力。尽管现有研究不断呼吁使用单

位加强管理措施，如加强内部管控机制、完善市场化成

本管理与内部管控相结合的管理体系 [3]。然而现实的情

况更加复杂。电梯系统作为现代办公大厦的标配运输工

具，其安装、运行、维修、改造等过程均涉及供电、暖通、

消防、土建等专业的连接和配合，这就要求管理人员掌

握的知识水平和内容要丰富广阔。另外，维持电梯维保

工作的正常进行带给企事业单位的往往是长年累月的管

理成本，而非经济效益。因此，只有实事求是地通过对

管理过程进行专业化、精细化的调整和打磨，才能真正

做好电梯设备的安全运行，以下解决思路可供参考。

3.1    定期进行故障分析

定期进行故障分析是设备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

对设备状态的技术监测，能及时了解设备技术状况，对设

备隐患及早预防，对已发现的设备故障进行原因分析并提

出对策。通过已发生故障的教训和处理故障的技巧和经验，

举一反三，根据每台电梯状态，量身制定维保计划及维保

内容 [4]，这对设备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意义。建议有

条件的企事业单位电梯管理人员充分利用电梯运行数据与

报修记录，针对电梯系统的历史信息进行数据分析，从中

寻找并发现规律，及时发现设备尚未解决的隐患。本文在

分析门系统故障情况后，发现电梯开关门报修问题在冬季

大风天气增多，因此已在该办公区 1 层、B2 层等容易产

生“烟囱效应”的电梯厅附近区域增加隔断，成功使门系

统电梯报修次数下降 10％。

3.2    科学管理备品备件

备品备件管理是维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合

理地管理备品备件，及时地为设备维修提供必要的备品

备件，是设备维修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是缩短设备停

修时间、提高维修质量、保证修理周期、保证企事业单

位生产和运行的重要措施。建议根据电梯报修数据，将

备品备件分类划分为常耗备品备件和事故备品备件。常

耗备品备件是指经常使用的、需经常保持一定储备量的

备品备件，如易损件、消耗件等；事故备品备件是指使

用频率低、到货周期长、价格高、对电梯运行损失大的

备品备件。本文针对电梯安全保护系统、曳引系统等涉

及电梯安全运行的部件，进行统筹安排，针对电梯控制

柜接触器、控制板、编码器等均配有备件冗余。

3.3    推进信息化维修管理体系建设

建设信息化管理体系目的是高效监督、改善管理、预

防风险。其内容包括设备运行参数、使用频次、报修记录、

日常维修及大修记录、备品备件库、换修部件的图纸资料

等。通过对各种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设备运行规律，优

化电梯维修保养效果并提升维修预算合理性。信息化建设

不只是电梯设备本身，更为重要的是与管理的有机结合。

通过转变传统的管理观念，把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

和方法引入到管理流程中，进行管理创新。信息化维修管

理体系一旦建设成功，将使管理者对电梯系统运行和维修

情况的掌握更加主动、及时和准确，一定程度上避免管理

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随意性和主观性。目前，该办公区不

仅针对曳引驱动电梯进行技术分析，而且正推进扶梯和液

压电梯设备的信息化建设。

4    结语

本文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华路办公区 81 台曳引

驱动电梯为样本，根据故障类型进行分类讨论，总结出

一些适用于设备体量较多条件下进行设备管理的实践经

验，为企事业单位的电梯安全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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