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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电梯起重机是在一定范围内垂直提升和水平搬运重

物的多动作起重机械。该类起重机的工作特点是间歇

性运动，即其包含的取料、运移、卸载等动作的相应

机构是交替工作的。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中高层

建筑数量的增加，以及部分城镇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装

置工程的开展，电梯起重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使用

频次越来越高。然而，设备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冲顶、

墩地、溜梯等故障问题，也体现出了电梯起重机检验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在电梯起重机检验中，所采用

的技术是否合适、检验人员是否能够严格按照技术操

作标准要求进行规范性的操作，会对电梯起重机检验

的过程和结果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对故障发生情况产

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在平时的检验中，相关主体要

重点掌握电梯起重机检验的技术方法，确保技术应用

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1    电梯起重机概述

目前使用的电梯起重机主要由控制部分、驱动部分

和曳引部分组成。该起重装置的结构是在垂直的电梯井

内放置一个可以上下移动的轿厢，轿厢在驱动力和曳引

力的作用下进行上下移动，并通过电梯井壁上安装的导

轨与轿厢上安装的导靴的结合来限制轿厢的移动速度。

按照电梯起重机升降的方式，可以将其分为曳引式和液

压式 [1]。其中，曳引式电梯起重机是将轿厢系于由多条

钢缆一端连接的电梯井顶部机房的曳引轮上，并将钢缆

的另一端悬挂平衡的对重装置，借助对重装置来实现电

梯轿厢的上下移动。曳引式电梯起重机主要由曳引系统、

导向系统、轿厢系统、重量平衡系统、电力拖动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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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和安全保护系统组成。图 1 展示的是曳引式电梯起

重机的结构。曳引式电梯起重机的特点是利用对重装置

抵消轿厢运动产生的力量，提升了电梯起重机提升的高

度。液压式电梯起重机则是由安装于轿厢底部的由液压

推动的柱塞提供支撑力和升降动力的装置。由于部分柱

塞不可折的原因，液压式电梯起重机一般只在升降高度

低于 20m 的环境下使用 [2]。

2    电梯起重机检验的技术要求

电梯起重机作为特种设备，其在检验方面有明显的

1- 电动机；2- 制动器；3- 减速器；4- 曳引绳；5- 导向轮；
6- 绳头组合；7- 轿厢；8- 对重装置

图 1    曳引式电梯的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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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并且，不同场景下使用的电梯起重机在设备设

计、制造、验收等方面的要求也存在明显的不同，这使

得电梯起重机检验工作面临的技术要求也存在明显的差

异 [3]。在实际的检验中，检验单位和技术人员要针对电

梯起重机在应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故障隐患，对

设备进行无损检验，以确保起重机设备的各部位不会出

现损坏或者裂缝等有碍安全运行的问题。同时，要对电

梯起重机的吊具、衬套等容易出现磨损的部位和部件进

行检验，确保运行中的电梯起重机的这些部件的质量在

合理范围内。如果在检验中发现这些部件的状态和属性

达到了极限值，则要立即进行相应的更换工作，避免因

为部件损耗过大而出现起重机运行安全隐患。并且，相

关单位和技术人员对电梯起重机进行检验时，要按照由

局部到整体和由整体到局部的方式进行认真、严格的检

验，确保起重机每个部位、系统运行的合理性、安全性，

同时也要保证电梯起重机整体运行的良好性能，避免检

验后的起重机设备仍然存在安全问题 [4]。

3    电梯起重机检验的流程

图 2 是目前电梯起重机检验的具体流程。在实际的

检验过程中，检验单位和人员严格按照《特种设备安全

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

办法》《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标准》（T/CASEI T 101-
2015）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中的规定开展整体性

的电梯起重机检验工作，以确保检验过程的规范性和检

验结果的准确性 [5]。

4    电梯起重机检验的主要技术方法

电梯起重机检验是一项技术性要求比较高的活动，

需要由专门的检验机构和检验技术人员负责。就目前来

看，使用比较多的电梯起重机检验技术方法有以下几种。

4.1    目测检验技术
目测检验技术是技术人员通过肉眼观测的方式判断

电梯起重机相关部件是否合格、是否存在故障隐患的技

术方法。在目前的电梯起重机检验中，目测检验技术方

法主要用于起重机装置的初步检验和故障检查。在实际

的电梯起重机检验中，技术人员会结合自身的检验经历

和经验，对机械设备的各个部位进行仔细的观察，并对

起重机的整体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了解。例如，技术

人员会对电梯起重机的金属结构的质量与尺寸，电路、

电控装置等电气系统的运行质量状况等进行重点性的检

验，做出初步的检验情况判断 [6]。

4.2    超声检验技术
超声检验技术是借助超声技术实现对电梯起重机

的快速检测。作为当前使用比较多的电梯起重机检验

技术，超声检验技术的特点和优势体现在穿透能力强、

敏感度高和方向感强等方面 [7]。目前，该技术主要应用

于电梯起重机焊接部位的裂缝检验，以确定焊接部位

的裂缝是否影响到设备的正常、安全运用，同时，该

技术还可以对压力容器锻件、高压螺栓内部裂纹等情

况进行检验。除此之外，超声检验技术还可以对电梯

起重机的设备材料的厚度、硬度、晶粒大小、残余应力、

硬化层深度等进行检验，以丰富电梯

起重机检验内容。当然，该技术在检

验中的应用也有一定的缺陷，即无法

对形状复杂且表面粗糙的物件的内部

结构进行检验 [8]。

4.3    射线检验技术
射线检验技术是根据 X 射线、γ

射线、中子射线等射线在不同介质中

传递和衰减的程度来对电梯起重机的

铸钢件角焊缝、熔化焊以及其他特殊

结构试件进行质量检验。在该技术的

辅助下，技术人员可以通过直观的图

像对检验对象的缺陷位置、尺寸等状

况进行观察，进而判断相关质量状况。

由于射线检验技术主要是对电梯起重

机的钢结构焊接状况进行的检验，故

而，该技术多适用于电梯起重机设备

的生产、安装阶段。例如，在电梯起

重机安装过程中，技术人员会借助射

线检验技术对电梯起重机的质量进行图 2    电梯起重机检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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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以判断其承重状况 [9]。

4.4    渗透检验技术
渗透检验技术是借助渗透剂和磁探测仪对电梯起重

机进行检验的技术方法。在检验中，技术人员使用磁探

测仪扫描电梯起重机的检验部位，探测仪会将扫描到的

相关数据传输至计算机管理端，技术人员通过计算机的

显示屏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检测部位对应的波形以及振动

频率，进而对电梯起重机的分裂缺陷发生情况进行判断。

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渗透检验技术时，要选择使用

灵敏度较高的荧光渗透剂，并重点对电梯起重机Ra ＜

12.5μm 的部位进行检验。并且，由于电梯起重机不同

部位所使用的材料不同，探测仪无法对电梯的全部部位

进行检验，在实际的检验中，渗透检验技术多是与其他

电梯起重机检验技术相结合使用 [10]。

4.5    金属磁记忆检验技术
金属磁记忆检验技术是一种绿色环保的无损检验技

术，该技术的原理是利用铁磁性金属材料的磁记忆效应

对电梯起重机的应力集中部位和应力集中程度进行检

验。目前，金属磁记忆检验技术主要应用于电梯起重机

的金属结构和部位的真实应力检验。

5    电梯起重机检验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电梯起重机检验的技术方法为电梯起重机检验工作

的开展提供了技术性的支持，但通过上述介绍可以发现，

检验技术应用的效果还受到检验操作方式的影响 [11]。因

此，在平时的电梯起重机检验工作中，检验主体除了按

照检验的需要和要求选择相应的技术方法以外，还要对

技术方法的科学规范使用进行严格管理。具体来说，在

实际的检验技术选择与应用中，要重点注意以下几方面

的内容。

5.1    注意选择合适的检验技术
目前，可供选择和使用的电梯起重机检验技术方法

比较多，并且不同方法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在实际的

检验中，技术单位和人员要根据电梯起重机的种类、部

位等情况，选择合适的检验技术和方法 [12]。一般而言，

对于电梯起重机各部位元件以及结构上容易发生缺陷的

部位的检验宜采用无损检验技术，以保证检验活动不会

对吊索、制动器等部件产生损伤。

5.2    明确各检验技术的操作方法
电梯起重机检验是技术性要求比较高的活动，需要

由专门的技术人员负责操作。并且，技术人员在实际的

检验活动中应当对检验行为进行严格的管理，确保检验

操作的规范性。在平时的检验中，检验机构要组织专业

的人员制定电梯起重机检验技术方案，对各项检验技术

方法的优势、劣势和使用注意事项进行详细的说明，确

保技术人员能够准确地掌握、严格遵守相关检验技术方

法的操作规则。例如，在借助无损检测技术对电梯起重

机进行检验时，可以要求技术人员参考各类机械技术说

明书或者技术要求等，进行严格规范的技术操作。

6    结语

综上所述，检验是电梯起重机作为技术设备所应当

具有的管理性内容。目前，使用比较多的电梯起重机检

验技术主要有目测检验技术、超声检验技术、射线检验

技术、渗透检验技术、金属磁记忆检验技术等。在实际

的电梯起重机检验实践中，检验机构和人员要注意选择

合适的检验技术，并明确各检验技术的操作方法，以确

保检验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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