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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业小区旧楼内加装电梯能够为小区居民带来一定的便利,实现加装电梯工程需要原房产单位的大力支持,且在

建设时需要满足不同住户的需求、组织者也需要在小区内具有一定的威望、所需费用也能做到平均分摊。在加装电梯工程
进行时会遇到各种困难,本文围绕物业小区旧楼加装电梯的难点展开分析,通过分析能够对旧楼加装电梯的难点进行解决,
为其他旧楼小区加装电梯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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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我国住宅也逐渐

至通讯线路和煤气管道等, 需要各个组织机构共同协作来

由经济型进入小康型, 改善和提高居住质量成为居民的基

解决这些问题,保证加装电梯的工程顺利实施。针对没有物

本需求,由于一些楼盘建设的时间过早,导致高于七层的小

业的小区来说, 想实现这一工程只能靠业主自发组织申请,

区住宅并未安装电梯,这些小区的住户往往是老人,这对他

即便是旧楼符合加装电梯的标准, 过于繁琐的流程和申办

们的人身安全造生了很大威胁, 所以物业小区内的旧楼加

手续也使许多业主主动放弃加装电梯的愿望。

装电梯成为了中老年住户关注的重点, 也成了一个需要尽

2.2 业主之间难以协调

早解决的社会问题。

在进行旧楼加装电梯时, 协调业主之间的意见是件很

1 旧楼加装电梯的好处

困难的事情, 特别是得到在旧楼中收入较低的业主的支持,

1.1 方便居民生活

居住在一层或二层的业主也会有不同的想法, 因为需要自

在旧楼中加装电梯,不仅减少居民上下楼时间,而且也

己出资,所以低层的业主不愿意加装电梯,就算克服了这一

能保证住在高层的老年人的身体安全, 如果电梯加装设计

困难,也会在选择电梯井的位置上出现分歧,在之前进行楼

合理,可以使楼房通风性能得到加强,也可以使电梯与原建

房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需要加装电梯,所以增加电梯井

筑融为一体,目前很多地区都下达了相关文件,希望能够为

道也会对低层住户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

旧楼加装电梯, 并且一旦加装的电梯对居民的正常采光通

在加装电梯这件事上居住在高楼层的业主会和居住在

风造成影响,居民也能够通过协商获得一定的赔偿,例如在

低楼层的业主有很大意见差异,对于高层业主来说,加装电

广州一小区内的旧楼已经成功加装电梯, 这给其他期待能

梯可以很好的解决出行问题, 方便了业主上下楼并极大缩

够在旧楼内加装电梯的居民带来了福音。

短了上下楼时间,但是低层业主却不愿意加装电梯,因为加

1.2 居民房屋增值

装电梯也不一定会为他们出行带来便利, 反而会担心加装

在为旧楼加装电梯时,需要小区内的居民集资,加装电

电梯会不会对自己居住的楼层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比如

梯所需的资金平均到每户就变得很少了,加装电梯后,不仅

加装电梯有可能会对低层住户的用水管线、用电管线和煤

会给小区内的住户带来便利,还提高了楼房的整体价格。

气管道等带来影响,也可能会对低层用户的采光、通风带来

2 物业小区加装电梯的难点

一定的影响。当然一些低层业主会理解加装电梯可以对高

2.1 申请程序复杂,相关手续繁琐

层住户带来方便,也会使自己的房子升值,但是这并未对低

在旧楼中加装电梯需要比较严格的手续。在申请时也

层住户带来太多的好处, 所以低层用户可能不会对加装电

需要经过很多环节, 这是旧楼加装前一定会面对的难题,实

梯这件事有很大热情。

际上在申请加装电梯前,也需要准备相关材料,要提供业主

2.3 加装电梯费用高,业主难承担

房产证原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有一部分业主在之前

在落实旧楼加装电梯的工程项目的过程中需要投入较

就把房子作为抵押贷款,这样是不符合申报要求的；在城市

高的经济成本,业主自己承担费用是比较困难的,在加装电

已有的楼区中加装电梯,需要再办理规划审批、施工许可及

梯的过程中,需要考察实地环境、规划、设计、土建及购买电

从电梯安装角度检验和办理电梯使用登记证明等。物业小

梯和维护电梯, 加装电梯前的考察费用在一万元到一万五

区旧楼加装电梯工作, 在办理手续时会涉及到七八个机构,

千元之间,电梯井道建设对环境的要求极高,在加装过程中

期间需要走的流程不亚于重建一栋建筑物, 繁琐的手续也

井道建设和电梯费用占比较大,特别是井道修筑方面,旧楼

是旧楼加装电梯时需要面对的难题之一, 在进行物业小区

通常在建设时并没有预留电梯井的位置,加装电梯时,井道

旧楼加装电梯工作时,还会涉及到旧楼原本的水管、电路甚

建设可能会改变光缆电缆水管等位置,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402

Building Developments

建筑发展

第 1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17 年 11 月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425-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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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枣泉煤矿 22 采区首采工作面特点,设计采用长距离供液方案,通过技术论证、计算和实践,证明了其可行性。

该项目对枣泉煤矿复杂地质条件下实现工作面的长距离供电供液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综采工作面；长距离供液；压降
引言

22 采区薄煤层首采面 220602 综采工作面巷道布置有利于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枣泉煤矿,22 采区范

长距离供电供液方式,其优点为：

围内 6 煤层除在 24 勘探线以南区域,煤层厚度由北向南有

(1)因 22 采区巷道煤层稳定,改变传统大断面巷道(巷道

一定变化,总体呈北部、中部区域相对较厚,南部区域相对较

净宽均为 5400mm,净高均为 3950mm)。现 220602 综采工作

薄的趋势,煤层厚 0～2.45m 之间,平均厚 1.45m 左右。对于

面布置三条巷道,即回风巷、运输和辅运巷各一条,其中辅运

费用,因此电梯安装价格浮动比较大,例如一栋 7 层楼房,加

方法；低层业主也要考虑高层业主的想法,高层业主可以多

装电梯的土建费大概在 20-30 万元之间, 再加上一台质量

分摊一些相关费用,减少低楼层业主的负担,以获取他们的

较高的电梯,可能也会花费 20-30 万元,这需要花费 40-60

认可。

万元,如果楼房结构复杂或者选用更好的电梯,花费就会更
高。

3.3 减少采购电梯的中间环节,节约费用
电梯费用对普遍居民来说仍旧偏高, 在小区的住户大

即使业主们愿意承担相应费用, 但是由于旧楼的环境

部分是中低端收入的家庭, 这部分家庭的承受能力较低,所

较为复杂,如果在修建电梯井时发现电线,煤气管道,电缆,自

以政府应该利用相应政策, 采用集中采购品牌电梯的方法,

来水等管线,业主们还需向相关部门申请迁移,如果无法迁

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与电梯制造商进行沟通, 从原厂直接采

移或者住宅楼无法修建电梯井,电梯加装工作就无法进行。

购,减少中间销售环节的费用,减轻业主的压力。

2.4 加装电梯后设备的使用和维护费用问题

3.4 做好电梯的后续维修保养

旧楼在加装电梯后并不能一劳永逸, 电梯还需要进行

业主可以直接联系在电梯改装、改造、维修上有经验的

日常管理和维护保养, 运行费和维护费大概在每月 400 元,

公司对电梯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保养, 设立相应的业主管

电梯是一种特种设备,需要进行电梯年检和日常维护保养、

理团队,对旧楼电梯进行管理,安排值班人员,保障电梯正常

修缮等工作, 电梯设备的维护费和使用费主要包括正常维

安全的运行。

修、年检费用、零部件更换费用、相关电梯耗材和使用的电

4 总结

费,电梯的维护应该由专业的电梯公司进行,年检费用要每

在物业小区旧楼加装电梯是一项繁琐的工程, 不仅需

年按时缴纳,零部件更换费用根据实际结算,电费可以按照

要小区内业主的齐心协力,也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虽然目

用户数量平均分摊, 电梯相关费用可以委托小区物业进行

前我国在旧楼加装电梯的实例较少, 政府还未完善相应的

代收,电梯的保洁、维修、保养等费用仍需业主们进行协商。

政策,加装电梯的难度也较大,但是为了给小区业主的出行

3 如何使旧楼加装电梯工程顺利实施

带来便利,就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使小区旧楼向小康型住

3.1 设立快速审批机制

房发展,这不仅改善了旧楼住户的出行方式,同时也保障了

旧楼加装电梯手续复杂, 为解决此问题要组建相应的

老年住户的人身安全。

问题协调小组,提供“一站式”服务,政府可以组建一个联合
小组,由相关部门的人员组成,协调、帮助旧楼小区加装电
梯,建立从申请到审批能够快速进行的机制,减少业主办理
手续的时间, 同时也可以解答业主们对加装电梯方面的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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