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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梯轿门机械锁是为了防止电梯内人员剪切、坠落等安全事故发生所设置的安全部件,它的性能直接影响了电梯

使用的安全。与将防护板设置在井道内的方法相比,设置电梯轿门机械锁的方式,特别是在高层建筑电梯中,其具有显著的经
济性、安装便捷等优势,所以当前电梯轿门机械锁的应用范围在逐渐扩大。本文叙述电梯轿门机械锁的结构及作用,浅析设
置电梯轿门机械锁的弊端,进行探讨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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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全球化经济时代后,我国经济不断发展,我国高层

效或磁铁失效的话,门锁是无法单单依靠重力开启的。同时

建筑数量也在不断增多。为了便利人们的生活与生产,电梯

启动电梯的其中一个条件为, 轿厢锁紧元件啮合一定要超

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人们对于电梯运行的稳定

过 7mm。依照相关规定,为了确保电梯门已经锁紧,即需要

性与安全性的关注程度也有了显著的提升。但当前也时常

设置电气安装装置。该装置可以利用锁紧元件进行控制,防

发生由于电梯故障或停电问题而造成的电梯困人问题,在

止出现误动作。

发生了事故之后,由于救援不当、救援时间不及时、被困乘

2 电梯轿门机械锁的主要作用

客自救方式不当经常导致被困乘客坠落至电梯轿厢井道壁

具体来说,电梯轿门机械锁的设置主要有以下作用：

与地坎的缝隙间, 所以探讨电梯轿门机械锁的设置对于降

2.1 避免因为电梯轿门自闭力过低而造成电梯在高速

低电梯事故发生的概率是有一定意义的。

运转过程中,由于气流、振动而导致的电梯轿门突然打开；

1 有关标准对轿门机械锁的要求
1.1 基于 GB7588-2003《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中

2.2 避免电梯在运转中,电梯轿门内的乘客为自救而扒
开电梯门而导致的停梯事故；

的相关要求,电梯井道内表面与轿厢地坎、轿厢门框架或滑
动门的最近门口边缘的水平距离最大不超过 0.15m。有的

2.3 避免电梯在非平层区域内停止,乘客扒开电梯轿门
而导致的坠落问题。

载货电梯门锁为垂直滑动门,可根据电梯行程,将间距扩大。
若电梯轿厢安装了机械锁紧的门并且仅能在层门的开锁区

2.4 在楼层中间被困后乘客扒轿门发生坠落、剪切等安
全事故。
3 电梯机械锁和非门区锁紧装置的差异

内打开,电气安全装置确认轿门锁紧后电梯才能恢复运行。
1.2 基于 TSGT7001-2009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
规则—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中的相关规定,轿厢到井道壁

非门区锁紧装置与电梯轿门机械锁主要存在如下区
别：

以 及到 面 对 轿厢 入 口 的井 道 壁 之 间 的 距 离 最 大 不 超 过

3.1 电梯轿门机械锁只有在轿厢锁钩啮合深度大 于

0.15m,载货电梯的门锁设计为垂直滑动门,且局部高度达不

7mm 的时候,才可有接通电气接触点。而相对之下,非门区

到 0.50m 的, 其轿厢到井道壁以及到面对轿厢入口之间的

锁紧装置在电梯机械锁钩啮合深度低于 7mm 的时候即可

距离可放宽至 0.20m；若轿厢安装了机械锁紧的门且门仅

以接通电梯触电；

限于在开锁区内打开,则对间距无严格要求。门锁装置是电

3.2 电梯轿门机械锁不可以直接利用轿门门机带动,为

梯设备各层门必须安装的设备元件,通过重力、弹簧或永久

了保障电梯门锁紧,一定要按照电气安装装置。而相对的,非

磁铁使门锁装置锁紧,如果后者失效,仅凭重力无法将门锁

门区锁紧装置可以直接利用轿门锁紧装置完成；

打开。此外,电梯启动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轿厢锁紧元件啮合

3.3 非门区锁紧装置即便人为的将非门区锁紧装置的

必须大于 7m。按照常规,应当安装电气安全装置来验证电

机械锁钩断开也可以促使电梯运转。此非门区锁紧装置与

梯门是否锁紧。电气安全装置通过锁紧元件直接操控,以免

机械锁的功能很近都可以防止乘客在非门区扒开轿门。但

装置误动作。安装门锁装置的轿门,其设计必须满足上述要

与轿门机械锁还是有以下区别：(1) 根据检规中 6.8 项要求,

求。

轿门机械锁和层门门锁一样, 都应该在锁钩啮合深度不小
1.3 如果电梯轿门设置了机械锁,同时电梯门只能在层

于 7mm 时电气触点才能接通；而此非门区锁紧装置在机械

门开锁区域内开启的话, 那么对其间距没有特定的规定,电

锁钩啮合深度小于 7mm 情况下也可以使电气触点处于接

梯每一层门都需要安装的设备就是门锁装置。经由弹簧或

通状态。(2)通过轿门门机带动,不符合检规。应通过一个由

者是永久磁铁、重力作用即可以锁紧门锁装置,如果弹簧失

锁紧元件直接操控的电气安全装置来验证电梯门是否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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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而非门区锁紧装置则是通过轿门门机带动实现功能。(3)

5.3 在机械锁检验的过程中,可以人工移动锁钩,尽可能

在非门区时, 在轿顶位置人为断开非门区锁紧装置的机械

地靠近锁紧位置,当刚接通电气开关接触点的时候,可以通

锁钩,电梯仍可运行,不符合检规能够防止误动作。

过钢直尺对锁紧元件的啮合深度进行测量, 确保轿门机械

4 轿门机械锁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锁整到位, 电气验证开关应能保证轿门机械锁啮合深度进

4.1 如果在非开锁区域,发生了轿厢困人事故的话,通常

行测量与评判。

会增加救援的难度。虽然安装电梯轿门机械锁可以避免发

5.4 虽然电梯轿门机械锁安装便利,具有经济性,但在生

生非合理的乘客自救行为,防止发生坠落事故,但机械锁的

活中经常发生故障,增加救援难度,所以往往维修保养单位

安装会增加救援的难度,阻碍救援进度。即便是专业的电梯

都会拆除机械锁。在经济状况与环境状况许可的时候,安装

救援人员也需要对电梯进行检修或者是使电梯紧急电动运

单位要利用强度合格的光滑防护板缩短电梯轿厢井道壁与

行,乃至需要松闸盘车移动电梯轿厢至开锁区域之后,才可

地坎之间的间距。

以将电梯轿门开启,将乘客救出来。如果是非专业的救援人

5.5 在设计电梯轿门机械锁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救援

员或者是不熟悉电梯运转流程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的话,

的相关问题,在层站打开层门以后,可以在轿门外部经由提

很有可能在无法常规打开轿门机械锁的状况下, 以破坏性

拉钢丝绳或者是三角锁将轿门启动, 以在最短时间内救出

的手段打开电梯轿门进行救援, 这种方式不仅延长了救援

乘客。

的时间,同时还增加了单位的经济损失。

5.6 如果电梯轿门设置了机械锁,那么只能在层门开锁

4.2 电梯轿门机械锁由于自身故障会反复被维修保养

部位才能打开,不能在其他区域打开。若在开锁区域以外的

工作者拆除,这样会增加机械锁的危险性。在设置了电梯轿

部分发生了故障, 那么被困乘客必须要在轿厢内保持冷静,

门机械锁之后, 因为一些电梯轿门机械锁没有进行合理调

不可盲目操作。维修管理人员要利用紧急救援程序等将电

整或机械锁质量不合格,就会导致电梯发生故障,进而就会

梯轿厢移动到开锁区域之后,将乘客释放。在检验电梯机械

导致电梯轿门机械锁电气接触点未接触到位, 造成机械锁

锁的时候, 如果发现机械锁自身质量不佳或结构存在问题,

锁钩难以彻底脱钩或安全回路断开, 进而就会发生轿厢困

但没有明显问题的话,维保人员极有可能将其拆除,同时要

人问题。所以,当前很多维修保养人员会在检验电梯合格之

通知相关单位将轿门机械锁更换或将防护板安置在井道之

后,拆除电梯轿门机械锁或将电气安装回路拆除,以防止反

内,减少电梯事故发生的概率。

复对电梯进行故障排查, 这样的做法严重威胁了电梯运行
的安全性。

6 结语
设置电梯轿厢机械锁的主要目的就是确保乘客的安

4.3 轿门机械锁在紧急救援中带来的不便。加装机械锁

全,但难以预料的是,其也会危及乘客的安全。因此,在设置

的轿门只有在层门的开锁区内打开, 在开锁区外轿门是不

电梯轿厢机械锁的时候要加强对电梯的维修与管理, 减少

允许被扒开的。如果电梯在开锁区外电梯发生故障或停电

故障率。同时还要做好紧急救援工作,由此才能保证乘梯环

困人, 被困人员只能老老实实呆在轿厢内等待维保人员来

境的安全性。本文主要分析了电梯轿门机械锁设置的相关

救援。维保人员通过采取紧急救援程序 (松闸 - 盘车等操

问题,以供参考。

作)移动轿厢至开锁区域或者平层位置后释放被困乘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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