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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梯作为垂直方向的交通工具，在高层建筑和公共场所已经成为重要的建筑设备而不可或缺。随着我国经济建

设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地的电梯的拥有量呈不断上升趋势，老旧电梯的能耗问题也随之日益突出。因
此，开展对在用的老旧电梯的节能降耗改造工作已经是大势所趋，更是未来电梯行业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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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梯井剪力墙模板工程的施工工艺

由竹（木）胶合板拼装而成的模板在设计安装方面需要

1.1 内模安装

严格的强度和刚度验算。如层高为 3m 左右的电梯井剪力

高层建筑电梯井剪力墙的内模采用厚为 18mm 的夹板

墙模板工程，其方木内外楞中距通常为 400mm～500mm 不

制作而成，竖直方向采用 40mm×80mm 的枋木贴合内模，

等，截面大小尺寸为 60mm×80mm，水平外楞分设三道，电

水平横向采用 2φ48 钢管压紧，以穿墙螺栓紧固的方式予

梯井“筒型”外模的外钢楞和楼地面支撑系统的水平扣件紧

以固定。40mm×80mm 枋木间距为 300mm，紧固钢管间距

固连接。有时候为了方便拆卸，也可在外钢楞和楼地面支撑

为 500mm，每条边安设一根 φ14 穿墙螺栓予以紧固，从而

系统之间加设水平钢管并以扣件紧固连接。

加强内模的整体刚度。电梯井于每个楼地面位置采用 φ12

2.2 模板平面顺直度控制

钢筋以 200mm×200mm 间距锚固“筒型”剪力墙铺底，

高层建筑电梯井剪力墙模板工程施工需要在楼地面层

18mm 厚木质夹板作为铺面。为便于安装和拆卸，电梯井剪

准确定位电梯井周边的剪力墙轴线，然后根据电梯井剪力

力墙模板及支撑均采用 φ48 钢管从底层依次搭设，每两层

墙截面和轴线之间的几何尺寸大小关系定位剪力墙的外界

以木板封闭一次，每五层需预埋 φ16 圆钢吊环，并采用

线，这条外界线就是筒模的安装位置线。

φ14 钢丝作卸载处理。

2.3 模板垂直度控制

1.2 外墙模板和内墙模板的安装。

模板安装垂直度达到要求之后，采用连接扣件紧固斜

1.2.1 首先将阴阳角模垂直运输至电梯井施工位置；

支撑和外模上的钢外楞及楼地面支撑系统。内模可适当调

1.2.2 依照先横后纵的顺序予以安装，并根据不同编号

整钢顶管的外伸长度使之满足垂直度要求。待垂直度校核

依次将模板吊装到安装位置，以撬棍将模板调整至墙线位

无误后，拧紧固定穿墙螺栓。

置。穿墙打孔，安装对拉螺栓，对称精调模板和地脚丝杠，以

2.4 电梯井剪力墙厚度控制

磁力线坠的方式辅助调整模板的安装垂直度，保证模板的

2.4.1 定型钢筋控制。定型钢筋一般为 14mm～20mm

安装垂直度和水平标高线的偏差均≯2mm，同时挂线调整

不等，要求该钢筋的长度要与剪力墙厚度一致，施工中可将

模板的上口使之顺直偏差≯2mm；

定型赶紧和剪力墙中两排竖向钢筋垂直焊接，也可以采用

1.2.3 外墙外侧模板的安装：先将模板置于金属三角平

钢丝绑扎的形式。

台架上，吊装就位，穿墙螺栓需紧固就位，主体结构施工缝
位置，必须要严密和牢靠，避免在浇筑混凝土中出现错台和

2.4.2 穿墙螺栓及套管控制。模板安装过程中要求套管
和模板表面相互垂直。
3 在用的老旧电梯的节能改造技术

漏浆问题；
1.2.4 认真检查电梯井剪力墙体与模板、角模与墙模子

3.1 在用的老旧电梯上应用电能回馈技术。电梯运行

母口之间接缝的严密性，如发现不够严密需以泡沫或海绵

时，曳引机有两种情况可以通过能量回馈技术实现节约电

进行填充，保证间隙严密，避免在浇筑混凝土中出现错台和

能：

漏浆问题；
1.2.5 按照墙体轴线将模板张开，严格校正模板的安装
垂直度后，可紧固穿墙螺栓；
1.2.6 模板安装完毕并经校正后可办理预检验收，方可
进行混凝土的浇捣工序。

3.1.1 电梯运行时具有一定的机械动能，驱动电动机通
常是工作在拖动耗电或制动发电状态下。当电梯到达平层
前逐步减速直到停止运动，驱动电动机工作在发电制动状
态下。此时是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过去这部分电能要么消
耗在电动机的绕组中，要么消耗在外加的能耗电阻上。前者

2 电梯井剪力墙的模板施工要求

会引起驱动电动机严重发热，后者需要外接大功率制动电

2.1 模板稳定性及刚度控制

阻，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电能，还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导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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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升温。有时侯还需要增加空调降温，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能

耗电量为 1.67～3.46 度；VVVF 无齿轮电梯每吨·千米耗电

耗。

量为 1.05～2.27 度。测试数据表明，完成相等的运送量，不
3.1.2 电梯还是一个势能性负载，为了均匀拖动负载，

同的电梯的耗电水平相差可达 8 倍，如果加上电能回馈装

电梯曳引机拖动的负载由载客轿厢和对重平衡块组成，只

置的影响，差距会更大。可见电梯节能降耗工作的广阔前

有当轿厢载重量约为 50%时，轿厢和对重平衡块才相互平

景。

衡，否则，轿厢和对重平衡块就会有质量差，使电梯运行时

5 开展电梯节能降耗的必要性

产生机械势能，也就是说，当电梯质量重的部分下行时是电

我国是一个耗能大国，同时还是一个能源利用率较低

梯曳引机释放机械势能的过程，当电梯质量重的部分上行

的国家，节约能源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事。根据国家特种设

时由电机吸收电网电能转换的机械势能增加。电梯运行中

备主管部门近期的统计和预测显示，我国在用电梯约 170

多余的机械能（含势能和动能），通过曳引机和变频器转换

万台，一部普通的电梯，每天约用电量为 50-150kW/h；按照

成直流电能储存在变频器直流回路中的电容中。此时，回送

每台电梯平均每天用电量约为 80kW/h/ 天计算，每天耗电

到电容中的电能越多，电容电压就越高，如不及时释放电容

约为 1.3 亿 kW/h，每年消耗电量约为 400 多亿 kW/h。如果

器储存的电能，就会产生过压故障或跳闸保护，变频器将停

在每一部电梯上都使用 IPC 电梯专用回馈节能产品，将电

止工作，电梯无法正常运行。

梯处于发电状态的电能回馈电网再生利用，按照平均回馈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变频调速电梯均采用电阻消耗电

节电率 20%计算，每年可为全国节约电量约 80 亿 kW/h。国

容中储存电能的方法来防止电容过压，但是电阻耗能不仅

家有关部门也表示，将在一定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节

降低了系统的效率，电阻产生的大量热量还恶化了电梯控

能电梯。若在新电梯产品上广泛应用永磁同步电机、制动电

制柜周边的环境。电梯回馈节能技术是利用变频器交 - 直

能回馈等节能技术，单机可节电约 30%左右，全国仅新增

- 交的工作原理，将机械能产生的交流电（再生电能）转化

电梯一项每年就可节电 11.75 亿 kW/h 以上，再加上对在用

为直流电，并利用一种电能回馈器将直流电电能回馈至交

电梯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对高耗能电梯实施节能技术改

流电网，供附近其他用电设备使用，使电力拖动系统在单位

造，采用先进的变频控制技术和永磁同步电机可节能 20%

时间内消耗电网电能下降，从而起到节约电能的目的。根据

左右，如果采用能量反馈技术最高可节能 40%，若全国在

我在检验中测算大致可实现节电 30%左右。

电梯按每台平均节能 25%计算，在用电梯改造全国每年节

3.2 更新电梯轿厢照明系统，使用 LED 放光二级管，代

约 60 亿 kW/h，新旧梯加起来可节能 80 亿 kW/h，如按每千

替原先照明灯具，可节约照明用量百分之 90 左右，并大大

瓦时 0.60 元计，全年可节约 50 亿元，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提高灯管寿命。LED 灯具功率一般仅为 1W，无热量，而且

和经济效益。

能实现各种外形设计和光学效果，美观大方。
4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巨大的市场给电梯节能降耗工作
带来强大动力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工程经验首先对高层建筑电梯井
剪力墙模板工程的施工工艺作阐述，重点对电梯井剪力墙

近年，围绕电梯节能技术创新，很多企业和相关单位投
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但开发出一批具有市场价值的节

的模板施工要求进行分析和讨论，以此为保证模板工程施
工质量和满足施工要求，提出个人的几点建议。

能技术与产品，而且也确实在积极推动电梯产品及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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