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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用电梯监督抽查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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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是全国电梯第一大省： 

在用电梯量：60万台，占全国七分之一 

电梯制造企业:超过100家，占全国七分之一 

  2012年-开展广东省电梯安全监管改革（广州、东莞试） 

  2013年全省全面铺开 

 改革重要措施之一：开展在用电梯监督抽查 



一、在用电梯监督抽查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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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用电梯监督抽查着重从查找和发现问题入手，不仅抽查

电梯制造安装、维修及使用维护保养各环节的工作质量，

还对电梯定期检验一周内的电梯进行检验质量抽查，以验

证定期检验机构工作质量和行为规范。 

 



二、在用电梯监督抽查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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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年份 抽查数量 抽查地区 

1 2012 33360 广东省21个地市 

2 2013 46020 广东省21个地市 

3 2014 33334 广东省21个地市 

4 2015 46380 广东省21个地市 

5 2016 20841 广东省21个地市 

广东省在用电梯监督抽查情况汇总表 



二、在用电梯监督抽查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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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各地市开展在用电梯监督抽查情况汇总表 

年份 地市 
抽查 

数量 
年份 地市 

抽查 

数量 
年
份 

地市 
抽查 

数量 

2013 

珠海市 190  
 
 
 
 
 

2014 

广州市 11949 2015 广州市 

8144 花都区 1800 珠海市 3500 

越秀区 1315 从化市 247 

白云区 1955 增城市 798  

深圳市 22000 天河区 2050 番禺区 1756 

海珠区 1300 荔湾区 757 

花都区 957 珠海市 1850 

白云区 1953 番禺区 1021 

天河区 2047 从化区 192 

越秀区 1313 增城区 485 

海珠区 1297 花都区 1205 

萝岗区 558 越秀区 766 

荔湾区 573 

白云区 1109 
南沙开发
区 

304 



三、在用电梯监督抽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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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在用电梯总体质量情况三年对比表 

抽查年度 
抽查数

量（台） 

不符合项目 严重事故隐患和重大问题 

数量(台) 发现率 数量(台) 发现率 

2013年 46020 15479 33.64% 474 1.03% 

2014年 33334 5734 17.20% 255 0.77% 

2015年 46380 7088 15.28% 289 0.62 % 



三、在用电梯监督抽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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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广东省在用电梯抽查不符合项目排序表 

序号 抽查项目 不符合发现率 
1 使用管理 7.73% 

2 紧急照明和报警装置 5.16% 

4 轿厢面积和装修情况 1.96% 

4 驱动主机（老旧梯） 1.19% 

5 维护记录 1.14% 

6 其他严重隐患和重大问题 0.58% 

7 制动装置 0.38% 

8 自动关闭层门装置 0.17% 

9 紧急开锁装置 0.15% 

10 空载运行试验 0.15% 

11 钢丝绳 0.14% 

12 门的锁紧 0.11% 

13 超载保护装置 0.09% 

14 电气安全装置 0.08% 

15 门的闭合 0.05% 

16 上行制动试验 0.02% 

17 电气绝缘 0.00% 



三、在用电梯监督抽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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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广东省在用电梯抽查不符合项目排序表 

序号 抽查项目 不符合发现率 
1 使用管理 9.43% 

2 出入口防护 8.20% 

4 扶手防滑、阻挡、滑行设置 4.82% 

4 梳齿与梳齿板 4.30% 

5 防护挡板 2.53% 

6 紧急停止装置 2.20% 

7 维护记录 2.01% 

8 防夹装置 1.51% 

9 梯级、踏板与围裙板间隙 1.14% 

10 其他严重隐患和重大问题 0.94% 

11 非操纵逆转保护 0.40% 

12 扶手带入口保护 0.16% 

13 超速保护 0.14% 

14 中断驱动主机电源的控制 0.07% 

15 空载制停距离 0.03% 

16 绝缘电阻 0.00% 



三、在用电梯监督抽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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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层门自闭失效 

 

出现此类问题的原因在于维

护保养单位责任心不强，在

日常维护保养中未及时发现

层门自闭装置失效。 

 

 
 



三、在用电梯监督抽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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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层门门锁装置不能自动复位 

        此问题因为维保单位

未及时调整开锁装置的拨杆

位置，造成开锁时有卡阻位，

使层门开锁后保持在开锁状

态。 

 

 
 



三、在用电梯监督抽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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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轿厢防止夹人装置失效，对重缓冲器开关锈蚀失效 

1）存在问题 

轿厢防止夹人装置接线错误，导致失效; 底坑对重侧缓冲器开

关由于长时间没有维护，导致锈蚀失效 

 

2）原因分析 

维护保养单位人员缺乏责任心或能力不足，导致轿厢防止夹人

装置接线错误未能发现； 维护保养单位平时维护不到位或不检

查导致轿厢缓冲器电气安全开关锈蚀失效 

 

 

 
 



三、在用电梯监督抽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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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短接门锁电气安全回路 

      维护保养单位责任心不

强，在层门副门锁损坏的情

况下，没有暂时停用电梯，

待换上新层门副门锁再开梯

运行，而是人为短接了层门

副门锁，让电梯带病运行。 

 
 



三、在用电梯监督抽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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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自动扶梯电源相序人为短接 

        检查电梯相序继电器时发现

继电器相序检测接点的两根接线

并在一起接在其中一个接线桩上，

继续进行电源断错相保护装置试

验，该项功能失效，且继电器本

身是有故障的，这严重隐患原因

是电梯维保单位维修时继电器坏

了之后没有及时更换而是短接触

点使用导致的。 



三、在用电梯监督抽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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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自动扶梯非操纵逆转功能失效 

       维保单位平时维护保养

没有到位；维保单位在日常

维护检查时未能检查出非操

纵逆转保护功能的失效，造

成扶梯在使用过程中存在安

全隐患。 

 
 



四、实施电梯的新规范 

GB7588 第1号修改单 

 

 增加了四项要求 

 1、层门机械强度（7.2.3.1b） 

 2、完整层门组件摆锤冲击试验（7.2.3.7） 

 3、开锁区域外轿门开门限制装置（8.11.2b） 

 4、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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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电梯的新规范 

（1）层门强度 

 7.2.3.1 层门在锁住位置时，所有层门及其门锁
应有这样的机械强度：  

 b）用1000 N的静力从层站方向垂直作用于门
扇或门框上的任何位置，且均匀地分布在100 

cm2的圆形或方形面积上时，应没有影响功能
和安全的明显的永久变形[见7.1（最大10 mm

的间隙）和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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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电梯的新规范 

（2）完整层门组件摆锤冲击试验 

 7.2.3.7 固定在门扇上的导向装置失效时，水平

滑动层门应有将门扇保持在工作位置上的装置
。具有这些装置的完整的层门组件应能承受符
合7.2.3.8 a）要求的摆锤冲击试验，撞击点按
表7和图7在正常导向装置最可能失效条件下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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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电梯的新规范 

（3）开锁区域外轿门开门限制装置 

 8.11.2 为了限制轿厢内人员开启轿门，应提供
措施使：  

 b）轿厢在7.7.1中定义的区域之外时，在开门
限制装置处施加1000 N的力，轿门开启不能超
过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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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电梯的新规范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 

 9.11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  

 9.11.1 在层门未被锁住且轿门未关闭的情况下

，由于轿厢安全运行所依赖的驱动主机或驱动
控制系统的任何单一元件失效引起轿厢离开层
站的意外移动，电梯应具有防止该移动或使移
动停止的装置。悬挂绳、链条和曳引轮、滚筒
、链轮的失效除外，曳引轮的失效包含曳引能
力的突然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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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电梯的新规范 

电梯型式试验规则 

 TSG T7007 《电梯型式试验规则》于2016年6

月6日由质检总局正式发布，质检总局2016年6

月15日发布《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局关于<电梯
型式试验规则>（TSG T7007-2016）实施的意
见》规定，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是《规则》实施过渡期，2018年1月1日起所有

不符合《规则》要求的电梯整机和部件产品型
式试验证书或报告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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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电梯的新规范 

 相对于之前执行的型式试验规则版本，此次正
式发布的《规则》中对各电梯产品的型式试验
要求增加了GB 7588第1号修改的所有要求，以
及EN81:20（GB7588.1）中部分要求，主要有
：层门及轿门旁路装置、门回路检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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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电梯型式试验规则主要内容 

电梯型式试验定义 

 在制造单位完成产品全面试验验证的基础上，
由经核准的承担型式试验工作的检验机构根据
规则的规定，对产品是否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而
进行的技术资料审查、安全性能试验，以验证
其安全可靠性所进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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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电梯型式试验规则主要内容 

产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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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品    种 类    别 品    种 类  别 品    种 

曳引与强
制驱动电梯 

曳引驱动乘客电梯 

电 梯 安
全保护装置 

限速器 

电梯主
要部件 

绳头组合 

曳引驱动载货电梯 安全钳 控制柜 

强制驱动载货电梯 缓冲器 层门 

液压驱动
电梯 

液压乘客电梯 门锁装置 玻璃轿门 

液压载货电梯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

置 
玻璃轿壁 

自动扶梯
与自动人行道 

自动扶梯 
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

电路和可编程电子安全相
关系统 

液压泵站 

自动人行道 限速切断阀 驱动主机 

其他类型
电梯 

防爆电梯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

置 

梯级(踏板)等
承载面板 

消防员电梯 滚轮 

杂物电梯 梯级(踏板)链 



五、电梯型式试验规则主要内容 

下列情况之一的: 

 (1)制造单位首次制造 

 (2)境外制造在境内首次投入使用； 

 (3)产品主要参数超出适用范围； 

 (4)产品型式试验要求中规定的产品配置发生变
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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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2条规定了所有安装使用的电梯
需是经过了型式试验验证的 

3和4规定了安装使用的电梯的主要参数和产品
配置不能超出型式试验证书的范围 



五、电梯型式试验规则主要内容 

证书有效期 

 电梯整梯    --无有效期  

 电梯部件（部件厂制造）  --2年 

 电梯部件（整梯厂制造且自用）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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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电梯型式试验规则主要内容 

证书覆盖原则 

 查看证书的“产品适用参数范围和配置表”，判
断方法如下：  

 1、受检电梯或部件主要参数不超出产品参数
范围适用范围。  

 2、受检电梯或部件主要配置与证书配置表一
致 。 

 

16:11 

27 



五、电梯型式试验规则主要内容 

例子 
(乘客和载货型式试验证书适用覆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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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电梯型式试验规则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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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电梯主要参数： 
(1)额定速度增大； 

(2)额定载重量大于1000kg，且增大。 
 

载货电梯主要参数： 
(1)额定载重量增大； 

(2)额定速度大于0.5m/s，且增大。 



五、电梯型式试验规则主要内容 

配置变化 
 (1)驱动方式 

 (2)调速方式 

 (3)驱动主机布置方式、液压
泵站布置方式 

 (4)悬挂比、绕绳方式改变； 

 轿厢悬吊方式、轿厢数量、
多轿厢之间的连接方式； 

 (6)轿厢导轨列数； 

 (7)控制柜布置区域； 

 (8)室内型向室外型改变 

 

 

 (9)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型式
改变； 

 (10)液压电梯顶升方式(直接
式、间接式)改变； 

 (11)防止液压电梯轿厢坠落
、超速下行或者沉降装置型
式改变； 

 (12)控制装置、调速装置、
驱动主机、液压泵站的制造
单位改变； 

 (13)用于电气安全装置的可
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功
能、型号或者制造单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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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梯型式试验换证工作指引 

型式试验证书转化工作的依据： 

 质检总局2016年6月15日发布的《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局
关于<电梯型式试验规则>（TSG T7007-2016）实施的
意见》（质检特函〔2016〕27号，以下简称27号文）
。 

电梯整机及部件产品型式试验依据：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质检总局）发
布的《电梯型式试验规则》（TSG T7007-2016，以下
简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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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SG T7007-2016电梯型式试验规则 

        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是《规则》实施过渡期。按27号

文要求，原则上《规则》发布后需要继续使用的旧型式试验报告与证书，

企业应在实施过渡期内向原出具证书的型式试验机构提出申请并尽量完

成转化工作。 

转化工作 

直接换证 补充试验 

2018年1月1日起所有不符合《规则》

要求的电梯整机和部件产品型式试验

证书或报告不再有效。 

时间范围 



六、电梯型式试验换证工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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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梯型式试验换证工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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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梯型式试验换证工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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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梯型式试验换证工作指引 

直接换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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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证书覆盖范围 新证书覆盖范围 备注 
额定速度≤0.5m/s 名义速度≤0.5m/s 

新旧证书相同的覆盖项，保
持一致 

提升高度≤7m 提升高度≤7m 
梯路传动方式：链条 梯路传动方式：链条 
工作环境：室内型 工作环境：室内型 
工作类型：普通型 工作类型：普通型 

驱动主机布置方式： 
上置机房 

增加的覆盖项 

驱动主机布置型式和数量： 
上置机房，单主机 

新证书增加的覆盖项按照原
证书当时样梯（品）的配置
填写 

  倾斜角≤30° 

  
附加制动器型式：棘轮棘爪
式 

  
驱动主机与梯级之间连接方
式：链条 



六、电梯型式试验换证工作指引 

补充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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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款号 检验项目 说 明 

1 H6.1 电气装置及保护 全部要求，涉及控制器的更换 

2 H6.2 电梯运行控制 全部要求，涉及控制器的更换 

3 H6.3 安全保护装置和安全防护 

H6.3.7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H6.3.8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 
H6.3.9驱动主机 
H6.3.12安全标记及警告（示）说明 

4 H6.5 层门和轿门系统 
H6.5.5层门机械强度 
H6.5.8层门锁紧和闭合检查 
H6.5.9轿门的锁紧和闭合检查 

5 H6.7 消防返回功能 全部项目 

6 H6.8 机器设备没有安装在机房内的附加要求 H6.8.3紧急操作和动态测试装置 

7 H6.9 配置火灾情况下的电梯特性附加要求 全部项目 

8 H6.10 消防员电梯附加要求（针对控制系统） 

H6.10.5消防员电梯主机和相关设备 
H6.10.6控制系统 
H6.10.7系统供电及转换 
H6.10.8轿厢和层站的控制装置 
H6.10.9消防服务通讯系统 

9 H6.12 电梯IC卡系统 全部项目 

10 H6.13 曳引驱动电梯平衡系数 

全部项目 

11 H6.14 轿厢运行速度 

12 H6.15 曳引能力 

13 H6.16 运行噪声 

14 H6.17 曳引驱动和强制驱动电梯加、减速度 

15 H6.18 曳引驱动和强制驱动电梯轿厢振动加速度 

16 H6.22 平层准确度和平层保持精度 

17 H6.21 安全钳制动试验 
对渐进式安全钳，轿厢装有125%额定载重量以不小于额定速度下进
行 

18 H6.22 超载运行试验 全部项目 

19 H6.23 轿厢超面积货梯的附加试验 全部项目 

20 H6.24 汽车电梯的附加试验 
对于按照200kg/m2来限定轿厢面积的汽车电梯，需轿厢内装载
150%额定载重量进行静态曳引试验，当电梯采用渐进式安全钳时，
轿厢内载有150%额定载重量，按照H6.21进行安全钳制动试验。 



六、电梯型式试验换证工作指引 

序号 设备品种（设备型式） 说 明 

1.   控制柜（仅对垂直电梯） 附件V全部项目  

1.   梯级(踏板)等承载面板 附件Z6.4 防滑性能试验项目 

1.   缓冲器（非线性蓄能型） 附件N6.3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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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梯型式试验换证工作指引 

补充试验地点 

 补充试验可以在企业内试验场地、检验机构试
验场地或使用现场（整机）进行。在现场进行
补充试验的整机必须是企业自主制造的全新样
梯，或者按照《规则》要求进行改造过的已投
入使用旧梯。补充试验在使用现场进行的，企
业需提供经当地监察部门确认的安装告知书或
改造告知书，如是“旧梯改造”还需提供旧梯监
督检验报告等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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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梯型式试验换证工作指引 

补充试验数量与覆盖原则 

 1、补充试验目的是考核电梯制造企业对新法

规和标准贯标后的生产能力是否达到要求，按
27号文提出的“方便快捷、简化程序”要求，对

驱动方式（曳引驱动或强制驱动）相同且将来
采用的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型式也相同的多
个电梯整梯（如曳引式客梯、观光电梯、无机
房客梯、病床电梯），企业只需提供一台样梯
进行补充试验，就可以把多个旧型式试验证书
全部转化为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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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梯型式试验换证工作指引 

 2、补充试验后，新证书的额定速度或额定载

重量等参数覆盖范围取补充试验样梯或原报告
的较小值，且应满足《规 则》的覆盖要求。如
企业原有6m/s，1600kg（实际1000kg）曳引
式客梯证书，现暂时只提供3m/s，800kg样梯
进行补充试验，试验后新证书覆盖范围为3m/s

，1000kg。如果企业将来再有大于3m/s，
1000kg的样梯，可以继续补充试验，不限次数

，每次试验后新证书参数覆盖范围与样梯保持
一致。详情见举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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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梯型式试验换证工作指引 

 3、补充试验后，新证书的覆盖配置范围与原

证书配置相同，新证书增加的覆盖配置取原型
式试验报告中的配置。原报告没有的新增覆盖
配置如“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型式”按补充试
验样梯配置填写。详情见举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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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梯型式试验换证工作指引 

 4、补充试验样梯的参数配置宜与原报告一致

或尽量接近。样梯配置与补充试验项目内容无
关或对补充试验结果影响可以忽略时，该配置
可与原型式试验报告不一致。当补充试验样梯
的驱动主机、控制装置和调速装置供应商与原
报告证书不一致时，需要提供原报告中驱动主
机、控制装置和调速装置制造厂商已满足《规
则》要求的证明材料（一般是按《规则》出具
的新部件证书或其他材料），如果原驱动主机
、控制装置和调速装置不能满足《规则》要求
，则不能写入新证书配置表。详情见举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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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梯型式试验换证工作指引 

 5、企业如需要把补充试验样梯的驱动主机、

控制装置和调速装置供应商增加到新证书的覆
盖表时，应按照《规则》附件H4.2注H-1的要

求，补充与这些配置相关的检验项目，检验合
格后可以在覆盖配置表中增加相关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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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梯型式试验换证工作指引 

举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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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梯型式试验换证工作指引 

某电梯制造企业原有表11中的种电梯产品旧型式
试验证书，现要进行补充试验转化证书，如何操
作？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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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梯型式试验换证工作指引 

序号 

转化前证书覆盖参数如下 

补充实验 

样梯参数 

转化后证书覆盖参数如下 

产品名称 
原证书覆盖 

参数范围 

未来采用的

UCMP型式 
产品名称 

新证书覆盖 

参数范围  

1.   曳引式客梯 
6.0m/s 

1600kg 
抱闸制动器 

3m/s. 

1250kg 

  

曳引式客梯 
3.0m/s 

1250kg 

1.   观光电梯 
2.0m/s, 

1000kg 
抱闸制动器 观光电梯 

2.0m/s, 

1000kg 

1.   无机房电梯 
1.75m/s, 

800kg 
抱闸制动器 无机房电梯 

1.75m/s, 

800kg 

1.   曳引式货梯 
1.0m/s 

3200kg 
抱闸制动器 曳引式货梯 

1.0m/s 

3200kg 

1.   曳引式货梯 
0.5m/s 

5000kg 
夹绳器 

0.5m/s, 

3200kg 
曳引式货梯 

0.5m/s 

32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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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梯型式试验换证工作指引 

举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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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梯型式试验换证工作指引 

举例一中的曳引式客梯经过补充试验后，新证书
配置应如何覆盖？见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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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梯型式试验换证工作指引 

16:11 

50 

原证书覆盖配置范围 补充实验样梯配置 转化后新证书覆盖配置 

产品型号规格 TKJ1600/6.0 产品型号规格 TKJ1250/3.0 产品型号 TKJ 

调速方式 交流变频调速 调速方式 交流变频调速 调速方式 交流变频调速 

驱动方式 曳引式 驱动方式 曳引式 驱动方式 曳引式 

悬挂比 1:1 悬挂比 2:1 悬挂比 1:1 

适用环境 室内 工作环境 室外 工作环境 室内 

驱动主机布置方式和

位置 
上置机房 驱动主机布置方式 井道内上置 驱动主机布置方式 上置机房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

置型式 
作用于曳引轮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

置型式 
作用于钢丝绳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

置型式 
作用于曳引轮 

控制柜安装位置 井道外 控制柜布置区域 井道外 控制柜布置区域 井道外 

原样梯配置（取自原产品资料） 《规则》新增覆盖配置 

绕绳方式 单绕 绕绳方式 复绕 绕绳方式 单绕 

轿厢导轨列数 1列 轿厢导轨列数 2列 轿厢导轨列数 1列 

轿厢悬吊方式 顶吊式 轿厢悬吊方式 底托式 轿厢悬吊方式 顶吊式 

轿厢数量 1 轿厢数量 1 轿厢数量 1 

调速装置制造单位名

称 
A公司 

调速装置制造单位名

称 
D公司 

调速装置制造单位名

称 
A公司 D公司 

控制装置制造单位名

称 
B公司 

控制装置制造单位名

称 
E公司 

控制装置制造单位名

称 
B公司 E公司 

驱动主机制造单位名

称 
C公司 

驱动主机制造单位名

称 
F公司 

驱动主机制造单位名

称 
C公司、F公司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

置型式 
作用于钢丝绳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

置型式 
作用于钢丝绳 



六、电梯型式试验换证工作指引 

 说明：  1）原证书中产品的“型号规格”，在新
证书中改为“型号”，删去规格部分，便于企业
用于覆盖其他规格产品。 

 2）如果转化后新产品证书中调速装置和控制
装置具有多个制造商，那么只能覆盖旧证书中“

调速装置+控制装置”组合和补充试验样机的“调
速装置+控制装置”组合，即表5中只能覆盖A+B

和D+E两种组合，而A+E，D+B组合不予覆盖

；驱动主机具有多个制造商时，可以与调速装
置和控制装置的组合互相覆盖，即表5中可以
覆盖A+B+C、A+B+F、D+E+C和D+E+C四种
组合。 

 

16:11 

51 



16:11 

广东省电梯监督抽查及安全质量情况汇报 

 

谢 谢！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