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白演示
单击输入您的封面副标题



电梯鼓式制动器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治理工作解读

主讲人：佘昆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电梯安全公益宣传专题讲座——



        工作文件

2021年5月12日，广东省市场监

管局转发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

展电梯鼓式制动器安全隐患专项排查

治理的通知（粤市监特设〔2021〕

205号），该通知为高效、有序地推

动广东省范围内电梯鼓式制动器安全

隐患专项排查治理工作顺利开展，提

出了相关要求。



        工作文件

2021年4月8日发文，
专项排查治理时间从
2021年4月至2022年9
月。时间长、内容多



        工作文件

治理活动涉及电梯制造单
位、使用单位、维保单位、
监察机构和检验机构，需
要各司其责。尤其使用单
位落实使用管理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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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背景



本次专项治理工作对象：杠杆鼓式制动器、松闸顶杆

文件解读——专项排查治理对象

杠杆鼓式制
动器

柱塞式
电磁铁

杠杆式
制动臂

单铁芯
双铁芯

同步或
异步

松闸顶杆

伸入式

松闸顶杆

导磁材质

松闸顶杆



工作对象：（在用的）柱塞式电磁铁型式的杠杆鼓式制动器

鼓式制动器（双铁芯） 鼓式制动器（双铁芯单推杆）

电磁铁

鼓式制动器（单铁芯）

文件解读——专项排查治理对象



工作对象：杠杆鼓式制动器（双铁芯）

文件解读——专项排查治理对象



工作对象：杠杆鼓式制动器（双铁芯单推杆）

文件解读——专项排查治理对象

电磁铁



工作对象：杠杆鼓式制动器（单铁芯）

文件解读——专项排查治理对象



非工作对象： 直压式鼓式制动器（块式）
区分关键点：无杠杆式制动臂、两制动器完全独立

文件解读——专项排查治理对象

被制动部件：是制动轮圆柱面 

制动元件：是有导向的压缩弹簧 

力的作用方式：是直接作用于制动轮

外圆柱面。



文件解读——专项排查治理对象

非工作对象： 直压式鼓式制动器（非对称结构）
区分关键点：无杠杆式制动臂、两制动器完全独立



文件解读——专项排查治理对象

非工作对象： 直压式鼓式制动器（内胀式）
区分关键点：无杠杆式制动臂、两制动器完全独立



文件解读——专项排查治理对象

非工作对象： 钳盘式制动器
区分关键点：无杠杆式制动臂、两制动器完全独立

钳盘式制动器：摩擦材料（制动衬）仅能覆

盖制动面摩擦区域的一部分，且制动元件的

作用力以钳夹的方式施加在制动面的盘式制

动器

被制动部件：制动轮，且1个钳盘式制动器

的摩擦材料（制动衬）只盖住了整个制动轮

端面摩擦区域的一小部份；

制动元件：是有导向的压缩弹簧；

力的作用方式：钳夹的方式。

制动钳

带制动盘的曳引轮



文件解读——专项排查治理对象

非工作对象： 轴向盘式制动器
区分关键点：无杠杆式制动臂、两制动器完全独立

轴向盘式制动器：摩擦材料全部覆盖

制动面摩擦区域，且制动元件的作用

力以轴向推压的方式施加在制动面 

的盘式制动器。

被制动部件：是转子（圆盘或半盘）

且转子的端面摩擦区域全部覆盖了摩

擦材料（开了槽的摩擦片转子也视为

摩擦材料全覆盖）。

制动元件：是有导向的压缩弹簧  

力的作用方式：轴向推压的方式。



文件解读——专项排查治理对象

工作对象： 松闸顶杆
区分关键点：插入电磁铁内部松闸，导磁材质



文件解读——专项排查治理对象

两个松闸顶杆单个松闸顶杆

工作对象： 松闸顶杆
区分关键点：插入铁芯内部松闸、导磁

区分松闸顶杆是否导磁，
可以用强磁材料来甄别。
注意松闸扳手不是此次
治理内容。



文件解读——专项排查治理对象

非工作对象： 松闸顶杆（非插入式）
区分关键点：不随铁芯转动



文件解读——专项排查治理对象

非工作对象： 直压鼓式制动器（块式）、盘式制动器的松闸顶杆

直压鼓式制动器（块式、内胀式） 盘式制动器（钳盘式、轴向盘式）



文件解读——专项排查治理对象

非工作对象： 松闸顶杆（带扭簧或其他类似措施可防止随铁芯转动）
区分关键点：不随铁芯转动



文件解读——专项排查治理对象

非工作对象： 松闸顶杆（带扭簧或其他类似措施可防止随铁芯转动）
区分关键点：不随铁芯转动

    松闸顶杆是导磁材质，但是有定位装置（比如使用弹簧）等，使松闸
顶杆在不受松闸扳手扭力的情况下，松闸顶杆也不会随着铁芯运动，那么
这种方式是否可以？如何判别？
（1）制造单位发布正式的文书解释其采取的定位措施（最好是配有图示）
的有效性（必要情况下可以让第三方技术机构进行评估）
（2）检验机构在现场查验时，按照维保单位提供的上面制造单位提供的定
位说明，让维保单位演示一下
（3）确实有效的情况下，可以不进行导磁性松闸顶杆的更换
注意：就是如果不是出厂时设计好的，或者制造单位没有进行设计改造，
仅仅是维保单位提出的改造方式的话，是不认可的。



文件解读——专项排查治理对象

杠杆（臂）鼓式
Lever drum

直压鼓式（块式）
Direct pressure 

drum

钳盘式
Clamp disc

轴向盘式
Axial disc

比例
Ratio%

比例
Ratio%

比例
Ratio%

比例
Ratio%

整机企业
Elevator 

manufacturer

2017 33.89 33.27 32.29 0.55

2018 33.77 33.47 32.04 0.72 

2019 33.50 33.52 32.26 0.71 

主机企业
Drive machine 
manufacturer

2017 34.74 49.46 2.83 12.97 

2018 14.67 68.94 2.56 13.83 

2019 8.52 73.35 2.84 15.28 

制动器企业
Brake 

manufacturer

2017 42.02 33.61 10.92 13.45 

2018 43.48 33.33 13.04 10.14 

2019 39.16 36.75 11.45 12.65 

鼓式制动器
保有量大



杠杆鼓式制动器、柱塞式电磁铁、松闸顶杆存在风险：

（1）制动臂制造缺陷，致使制动臂疲劳断裂；
（2）环境异物进入致使铁芯被卡阻；
（3）封闭橡胶老化脱落致使铁芯被卡阻；
（4）松闸装置设计不良或机械加工精度不足致使两个独立的铁芯同时被卡阻；
（5）对制动器错误的调整使制动能力出现下降或丧失；
（6）铁芯、弹簧等重要材料选用不当，致使制停力下降或丧失；
（7）激励或维持电压过低致使制动器没有完全打开，引起制动摩擦片的过度磨损，
     使制停力下降或丧失；
（8）顶杆（拉杆）螺丝断裂致使制动力下降；
（9）制动器闸瓦的脱落或磨损导致制动能力的下降；
（10）制动臂销轴的锈蚀导致制动能力下降或丧失；
（11）制动弹簧疲劳失效；
（12）钢丝绳的油或驱动主机轴承的油污染了制动盘（鼓），导致制动能力不足；
（13）电机永磁体脱落致使电机激烈震动、制动器过度磨损制动力不足。

文件解读——专项排查治理对象



杠杆鼓式制动器、柱塞式电磁铁、松闸顶杆存在风险：

文件解读——专项排查治理对象



杠杆鼓式制动器、柱塞式电磁铁、松闸顶杆存在风险：

长期使用后，内
部的油污影响铁
芯的运动或阻碍
铁芯的复位速度

文件解读——专项排查治理对象



杠杆鼓式制动器、柱塞式电磁铁、松闸顶杆存在风险：

制动器减振垫属橡胶类产品，
受长期撞击工作，会失效
（噪音变大）。

文件解读——专项排查治理对象



文件解读



    切实落实电梯使用单位安全

主体责任，强化电梯制造单位质

量安全主体责任和跟踪指导责任，

提高电梯维保单位维护保养质量，

消除鼓式制动器安全隐患，大力

提升在用电梯质量安全水平，保

障人民群众安心乘梯。

文件解读——工作目标

使用单位

制造单位 维保单位

鼓式
制动器



   1. 拆解保养鼓式制动器电磁铁。针对鼓式制动器电磁铁在长期工作过

程中内部会产生油泥、铁屑等异物，易造成制动器卡阻的问题，要按照《电

梯维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7）相关规定，对鼓式制动器电磁铁逐

一进行一次拆解保养。

   2. 更换鼓式制动器松闸顶杆。针对鼓式制动器采用铁质等导磁材料的松

闸顶杆在电磁力作用下产生摆动，易引起制动器卡阻的问题，要将鼓式制动

器采用铁质等导磁材料的松闸顶杆更换为铜质等非导磁材料的松闸顶杆。

文件解读——工作内容

解读：对所有在用的
存在风险的制动器



本次专项整治活动的法规依据

解读：新旧电梯维保相关
技术规范中均有对制动器

铁芯的年度保养要求

文件解读——工作内容



   电梯使用单位组织维保单位开展电梯鼓式制动器安全隐患自查和整改工

作（以曳引驱动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为重点，不包括自动扶梯、自动人行

道、杂物电梯），对涉及相关事故或事件的宁波欣达电梯配件厂生产的

DZS800、DZS900、DZS350、DZS200等系列制动器，以及上海富士电梯有限

公司制造电梯所配置的鼓式制动器要重点排查。

    维保单位要及时与电梯制造（改造）单位联系，核实电梯制动器类型

和型号，确定纳入排查治理的范围。

    电梯制造单位应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法》相关规定，对其制造的电梯

安全运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了解，并提供必要的技术帮助。

文件解读——工作方式



   重点排查对象：宁波欣达电梯配件厂生产的DZS800、DZS900、DZS350、

DZS200等系列制动器，以及上海富士电梯有限公司制造电梯所配置的鼓式

制动器要重点排查。

文件解读——工作方式

宁波欣达
DZS800、DZS900、
DZS350、DZS200等
系列制动器

上海富士电梯有限公司出厂
电梯配置的驱动主机制动器
为杠杆鼓式制动器的。
注意：上海富士电梯有限公
司的驱动主机供应商不只一
家！



   重点排查对象：宁波欣达电梯配件厂生产的DZS800、DZS900、DZS350、

DZS200等系列制动器，以及上海富士电梯有限公司制造电梯所配置的鼓式

制动器要重点排查

文件解读——工作方式

    宁波欣达DZS165型和DZS200型制动器

的电磁铁材质方面存在两个问题：

（1）柱塞没有按照图纸要求使用DT4材料；

（2）松闸杆使用了不适当的45号钢材料。

    45号钢是中碳钢，应该属于软磁材料，

在外加磁场中可以被磁化，但去掉外加磁

场后，就基本没有磁性了。



   重点排查对象：宁波欣达电梯配件厂生产的DZS800、DZS900、DZS350、

DZS200等系列制动器，以及上海富士电梯有限公司制造电梯所配置的鼓式

制动器要重点排查

文件解读——工作方式

    2020年12月4日，安徽合肥市华府骏苑小区电

梯冲顶事件，造成一名乘客受伤，该电梯为上海富

士电梯有限公司制造，2011年4月投入使用。调查

报告认定直接原因：制动器内部有铁屑及油污造成

铁芯卡组，使制动器不能完全抱死、制动器失效，

导致电梯冲顶。



  1.关于拆解保养鼓式制动器电磁铁。

    电梯制造（改造）单位应当指定专职责任人，对照本单位销售清单，制定

专项排查治理方案，通过单位网站公示或寄送等方式，公开排查治理范围内电

梯鼓式制动器维护保养技术文档、电磁铁拆解清洗过程演示视频、专项排查

治理方案等材料，并指导维保单位做好制动器拆解保养和安全性能确认。

    对于拆解需要专用工具的，电梯制造（改造）单位应当免费提供专用拆解

工具。

    对于电梯制造单位已明确免拆解的，由电梯制造单位免费进行一次现场专

项检查和确认。（如迅达出厂电梯配置的型号为LED1650008电磁铁，检查和确

认时要告知使用和维保单位，该电磁铁进行整体更换的运行次数或年限）

文件解读——工作方式



2.关于更换鼓式制动器松闸顶杆。

    对采用铁质等导磁材料松闸顶杆的制动器，电梯制造（改造）单位应当

向使用、维保单位免费提供配套铜质等非导磁材料松闸顶杆，并指导维保单

位对铁质等导磁材料松闸顶杆进行更换。

    本次制动器松闸顶杆更换的施工类别属于一般修理。

文件解读——工作方式



自查准备阶段 集中整改阶段 现场查验阶段

时间：2021年7月至2022年9月 时间：2021年10月至2022年9月时间：2021年4月至2021年6月

文件解读——工作进度



文件解读——工作进度

2021年4月 2021年5月 2021年6月

电梯制造（改造)单位
对销售的电梯进行排查梳理，在2021年5月30日前主动公布

专项治理方案，在网站公示或寄送相应鼓式制动器维护保

养技术文档、电磁铁拆解清洗过程演示视频等材料。 

电梯使用单位
组织维保单位对电梯进行全面排查摸底，制定整改方案，并于2021年6月30日前填写

《电梯鼓式制动器专项排查治理自查统计表》

自查准备阶段（2021年4月至2021年6月）



文件解读——工作进度

2021年7月 2022年9月

电梯制造（改造)单位 对于明确免拆解的，免费进行一次现场专项检查和确认。

电梯使用单位和维保
单位

按照制造（改造）单位提供的技术资料要求开展工作，确保电梯处于安全运行状态。
做好制动器电磁铁拆解保养、铁质等导磁材料松闸顶杆更换等相关视频或照片见证。
留存好电梯制造单位在现场进行专项检查的视频或照片见证材料。 

集中整改阶段（2021年7月至2022年9月）



文件解读——工作进度

2021年10月 2022年9月

电梯检验机构或电梯
检测机构

       按照安全技术规范要求（TSG T7001第1.4（2）条），查验制动
器电磁铁拆解保养和铁质等导磁材料松闸顶杆更换情况，并将本机构
查验情况每季度向当地负责使用登记的市场监管部门汇总报送一次。
       对于电梯检测，按照《电梯检测规则》（试行）第2.3条“检测项
目、内容和要求”的要求，增加TSG T7001第1.4（2）条的查验项目。

现场查验阶段（2021年10月至2022年9月）



  （一）切实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电梯使用单位要落实使用管理主体责任，组织维保单位采取针对性措施，

按期完成鼓式制动器排查治理工作。

    电梯制造（改造）单位要积极履行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主动跟踪指导，

密切配合、指导使用、维保单位实施整改，根据需要对相关维保单位进行技

术培训和指导，保证现场作业的安全、有效。

    对属于本次专项排查鼓式制动器范围内的电梯，如其制造（改造）单位

已注销的，相应驱动主机制造单位承担上述工作职责。

文件解读——工作要求



  （二）发挥检验、检测机构技术把关作用。

   电梯检验、检测机构要结合电梯定期检验和检测工作，对本次专项排查整治范围内的制

动器，逐一查验电磁铁拆解保养过程和松闸顶杆更换的视频或照片等见证材料。

    对未落实本次专项排查治理要求的，要按照《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曳引与强

制驱动电梯》（TSG T7001—2009）等安全技术规范中附件A第1.4（2）项的要求，对维保单

位的自行检查记录或报告提出整改意见。待维保单位整改后，方可实施复检。

   对于已实施检验检测改革试点的电梯，承担电梯检验、检测的单位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直接在相应检测情况告知书或定期检验意见通知书提出整改意见）

   电梯检验机构不得以本次专项排查治理工作名义加收任何费用。

根据相关单位的需要，电梯型式试验机应当提供技术支持或咨询帮助。（特别是电梯制造单

位和驱动主机制造单位均已注销的）

文件解读——工作要求



  （三）加强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调动各方力量（辖区内电梯使用、

制造、改造、维保、检验等单位），推进排查治理工作有序开展。

    要进一步强化电梯安全监管，督促使用、维保单位切实落实安全主体责

任，重点加强公众聚集场所和居民小区电梯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有关违法

违规行为，保障人民群众安心乘梯。

文件解读——工作要求



“使用单位的制动器排查情况” 为6月30日前根据使用单位提交的排查统计
汇总而成，但后期执行过程中可能需要在每次上报时，根据检验、检测机构
的实际确认情况进行修正。

文件解读——工作要求



制动器拆解清洁过程



制动器拆解清洁过程

通知使用单位，
并现场操作空
载轿厢向上使
对重完全压缩
缓冲器，断电

测量压缩弹簧
长度后，拆解
并检查、调整
制动臂机械部
分和闸瓦

1 2 3 4 5 6 7 8
拆解、清理电
磁线圈的铜套、
铁芯

重新安装，检
查电磁线圈、
动作监测装置
和机械部分位
置正常

上电，试验电磁
线圈的动作情况，
慢车情况下检查
电磁线圈和机械
部位的动作

确认电梯完全
恢复正常，并
完成现场拆解
清洁过程记录

确认制动器的
制动能力正常

移除作业护栏
等，并将电梯
交付使用单位



 第1步：准备过程
（1）通知使用单位，电梯将进入
保养状态；
（2）在基站轿厢和工作层放置护
栏；
（3）电梯运行到顶楼，再进入机
房，确认轿厢无乘客，使电梯进
入检修或紧急电动运行状态；
（4）电梯在受控情况下向上溜车
至对重完全压在缓冲器上。
（5）切断电梯供电电源，必要时
封堵作业附近的机房开口。

制动器拆解清洁过程

封堵作业附近的机房开口示例



 第2步：检查制动臂组件内容
（1）测量压缩弹簧长度；
（2）在制动臂上卸下开关连接板，
拆前请做相应标记以便组装时按
原有标记调整；
（3）完全松脱制动弹簧调节螺栓，
操作前测量弹簧长度并进行相应
标记，以便安装时按原位置调整；
（4）拆卸关联件，让制动臂松开。
（5）进行机械部件的检查、润滑，
闸瓦的检查。

制动器拆解清洁过程



第3步：电磁铁组件内容
（1）拆下端盖，拆下时在端盖及
壳体上作相应标记；
（2）取出柱塞组件、松闸扳手及
松闸顶杆；
（3）清洗、打磨、除锈、润滑；
（4）更换松闸顶杆（必要时）。

第4步：重新装配
按照与拆解相反的顺序组装电磁
铁，组装时需要确认制动器柱塞
的灵活性、松闸顶杆的灵活性。
。

制动器拆解清洁过程

提醒：
（1）拆解过程要严格执行作业指导文件及相
关资料，动作要轻，不得丢失相关部件。
（2）存在疑问时，可用磁铁测试松闸顶杆是
否具备导磁性。



制动器拆解清洁过程

清洁前 清洁后



制动器拆解清洁过程

65

78

第5步

第8步

第6步

确认制动器的制动能力
正常

第7步

移除作业护栏等，并将
电梯交付使用单位

上电，试验电磁线圈的
动作情况，慢车情况下
检查电磁线圈和机械部
位的动作

确认电梯完全恢复正常，
并完成现场拆解清洁过
程记录

实际操作过程应严格执
行电梯制造单位（改造
单位）、驱动主机制造
单位或拆解清洁的修理
单位的作业指导书文件，
并记录过程信息以便追
溯。



制动器拆解清洁过程

1 4

3 6

2 5

风险1

风险3

风险2

风险4

风险6

风险5拆解可
能存在
的风险

操作过程中，操作人员触

电或机械损伤（例如无机

房电梯轿厢发生运动等

未按作业文件拆解，

导致制动器或驱动主

机发生损坏。

没有按照作业文件要
求进行清洁，或清洁
未达到效果

装配精度不足导致，
装配后制动器电磁
铁动作不顺畅

未有效调整制动器机械
装置，导致制动器力不
足或机械动作不灵活

调整完毕后未有效
检查电梯运行情况。

注意！！由修理单位的胜任人员严格按照作业文件进行现场操作，
是安全有效完成本次制动器治理的根本保证！！



制动器拆解清洁过程——见证材料的留存

到场信息 作业场地信息 拆解信息 清洁信息 作业记录

方式一
照片1：能够识
别操作人员、
地址信息、日
期（建议使用
报纸证明日期）

照片2：能够识
别操作人员和
设备（主机和/
或控制柜及周
围环境，建议
使用报纸证明
日期）

照片3：能够识别
被拆解的制动器电
磁铁的编号或其他
可追溯信息

照片4：能够识别被
清洁的制动器电磁铁
的编号或其他可追溯
信息
（现场免拆解无照片
4）

能够反映作
业内容，作
业结果，作
业人员，时
间，地址，
以及作业后
恢复正常运
行等信息
（如果电子
记录不能满
足要求，应
设计纸质记
录并保存）

方式二 也可拍摄人员和拆解后的制动器电磁铁合
影，背景环境与照片2相符（或照片中可
确认制动器的可追溯信息或现场环境信息）

方式三

视频1：能够识
别操作人员、
地址信息、日
期（建议使用
报纸证明日期）

视频2：能够识
别操作人员和
设备及周围环
境（建议使用
报纸证明日期）

视频3：在相同环境中进行拆解清洁，并
在清洁后重新装配，进行制动能力确认
的视频（视频可不止一段，但背景环境
应可识别为同一台电梯的环境）

（在符合安全操作的前提下，可自拍，也可以使用随拍器械进行拍摄（例如
头戴式摄像头或拍摄架））



    整改过程中现场照片或视频需要反映的信息：日期、操作人员、操作记
录、清洁前铁芯部件、清洁后的铁芯部件。

制动器拆解清洁过程——见证材料的留存

照片1或视频1：能够识别操
作人员、地址信息、日期



    整改过程中现场照片或视频需要反映的信息：日期、操作人员、操作记
录、清洁前铁芯部件、清洁后的铁芯部件。

制动器拆解清洁过程——见证材料的留存

照片2或视频2：能够识别操
作人员、设备（如果设备上
有编号标识应入镜或在视频
中出现）、日期
（对于无机房电梯，建议在
井道外操作装置、控制柜等
有铭牌的位置拍摄照片或视
频）



    整改过程中现场照片或视频需要反映的信息：日期、操作人员、操作记
录、清洁前铁芯部件、清洁后的铁芯部件。

制动器拆解清洁过程——见证材料的留存

照片3或视频3：拆解后，清
洁前的电磁铁及零部件照片
（能够看到制动器的铭牌等
可识别标识）



    整改过程中现场照片或视频需要反映的信息：日期、操作人员、操作记
录、清洁前铁芯部件、清洁后的铁芯部件。

制动器拆解清洁过程——见证材料的留存

照片4或视频4：清洁后的电
磁铁及零部件照片（能够看
到制动器的铭牌等可识别标
识）



制动器拆解清洁过程——见证材料的留存

操作记录应当包含的信息：
（1）设备信息（使用单位、设备使用登记编号）；
（2）驱动主机信息（制造单位、出厂编号）；
（3）作业指导文件信息（文件名、文件编号）；
（4）操作内容简述(可能包括：制动闸瓦更换、机
械零部件润滑、电磁铁拆解清洁、更换松闸顶杆、
等），同时可包括无需拆解清洁的确认工况；
（5）重新装配后的可靠动作和制动能力确认情况；
（6）操作人员的签名确认及日期；
（7）使用单位确认标记。

注意！采用无纸化维保的情况，如果维保管理系统
无法记录以上信息，应制订对应的纸质记录，在记
录完毕后存档（或拍照与前述照片公共存档）。

操作记录示例
仅供参考



  另：电梯制造单位已明确免拆解的，由电梯制造单位免费进行一次现场专

项检查和确认的情况：

维保单位保留以下信息：

（1）第一张照片或视频：能够识别操作人员、地址信息、日期

（2）第二张照片或视频：能够识别操作人员、设备（如果设备上有编号标识

应入境或在视频中出现）、日期

（3）操作记录

制动器拆解清洁过程——见证材料的留存

这里的操作人员
应该包括制造单
位的操作人员



专项治理过程解读



电磁铁

  问题1：本次鼓式制动器隐患排查治理的范围是哪些？

专项治理过程解读

  答：本次鼓式制动器隐患排查治理的范围是曳引驱动电梯中，驱动主机制

动器为柱塞式电磁铁的杠杆鼓式制动器。其典型样式示意图如下：

杠杆鼓式制动器（双铁芯） 杠杆鼓式制动器（双铁芯单推杆） 杠杆鼓式制动器（单铁芯）



  问题1：本次鼓式制动器隐患排查治理的范围是哪些？

专项治理过程解读

  答：插入式松闸顶杆，其典型样式示意图如下：



  问题2：如何判断是否需要更换松闸顶杆？

专项治理过程解读

  答：（1）用磁铁测试松闸顶杆是否和磁铁进

行相互吸引，如果吸引说明松闸顶杆具备导磁性。

（2）部分驱动主机设置了定位措施，即使在松

闸顶杆具备导磁性的情况下，也不会随电磁铁芯

转动。这种情况应当由电梯整机制造（改造）单

位或驱动主机制造单位出具定位措施有效性的技

术说明，并经维保单位和检验单位确认有效后，

可以不更换松闸顶杆。无制造（改造）单位或驱

动主机制造单位的设计说明，维保单位自行采取

定位措施的情况不予承认。



  问题3：本次治理工作中， 的主要工作内容有哪些？

专项治理过程解读

  答：使用单位承担电梯使用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在本次治理工作，使用单位的工

作内容包括：

1.组织维保单位对电梯进行全面排查摸底，制定整改方案，并于2021年6月30日前填

写《电梯鼓式制动器专项排查治理自查统计表》，报送当地负责办理使用登记的

实测监管部门。

2.督促维保单位对需要整改的电梯，按照电梯制造（改造）单位提供的技术资料要

求开展工作，确保电梯处于安全运行状态。

对于改革试点地区开展自检测的使用单位，查验制动器电磁铁拆解保养和导磁材料松

闸顶杆更换情况并按季度向当地负责办理使用登记的市场监管部门汇总报送。



  问题3：本次治理工作中， 的主要工作内容有哪些？

专项治理过程解读

  答：使用单位填写的电梯制动器专项排查治理自查统计表示例：

使用地点是电梯使用登记划分区域内该使

用单位的所有地点，设区的市以区为单位

填报，不设区的市以市为单位填报。例如：

**物业在广州市天河区的所有物业管理小

区，或者**物业在中山市的所有物业管理

小区。维保单位对应使用地点进行填写，

同一地点有多个维保单位的，写到同一编

号。

建议：建议使用单位建一个明细台账（给

出EXCEL表的示例）



  问题4：本次治理中， 的主要工作内容有哪些？

专项治理过程解读

  答：维护保养单位是本次治理工作中的现场作业执行人员，也是更换松闸顶杆（一般修理）

工作的操作单位，维保单位的主要工作内容是：

（1）按照使用单位的组织对电梯进行全面排查摸底，制定整改方案，并于2021年6月30日前

填写《电梯鼓式制动器专项排查治理自查统计表》，报送当地负责办理使用登记的实测监管

部门。

（2）对需要整改的电梯，按照电梯制造（改造）单位提供的技术资料要求开展工作，并按要

求保存过程见证照片/视频和记录，确保电梯处于安全运行状态。

（3）对于需要更换导磁材料松闸顶杆的，办理一般修理相关过程。

（4）对制造单位明确免拆解的杠杆鼓式制动器，留存电梯制造单位在现场进行专项检查的视

频或照片等见证材料。



  问题5：本次治理中， 的主要工作内容有哪些？

专项治理过程解读

  答：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法，制造单位承担电梯安全运行的跟踪和技术指导责任。制
造（改造）单位的主要工作是：
（1）指定专职责任人，对照本单位销售清单，制定专项排查治理方案，通过单位网
站公示或寄送等方式，公开排查治理范围内电梯鼓式制动器维护保养技术文档、电磁
铁拆解清洗过程演示视频、专项排查治理方案等材料，并指导维保单位做好制动器拆
解保养和安全性能确认。
（2）对于拆解过程需要专用工具的，免费提供专用拆解工具，清洗过程需要专用材
料的，如果该材料可以采购到其他等效材料，应当随作业指导文件告知维保单位，否
则应免费提供专用材料。
（3）对于免拆解型制动器，由电梯制造单位免费进行一次现场专项检查和确认，并
在确认记录上签字。
（4）对于需更换导磁松闸顶杆的情况，向使用、维保单位免费提供配套非导磁松闸
顶杆，并指导维保单位对导磁材料松闸顶杆进行更换。



  问题6：制造（改造）单位公开的制动器维护保养技术文档包括哪些内容？

专项治理过程解读

  答：维护保养技术文档应具有的内容（示例）：

  包括风险提示。提示在拆解、清洁、装配过程，以及重新装配安装好后的验证方式

等人员操作和设备安全相关风险内容。如：

 （1）轿厢应被可靠固定；

 （2）拆解过程中应全部断电；

 （3）拆之前要量好弹簧的长度；

 （4）拆解重新安装后，应按照制造单位的要求进行制动力和动作可靠性的验证；

 （5）无机房情况下，井道内的操作注意事项。



  问题7：如何判断制动器属于可拆解清洁或免拆解？

专项治理过程解读

  答：制造（改造）单位或驱动主机制造单位明确声明制动器电磁铁不可现场拆解清

洗，仅能整体更换的属于明确免拆解的情况，此外的全部属于需拆解清洁的情况。

举例：迅达电梯声明所有制
动器产品都不允许拆解，检
查不合格并无法调整到允许
的范围则整体更换电磁铁。
图中是迅达LED1650008型制
动器，这款制动器虽然是内
六角螺栓把端盖封住的，但
是也不允许拆解

如果发现类似宁波欣达
YJ160、YJ240等系列主机
配置的铆接不能拆解的制
动器，而且检查发现动作
不良，应马上更换。



  问题8：如何判断制动器拆解需要的是专用工具还是通用工具？

专项治理过程解读

  答：按照以下办法区分：
（1）市场上是否可以买到成品？能够买到成
品的不算专用工具；
（2）作业指导书中提到的部分耗材（例如专
用润滑油），如果其牌号不是市场上的通用
牌号，制造单位应当说明其是否对应市场上
的通用牌号。否则应当按照松闸顶杆的方式
进行处理。
   建议：如果拆解过程中需要专业工具，制
造单位应当在作业文件中提出的，否则默认
为不需要专用工具。
   维保单位作业过程中发现确实需要专业工
具的，如果和制造单位联系无果，应向监管
机构反映情况。



  问题9：检验机构如何发挥技术把关作用？（如何现场查验？）

专项治理过程解读

  答：（1）检验机构在定期检验时，按照检规T7001第1.4条的要求，检查维保单位

提供的照片/视频，拆解保养和导磁松闸顶杆的更换作业记录，如果照片或视频无法

确认拆解保养和导磁松闸顶杆的更换作业的实际情况或对应样梯情况，应要求维保单

位进一步提供见证材料或进行相应整改。

（2）本机构的查验情况应当按季度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汇总报送。

（3）对于本次专项排查治理期间未进行检验的电梯，按照监管机构的组织进行专项

检查。



  问题10：如果制造（改造）单位或驱动主机制造单位已经联系不上，或联

系上但不配合，维保单位如何处置？

专项治理过程解读

  答：如果出现制造（改造）单位联系不上或者联系上但不配合的情况，维保

单位应保留联系证据，并将情况及时向监管机构反映，请求协助。



  问题11：如果制造（改造）单位或驱动主机制造单位均已不存在，维保单

位如何处置?

专项治理过程解读

  答：制造（改造）单位或驱动主机制造单位均不存在的情况，维保单位可

根据电梯的监督检验资料联系电梯型式试验机构，获取相关资料或技术帮助。



  问题12：维保单位现场拆解清洁操作应至少保留哪些见证材料?

专项治理过程解读

  答：至少应保留下列资料

到场信息 作业场地信息 拆解信息 清洁信息 作业记录

方式一
照片1：能够识
别操作人员、
地址信息、日
期（建议使用
报纸证明日期）

照片2：能够识
别操作人员和
设备（主机和/
或控制柜及周
围环境，建议
使用报纸证明
日期）

照片3：能够识别
被拆解的制动器电
磁铁的编号或其他
可追溯信息

照片4：能够识别被
清洁的制动器电磁铁
的编号或其他可追溯
信息
（现场免拆解无照片
4）

能够反映作
业内容，作
业结果，作
业人员，时
间，地址，
以及作业后
恢复正常运
行等信息
（如果电子
记录不能满
足要求，应
设计纸质记
录并保存）

方式二 也可拍摄人员和拆解后的制动器电磁铁合
影，背景环境与照片2相符（或照片中可
确认制动器的可追溯信息或现场环境信息）

方式三

视频1：能够识
别操作人员、
地址信息、日
期（建议使用
报纸证明日期）

视频2：能够识
别操作人员和
设备及周围环
境（建议使用
报纸证明日期）

视频3：在相同环境中进行拆解清洁，并
在清洁后重新装配，进行制动能力确认
的视频（视频可不止一段，但背景环境
应可识别为同一台电梯的环境）

（在符合安全操作的前提下，可自拍，也可以使用随拍器械进行拍摄（例如
头戴式摄像头或拍摄架））



  问题13：制造（改造）单位提供了作业文件、驱动主机制造单位也提供了

作业文件、维保单位自己也有作业文件，这种情况下按照哪种作业文件执行?

专项治理过程解读

  答：优先执行顺序为：制造（改造）单位作业文件＞驱动主机制造单位作

业文件＞型式试验机构提供的作业文件＞维保单位的作业文件。



  问题14：拆解清洁后，现场无法有效装配或装配后电梯无法正常运行，该

如何处置？

专项治理过程解读

  答：在具备制造（改造）单位作业文件或驱动主机制造单位作业文件的情

况下，现场无法有效装配或装配后电梯无法正常运行，属于维保单位技术能

力不满足《电梯维护保养规则》要求。



  问题15：现场操作人员是否一定是维保单位负责对应电梯维保的人员?

专项治理过程解读

  答：（1）制动器的拆解清洗属于年度维护保养项目，应当有维保单位派人

进行（可以不是对应电梯维护保养的人员，而是同一维保单位其他负责拆解

清洁的技术人员）

（2）更换松闸顶杆属于一般修理，如果维保单位没有技术实力进行，经使用

单位同意，也可以委托其他具备对应电梯修理资质的单位进行。



  问题16：维保单位未与制造（改造）单位或驱动主机制造单位联系，自行

进行拆解清洁是否可以?

专项治理过程解读

  答：维保单位未与制造（改造）单位或驱动主机制造单位联系自行进行拆

解清洁或更换松闸顶杆的，由维保单位承担保障安全的责任。



  问题17：现场拆解清洁应当注意哪些风险?

专项治理过程解读

  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1）操作过程中，操作人员触电或机械损伤（例如无机房电梯轿厢发生运

动等）；

（2）未按作业文件拆解，导致制动器或驱动主机发生损坏；

（3）没有按照作业文件要求进行清洁，或清洁未达到效果；

（4）装配精度不足导致，装配后制动器电磁铁动作不顺畅；

（5）未有效调整制动器机械装置，导致制动器力矩不足或机械动作不灵活；

  （6）调整完毕后未有效检查电梯运行情况。



  问题18：维保单位的拆解清洁工作是否需要和使用单位进行确认?

专项治理过程解读

  答：按照《电梯维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9）第七条，维保记录应

当经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确认。本次制动器拆解清洁属于年度维护保养内

容，更换松闸顶杆属于一般修理过程，操作记录应当经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

员确认。



  问题19：如果制造（改造）单位没有通过网站公开或寄送技术资料的情况，

如何处理?

专项治理过程解读

  答：发现此种情况，维保单位应保留联系证据，立即联系使用单位所在地

的监察机构，请求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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