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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过程安全注意事项

 必须牢记“安全第一”的生产观念，从思想上保持警惕。

 进入施工现场，必须头戴安全帽，工作时穿上合适的工作服和安全鞋，不可戴手镯、戒

指等其它装饰品，严禁在工作时玩耍、打逗、饮酒。

1.1 在井道脚手架上工作，上、下爬行时要注意站稳抓实，每层脚手架中间须搭一根钢管铺两

层脚手片，除非已提供某些防护措施，当工作高度超过 2m 而有坠落危险时，必须戴上安

全带，并紧系在牢固的物体上。当拆除脚手架时，必须把附在木板上的钉子除去或弄弯。

1.2 在每个井道顶部挂两根生命线，用足够强度的支架固定。

1.3 在厅门未安装前，必须在预留洞处设置防护栏，其高度不低于 1.1m，并且张贴醒目的危险

标记。防护栏底部用约 150mm 的踢脚板固定。

1.4 电梯安装时，进出井道须按电梯工程工地施工安全要求进行。

1.5 应避免在井道内的不同楼层进行两项或多项工作,避免立体交叉施工。

1.6 工作区域及周围地区必须保持清洁，任何时间均应防止绊倒，或其他损伤，保持安全的环

境。在留有预留孔的机房内，须用木板固定或重物覆盖预留孔移动，使物体坠入井道。

机 房内承重吊钩须有用户单位出具的承重载荷保证书。

1.7 井道内要有足够的照明，即使在所有的门关闭时，在轿顶面以上和底坑地面以上 1m 处的照

明度均至少为 50lx，严禁使用明火照明或者 220V 电源作照明，必须使用 36 V 以下的电源作

照明。

1.8 当使用易燃、易爆及有害液体时，必须要有足够的空气流通，并有保护措施和设置消防器

材。在现场严禁吸烟和引入火种。如在密封场所，也无通风设施，则必须戴上许可的口罩，

防止溶液接触到皮肤。切勿将氧气、氯气等和这些溶液混合，以免发生爆炸。

1.9 在使用电动工具时，必须保证有可靠而有效的接地，并配有漏电保护器，电动工具不得在

潮湿或水中使用，切不可将电动工具当作其它用途使用。

1.10 气割设备应放置妥善地方，并有《禁止吸烟》标志、消防措施和灭火工具。氧气瓶和乙炔

瓶存放距离不得小于 7m，且远离火源至少 10m。当进行电焊或气割工作时，应提前与业

主防火部门取得联系，申请动火证，操作者必须持有操作证方可动火，动火必须有监

护人 并配备灭火器。防止溶液溅到衣服。

1.11 当放棕绳、钢丝绳、电缆时，人不可钻其中间。

1.12 严禁在电缆、电线、导轨、补偿链上爬行或滑下。

1.13 在轿顶施工作业时须格外小心，要注意观察周围情况，以防电梯突然起动时发生坠落事故。

1.14 未经质检部门验收合格的电梯，无关人员不得随意启动电梯。

1.15 每天工作结束时，检查是否有工具、无用的物品还没有拾起，看看安排的工作是否完成。

检查开关和电源是否关闭。同时应确保防火设备处于良好的顺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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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每个工地上必须备有 急救药箱，逃生路线图。

2 制定工作计划及程序

2.1 安装工艺流程图

图 1-1

设备 电器

加工件制作 专用工具准备

现场清理、按图搭脚手架

动力、照明 设备、材料进场 施工技术交底

设备清点分层运输 井道、建筑检查测量

样板安装，放线测量定位

导轨支架安装厅门设备安装 机房设备安装

导轨吊装，测量校正

配重架安装 轿厢架及底盘安装

曳引绳绳头制作、挂绳

配重块安装 门机、轿厢等安装

缓冲器补偿装置限速绳安装

安装收尾、检查、拆除脚手架

整理安装施工原始记录，交付调试、自检、厂检，报验

井道电缆安装

召唤、指示灯等井道配置

召唤、指示灯盒安装 机房线道配置、接线

井道、厅门放线、接线

轿厢电气设备安装、接线

随行电缆挂放、接 限位安装、接线

校对、对线检查

主机自学习

设备清点分层运输 井道、建筑检查测量

样板安装，放线测量定位

厅门设备安装

熟悉图纸以及技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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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安装说明书中的顺序仅作为一般电梯的安装流程，但不一定是最佳工艺流程的顺序！

3 产品描述

杂物电梯按井道结构型式划分可分为框架结构式和土建结构式，按装载方式划分可分为窗口式

和地平式。杂物电梯由电器部份和机械部分组成，电器部份由曳引机、电控箱、呼梯盒、磁感应器、

极限开关等组成；机械部份由井道框架或导轨支撑架、轿厢、对重、层门等部件组成。

用户应提供的条件：1、杂物电梯的安装、调试与维护应满足 jg135-2000 的相关条款。2、如果轿厢

和对重之下确有人可以进入的空间存在，井道底部的底面载荷应大于 5000n／㎡，将轿厢和对重缓冲

器安装在一直延伸到坚固地面的实心桩墩上。3、足够大的杂物梯安装空间。4、提供三相五线动力

电及照明电源至电控箱。5、井道地面承载不小于 5000n／㎡。6、井道垂直误差不大于正负 20 毫米。

7、在井道的上方，对应于曳引机的位置，应设置检修口，检修口的大小应不小于 800（宽）㎜＆#215;800

（高）㎜，以便维修保养时人员出入。8、电梯控制箱安放位置应便于维修和调试，建议安放在顶层

层门右上方墙壁上或框架顶上。

4 安装前准备

1、熟悉零、部件：根据附图熟悉所要安装的各部件名称；

2、按装箱清单核对接收的物品；

3、核对井道尺寸：根据并道布置图核对层站数、层间距、顶层高度、 底坑深度、 门口预留尺寸、井

道尺寸，确认井道布置图与井道尺寸一致。

5 电梯安装

1、 井道的安装

框架结构式井道的安装：

井道架分为上底（井道架曳引机座）、下底（井道架底座）、横框、井道架角钢。

首先，将下底及井道架角钢，横框放入井道，逐级往上安装横框，直到上底（曳引机座），在越过楼层

时调整井道框架规方和地面垂直，调整井架和井道壁（楼板孔壁）间距（一般为 50mm 左右），在井道

架角钢与楼层板之间用框架支撑角钢焊接，以固定井架。井道架底座用 m10 膨胀螺栓与地面固定。

每层三件横框（没有门口层及顶层均放二件横框），第一件横框距地面约 450 ㎜，第二件横框距地面约

1800 ㎜，该二件横框应处于层门框上下 200mm 左右，用于固定层门，其余一件横框均布于上下楼层间。

土建结构式井道的安装：

按井道图及平面布置图在井道内用焊接方法或膨胀螺栓固定导轨支撑架、曳引机承重梁。

2、 曳引机，缓冲器的安装

将曳引机置于井道架曳引机座上，垫上减震胶垫，安装导向轮。注意曳引机与轿厢方向。用膨胀螺栓

固定对重缓冲器和轿厢缓冲器。通常，轿厢侧缓冲器高度大于对重侧缓冲器

http://www.weee.cc
http://www.weee.cc/tradeinfo/list-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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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土建结构的杂物电梯或载重量 250 ㎏以上的框架结构的杂物电梯曳引机座均应放在承重钢梁上，

该承重钢梁一般采用工字钢，由用户处理，按图纸要求架设在机房内，如没有机房应按井道图要求，

架设在井道中相应的两面墙里（嵌入深度不小 130 ㎜），并用水泥固定。

3、 导轨的安装

安装导轨时，三（或四）根导轨接头不应在同一个水平面内，导轨应垂直于水平面。安装过程中，为

保证导轨的直线度，可在导轨与导轨支承架间加上导轨垫片，安装应在公差范围内（在沿垂直方向上

10m 内误差＆#177;2 ㎜）。导轨连接处按图用导轨连接板进行连接。

4、 轿厢的安装

按图将轿厢上（下）底，侧壁板组装后，放于轿架下底上，上面放轿架上底，并用立侧梁连接组成轿

厢，把轿厢放入框架式井道架内缓冲器上，安装调整左、右侧导靴（固定导靴及弹性导靴）。

开门刀（或电磁自动门刀）通过开门刀支架固定在轿厢上。安装(含支架)。

5、 对重厢和钢丝绳的安装

钢丝绳从曳引轮和导向轮上绕过，两端用绳卡分别连接轿厢和对重厢。在绳卡的上边用分绳器把钢丝

绳理顺。确定钢丝绳长度的方法：可用轿厢和对重厢分别位于最上层和最下层位置时合适的长度来确

定。同时多根钢丝绳的松紧程度可用对重厢上的调节螺丝调节。应保证轿厢或对重压缩缓冲器时，相

应的对重或轿厢不能冲顶。

6、 层门的安装

按图将层门、层门套、层门滑道、门绳、门绳轮等组装在一起，称为层门装置。对于框架结构式，将

层门装置放入框架式井道架内。层门套上下应有两个横框，层门装置上下各有一个层门固定挂板。该

层门固定挂板两端用 m8＆#215;16 螺栓与层门装置的门滑道固定在一起，将

层门固定挂板卡挂在位于层门装置上下方的两个横框上，层门套下沿距地面距离（约 700~800 ㎜）合

适为止，调整层门左右与轿厢一齐，横框与层门固定挂板以及层门固定挂板与铝合金门滑道用 m8＆

#215;16 螺栓拧紧。对于井道结构式，应用层门固定角。该层门固定角一端用 m6＆#215;16 螺栓与层门

滑道连接，另一端与井道内壁的膨胀螺栓（m10）连接起来，从而实现层门装置安装在井道内。

7、 安装厅、轿门联锁开关和层门机械锁(或自动电磁门锁)（见图 4、8）

在每层层门及铝合金滑道的相应位置安装一只厅门联锁开关，使门联锁开关在关门状态下处于闭合位

置，开门状态下处于断开位置。轿门联锁开关安装在上轿门和轿厢上梁上。层门机械锁(或自动电磁门

锁) 安装在层门铝合金滑道的相应位置

8、 安装磁感应器

一般情况下，感应器支架安装在单导轨一侧，当有安全钳装置时，应安装在对重导轨一侧或按图纸指

定位置安装。感应器支架固定在导轨（p4 架构）或轿厢上（p5 架构），固定在轿厢上（p4 架构）或导

轨上（p5 架构），高度约与轿厢等高，通过调整与磁感应器的位置，实现轿厢与层门的平层。

p4 架构时：磁感应器位于导轨上，安装在轿厢上。平层磁感应器最上层和最下层每层 1 件，中间层每

层 2 件，上面的为上行平层磁感应器和下面的为下行平层磁感应器。该两感应器在电气上应为常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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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当有变频控制且层距不一致时，需安装换速感应器 sfv 和换速平层桥板，换速感应器与平层感

应器分列导轨两侧，最上层和最下层每层 1 件，中间层每层 2 件，与平层感应器上下相距 500~800mm。

p5 架构时：磁感应器位于轿厢上，平层桥板安装在导轨上。平层磁感应器 sf2 由两感应器在电气上常

开点串联组成，上面的为下行平层磁感应器，下面的为上行平层磁感应器。当有超差控制时，下行超

差感应器 sf4 和上行超差感应器 sf5 分别位于平层感应器的上、下方，调整其与平层磁感应器 sf2 的

距离即为超差值，与平层磁感应器共用一个平层桥板,该平层桥板每层一个。当有变频控制且层距不一

致时，需安装换速感应器 sfv 和换速平层桥板，换速感应器与平层感应器分列轿厢立测梁两侧，换速

平层桥板最上层和最下层每层 1 件，中间层每层 2 件，与平层平层桥板上下相距 500~800mm。

9、 极限开关和端站开关的安装

极限开关和端站开关安装在导轨上，以顶层层门上横框的下沿为基准，向上 200 ㎜左右处和以底层层

门下横框／地坎的上沿为基准，向下 200 ㎜左右处各安装一只极限开关，分别为上极限开关和下极限

开关。 p5 架构时，需要端站开关，用于计算机确定最低层位置，它安装在下极限开关同侧上方

800~1000mm 处，与极限开关共用一个撞铁，同时端站开关在变频控制时也是强减速开关。

10、井底停止开关盒的安装

应在井道底部选择一合适位置安装该盒，人应能从打开的层门操作该盒上的蘑菇头停止按钮。

11、 机房（轿厢）检修盒的安装

在机房或机罩内或轿厢上一合适位置安装该盒，以方便维修人员检修电梯。

12、井道照明

由用户自己负责，也可在电梯安装过程中，由安装人员协助安装。

13、安装安全钳开关及限速器开关（大于 250kg）

14、 安装光幕控制装置、超重控制装置、轿厢照明、轿厢保温装置等（若有）

按电梯控制原理图、安装图和相应的使用说明书安装接线。

15、控制箱固定于顶部合适位置，按电气原理图和布线图配线，将呼梯盒、门联锁开关、各层磁感应

器、上下极限开关、曳引机及抱闸等与电控箱连接起来，最后，将三相电源与电控箱连接起来。三相

电源、曳引机及抱闸与电控箱连接导线截面积应不小于 2.0 平方毫米。其它导线的截面积应为不小于

0.5 平方毫米。

16、 层站输入信号接线（微机和 plc 通用）：

p4 架构时：层站输入信号可灵活接线以达到显示层数的目的。物理最低层总是从 1 层（f1）开始，但

显示可以为 1 或-1。正常接线时：如层站在 1、2、3 楼，要显示 1、 2、3，则 1、2、3 楼的输入信号

要接在 f1、f2、f3 和 n1、n2、n3 点上。如有越层时，该层信号点可悬空不接。①如：层站在 1、2、4

楼，要显示 1、2、4，则 1、2、4 楼的输入信号要接在 f1、f2、f4 和 n1、n2、n4 点上。②如：层站

在 1、2、4楼，要显示 1、2、3，则 1、2、4 楼的输入信号要接在 f1、f2、f3 和 n1、n2、n3 点上。③

如：层站在 1、2、4 楼，要显示-1、1、3，则 1、2、4 楼的输入信号要接在 f1、f2、f4 和 n1、n2、

n4 点上。④如：层站在 1、2、4 楼，要显示-1、1、2，则 1、2、4 楼的输入信号要接在 f1、f2、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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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n1、n2、n3 点上。以上后两项要设为”-”输出显示，该设置出厂时已调好。大于 5 层时为 7 段码

输出显示。

p5 架构时：请严格按控制原理图、布线图接线。

17、 控制箱显示端子与呼梯盒显示端子对应接线如下（＞5层时选用七段码）：（无—/有—）

控制柜端子 a1- b21 c32 d43 e54 f65 g76 h1 sd xd -24

七段码显示器端子 a b c d e f g h1 s x m

一对一显示器端子 1/-1 2/1 3/2 4/3 5/4 s x m

18、 润滑油的选用

曳引机的润滑油加油的高度应以油窗的油线为准，新曳引机安装运行三个月后应进行换油。经第一次

换油后，每隔一年换油一次。为使曳引机润滑的更好，应选用 220#润滑油或极压蜗轮蜗杆油 n320 或抗

18＃双曲线齿轮油。

导轨、导绳轮选用 4＃m0s2 润滑油脂作为导轨润滑油，将 m0s2 涂抹于导轨上。

严禁曳引钢丝绳上有油，以防打滑造成溜车。

6、 安装后的调试

杂物电梯安装完毕后，应在通电前，用手动盘车的方式，检查确认上下极限开关及楼层感应开关的机

械安装及电气安装是否正确。（从电控箱上用万用表通断情况来判定）在确认安装正确有效的前提下，

方可通电调试。

1． 准备送电运行：确认电锁（ses）、空开（qz）处于断开状态，运行检修开关拨至检修位置（检修

状态，通电后显示器闪烁为正常）。

2． 调整三相电相序：合上电源开关（qzu），空开（qz），检查相序正确否，如相序继电器灯不亮，关

掉电源，请调换 u、v、w 中的任意两相。

3． 确认运行方向：操作电锁（ses）使控制线路得电，点动上行或下行确认运行方向，抱闸是否正常

开闸。如果发现反向运行，则应调整电控箱与曳引机电机连线的相序（um.vm.wm.）。

4． 井道信息确认：点动上行和下行，确认楼层显示，方向灯，厅门门锁能、门连锁、上、下极限动

作，点动运行分别使对重、轿厢停留在各自的缓冲器上时，上、下极限开关保持动作状态，等一切正

常后，将电梯点动至中间层。

5．自动运行调整：断开电锁或空气开关，将检修开关拨至自动运行位置，接通电锁开关或空开，显示

器不应闪烁。如闪烁，说明检修开关仍在检修位置或接触器触点粘连动作停机或初始自动平层时超时

停机，此时应先执行下一步排除故障。然后，逐层呼梯，调整平层精度，测试门联锁和急停开关。最

后断开电锁及空开（qz）。

此时注意，在自动状态下通电，如果轿厢不在平层范围内（p5 要求在最底层），p4 时：电梯将自动下

行到最近的平层停车，p5 时：电梯将自动下行到最底层停车，所以要保证井道的畅通，人员的安全，

另外电梯不要停在 1 层之下，以防启动时自动下行导致极限开关动作。

http://www.weee.cc/search/searchsale.aspx?keywords=%B5%E7%BB%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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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障重新启动：解除各种故障或检修 (显示器闪烁)状态，只有在排除故障后，且将开关拨到运行

位置重新上电，电机才能正常运行。在井道检修时，任何情况下，用专用钥匙可开启层门，便于维修。

危险！注意人身安全，用后立即关闭。

7． 光幕控制装置、超重控制装置、轿厢照明、轿厢保温装置等（若有），请按相应的说明书进行调试。

8． 调整平衡系数

对重侧应加配重砣块，使平衡系数为 0.4～0.5。

平衡系数的计算方法：平衡系数＝（对重重量－轿厢重量）／额定载重量

正常情况下，应依据实际载荷决定配重砣块的多少，并将应放的配重块放入对重厢内。

注：厂家提供的砣块数量是按额定载重提供的，根据实际应用情况不一定全部加入。

8． 调整曳引机制动闸的间隙

曳引机制动轮与制动闸瓦之间隙，在开启状态下小于 0.7 毫米，调整制动弹簧的压力，保证夹紧力，

以提高平层精度。运行前应调整正确，运行一段时间后，应检查并调整到正常值，每隔一段时间应检

查调整一次。

9． 调整曳引绳的松紧

用对重厢上的调节螺丝使两根曳引钢丝绳的松紧程度应相当。运行 1 个月后再重新调整，在使用中，

如发现松紧不一致，应调整。

10．调整平层

杂物电梯的停层及平层位置精度与平层感应器位置的关系很大，在抱闸间隙正确、对重与实际载荷适

当的情况下，调整平层感应器的位置，将决定平层精度的大小，最上层和最下层各一只平层感应器。

中间各层每层两只平层感应器，用来分别调整上行平层和下行平层。

11．调整上下极限开关

上下极限开关是为防止轿厢冲顶和蹲底而设置的。当轿厢处于该位置处时，轿厢上的碰铁（即两端有

斜坡的立侧梁）应使该开关变为断开状态，轿厢离开时该开关应处于闭合状态。

12．井底停止开关

井底停止开关是急停开关中的一种，和其它急停开关（如果有的话）相串联，按电路原理图及井道布

线图连接。

13．调整导靴间隙

在电梯能够正常运行的状态下，调整轿厢的导靴和对重厢的导靴间隙使电梯轿厢和对重厢运行平稳，

轻快，减小运行噪声。

14．电梯警示铭牌

每台电梯均配发相应数量的电梯警示铭牌，应在每个层门入口明显处或轿厢内各贴一张。

7、 日常使用过程中的维护

杂物电梯在日常运行中，应进行相应的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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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曳引机在工作一段时间后，观察油窗加注齿轮油

2、 导轨应保持涂有润滑脂

3、 导绳轮与轴间应保持涂有润滑脂

4、 防止曳引绳上有油脂，以防打滑

5、 当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平层不好的情形时，首先检查曳引机抱闸间隙是否正确及抱闸的夹紧螺

丝是否松动，然后，调整平层磁感应器的位置，保证平层精度。

6、 当出现层门运行卡滞或打不开时，应检查层门锁是否有故障及层门滑块间隙或层门倾斜卡滞，或

门绳从绳轮滑槽脱落。

7、 层门开启或关闭，而占用指示灯不作相应变化，应检查门联锁开关是否有故障。

8、 杂物梯每半年检修一次。

8 电梯安装常用工具表

序号 名 称 规 格 & 型 号 备 注

1 钢丝钳 175mm

2 尖嘴钳 150mm

3 斜嘴钳 150mm

4 剥线钳

5 奶子锤 1kg，2kg

6 铜锤

7 木工锤 0.5、0.75kg

8 钢锯架 300mm

9 凿子 凿墙洞用

10 划线规 150、200mm

11 开孔刀 电线槽用（自制）

12 中心冲

13 挡圈钳 轴、孔用全套

14 套筒扳手 套

15 活动扳手 100、150、200、300mm

16 梅花扳手 套

17 螺丝刀 50、75、150、200、300mm

18 十字螺丝刀 75、100、150、200mm

19 钳工锉 0.5、0.75、1.、 1.7kg

20 十锦锉

21 锉刀 板、园、半圆

22 木锉

23 油枪 200 m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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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喷灯

25 油壶 0.5～0.75kg

26 钢丝刷

27 角尺 100mm，300mm

28 厚薄规

29 钢卷尺 5m，30m

30 钢皮尺 150mm，300mm，1000mm

31 油标卡尺 300mm

32 直尺水平仪

33 弹簧称 0～1.0～20kg

34 秒表

35 转速表

36 钳型电流表

37 万用表

38 兆欧表 电池式（不准用手摇式）

39 电烙铁 75kw

40 电工刀

41 手灯 36V,带护罩

42 手电筒

43 测试电笔

44 电钻 6-11kg，11mm

45 冲击钻

46 气焊工具

47 小型电焊机

48 电焊工具

49 钻头 2.4、3.3、4.5、5、7.2、8.5

50 油压千斤顶 5t

51 手拉葫芦 3t

52 索具套环 0.6、0.1

53 索具卸环 1.4、2.1

54 钢丝绳夹头 Y4-12、Y5-15

55 C 型轧头 50mm，100mm

56 铁丝 0.71mm

57 钢丝 φ2.3mm

58 吊线垂 10～15kg

59 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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