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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函

尊敬的客户 :

关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2021年 4月 9日 发布的

(市场监营忘局办公厅关于开展电梯鼓式制动器安全隐患专项

符至治瑾∶t通知 (市监特设函 (2021)56续 )》 中所述的:“ 2.更

接茧式亏」云t器t闫顶杆c针对鼓式制动器采用铁质等导磁材料的

松间顶矸在电逆 勹作用下产生摆动,易引起制动器卡阻的问题 ,

要l吾鼓式韦Ⅰ动器采用铁质等导磁材料的松闸顶杆更换为铜质等

三三导
=材

料的松闸顶杆
”。对此我司说明如下 :

我公司生产的电梯曳引机 ,使用的鼓式制动器松闸结构因松

′
手了杆设有转动自动复位定位装置,松闸顶杆在电磁力作用下不

会产生摆动,制动器不会存在卡阻的问题 ,日 常使用请参照我司

(电梯曳引机使用维护说明书》定期对制动器进行维护、拆解保

养即可,特此说明 !

刊动系统结构简图及材料明细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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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制动系统结构简图及材料明细

位装置 专il动器底座 手动开闸芯轴 线圈架 线圈

制动推杆

抱闸微动开关
母

微动开关
制劫弹簧 制动拉扦

微动开关底座

制动臂

制动器微动开关检测 :磁 力器不供电,闭 合:砬力器供电,断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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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器材料明细表

序号 名称 数 量 削料

微动开关底座 A3

微动开关调节螺丝 45

抱间微动开关

制动推杼 ZQsn10-1

刮动器瑞座 llT200

制动器底座 铝合金

手动开间芯轴 45

线圈架 铝合金

线 圈 漆包线

10 衔铁 DT4

11 开闸手柄 45

12 制动器端座压盖 DT4

13 |I艮位螺丝、螺母 45

1圭 制动弹簧 60SizMn

15 制动拉杆 45

1o 制动臂 QT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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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说明书适用： 

YJVF（变频调速）、YS（交流双速）系列电梯曳引机使用 

制动器结构示意图 

序号 名称 材料 序号 名称 材料 

1 制动器底座 铝合金 9 衔铁 DT4 

2 开闸手柄 45# 10 减振垫 橡胶 

3 手动开闸芯轴 45# 11 卡簧 

4 限位装置 12 制动推杆 铜 

5 复位装置 13 推杆弹簧 60SizMn 

6 制动器端座 HT200 14 微动开关 

7 线圈组件 15 螺钉 

8 制动器端座压盖 DT4 

电梯鼓式制动器维护保养、拆卸清洗工作指引
中文版本. Ver1.1
文件编号. OEC/QM-C-JS-07

广东奥尔斯电梯有限公司 日期 202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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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动系统的维护保养 

1.1 制动器的维护保养周期 

制动器的拆解维护保养间隔时间为 12 个月，如使用环境恶

劣（潮湿、腐蚀及高温等）应根据现场情况缩短周期；制动系

统必须进行周期检查，检查间隔为 1 个月，基本检查项目内容

如下： 

（1）手动松闸的灵活性； 

（2）各处的紧固螺栓、螺钉、螺母有无松动； 

（3）各表面的生锈情况； 

（4）制动力矩是否足够； 

（5）制动臂下支点销轴加机油润滑； 

（6）制动轮毂表面是否有黑色碳化物及油污； 

（7）摩擦片厚度不得小于 7mm； 

（8）制动推杆的动作是否灵活； 

（9）制动器的剩余行程是否满足要求（剩余行程的极限值不得

小于 0.5mm）。 

制动器每工作 200 万次或噪声变大时，应及时更换电磁

铁两端的减振垫； 

如曳引机超过 6 个月不使用且存放在潮湿的环境，则使用

前也应检查制动器内部是否生锈，若生锈应及时处理或更

换相应零部件。 

电梯鼓式制动器维护保养、拆卸清洗工作指引
中文版本. Ver1.1
文件编号. OEC/QM-C-JS-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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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动器的拆解与组装 

进行制动器拆解前，必将空载轿厢慢车开至井道顶部 ，且将
对重放到缓冲器上，不得移动，否则可能发生溜车事故。 

只有经过正确培训和指导的维保人员才能进行该操作。 

2.1 制动器的拆卸 

 将图 1 中序 1、序 2 左右两侧的锁紧螺母、限位螺栓松开（完
全脱离接触面），将序 3 的两个连接螺栓松开取下，将制动器电
源线和微动开关的引线分别从接线端子卸下，制动器便可从机
座上拆卸下来。 

图 1 

电梯鼓式制动器维护保养、拆卸清洗工作指引
中文版本. Ver1.1
文件编号. OEC/QM-C-JS-07

广东奥尔斯电梯有限公司 日期 202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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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制动器的拆解 

步骤 1：拆除微动开关底座螺钉 1，

拆下微动开关组件 2； 

步骤 2：拆除端盖螺钉 3，将端座 4

整体与底座分开； 

步骤 3：将衔铁、端座压盖 5 与端座 

分开; 

步骤 4：拆除卡簧 6、取出弹簧 7、端 

  座压盖 8； 

  步骤 5：拆除制动推杆 9，取出减振垫 

10（注意：此步骤在减振垫需更换时 

使用）。 

另一边按上述相同步骤拆解即可 

电梯鼓式制动器维护保养、拆卸清洗工作指引
中文版本. Ver1.1
文件编号. OEC/QM-C-JS-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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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制动器内部检查和维护 

零部件 检查项目 处理方法 

减振垫 减震垫是否完整，是否有破损 若损坏须进行更换 

衔铁 铁芯外表面是否有油污、粉尘和

锈蚀 

1. 用抹布擦净

2. 用细砂纸（600#以上）打磨

3. 如锈蚀严重无法修复的必须更换

制动推杆 

推杆外表面是否有油污、粉尘和

锈蚀，端面是否有凹坑（与限位

螺栓接触的端面） 

1． 用抹布擦净 

2． 用细砂纸（600#以上）打磨 

3． 如锈蚀严重无法修复的必须更换 

4． 如凹坑深度大于 1mm，应立即更

换推杆 

端座压盖 

接触面是否有油污、粉尘和锈蚀，

特别注意内孔（与制动推杆配合

的孔）的磨损程度  

1． 用抹布擦净 

2． 用细砂纸（600#以上）打磨 

3． 如内孔磨损严重应立即更换压盖 

线圈组件 内腔处是否有油污和粉尘 
1． 用抹布擦净 

2． 用细砂纸（600#以上）打磨 

2.4 制动器组装 

所有部件按要求维护、清洁完毕后，请按拆解步骤逆 

序装配。（注意：两侧的衔铁与压盖组件不可混装，微动开 

关螺孔相对安装位置） 

制动器组装完毕后，如下图所示检查制动推杆灵活度。（同
时按压左右两边制动推杆到行程极限后松手，制动推杆回弹
应灵活平顺，无卡阻现象）。 

电梯鼓式制动器维护保养、拆卸清洗工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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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动系统的调试 

完成制动器的检测和维护保养后，需对制动系统进行调试，确

保制动力矩和制动间隙大小合适，从而保证电梯正常运行。 

制动系统的调试请参照我司《电梯曳引机使用维护说明书》中

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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