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91.140.90 

Q 78 

       
中 国 电 梯 协 会 标 准 

T/CEA 0031—2022 

       

 

 

电梯无接触器控制技术基本要求 

Basic requirements for contactless control technology for lifts 

 

 

 

2022-08-16发布 2023-03-01实施 

中国电梯协会    发 布  





T/CEA 0031—2022 

I 

目  次 

前  言 ............................................................................ II 

引  言 ........................................................................... I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基本要求 ........................................................................... 3 

5 使用无接触器控制技术电梯的检验与检测 ............................................... 5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电梯安全相关的可编程电子系统(PESSRAL) .......................... 6 

A.1 通用措施 ......................................................................... 6 

A.2 特定措施 ......................................................................... 6 

A.3 失效控制的可用措施描述 ........................................................... 6 

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STO 模块设计方案举例 ............................................ 7 

B.1 总则 ............................................................................. 7 

B.2 STO 结构举例 ..................................................................... 7 

 



T/CEA 0031—2022 

II 

 

前  言 

本标准按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电梯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 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 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蒂升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建研机械检验检测（北京）有限公司，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沈阳

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远志科技有限公司，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奥立达电梯有限公司，浙江智菱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日立楼宇技术（广州）

有限公司，曼隆蒂升电梯有限公司，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沃克斯迅达电梯有限公司，东南电梯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新马电梯有限公司，宁波申菱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快客电梯有限公司，广东广菱电梯有

限公司，巨龙电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刘宇，赖志鹏，季荣斌，顾伟卿，范大颖，张兴华，杨永宏，华福虎，董立鹏，

赵碧涛，韩鹏，顾德仁，吉涛, 顾信鹏，施群鸿，吴达彪，蒋挺飞，冯良，周鑫，吴开斌，陈国芳，赵震，

周晟，姜宗军，邵灵明，查华斌，葛晓敏，冯存涛，白银河，时圣旭，陆晓春，周健军，陈羽波 



T/CEA 0031—2022 

III 

引  言 

0.1 总则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也在日益进步，电梯已经成为了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一部分，同时对于电梯安全要求也越来越高。电梯控制技术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其中一个发展方向

就是机械部件电子化。“接触器”既是电梯控制系统的关键部件也是电梯安全的保护部件，但接触器的应用

同时也有此器件本身特性带来的不足，于是就有了“电梯无接触器控制技术”这一方向。无接触器电梯将能

够解决当前传统电梯受到接触器制约的许多问题，例如： 

a） 无接触器电梯控制柜的体积将会减小 

b） 无接触器电梯的故障率将会降低 

c） 无接触器电梯的寿命也将提高 

d） 无接触器电梯噪音也将降低 

编制本标准的目的是通过标准的形式提出无接触器控制技术应用在电梯的基本要求，达到保证电梯安

全的目的。本标准主要依据GB/T 7588.1—2020和GB/T 7588.2—2020中有关要求进行编制，并提出了采用

无接触器控制技术控制系统中的要求。 

0.2 概述 

本部分所述的无接触器控制技术均需要采用PES或安全电路来实现，要满足功能安全相关的标准要求。

其中的要求包含两部分： 

a） 无接触器控制技术安全电路模块的要求 

b） 使用无接触器控制技术的系统性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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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无接触器控制技术基本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曳引式电梯，其他类型电梯可参照本标准要求进行设计。 

本标准中无接触器控制技术包含安全转矩取消（STO）技术和制动器安全控制（SBC）技术。 

本标准内容包含适用于采用无接触器控制技术控制柜的安全模块的要求和采用无接触器控制技术

的电梯控制系统的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订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588.1—2020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 1 部分：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 

GB/T 7588.2—2020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 2 部分：电梯部件的设计原则、计算和检验 

TSG T7007 电梯型式试验规则 

GB/T 35850.1—2018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相关的可编程电子系统的应用 第1部分：

电梯(PESSRAL) 

GB/T 12668.502—2013调速电气传动系统第5-2部分：安全要求功能 

GB/T 20438.1 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功能安全 第1部分：一般要求 

GB/T 20438.2 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功能安全 第2部分：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

全相关系统的要求 

GB/T 20438.4 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功能安全 第4部分：定义和缩略语 

3 术语和定义 

3.1  

无接触器控制技术 contactless control technology 

将传统电梯控制系统中的接触器以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和（或）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形式

代替的技术。 

注1：本部分专指STO和SBC技术。 

 

3.2  

电气传动系统(安全相关) PDS(SR) 

适用于安全相关应用的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3.3  

安全转矩取消 safe torque off ;STO 

能够引起转动(或运动,如果是直线电动机)的电源不被应用到电动机。 PDS(SR)系统将不对产生转

矩(或力,如果是直线电动机)的电动机提供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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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制动器安全控制 safety brake control ;SBC 

切断制动器电流的电气安全装置。通常使用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和（或）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

的模块来达成此功能。 

 

3.5  

安全完整性等级 safety integrity level ;SIL 

一种离散的等级(四种可能等级之一),用于规定分配(整体或部分)给 PDS(SR)的安全功能的安全 

完整性要求。SIL4是安全完整性的最高水平,SIL1是安全完整性最低水平 

注1: SIL表明了各种因素导致失效（随机的硬件失效和系统性失效）的失效率，这些失效将导致不安全

状态，如：硬件失效，软件导致的失效，电气干扰导致的失效。 

注2：对于本部分，SIL3为电梯应用的最高安全完整性等级。 

 

3.6  

故障裕度  fault tolerance 

在出现故障或错误的情况下，功能单元继续执行一个要求功能的能力。 

注：硬件故障裕度N意味着N +1次故障就可能引起安全功能的丧失。 

 

3.7  

安全功能 safety function 

针对特定的危险事件，为达到或保持受控设备(EUC)的安全状态，由E/E/PE安全相关系统、其他技术安

全相关系统、其他技术安全相关系统或外部风险降低设施实现的功能。 

[GB/T20438.4—2006,定义3.1.9] 

 

3.8  

安全失效 safe failure 

不可能使安全相关系统处于潜在的危险或丧失功能状态的失效。 

[GB/T20438.4—2006,定义3.6.8] 

 

3.9  

危险失效 dangerous failure 

使安全相关系统处于潜在的危险或丧失功能状态的失效。 

[GB/T20438.4—2006,定义3.6.7]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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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编程电子系统 programmable electronic system；PES 

基于一个或多个可编程电子装置的控制、防护或监视系统，包括系统中所有的元素，诸如电源、传

感器和其他输入装置，数据高速公路和其他通信路径，以及执行器和其他输出装置（见图1）。 

可编程电子

（见注）

通信输入接口A-D转换器

输入装置

（如传感器）
输出装置/最终元件

（如执行器）

输出接口D-A转换器
PES的范围

 

 图1 PES基本结构 

注：可编程电子位于图的中央位置，但在PES中可位于几个不同的位置。 

 

3.11  

电梯安全相关的可编程电子系统 programmable electronic system in safety-related applications for 

lifts 

PESSRAL 

基于软件的PES在电梯安全相关系统中的应用 

4 基本要求 

4.1 无接触器控制技术的通用要求 

4.1.1 无接触器控制技术实现的通用要求 

4.1.1.1 无接触器控制技术应满足 GB/T 7588.1—2020 中 5.9.2.5.4 c)、d)和 5.9.2.2.2.3 a）2）的要求，

采用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和（或）电梯安全相关的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来实现。 

4.1.2 采用含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方案的 STO、SBC 模块的设计要求 

采用安全电路方案的无接触器控制技术的模块应满足 GB/T 7588.1—2020 中 5.11.2.3 的要求。 

4.1.3 采用 PESSRAL 方案的 STO、SBC 模块的设计要求 

4.1.3.1 采用 PESSRAL 方案的无接触器控制技术模块应满足 GB/T 7588.1—2020 中 5.11.2.6 的要求。 

4.1.3.2 安全完整性和硬件故障裕度的要求 

STO 模块的安全完整性等级应达到 SIL3，且硬件故障裕度应至少为 1。 

SBC 模块的安全完整性等级应达到 SIL3，且硬件故障裕度应至少为 1。 

4.1.3.3 电梯安全相关的可编程电子系统（PESSRAL）的设计原则 

电梯安全相关的可编程电子系统应满足GB/T 7588.2—2020 附录B.1规定的适用于所有 SIL等级的

安全功能的要求。此外，对于 SIL 等级 1、 等级 2 和等级 3， 所需的特定措施分别见 GB/T 7588.2—2020 

附录 B.2.1、 B.2.2 和 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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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见引用本部分的标准的规定。 

4.2 使用无接触器控制技术控制系统的安全要求和保护措施 

4.2.1 安全转矩取消（STO） 

4.2.1.1 前提条件 

STO 技术应该应用于静态元件供电和控制的交流或直流电动机的电梯上。 

4.2.1.2 安全功能 

 当电气安全装置动作时， STO 模块断开电动机的供电，防止驱动主机再启动。 

4.2.1.3 安全状态 

STO 模块处于断开电动机供电的状态，并把此状态传递给控制系统。 

4.2.1.4 监测功能 

采用 STO 技术的电梯控制系统应具备监测功能。满足： 

a） 在电梯停止时，应监测 STO 模块的工作状态，最迟到下次启动前，当 STO 模块出现无法断开

电动机电流的故障时，应防止电梯再启动。 

b） 在电梯运行时，应监测 STO 模块的工作状态，当 STO 模块出现故障时，应使电梯立即停止运

行，并防止电梯再启动。 

c） 监测功能发生固定故障时，应使电梯立即停止运行，并防止电梯再启动。 

4.2.1.5 复位 

采用 STO 技术的电梯应定义相关的故障类型，并根据故障类型定义复位人员和复位方式。 

当电梯发生相关故障后，应根据维护手册中描述的操作方式复位电梯。 

4.2.1.6 残余风险的保护 

电梯控制系统宜有 STO 模块的残余风险（如 STO 模块和静态元件都无法断开电动机的供电）的保

护机制，当安全功能丧失时，控制系统宜切断制动器电流并停止转矩输出的控制。 

4.2.2 制动器安全控制（SBC） 

4.2.2.1 安全功能 

当电气安全装置动作时， SBC 模块切断制动器的电流。 

4.2.2.2 安全状态 

SBC 模块处于切断制动器的电流的状态，并把此状态传递给控制系统。 

4.2.2.3 监测功能 

采用 SBC 技术的电梯控制系统应具备监测功能。满足： 

在电梯停止和启动时，应监测 SBC 模块的工作状态，当 SBC 模块发生故障时，应切断制动器电流，

并防止电梯再运行。即使监测功能发生固定故障，也应具有同样结果。 

4.2.2.4 复位 

SBC 模块发生故障后，只能由胜任人员恢复电梯的正常运行。 

4.2.2.5 残余风险的保护 

电梯控制系统应有 SBC 模块的残余风险（如 SBC 模块无法切断制动器电流）的保护机制，当安全

功能丧失时，应采用对策避免人员和电梯设备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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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无接触器控制技术电梯的检验与检测 

5.1 通则 

使用无接触器控制技术的电梯应按照 TSG T7007 进行电梯型式试验，应参照 TSG T7001-TSG 

T7004 要求进行检验。其中涉及无接触器控制技术的检验和检测，可参照本标准中 5.2 和 5.3 进行。 

5.2 使用无接触器控制技术的电梯的型式试验 

5.2.1 安全模块的型式试验应按照 TSG T7007 附件 R 的要求进行型式试验。 

5.2.2 对安全模块的安全功能和安全状态进行验证。 

5.2.3 验证电梯正常运行和停止时，安全模块的正确动作。 

5.2.4 对监测装置的监测功能进行验证。 

5.2.5 验证 4.2.1.5 和 4.2.2.4 中安全模块的故障和故障后复位方法的正确性。 

5.3 使用无接触器控制技术的电梯的检验方法 

5.3.1 模拟监测功能发生固定故障时，电梯立即停梯不能再运行。  

5.3.2 验证监测功能发生固定故障后复位方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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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电梯安全相关的可编程电子系统(PESSRAL) 

A.1 通用措施 

A.1.1 避免和检测故障的通用措施——硬件设计 

应符合 GB/T 35850.1—2018 中表 A.1 的规定。 

A.1.2 避免和检测故障的通用措施——软件设计 

应符合 GB/T 35850.1—2018 中表 A.2 的规定。 

A.1.3 设计和实现过程的通用措施 

应符合 GB/T 35850.1—2018 中表 A.3 的规定。 

A.2 特定措施 

A.2.1 符合SIL1的特定措施 

应符合 GB/T 35850.1—2018 中表 A.4 的规定。 

A.2.2 符合SIL2的特定措施 

应符合 GB/T 35850.1—2018 中表 A.5 的规定。 

A.2.3 符合SIL3的特定措施 

应符合 GB/T 35850.1—2018 中表 A.6 的规定。 

A.3 失效控制的可用措施描述 

应符合 GB/T 35850.1—2018 中表 A.7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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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STO 模块设计方案举例 

B.1 总则 

本章以安全转矩取消(STO)安全功能的模块为例，描述了STO系统所需的要求及结构组件框图。 

B.2 STO结构举例 

B2.1 总则 

传统的变频器依靠微处理器输出 PWM 信号控制 IGBT 的开通和关断，从而控制电机的转矩，如图 B.1

所示。 

 

图 B.1 变频器驱动电机原理 

STO 模块通过切断驱动 IGBT 模块的 PWM 信号来关断变频器的电流输出，实现可靠切断输出电路的安

全功能。系统框图 B.2 如下所示: 

 

图 B.2 带 STO 功能的系统框图 

本示例要求如下： 

 —SIL3 

—连续运行模式 

STO 被分成三个独立的子系统：双通道子系统 A/B、电源/电压监控子系统 PS/VM 和监控子系统 MCU，

如下图所示： 

Upper driver

Lower driver

MOTOR

UHG

VHG

WHG

ULG

VLG

WLG

Micropro
cessor

Micropro
cessor

Upper driver

Lower driver

MOTOR

UHG

VHG

WHG

ULG

VLG

WLG

STO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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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A/B”

STO通道A和B

子系统“PS/VM”

电源和电源监控器

STO-A

STO-FB

STO-B

供电电源

子系统“EN”

监控子系统

 

图 B.3 STO 模块详细框图 

说明： 

STO-A:STO 触发输入通道 A 

STO-B:STO 触发输入通道 B 

STO-FB:STO 反馈输出 

 

B2.2 子系统 A/B 

通过把子系统 A/B 模型化，STO 的安全功能需要通过双通道来执行，以达到硬件故障裕度 1 的要求。

这个子系统的执行需满足以下关于安全功能的系统特性： 

—B 型（复杂的硬件） 

—硬件故障裕度 1（双通道执行） 

针对 B 型子系统结构，为了达到 SIL3 和硬件故障裕度 1，安全失效分数 SFF 必须至少为 90%。 

CS
UC2844BD

STO-A

MCU

STO-B

sto1_en

sto2_en

 

图 B.4 子系统 A/B 模块 

B2.3 子系统 PS/VM 

对于安全功能 STO，子系统 PS/VM 内含有一个带有专用的监控器的通道。图 B.6 表面子系统被进一步

分成两个模块功能，一个为内部电源 PS，一个为电压监控器电路 VM。 

电源要求可以参考 GB/T 20438.2 表 3 和表 A.9 电源的诊断措施。 



T/CEA 0031—2022 

9 

电压监

控器

供电电源 VCC内部电源

 

图 B.5 子系统 PS/VM 模块 

B2.4 子系统 EN 

通过把子系统 EN 模型化，STO 的安全功能需要通过双通道来执行，以达到硬件故障裕度 1 的要求。这

个子系统的执行需满足以下关于安全功能的系统特性： 

—B 型（复杂的硬件） 

—硬件故障裕度 1（双通道执行） 

针对 B 型子系统结构，为了达到 SIL3 和硬件故障裕度 1，安全失效分数 SFF 必须至少为 90%。 

LOGIC A LOGIC B
PWM 

input

sto2_ensto1_en

PWM 

output

 

图 B.6 子系统 EN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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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所要求达到的性能指标，应由采用本标准的制造企业在设计制造过程中自行进行验证测

试，并对销售的产品作产品符合性声明。 

本文件由中国电梯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电梯协会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上海贝思特电气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

司、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杭州奥立达电梯有限公司、杭州和山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威尔曼

科技有限公司、巨龙电梯有限公司、苏州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杭州新马电梯有限公司、迅达（中

国）电梯有限公司、宁波力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蒂升电梯（上海）有限公司、康力电梯股份有限

公司、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恒达富士电梯有限公司、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建研机械检

验检测（北京）有限公司、西继迅达电梯有限公司、广东寰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人通力电

梯有限公司、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麦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快客电梯有限公

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昀、尹大军、谢宝富、高川、江华云、胡晓鹏、刘晶、李齐良、樊文项、

夏琼、洪於、凌敏芝、叶建平、王力虎、吴益平、陆荣臻、麦军明、吴思妮、沈丹、雷树礼、周春

明、赵亚培、周志、郑力立、韩鹏、李昊、魏荣良。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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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针对疫情,各电梯及部件制造单位迅速推出了非接触外呼系统,抗菌面板和按钮,紫外线消毒系

统,除菌空气净化系统等健康电梯选项功能。但是,行业缺乏统一、明确和可操作的健康电梯标准。

行业急需健康电梯相关标准指导设计、制造、使用和维护保养。进而便于客户选择具有健康功能的

电梯，以便于提高电梯健康水平，降低疾病传播，提高电梯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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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电梯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健康电梯的功能、分类、技术要求、检测规则及要求、日常管理要求、产品安装

使用和维护要求及产品的标志、包装、运输、储存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乘客的保护。 

本文件适用于健康电梯的新建、改建和扩建。 

其他类型电梯可以参考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T 7024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GB/T 7588.1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第 1 部分：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 

GB 16899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 37488 公共场合卫生指标及限值  

GB 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 

GB/T 10058 电梯技术条件 

GB/T 36750 家用防灾应急包 

GB 21551.4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 电冰箱的特殊要求  

GB 21551.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 抗菌材料的特殊要求 

GB/T 18204.2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GB/T 38502 消毒剂实验室杀菌效果检验方法 

GB/T 38504 喷雾消毒效果评价方法 

GB/T 38496 消毒剂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和方法 

GB/T 38499 消毒剂稳定性评价方法 

3术语和定义 

GB/T 7024、GB/T 7588.1、GB 1689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健康电梯 healthy elevators 

限制细菌、病毒、粉尘等有害物质的传播，避免乘客健康受到威胁，提高乘客乘梯体验的电梯。 

3.2  

http://www.kqjc123.com/hbbz/142017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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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层按钮 floor button 

用于登记或取消目的楼层指令的电梯操作按钮。 

3.3  

轿厢操纵箱 car operation box 

安装于电梯轿厢内,用于操纵电梯运行的装置。 

3.4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Central air conditioning and ventilation system 

为使封闭空间空气温度、湿度、洁净度和气流速度等参数达到设定要求而对空气进行集中处理、

输送、分配的所有设备、管道及附件、仪器仪表的总和。 

3.5  

空气净化器 air cleaner 

对空气中的颗粒物、气态污染物、微生物等一种或多种污染物具有一定去除能力的电器。 

3.6  

目标污染物 target pollutant 

成分构成明确的特定空气污染物，主要成分为颗粒物、气态污染物、微生物三大类。 

3.7  

室内空气质量参数 indoor air quality parameters 

指室内空气中与人体健康有关的物理、化学、生物和放射性参数。 

3.8  

新风量 fresh air volume 

单位时间内由通风系统进入轿厢的外部空气的量，单位 m³/(h*人)。 

3.9 

非接触呼梯和操纵 non-touch landing call and operation 

不用接触电梯按钮而达到呼梯或电梯操纵的方法。 

3.10 

除异味 remove odor 

能降低与去除细菌、真菌代谢产物或贮存物品挥发出的令人不快异味的作用。 

3.11  

抗菌材料 antibacterial materials 

具有阻碍细菌生长、繁殖或具有使细菌失去活性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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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总则 

本文件规定了限制细菌病毒传播、环境健康要求、困人后的应急包和健康信息显示等内容的要

求，实现方法和试验。规定了电梯防疫措施及日常管理。 

健康电梯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应符合相应法规和标准。健康电梯具体分类和功能选择应由设备

供应方和采购方参照本文件进行协商和约定。 

本文件所述健康电梯的功能应采用相应的技术措施，避免对乘客造成伤害。 

5健康电梯的功能 

5.1限制细菌病毒传播 

5.1.1 抗菌、除菌功能 

通过使用紫外线、消毒剂、灭菌剂等方式实施抗菌、除菌,限制电梯轿厢内的细菌和病毒的传

播。 

轿厢空气细菌总数宜参考 GB 37488—2019 中第 4.2.2 章节要求，空气细菌总数不应大于 1500 

CFU/m³或 20CFU/皿。 

可以通过选择以下其中一种方式进行抗菌、除菌。 

a) 紫外线杀菌 

通过使用紫外线杀菌灯，限制轿厢内细菌病毒的传播。紫外线细菌灯应符合 GB 19258要求。 

b) 空气消毒设备 

通过使用空气消毒设备，限制轿厢内细菌病毒的传播。 

5.1.2 控制乘客人数 

为了控制可能的病毒传染范围，应对轿厢内的人均使用面积进行控制。参考 GB/T7588.1—2020

中第 5.4.2.3要求，对电梯轿厢内的人均使用面积至少提升一倍。 

可以使用轿底分区块划分，进行乘梯人数限制提示。 

使用轿内人数自动识别等技术时。当出现电梯轿厢内人数超过设定值时，电梯不关门，有提示

（语音播报、声音提示）。设定值可调且该功能可打开/关闭，如：疫情期间打开。 

5.1.3 乘客口罩检测 

为了控制可能的病毒在轿厢内传播，可以通过特征识别等手段对乘客进入轿厢时是否

佩戴口罩进行检测。 

当检测设备检测乘客进入轿厢时未佩戴口罩，可以选择通过以下其中一种方式进行提

醒： 

a）  延迟关门，关门时间可调，30秒或以上，有提示。 

如语音播报：乘坐电梯请佩戴口罩。关门后语音播报停止。 

语音音量：35dB(A)～65dB(A)可调。 

该功能可打开/关闭，如：疫情期间打开。 

b）  不关门 ，有提示。 

如语音播报：未佩戴口罩，禁止乘梯，请离开电梯，佩戴好口罩后再次进入。（或

未佩戴口罩，请佩戴好口罩后再次进入）。 

如长时间未佩戴口罩也未离开轿厢，可将信息提交管理平台。关门后语音播报停止。

以上2种语音播报要求语音音量：35dB(A)～65dB(A)可调； 

该功能可打开/关闭，如：疫情期间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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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仅语音提示，可将未佩戴口罩乘梯信息提交管理平台。 

如语音播报：乘坐电梯请佩戴口罩。关门后语音播报停止。 

语音音量：35dB(A)～65dB(A)可调。 

该功能可打开/关闭，如：疫情期间打开。 

5.1.4 乘客体温检测 

参考国家防疫指南对体温检测的标准，对进入轿厢的乘客进行体温检测。 

当检测到进入电梯乘客体温异常时，轿厢内有提示。 

a）仅语音提示，如语音播报：体温异常请及时就医。可通过网络将体温异常信息上报

平台。 

关门后语音播报停止； 

语音音量：35dB(A)～65dB(A)可调； 

该功能可打开/关闭，如：疫情期间打开，打开时体温参数可调。 

b）不关门 ，有提示。 

如语音播报：体温异常，禁止乘梯。可将信息提交管理平台。关门后语音播报停止。

语音音量：35dB(A)～65dB(A)可调； 

该功能可打开/关闭，如：疫情期间打开，打开时体温参数可调。 

5.1.5 宠物检测 

为了对进入电梯的宠物进行监控和对即将进入电梯的乘客进行提醒，可以在电梯轿厢

内安装具有宠物识别的装置。 

当有宠物进入电梯后，有提示（语音播报和/或轿外有宠物图标显示），关门后语音播

报停止。 

语音音量：35dB(A)～65dB(A)可调。 

该功能可打开/关闭。 

5.1.6 按钮字片的抗菌材料 

为了降低病毒、细菌通过按钮进行传播的风险，可以使用抗菌材料制作按钮字片。抗

菌材料应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及标准。 

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率应≥99.5%，抗菌周期宜与产品寿命相同。 

5.1.7 轿壁和扶手的抗菌材料 

健康电梯的轿壁、扶手等可与乘客直接接触的部分应采用抗菌材料，对大肠杆菌、金色葡萄球

菌抗菌率应≥90%，抗菌周期宜与产品寿命相同。 

5.1.8 非接触呼梯和操纵 

为了防止病菌通过乘客呼梯、操作过程接触按钮进行传播，可以通过语音、人脸、手

势、IC卡、手机APP、非接触按钮等其中任意一种或多种方式操纵电梯。 

备注：此处所提非接触式操纵至少应包括厅外呼梯，轿内楼层登记和开关门控制的功

能。其它功能可以适当添加。通过远程呼梯（云呼梯）应采取相应网络安全控制措施。 

a）语音呼梯 

可支持电梯呼梯或操纵，支持语音方式呼梯或设定目标楼层以及开关门等操作。 

需要有图文标志或语音提示，告知用户可以使用语音呼梯或操纵，并说明语音呼梯的

使用方法。 

b）RFID 

通过RFID设备与电梯系统的交互方式，对电梯进行呼梯或操纵。 

c）移动终端APP呼梯 

电梯层站或轿厢内可提供智能终端近场通信接口（WIFI/蓝牙/IRDA 等），用于支持智能终端与

电梯信号系统之间的短时通信，以实现遥控呼梯或操纵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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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手势呼梯 

可采取手势识别的方式进行呼梯。手势呼梯装置需能够识别代表上、下行请求的呼梯动作。 

e）非接触按钮呼梯 

可使用非接触式感应装置替代机械按钮进行呼梯或操纵。 

5.2 环境健康 

5.2.1环保材料的使用 

为保证轿厢内环境健康要求，轿厢内使用石材，板材，油漆，塑料件，胶水等需符合

环保要求。参考GB 50325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所有使用材料需提供认证

或检测报告；参考GB 21551.2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 抗菌材料的特

殊要求，所有使用材料需提供认证或检测报告。 

5.2.2 颗粒物检测及清除 

健康电梯轿厢内配备的PM2.5检测设备可检测PM2.5浓度，当检测到PM2.5超标时，可以

通过相应设备降低PM2.5浓度，保证电梯轿厢内环境健康。 

PM2.5符合GB 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第4.2节要求，24小时平均值≤75μg/m³。 

5.2.3 异味检测及清除 

健康电梯轿厢内配备的异味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的检测设备，当检测TVOC的含量

超标时，可以通过相应设备降低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的含量浓度，保证电梯轿厢内环境

健康。 

空气中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限定值参考 GB 37488—2019 公共场合卫生指标及限值第 4.2.4

节要求，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限定值≤0.60mg/m³（8 小时均值）。 

5.2.4 温湿度检测及控制 

健康电梯轿厢内配备的专用电梯空调，对电梯轿厢内的温湿度进行有效控制并实时在

轿内显示，达到人体舒适的温湿度要求。 

温湿度要求参考 GB/T 18883－2002 室内空气质量中第 4.2 节要求。 

表1 室内空气标准 

序号 参数类别 参数 单位 标准值 备注 

1 

物理性 

温度 ℃ 
22～28 夏季空调 

16～24 冬季采暖 

2 
相对湿度 % 

40～80 夏季空调 

30～60 冬季采暖 

5.2.5 新风量控制技术 

健康电梯应有新风送入，以确保卫生和安全。 

未安装空调电梯设备：参考GB37488—2019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电梯作为

公共交通工具，新风量应≥20m³/h.人。 

对于安装有空调的电梯：空调应有从电梯井道吸入部分新风的功能。送风量每人 5升/

秒或每小时20次换气次数的风量，2者中以较大的为准。 

5.2.6 强光照检测及控制 

轿内照明灯光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参考 GB/T 7588.1 轿厢应设置永久性的电气照明装置，确保在控制装置上和在轿厢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FDB1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FDB1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www.kqjc123.com/hbbz/142017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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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以上 1.0m 且距轿壁至少 100mm 的任意一点的照度不得小于 100 勒克斯（lx）； 

b) 视觉舒适度指数(VICO)：产品合格性评判等级为1级，产品视觉健康舒适度等级为S级，视

觉舒适度指数(VICO)测试值应≤1.5。 

5.2.7 运行噪声 

电梯轿内噪声应满足如下要求： 

电梯运行时轿内噪声（包括新风系统打开时的噪声）应符合GB/T 10058电梯技术条件，

轿内噪声与额定速度的关系为： 

运行速度≤2.5m/s，轿内噪声 ≤ 55dB(A)； 

运行速度＞2.5m/s，轿内噪声 ≤ 60dB(A)； 

提示音 ≤ 65dB(A)。 

5.3 困人后的应急包 

健康电梯配备的困人后的应急包，轿内人员被困电梯后可以得到补给。 

a) 应急包物品要求 

应急包内物品要求参考GB/T36750—2018标准中4.2节，应包含手电筒、口哨、手套、

口罩、饮用水、应急食品和止血带等应急物品。应急包内物品应注明有效期限。 

b) 应急包外观及结构要求 

应急包外观及结构要求参考GB/T36750—2018标准中4.1节。结构设计应合理美观，在

紧急情况下易于开启，方便使用。外表面应涂有或粘贴有荧光材料，其面积不低于50cm²。 

c) 应急包设置要求 

应急包应设置在轿厢内，固定在合理的位置。 

d) 应急包补给要求 

应急包应做好定期维护补给，宜与电梯的定期维护保养同时进行。 

5.4 健康提示信息 

     健康电梯配备的健康提示信息可包含但不限于：  

a) 大气环境空气污染指标； 

b) 轿厢环境指标（污染指标和温湿度）； 

c) 天气信息提醒； 

d) 疫情信息； 

e) 口罩佩戴情况； 

f) 体温异常情况； 

g) 人员密度； 

h) PM2.5。 

6 健康电梯的分类 

6.1 分类原则 

根据健康电梯的实现方式进行分类。 

6.2 分类 

健康电梯可以分为如下表 2 中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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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健康电梯分类 

防护类别 简称 说明 

Ⅰ类 隔离 通过非接触呼梯设备将乘客与病毒进行隔离。 

Ⅱ类 预防 
通过检测设备检测乘客的身体状况，从而监控或限制乘客乘

梯。 

Ⅲ类 主动防护 通过杀菌和消毒设备保证电梯环境健康。 

7 健康电梯技术要求 

7.1 一般要求 

 健康电梯的一般要求按分类应符合如下要求。 

表3 健康电梯一般要求分类 

防护类别 一般要求 

Ⅰ类 乘客可以不接触设备进行呼梯和操纵。 

Ⅱ类 电梯需要对轿厢内可能涉及的病毒传播，轿厢污染等情况进行监控和预防。 

Ⅲ类 轿厢内有主动防护设备，保证轿厢内环境健康。 

7.2 配置要求 

健康电梯的配置按分类应符合如下要求。 

表4 健康电梯配置分类 

防护类别 配置要求 备注 

Ⅰ类 
需要配置无接触呼梯或操纵设

备 

必须配置： 

5.1.8 非接触呼梯和操纵章节所述其中一

种设备。 

可选配置： 

5.1.1 抗菌、除菌功能、5.1.2 控制乘客人

数、5.1.3 人员口罩检测、5.1.4 乘客体温

检测、5.1.5 宠物检测、5.1.6 按钮字片的

抗菌材料、5.1.7 轿壁的抗菌材料、5.2.1

环保材料的使用、5.2.2 颗粒物检测及清

除、5.2.3 异味检测及清除、5.2.4 温湿度

检测及控制、5.2.5 新风量控制技术、5.2.6

强光检测及控制、5.2.7 运行噪声、5.3 困

人后的应急包、5.4 健康提示信息。 

Ⅱ类 需要配置轿厢检测设备 

必须配置： 

5.1.2 控制乘客人数、5.1.3 乘客口罩检测、

5.1.4 乘客体温检测。 

可选配置： 

5.1.1 抗菌、除菌功能、5.1.5 宠物检测、

5.1.6 按钮字片的抗菌材料、5.1.7 轿壁的

抗菌材料、5.1.8 非接触呼梯和操纵、5.2.1

环保材料的使用、5.2.2 颗粒物检测及清

除、5.2.3 异味检测及清除、5.2.4 温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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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类别 配置要求 备注 

检测及控制、5.2.5 新风量控制技术、5.2.6

强光检测及控制、5.2.7 运行噪声、5.3 困

人后的应急包、5.4 健康提示信息。 

Ⅲ类 
需要配置轿厢主动杀毒灭菌等

设备 

必须配置： 

5.1.1 抗菌、除菌功能； 

5.1.6 按钮字片的抗菌材料； 

5.2.5 新风量控制技术。 

可选配置： 

5.1.2 控制乘客人数、5.1.3 人员口罩检测、

5.1.4 乘客体温检测、5.1.5 宠物检测、5.1.7

轿壁的抗菌材料、5.1.8 非接触呼梯和操

纵、5.2.1 环保材料的使用、5.2.2 颗粒物

检测及清除、5.2.3 异味检测及清除、5.2.4

温湿度检测及控制、5.2.6 强光检测及控

制、5.2.7 运行噪声、5.3 困人后的应急包、

5.4 健康提示信息。 

7.3 可靠性要求 

     参考产品自身设计规范，MTBF（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应至少为 8000 小时。 

7.4 安全要求 

     紫外线，消毒剂使用安全要求，用电设备电气安全要求。防触电和阻燃参考 GB/T 7588.1 相应

要求。 

8 检验规则及要求 

8.1 检验方法 

     技术要求，检验方法，判定指标应符合相应等级规范要求。 

8.1.1甲醛检测 

空气中甲醛限定值参考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 37488 公共场合卫生指标

及限值要求，检测方法依据 GB/T 18204.2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第 2 部分:化学污染物 。 

8.1.2 菌落数检测 

轿厢内接触部分菌落数检验要求应符合GB 21551.4要求。 

轿厢内空气中菌落总数检验方法参照GB/T 18883要求执行。 

8.1.3 轿厢内空气质量检验 

   轿厢内空气质量检验按GB/T 18204.2执行。 

8.1.4 轿厢内新风量检验 

   轿厢内新风量检验按GB/T 18204.2执行。 

8.1.5 其它检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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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检验要求参照具体产品规格进行检验。 

8.2 可靠性测试 

可靠性要求需提供 MTBF（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证明材料。 

9 日常管理要求 

9.1 轿厢语音通讯消毒 

日常维护需要对轿厢内语音通讯设备应可表面擦拭消毒剂。 

9.2 轿厢消毒 

日常维护应可表面擦拭消毒剂，宜对轿厢进行喷洒、雾化消毒。 

9.3 消毒剂的要求 

日常维护使用的消毒液及效果应符合 GB/T  38502 消毒剂实验室杀菌效果检验方法、GB/T  

38504 喷雾消毒效果评价方法、GB/T 38496 消毒剂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和方法、GB/T  38499 消

毒剂稳定性评价方法。 

其它设备日常管理要求参照企业说明书。 

10 产品标志、包装、运输、储存要求 

10.1 标志 

10.1.1 产品上应有产品型号、制造日期或批号。 

10.1.2 每个产品出厂时应附有合格证。 

10.2 包装 

10.2.1 产品使用专用塑料袋、纸盒、纸箱或木箱包装，并能防止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受潮或

损坏, 外包装箱应标有产品型号、公司全称。 

10.2.2 随机文件 

a) 装箱清单； 

b) 检验报告； 

c) 合格证。 

10.3 运输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受潮和撞击。 

10.4 储存 

包装好的产品应储存在干燥、通风，不含有酸，碱性和其他腐蚀气体的库房里（-25℃～55℃、

20%RH～90%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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