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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无障碍城市化工作的推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旧楼加装电梯的步伐将不断前进,施工流程也将变得更有成效

和规范化。满足技术条件的旧楼加装电梯,不但能够保持多层住宅原有的美观性,而且还能够减少电梯建设成本。基于此,本
文阐述了旧楼加装电梯的原因及其发展,对旧楼加装电梯技术条件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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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楼加装电梯的原因分析

为密切。而人们在住宅居室内部环境不断改善的同时,也希

旧楼加装电梯的原因主要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兴

望住宅交通状况 （即人们平时的出入通行） 能同样得到改

建大量住宅,由于受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大多住宅建筑

善。电梯,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交通运输工具,不但已成为高

都没有电梯设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年龄增长,每天都要

层建筑不可缺少的设备, 而且正在逐步成为低层建筑的代

经历着爬楼的生活,特别是老病残者,生活极其不便。随着社

步工具。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在大中型城市的老年人中占

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市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生活

有极大比例。旧有多层住宅无电梯的状况已使大多数老年

环境、生活品质的改善与提升已成为人民最关心、最直接、

人面临较大的生活困境。因此为了解决现有建筑物无电梯

最现实的问题, 尤其是市区一些老住宅区的多层居住楼没

的状况而使老年人及残障人员面临较大的生活困境的问

有电梯给很多居住者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的问题。并且大

题,国内现有建筑物加装电梯的需求逐年增加,政府相关部

部分的多层住宅是可以改造加装电梯的, 技术已经成熟,有

门正逐步推进无障碍城市化工作,同时出台了相关政策、若

全面、系统的方案选择,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借鉴,占地小,造

干指导意见, 以及解决旧有建筑加装电梯技术上问题的重

价性价比高,施工工期短。

要执行标准——
—GB28621-2012《安装于现有建筑物中的新

2 旧楼加装电梯发展的分析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该标准制定为加装电梯过程中

住宅作为人类直接生存的空间与环境, 与人们生活最

遇到的实际问题提供了确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不仅提高了

砼的施工采用现场搅拌的方式进行, 首先要选好利于

无纺布铺设工艺要求：第一步：基层检查是否平整、坚

堆放砂石料的场地,制定好安装模板,严格按照配料单采用

实；第二步：根据现场情况确定尺寸试铺；第三步：检查宽度

0.4m3 搅拌机拌和,拌和时间在常温下不少于 2 分钟。现浇

是否合适,搭接处是否平整,松紧度是否合适；第四步：用热

砼板采用 2.2KW 平板式振捣器振捣, 控制半径以 30cm 为

风枪将两幅无纺布的搭接部位定位站粘接, 粘接点的间距

宜,振捣器距模板的距离不少于振捣器的 1/2,同时采用跳仓

应适宜；第五步：对搭接部位进行缝合,要求平直、均匀；第

不间断浇筑,浇筑应保持连续性,浇筑允许间歇通过试验确

六步：缝合后再次检查无纺布是否平整、是否存在缺陷。

定。砼板间的伸缩缝采用 2cm 厚的苯板填充, 迎水面采用
2cm 厚沥青砂浆勾缝。

5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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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无纺布施工

河道治理项目总的防护长度是 11.33km,通过新建堤防及护

储存、运输和处理无纺布：无纺布在安装展开前要避免

岸工程对河道进行整治,使河道顺畅,防止洪水淘刷塌岸,挡

受到损坏, 在储存过程中要保持标签的完整和资料的完整,

御洪水漫溢泛滥,提高防洪标准,确保两岸防洪安全,为两岸

如受到物理损坏不能修复的将不得使用。

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有利的保障。

无纺布的铺设方法：采用人工铺设,缝合和焊接的宽度
一般为 0.1m 以上,搭接宽度一般为 0.2m 以上,无纺布重合
宽度至少 150mm 以上,最小缝针距离织边至少是 25mm,用
于缝合的线要采用最小张力超过 60N 的树脂材料, 并有与
无纺布相当或超出抗化学腐蚀和抗紫外线的能力。在坡面
上,对于无纺布的一端进行锚固,然后将卷材沿坡面放下以
保证无纺布保持拉紧的状态, 所有的无纺布都须用沙袋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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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沙袋将在铺设期间使用并保留到铺设上面一层材料。
- 63 -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水电水利

第 2 卷◆第 2 期◆版本 1.0◆2018 年 4 月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529-7821

现有建筑物加装电梯安全,减少了有关安全事故；而且将推

定速度和额定载荷相一致的情况下, 相比较于到对重的电

动该市场的良性发展,对进一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使得残

梯,液压驱动型电梯需要更高的驱动功率,其数值可以达到

障人员的出行和平等参与社会活动得到实现。

普通电梯的 4 倍以上, 这也是液压驱动型电梯运行成本较

3 旧楼加装电梯技术条件的分析

高的主要原因。

3.1 旧楼加装电梯结构的技术条件分析

3.3.2 直线电机驱动方式。直线电机驱动式电梯最初是

3.1.1 电梯安装成本的条件分析。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

由 OTIS 公司研发并应用的,该电梯驱动方式的出现,切实完

成本主要需要由居住人群来承担, 因此经济性因素非常重

成了电梯驱动的无机房化。为了能够有效应对电梯容量方

要。具体来看,电梯安装成本中包括土建成本和设备成本,这

面的问题,直线电机驱动电梯中设置了对重装置。不过目前

就需要在确保工程质量和电梯设备的质量的前提下, 对比

来看,直线电机驱动型电梯的不足之处在于,驱动系统中减

多家建设单位和设备运营商, 从中选择性价比更高的一个,

速增矩问题难以切实解决,仍需要借助于低频率、高电流的

在尽大限度压缩电梯安装成本的情况下, 才能够确保加装

电源配合工作,由于过大电流的存在,不仅加大了该驱动类

电梯的可行性和实用性。

型电梯的技术要求, 同时也加大了该驱动类型电梯的运行

3.2 旧楼家装电梯结构的技术条件分析

成本。不仅如此,直线电机驱动型电梯在安装过程中,对于对

3.2.1 内置电梯。内置电梯的建设方案,就是要将新建电

重侧的安装要求较高,如果安装精度未达到严格标准,很有

梯安装在住宅内部,通常需要将住宅的原有楼梯拆掉,在电

可能会引起气隙过大的情况, 进而加大电梯主电机的控制

梯建设完后,在电梯井外侧重新搭建楼梯。该方案的优势在

难度,严重情况下,还有可能会降低电梯性能,干扰电梯运行

于,无需新增建设用地,而且不会对周边管线、道路、采光造

的稳定性。另外,随着电梯行程的不断升高,直线电机的高度

成影响,保持建筑原有功能。

也会相应的升高,此时若要确保电梯安装精度,就必然要加

3.2.2 外置电梯。该方案无需对多层住宅的原有楼梯进

大电梯安装成本,也正因如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直线电

行改动,而在其外侧进行加设电梯的安装。该方案的优势在

机驱动型电梯的广泛應用。在此次研究中,由于多层住宅中

于,电梯的安装及运行,对用户的干扰较小。但是该方案具有

加设电梯的运行高度较高,行程较大,运用直线电机驱动型

以下几点不足,会对多层住宅的外形造成改变,使其向外凸

电梯,必然需要较高的经济成本,很难受到居民的认可和接

出 4 米以上,对于住宅外的道路、管线甚至周边设施,也会造

受。因此, 本研究不建议在旧楼中采用直线电机驱动型电

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另外,外置电梯的建设,会产生更高的建

梯。

设成本,加大土地资源的浪费,而且外置电梯需要对平层和

3.3.3 摩擦驱动方式。该驱动类型的电梯主要是凭借摩

错层加以区别,在错层情况下无法无障碍同行,需要建设安

擦轮的动力进行驱动。在这种驱动方式中,通常需要特制的

全出口。

导轨,然后将摩擦轮压在其上方,再在轿厢上方安装主机,为

从电梯安装结构来看, 应当尽可能利用多层住宅的现

电梯提供驱动力。在应用摩擦驱动的电梯中,对重是其中非

有楼道,尽量避免选择新增土建的建设方案。如果在现有多

常重要的组成,应当将对重合理的安装在导轨内侧。整体来

层建筑的外墙处新开设独立井道, 那么根据机房电梯的需

看,运用摩擦驱动方式的电梯,并没有比较明显的劣势,而且

要,还应在井道的正上方加设机房,不仅会使工程造价升高,

完全符合本研究提出的无机房需求, 将其运用于旧楼的加

而且新设井道还会影响现有住宅的视觉效果。因此,在加设

装电梯中,具备一定的可行性。

电梯工程中,应当对当前楼道结构加以充分利用,借助于楼

4 结束语

道两侧墙和立柱导轨,为电梯提供承受力,利用新型无机房

综上所述,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显著以及高

电梯,来取代常规的无机房电梯。这样既能够降低电梯安装

层楼房比例的不断增多,对于运动不便的老年人,上下楼梯

成本,有能够避免对住宅外观造成影响,保障现有住宅环境

成为了困扰其出行的难题, 因此对旧楼加装电梯的研究非

的整体性和美观性。

常重要,在加装电梯时,不仅需要符合常规电梯的稳定性、舒

3.3 旧楼加装电梯驱动方式的技术条件分析

适性和经济性等特点, 而且还需要符合多层住宅电梯特殊

3.3.1 液压驱动方式。液压驱动方式是借助于多级液压

的技术条件。

缸产生的动力,直接对电梯的轿厢进行驱动。液压型电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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