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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高速电梯噪音控制问题研究
杨飞
西继迅达(许昌)电梯有限公司
DOI:10.18282/hwr.v2i2.1151
摘

要：进入 21 世纪,电梯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出行的一种主要交通工具,尽管电梯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的便利,也实现了科

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形成了新的就业方向。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出行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安装头超高速电梯的居民楼和办公
楼中,能够比较强烈的感受到环境的震动和噪音。本文将主要以超高速电梯的运行噪音和制动器噪音为切入点,分析噪音产
生原因,随后详细阐述独立电梯间,利用玻璃隔绝噪音、室内装修,利用隔音材料解决噪音问题的具体策略,以实现超高速电
梯噪音问题的控制与解决。
关键词：电梯；噪音；超高速；问题
随着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 城镇化进程也

管现阶超高速电梯作为一种安全性较强、运行速度较快、搭

不断加快,我们已经完成了初步的现代化建设。随着城市规

乘人数较多的一种城市出行工具,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超

模的不断扩大和主城区人口的不断激增, 超高速电梯带来

高速电梯运行的时候所引起周围地区产生振动, 影响到了

的噪音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人民的生活质量,造成了较大的生活噪音。

和欧美国家不同的是, 我国是近十年才开始建设超高速电

1 超高速电梯产生噪音分类及原因

梯噪音,为人们的工作、生活出行都带来了极大地便利。尽

1.1 运行噪音

梯运行中,由乘坐者利用控制按键(如开关键、楼层键等),完

梯厅门会在自重影响下,沿滑道逐渐下降至原有位置。这一

成电梯的门的开关控制等。

过程代表电梯已离开本楼层, 电梯厅门在 PLC 与机械系统

3.2.4 安全保护控制。这一控制主要是在电梯运行中,为

的双重作用下确保关闭。

了避免因电梯门夹伤乘坐者进而在其关闭过程中对障碍物

3.3.2 电梯下降中的设计措施。在电梯处于下降运动的

碰撞进行及时反映,进行电梯门打开处理,避免夹伤安全问

过程中,当其运行至预定楼层位置时,控制系统的拉板装置

题的出现。

根据 PLC 控制程序拉动机械系统中的钢丝勾绳, 将这一楼

3.2.5 到达楼层开门过程。这主要是指电梯到达乘客指

层厅门带到预定的开启位置, 是厅门可以在轿厢门控制下

定楼层以及呼叫楼层后, 控制系统可以自动执行开关门控

完成开启过程,并确保其他楼层电梯门处于确保关闭状态。

制过程吗,实现自动开门的控制过程。

而在电梯继续下行的情况下, 机械装置中的拉板在根部轴

3.3 电梯机械式自动门设计措施的分析。电梯自动门运

复位的弹簧的控制下,造成其与钢丝绳钩进行脱节。与此同

行设计目标就是合理完成电梯轿厢门与厅门的自动控制过

时电梯厅门在自重影响下回落至原位置,确保厅门的关闭。

程。这种控制过程主要是在电梯整体安装完成后,其机械式

4 结束语

自动门应避免受到客观因素影响,如电梯间空间、电梯停放

综上所述,随着现代高层建筑的日益增多,电梯在人们

位置等问题影响,进而造成电梯自动门难以正常开启、非电

生活当中的作用日显重要。为了符合电梯运行的基本要求

梯停放楼层门开启等故障,确保电梯停止与运行安全。为了

以及满足电梯稳定性、高效性,需要对其自动门进行合理设

达到这一控制目标,PLC 系统控制下的电梯机械式自动门

计, 因此对基于 PLC 技术的电梯机械式自动门设计措施进

设计措施主要表现为：

行分析非常重要。

3.3.1 电梯上升中的设计措施。在电梯在上升运行运行
过程中,当电梯达到预定的停止楼层位置时,控制系统中的
推板在 PLC 控制下推动托板装置, 进而推动厅门沿滑道完
成上升过程,达到预定的开启位置。一是当电梯上升至该位
置停止的情况下,该楼层厅门在轿厢门的带动下开启,同时
其他楼层厅门在 PLC 与机械系统的双重控制下确保关闭;
二是电梯依然处于上升运行状态的情况下, 托板装置会继
续运动直至碰到档块, 进而使推板装置围绕运行轴进行设
计下的旋转过程,造成挡板与推板的脱节。在这一过程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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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运行中的嗡嗡响, 在靠近机房的楼层几乎都可能

较大。

听得到,无论是哪个厂家的梯。噪声是从曳引机传递到曳引

2.2 PVB 夹胶玻璃

机支架,然后传递到建筑物墙壁上的。此类噪声与曳引机安

这是我们目前使用的具有较强隔音性能的玻璃。夹胶

装支架是否搭在建筑物主梁上有密切关系。若曳引机安装

玻璃具有隔音、隔热、防爆、防辐射的优点,我们使用干夹工

支架搭在建筑物主梁上, 此类噪声会在更远的楼层也能听

艺,把玻璃和 PVB 放进高温炉里面用高温高压来溶压成一

得到（甚至在离机房 4 层的楼层）。若曳引机安装支架搭在

块玻璃。现在我们又发明了两层玻璃灌胶水,使用 DEV 膜,

非建筑物主梁上,此类噪声一般只影响最近机房的楼层。早

或者其它胶片来替代 PVB,这种省料省时的做法,让玻璃隔

期的电梯没有注意此问题, 在搭曳引机支架时可能直接架

音效果不够,而且过几年玻璃就好像泛黄的老照片。目前对

在建筑物主梁上了。防震垫,能减少这种运行中的嗡嗡声。

付中低频噪音, 我们都用夹胶玻璃来解决, 可以做到室内

一般的电梯都会有一层防震垫, 而在高速梯中会使用多层

30-40 分贝,中低频噪音是指汽车胎噪、汽车发动机噪音、轮

防震垫来减缓电梯运行时产生的嗡嗡声。（额定速度为

船嗡嗡嗡、人说话声音等噪音,超高速电梯带来的噪音问题

4m/s 的梯会用两层,额定速度 8m/s 的梯会用三层）。

完全可以通过 PVB 夹胶玻璃的 PVB 膜实现解决。
3 室内装修,利用隔音材料解决噪音问题

1.2 制动器噪音
电梯制动器启动和关闭时声音过大, 一方面是与抱闸
间隙有关,另一方面与抱闸动作的时间有关。例如用了 0.5s

隔音室的价格和自己想达到的效果有关。一般从门窗
墙体三方面来改善.

打开抱闸打开抱闸产生的噪声比 0.2s 打开抱闸的产生的

3.1 隔音窗户

噪声更为小。为了减少这个松闸或抱闸时的噪音,电梯公司

简单来说, 基本上九成以上的噪音都是通过门窗传进

会给制动器装一个续流板,右边写着“UVW”的就包含了续

室内来的,所以我们要加强对窗户材质的选择,如果选择的

流板,可以延缓松闸与抱闸的时间,减小噪音。抱闸的原理就

材料较好,装修的手段和技术比较合理,那么甚至达到隔绝

是一个电磁铁,通电时,线圈得电具有磁性,把刹车片吸住,让

百分之七八十的电梯噪音, 如果我们知识选择普通的窗户,

曳引机转子获得自由转动的机会。而断电后,线圈失电失去

就仅仅能够隔绝百分之三四十的噪音, 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磁性,刹车片把曳引机转子咬住。学电气的同学应该猜到原

的。

理,就是一个感性器件,相当于一个电感,延缓电流变换的时
间，电流变化得慢，抱闸线圈的磁性也会变化得慢。

通过实际的实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 使用双层窗户可
以很大程度上的隔绝噪音。对于已经安装有普通窗户的住

2 独立电梯间,利用玻璃隔绝噪音

户,可以选择在原来的窗户外面再加上一层,这种方法比较

我们先分析隔音最重要的就是密封性, 只要密封好,把

经济实惠,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环保。目前比较常见的一种

电梯间和居住区的空气阻断开, 靠空气传播的噪音自然也

玻璃间隔就是在二十公分到三十公分之间, 如果想要实现

就传不到室内了。先解决密封性的问题,然后再考虑材料上

较好的隔音效果, 那么两层玻璃的间隔就要在三十公分以

的问题。在具体材料方面,我们知道金属材料传播声音的振

上。当然,如果能够在双层窗户中加入一些技术手段和吸音

动速度是最快的,铝合金是金属、断桥铝是金属（隔断桥是

的措施,那么效果就更好了,甚至可以让安装有双层玻璃的

用来隔热的）,所以用断桥铝和铝合金的隔音效果会有点儿

房间实现减少五十分贝的隔音特性。

不如人意,而且因为断桥铝、铝合金是拼接工艺的原因,它们

3.2 隔音门板

是有缝隙的,声音可能会从缝隙进来。剩下的是塑钢、铝包

想要隔绝超高速电梯的噪音, 门板材料的选择是十分

木、木材框架。一般来说,我们为了美观,可以将独立电梯间

重要的。一般来说,隔音效果最差的要数一般集体公寓中和

设计成玻璃门板, 采用隔音效果较好的玻璃隔绝超高速电

简单家庭装修中装设的门, 粗造地用胶合板钉的门和门框

梯带来的噪音。

之间有不小的间隙,其隔音特性最多不过 -15dB。一般住宅

2.1 真空玻璃

门的隔音特性可达 -25dB~-35dB。性能更高的,监听室用的

真空玻璃指的是两层玻璃中间抽取 70-80%的空气,剩

那种铁门很少在民宅中见到, 现在日益增多的双层防盗门

20-30%的惰性气体在两层玻璃中间,然后两层玻璃中间垫

有不错的隔音特性。因此建议选择质量较高的防火隔声门,

PVB 胶粒来顶住两层玻璃,不让它们吸附在一起。如果塑料

可以隔离掉 60 分贝左右的噪声。

瓶抽取空气,它是软的可以变形,可以吸附在一起。而玻璃是
刚性的,如果绝对真空,那么玻璃就会被大气压强压爆,所以

3.3 隔音墙面
在进行具体的墙体装修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更

真空玻璃不是绝对真空, 是有至少 20%的空气或者惰性气

加科学的方式,例如粉刷隔音油漆、添加隔音的夹层等等。

体残留。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把一个塑料瓶的空气都挤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只是对周围的四面

的时候,瓶子会扁了,过几天瓶子又会恢复原来的样子,就是

墙体进行隔音技术的处理, 那么天花板和地面还是不能做

因为它一直在吸入外界的空气,只是比较慢,所以真空玻璃

到隔音, 最终对于超高速电梯带来的噪音还是不能做到完

慢慢会变成中空玻璃, 相对来说需要后期维保的可能性比

全隔绝,所以,我们进行隔音墙体的装修时,一定要实现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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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舒适度下电梯轿厢内通风形式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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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梯轿厢内的热舒适度是一个较难掌握的指标,大部分轿厢都会出现温度过高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热通风过差造

成的。文章着重对产生轿厢内高温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增加通风送风量,以此改善热舒适度。
关键词：热舒适度；电梯轿厢；通风改造
随着高层建筑数量的增多, 电梯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

辐射的温度与空气流通的速度全部考虑进去, 得到了七级

活中一个物品。但是设计者对于高层建筑的关注焦点往往

感觉。从高到低依次是热(3)、暖(2)、微暖(1)、适中(0)、微凉

放在办公区、生活区、接待区等场所,电梯因为不影响人们

(-1)、凉(-2)、冷(-3)。这七个指标是因人而异的,即使是某一

直接的工作与生活质量,而被人们所忽视。这就使得电梯出

个环境令大多数感到满意,但是总有个别的人不满意,所以

现一个共性问题：热舒适度差。为此,对热舒适度的调查变

只要是在 -0.5＜PMV＜0.5,都认为热舒适性是适中的。
3 通风性和热舒适度之间的实验分析

得尤为重要。
1 电梯轿厢内通风现状
电梯是一个特殊的空间,它的空间小,单位面积使用率

在电梯的设计施工中, 必须要充分的考虑到气流组织
的运行方式。气流组织包括了轿厢通风的送风口、排风口、

大,密闭且人员众多,所以产热量和产湿量都比较大,最主要

空气的流通途径以及通风量, 它们组合在一起直接影响的

的问题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设计阶段没有安排足够的通

是气流在空间内的质量。可以认为先有了合理的气流的组

风量,没有吧其中产生的冷负荷、空气湿度和温度都考虑进

织才能有热舒适度。如果空间内的气流不能充分的发挥出

去,因此舒适性非常低。第二,通风口的位置设计不合理,轿

来,则空间内的余热余湿是不会充分发挥出来的。

厢内的空气流通不均匀,空间湿度和温度不均与。第三,新风

在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里, 送风装置安放的位置、数

系统没有安排或是安排的不合理。目前除了少数高级建筑

量、大小都和空气质量有密切的关系。而空间面积的大小、

设置了电梯新风系统, 大多数建筑在电梯的井道上都没有

热源等决定了这些重要的因素。回风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冷热风系统,轿厢内的空气质量是非常低的。由此可见,轿厢

常常被人们忽视,所以很多时候,外界回风量会对理想观测

内的热舒适度是和温度、湿度、通风情况等各项指标相连的

数据产生重要影响, 而技术人员常常找不到原因也正因如

一个综合性指标。

此。

2 热舒适性的概述

《规范》中规定电梯从一层到顶层运行的时间不能超过

在 ASHRAE 标准 55 中对热舒适性的定义是：热舒适

48s,可以看出,整体的运行速度并不快,在 48s 的运行中,不

性是一种让个体能够感觉到舒服的环境状态。对于任何空

开启电梯门,轿厢内的气流、温度和轿厢内每个人员能够感

调系统来说,热舒适性都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最为

受到的热度是不一样的。因为送风装置安装位置的原因,所

常用,也是最为直观的判断舒适性的模型是 PMV。它把人体

以温度分布的不均匀, 在靠近轿厢门的人体头部位置温度

的活动程度,衣服的热量阻隔度、空气的温度和湿度、太阳

值过高,造成了人的热不舒适感。而人常常是从低温的开放

面的全部隔音,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运行是现代超高层建筑的重要技术指标。但是与此同时,超

3.4 隔音饰品

高速电梯带来的噪音问题也是非常让人头痛的, 因此我们

在实际的室内装修中,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吸音的

要及时加强对此类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革新技术,降低噪

软装修材料,多选用布工艺装饰和软性装饰,因为布工艺饰
品有非常好的吸声效果。一般来说,越厚的窗帘吸声效果越
好, 质地以棉麻最佳。一条质地好的窗帘可以减少 10%
~20%的外界噪声。另外铺地毯也对室内噪声有吸收作用。
结束语：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质量
越来越高。高层建筑在城市中的不断崛起,增加了城市中电
梯的使用数量。超高速电梯做为现代高层建筑,特别是超高
层建筑中必不可少的运输工具,它的安全、舒适、可靠、节能
- 49 -

音污染,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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