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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制动器松闸装置 

1.1 松闸装置的安装 

电梯在运行过程中如出现故障或由于停电引起的停梯关人情况，可以使用手动松闸装置进行紧急救援。

实行该操作时应由具有专业资格的两人同时操作，如为有机房，首先应确保切断主电源，在确认后，一人将

手轮上的小齿轮插入曳引机的座子上，使小齿轮与大齿轮啮合，然后由另一人用松闸扳手将制动器轻轻打开，

一人盘动手轮将轿箱慢慢盘到平层位置，打开厅门、轿门，将人放出 。有机房及无机房结构更详细的应用

于整梯上的紧急救援方法，请参阅操作指引。 

 注意：操作前应确认断开主电源。操作人员需受过专业培训及具有专业资质证书，应正确按程序操

作，以免发生事故。 

1.1.1 无机房远程松闸装置的安装 

 LTM鼓式系列安装（见图 1、图2）  

1、展开钢丝索。 

2、将原有的防绳跳板（外形与松闸支架大体相同）拆下，换装松闸支架，调整好松闸支架与

曳引轮外径的距离（约 5mm）,将螺栓（M16）和弹簧垫圈拧紧。 

3、将制动器上已有的转动手柄拆下留下两挡圈备用，将转柄套入制动器外露带孔轴，用销轴

固定，两端用拆下的挡圈锁住。 

4、按图示结构，将拉索带螺杆端的钢丝嵌进松闸支架的支撑柱内，并将弹性销装入支撑柱内

小圆通孔，挡住拉索钢丝不能脱出支撑柱。 

5、将拉索螺杆穿入转柄，套上垫圈，拧上螺母（M6），通过调整螺母（M6）收紧拉索钢丝。 

6、将松闸固定座用螺钉（M8）和弹簧垫圈固定在足够强度的安装座上。 

注意： 

1、远程松闸装置在安装时必须确保钢丝拉索布置合理，流畅，无盘绕，打结或直角转弯等影

响拉索力矩传递的现象。如拉索布置时需要转弯，建议拉索弯曲的最小弯曲半径不能小于 

400mm。 

2、用户在安装松闸固定座时必须保证留出足够的空间，用来避免钢丝拉索转弯半径过小。钢

丝拉索在该位置应确保有不小于 200mm 的转弯半径。否则会出现松闸费力，无法松闸乃至钢

索拉断的现象。 

3、钢丝拉索的预紧力不能调的过大，以能够松闸且不影响曳引机制动力矩为宜。如过大则有

可能会抵消制动器动芯行程而使制动器的制动力矩降低，严重时会导致制动器刹车力失效。 

 

      图（1） LTM 鼓式主机远程松闸局部实物照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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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LTM 鼓式主机远程松闸装置安装示意图 

 

1.1.2 松闸装置的使用 

1、卸下手动松闸圆盘上的锁止螺钉。 

2、向上或向下拉转手柄，转柄转动，制动器动作（制动器转柄向上为松闸，或为两转柄向中间靠

拢为松闸）推动抱闸制动臂，曳引轮可转动即可。 

3、松闸操作结束后，将转盘用锁盘螺钉锁住以防意外松闸。 

 注意： 

1、远程松闸装置在安装时必须确保钢丝拉索布置合理、流畅、无盘绕，打结或直角转弯等影

响拉索力矩传递的现象。如拉索布置时需要转弯，建议拉索弯曲的最小弯曲半径不能小于 

400mm. 

2、用户在安装松闸固定座时必须保证留出足够的空间，用来避免钢丝拉索转弯半径过小。钢

丝拉索在该位置应确保有不小于 200mm 的转弯半径，否则会出现松闸费力，无法松闸乃至钢

索被拉断的现象。 

3、钢丝拉索的预紧力不能调得过大，以能够松闸且不影响曳引机制动力矩为宜。如过大则有

可能会抵消制动器的制动力矩，严重时会导致制动器制动力失效。 

 注意:没有配置远程松闸装置，电梯也可以采用 UPS 后备电源给制动器通电来实现松闸，缓慢

溜车使轿厢到平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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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制动器的维护与保养 

2.1 制动器的维护 

2.1.1 鼓式制动器 

a、部件名称说明示意图 

 

图（3） 

b、部件构成示意图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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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制动器的调整 

 注意： 

1、 调整主机制动器相关项目时，应将电梯空载开至上端站并将对重坐在缓冲器上，以免发生

溜车事故! 

2、 在电梯对重坐在缓冲器上后，如欲调整制动器的制动力和松闸间隙，左右两侧应分别进行，

调整结束后，锁紧所有相关部件，弹簧压缩标准及间隙标准，请参考各系列曳引机说明书之要

求，两侧调整方法相同。 

3、正常工作或通电试验前，应将制动器上的松闸手柄复位，并将螺纹连接的手柄杆取下(卡簧

连接的手柄杆因重量较轻，不用取下)!  

2.1.2.1 制动器间隙调整 

LTM 鼓式系列闸瓦间隙出厂标准为：0.1~0.15mm。 

如果抱闸噪音明显偏大，请先用塞尺对闸瓦间隙Δ进行检查，若间隙过小，先旋松螺母（15),

之后将松闸螺栓（14)向制动器侧旋转进去，每次转动螺栓角度约 30 度，再用塞尺确认闸瓦间隙Δ，

重复以上步骤，调好闸瓦间隙Δ后锁紧螺母(15)；如果间隙过大， 松闸螺栓调节刚好相反。如果闸

瓦上下间隙存在偏差，调整螺栓（7）进行微调，使制动闸瓦（6）与制动轮之间的间隙上下均匀， 

调整螺栓（7）顺时针旋转闸瓦下端间隙变小，上端变大，如逆时针旋转刚好相反，调好后，锁紧

螺母（8）。间隙调整完毕后，需对动芯（18）和松闸螺栓（14）之间的间隙进行确认，要求必须为

≥0.5mm，在断电抱闸的状态下，用手把动芯（18）往里推到底， 用塞尺检查。 

 
 

（图 5） 

 
图（6）闸瓦位置实物照片图 

用塞尺测量闸瓦摩擦片(6)与制动轮之间的间隙（见图 5、6），在通电松闸时，检测制动闸瓦与

制动轮之间的间隙，上下应均匀控制在 0.1-0.15mm，如果间隙过大上闸噪声会变大； 如果间隙过

小，闸瓦摩擦片有摩擦制动轮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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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制动力的调整 

 注意：非专业受训人员不可以进行制动力项目的调整，以免发生安全事故。 

我司所有鼓式制动器主机在出厂前，制动力矩已经过专业的调试，力矩要求满足国家相

关标准。弹簧的压缩长度和相对应的力知值在标尺上和制动臂的标签上有详细记录。 

参照制动臂上的弹簧压缩后长度与标签上记录力矩值，旋进制动杆(13)或旋进制动杆上

的弹簧外侧螺母压缩弹簧，使之产生所需的制动力。或者用力矩测量装置(如用力矩扳手按

照曳引机所需的制动力矩)测量。在制动力矩调整到满足要求后，在力矩标尺(10)、制动杆(13)

和弹簧座(11)的接触部位用红漆点住做标记（如图 7）。 

    图（7） 

2.1.2.3  上闸同步性的调整 

观察两侧制动臂上闸时的同步性：上闸时，如两侧不同步，在制动力足够的前提下，

慢的一侧应增大弹簧压力而快的一侧则应减小弹簧压力，直到同步，弹簧的调整长度不能

超过出厂值的±2mm；调整完毕后，应根据国标要求检查制动力距，锁紧所有紧固件，然后

进行制动力试验或电梯静载试验。如试验不合格，则应重新调整。同步性调整还可以调整

胶圈的松紧改善，请参照制动器内部减震胶圈的调整要求。 

 注意：未经虏克许可，不得自行调整改善弹簧压缩量。 

2.1.2.4 上闸滞后调整 

a、配带激磁整流器的制动器 

对于配带过激磁整流器的制动器，在制动力矩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在停车时若有倒溜现象，

且调整变频器参数不能解决问题时， 检查制动器是否被重复续流，或续流电阻不匹配？可将控

制柜本身带有的续流电阻去除，或将激磁整流器内的续流电阻去除，以加快上闸速度。关于减

震胶圈的松紧影响调整还需参照制动器内部减震胶圈的调整要求执行。 

b、不配带激磁整流器的制动器 

如在运行中出现溜车，请适当调节控制柜中抱闸回路中的续流电阻，直至符合要求。 

 注意：请在断电的情况下进行操作。 

2.1.2.5 微动开关的安装与调整（见图 8、9、10） 
 

图（8）             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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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6 LTM 鼓式系列鼓式制动器制动闸瓦更换说明： 

电梯维保需定期（每月）检查闸瓦，当闸瓦的摩擦片厚度<3mm 时, 应及时更换成新闸瓦，

以 LTM 鼓式-1000Kg 示意更换方法参照如下（由于产品升级外观可能略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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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制动器内部维护 

2.1.3.1 减振胶圈的调整 

动芯无复位功能制动器（图11）：如果开闸有明显的金属撞击声音或开闸噪音过大，则需要压

紧减震胶圈，旋松三颗紧固螺钉， 逆时针均匀旋转调整螺钉（每次只能微调约30度），调好后再

均匀拧紧三颗紧固螺钉。如果开闸出现不顺畅或打开后制动臂存在回缩现象，则需要放松减震胶圈，

旋松三颗紧固螺钉，顺时针均匀旋转调整螺钉（每次只能微调约30度），调好后均匀拧紧三颗紧固

螺钉。可反复多次调整，直到满足要求。 

动芯带复位功能制动器(图 12)：拧松紧固螺钉，顺时针拧动调整螺套（每次只能微调约 30 度），

减震胶圈会被压紧；逆时针拧动调整螺套，减震胶圈被放松，调整完毕后再锁紧紧固螺钉。可反复

多次调整，直到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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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芯无复位功能制动器（图11）                   动芯带复位功能制动器 (图12) 

 
2.1.3.2 制动器更换减振胶圈及内部维护 

1、 更换胶圈：当制动器的使用次数超过 200 万次或制动器噪声明显变大时，首先调节减震

胶圈松紧与闸瓦间隙至标准要求，如仍不能改善，应更换成新减震胶圈。更换方法是：卸下端

盖螺钉将调整套连同胶垫取出,更换新减震胶圈即可,结构图请参考图 13、14。 

2、定期维护动芯：用手旋转、推拉动芯杆，要求动芯运动顺畅无卡阻，如果存在不灵活现象，

需拆出来清理动芯及端盖、壳体内支撑动芯部位的磨屑及油污，并涂抹少量新的润滑物料，如

使用润滑脂必须为耐高温 180℃以上的润滑脂，装回相应部件并拧紧所有螺栓后使用。建议每

年一次对动芯进行检查维护, 结构图请参考图 13、14。 

 

 

 

 

 

 

 

 

 

 

 

 

减振垫 

 

 

 

 

图 13                                                    图14 

 

 注意：减震胶圈属于易损部件，请购买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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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常见故障处理 

2.2.1 常见故障排除 

序号 故障描述 处理方法 

1 不开闸 

 

 

检查制动器是否没电或电压不对 

检查制动臂双侧弹簧压力是否过大 

检查制动器开闸间隙是否过小，如果是则要调节电磁铁的行程 

检查制动器线圈是否损坏(开路) 

2 开合闸时双侧制

动臂不同步 

检查制动臂双侧弹簧压力是否不均，如是，则开闸快的一侧增大弹簧力，

在保证制动力足够的前提下尽可能使双侧压力相等 

检查两侧制动臂开闸行程是否不合适 

3 制动器声音异常 检查制动瓦与制动轮间隙是否不合适 

检查减震胶圈是否已磨损 

4 合闸后的制动力 

矩不够 

检查制动弹簧压力是否不够 

制动轮和制动瓦有油等杂物使摩擦力减少，要清除油污等杂物 

5 制动器线圈过热 检查线圈电压是否过高 

检查制动器的励磁电压时间是否过长，如是则要在控制系统中增加降压

电路，降低运行时线圈电压 

6 主机过热 检查变频器输入电流是否异常，主机使用是否超工作制运行 

 

2.2.2 制动器不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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