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坐电梯存在哪些风险？
一是电梯因每天不停运行，会产生

部件磨损、 损坏或电子元器件老化失
效。 如：电梯“困人”、“滞溜”、“掉层”等
现象都是因为元器件老化、磨损引起的
故障。

二是乘客在进入或走出电梯时要
通过层门，此时可能会造成井道或因出
现“开门走梯”而被剪切的伤害。

三是乘客在乘坐电梯的过程中，可
能由于非正常的加（减）速度造成失重、
超重和冲击。 这就是俗称的轿厢 “蹾
底”或“冲顶”。

●如何消除这些风险，确保乘梯安
全呢？

首先请有资质的电梯安装、维修单
位和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电梯安装、维
修和日常维护保养等工作，以便在电梯
安装、运行过程当中及时发现和消除安
全隐患。

其次是电梯一旦出现故障，乘客不
要慌张，要想办法与外界联系或按照轿
厢橱窗明示的电话联系救援并且耐心
等待。

第三是乘客在乘坐电梯的过程中
应正确操作文明乘坐来保障自身的安
全，不要随意敲打，重复按键，在轿厢内
嘻戏、跳跃等等，以免损坏电梯部件，发

生电梯故障。

●乘坐电梯时需注意的八个事项
1、乘电梯时，请查看电梯是否有电

梯使用标志。 超过检验日期或带病运
行的电梯，存在安全隐患，乘坐
可能会发生事故， 造成人员伤
害。

2、在未看清电梯轿厢是否
停在本层的情况下不能盲目进入，否则
有可能导致人员坠落井道事故的发生。

3、候（乘）梯和电梯运行时，请尽量
离开门口站立，不要踢、撬、扒、倚靠层
（厅）门，禁止强行打开电梯门。 否则有
可能发生乘客坠入井道或被轿厢门挤
压等危险。

4、如果电梯满员报警时，请耐心等
待电梯的下一次服务，不要强行进入造
成电梯超员，否则容易发生坠梯事故。

5、不要用手、脚或物品阻止轿厢门
的关闭，要使电梯门保持打开状态，请
自己或请他人帮助间歇按住轿厢内的
开门按钮。 进出电梯时行动不要过于
迟缓，尤其不要长时间一脚踩楼层一脚
踩轿厢，否则万一此时轿厢启动运行，
就很容易发生挤压事故。

6、电梯到站停止后如果不开门，可
以按开门按钮打开轿厢门，不可强行用
手扒开轿厢门,否则很可能发生坠落井

道事故。
7、 不要

在 电 梯 内 嬉
戏玩耍 、打闹 、跳跃
和乱摁按钮，否则特
别容易导致电梯安
全装置误动作 ,发生
“困人”以及伤亡事故。

8、 当电梯出现故障卡在层间时不
要惊慌， 最安全的对策是处变不惊，因
为轿厢和井道通风良好， 空气充足，电
梯本身有多项保证乘客安全的措施，所
以可以利用轿厢内设警报按钮或电话
呼救物业部门和维保单位，耐心等待救
援。千万不要试图通过其他危险方式离
开电梯，以免产生人员伤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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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汤电云 石凌炜

本刊记者：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
一下什么是特种设备，其用途有哪些？

王 践：特种设备是指涉及人的生
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锅炉、压力容器
（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
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和场（厂）内专用
机动车，共八大类。 前三类我们称之为
承压类特种设备，后五类我们称之为机
电类特种设备。这些设备都与人们的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我们日常接触较多
的有电梯、液化石油气钢瓶，还有节假
日旅游乘坐的客运索道和大型游乐设
施，而起重机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
辆、压力管道等，我们相对接触得较少。

特种设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设备。 锅炉已经成为工业生产的“心
脏”，压力管道是工业生产的血脉，是继
汽车、火车、船舶和飞机之后的第五大
运输系统。起重机械作为现代生产物料
的搬运设备，是支撑工业、交通业、建筑
业等主要产业的“骨干”。电梯已经成为
我们出行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燃气压
力管道成为了城市的“生命线”，游乐设
施、客运索道则成为人们享受现代生活
的重要载体。随着我国工业化进展的不
断加快，特种设备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支撑作用日益明显。

本刊记者： 特种设备用途很广，但
也有一定危险性，请您具体描述一下。

王 践：特种设备因其特殊的使用
领域、特殊的构造和特殊的介质，又因
其有的在高温、高压、高空、高速下运
行，有的盛装易燃、易爆、有毒、有害介
质，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往往在造成严
重经济损失的同时，还将导致人员大量
伤亡的严重后果。 比如承压类特种设
备，当出现外界温度变化、容器自身发
生物理化学变化超过规定值时会形成
损毁、介质因违法添加不符合规定的化
学物质、 操作人员操作不当等情况时，
便有可能引起容器爆炸、有毒有害物质
泄漏、失火等事故；再比如机电类特种
设备， 当出现机械部件老化或损毁、安
全装置失灵、部件连接不力、使用不正
确等情况的时候， 便有可能导致坠毁、
倒塌、失控等事故。

当前， 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较
高，但是，特种设备的安全亦不可小视，
因为相比较食品安全事故，特种设备事
故造成的危害更大，前者在很多情况下
是一种渐进性、慢性或隐性伤害，可以
消除，而后者则表现为突发性、瞬时性
和毁灭性伤害， 不可逆转。 我省 2008
年发生的“12·27”长沙市“上海城”房屋
建筑工地施工升降机坍塌事故就是一
起典型的例证，这起特种设备事故事发
突然，一下子造成 18 人死亡，直接经济
损失 1 千多万元，可谓损失惨重、教训
深刻。

本刊记者：作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部门， 你们是怎样来履行监管职责的
呢？

王 践：监管职责可以从三个方面
概括，一是权威的监管主体，就是政府
部门；二是严格的监管环节，对特种设
备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使用、
检验等七个环节实行全过程安全监察；
三是完备的监管方式，主要是行政许可
（设计许可、制造许可、安装改造维修许
可、充装许可、使用登记、检验检测机构
核准、检验检测人员考核、作业人员考
核）和监督检查（强制检验制度、现场监
察制度、事故调查制度、安全责任追究
制度、安全状况发布制度）。

本刊记者：电梯是我们日常工作生
活中经常使用的特种设备，请您为读者

介绍一下关于电梯的基本知识。
王 践：首先我介绍下电梯的工作

原理和特点。目前常用的电梯有乘客电
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乘客电梯
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垂直升降电梯。它
的工作原理非常简单， 通过电动机旋
转，实现电梯轿厢上升或下降运行。为了
确保电梯安全、舒适、高效，电梯还须配
备各种安全保护装置、 门系统、 拖动系
统、电气控制系统等。它的特点是带动轿
厢作升降运动的钢丝绳经久耐用， 通过
调节钢丝绳长度和根数可以满足电梯的
提升高度和载重量的要求。 当电梯失控
冲顶时， 平衡块会被底坑中的缓冲器阻
挡，连接轿厢的钢丝绳会失去动力打滑，
从而避免发生撞击楼板的事故。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类似一台
特殊结构的链条输送机，带动踏板沿着
轨道运行，从而将站立在踏板上的人员
自一个楼层运送到另一个楼层或水平
输送。 与垂直升降的电梯相比，自动扶
梯和自动人行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1、
输送能力比较大， 每小时可以输送
4500—13500 人；2、能连续运送人员；
3、如果发生停电或故障停梯的时候，可
以暂作普通扶梯或通道使用，让人员上
下；4、它不需要设置井道。 自动扶梯和

自动人行道的缺点是运行速度慢、造价
高等。

本刊记者： 近年我省经济发展较
快，电梯数量也急剧增加，电梯故障投
诉也随之增加。请您介绍下我省目前电
梯现状又是怎样的?

王 践：截至去年年底，全省在用
特种设备 176324台， 其中电梯数量是
65210台。 在电梯方面，其中乘客电梯：
51119 台；载货电梯 2998 台；自动扶梯
4959 台；自动人行道 635 台；其他非载
人电梯 5499 台。 2012 年新增加电梯
12426台，增长速度为 25%以上。

目前我省电梯质量总体状况是：在
用电梯 80%的运行基本稳定， 有约
10%的老旧电梯需要更新换代而故障
较多，真正因配置不适应楼宇要求和电
梯质量问题导致电梯故障的大约 10%。
那么，这个 10%里面又有 8%以上是建
筑设计人为降低电梯配置和数量，造成
电梯选型、配置先天不足、超负荷运行，
导致电梯故障频发。 所以，老百姓的投
诉反映也比较多，问题也多来源于这些
电梯。

本刊记者：请您分析一下这 10%的
问题电梯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哪里？

王 践：这些问题电梯出现问题的
主要原因是安全责任链条不明晰。电梯
运营中涉及所有权、使用权、物业管理

权、技术管理权（维修、维保、检验）及使
用者等多个主体。 那么，各主体应该都
有责任，但现有体制下又都认为自己没
有责任，甚至互相推卸责任。

电梯和汽车一样，需要经常性的做
维护保养才能正常运行。但我们国家目
前居民小区的电梯是物业代为管理，电
梯的所有者实际是住户，住户对电梯具
有所有权，住户是具体的使用者，但使
用权往往是物业管理者。比如电梯正在
维修，虽然住户是所有权者，但物业管
理者会因为正在维修而不让你使用。实
际上所有权者在现实中已经将电梯的
使用权委托或是授权给物业管理公司
了，物业管理公司实际就是电梯首负责
任者，但是现在物业往往没有承担起这
个责任。

本刊记者：那么质监部门在监管方
面的难度主要是什么呢？

王 践：监管方面难以全面到位的
主要原因有 6个。

一是使用管理责任难以落实，随意
压低维保价格造成恶性循环。这个问题
主要表现在居民小区的电梯，物业作为
居民小区电梯的使用管理者，为节省开
支特意压低电梯维护保养费用，不按要
求进行维护保养、不按规定申请电梯定
期检验， 致使电梯隐患不能及时消除；
因为不负责任，就找便宜的“维保公司”
维保，导致“质次价低”的非法维保公司
充斥市场。

二是电梯制造、安装、维修质量存
在问题。电梯的制造、安装、维修是由三
个不同的主体单位来完成的。制造环节
存在不按标准选材生产、 以次充好，导
致零配件价高质低、质量不合格；安装
环节存在业务层层转包，压低安装人工
费用，导致安装质量隐患；维保环节存
在走过场、偷工减料，日常维保成了应
急招修，质量无法保证。

三是电梯从业人员技术培训跟不
上。各电梯制造企业都有自己核心技术，

普通维保人员难以掌握； 我省目前没有
专业的电梯技术培训学校， 从业人员基
本上是电梯制造单位短期培训或者是靠
师傅带； 个别维护保养人员利用关系私
接维保业务，无证上岗，文化程度不高，
没有应急处置能力； 行业内部人员流动
频繁，不能适应电梯技术的更新。

第四个原因是电梯监管的配套制
度还不完善。 电梯数量急剧增长，外省
的电梯制造安装维修单位在湖南设立
分支机构， 造成部分单位搞资质挂靠，
质量保证体系不能有效覆盖分支机构，
维护保养单位主体责任无法落实。

第五个原因是电梯检验不及时、检
验率比较低。 全省目前有电梯 65210
台， 现有电梯检验持证人员 167 人，电
梯检验师 84 人， 机电类高级检验师 1
人， 政府部门检验机构受人员编制限
制，检验力量很难满足电梯检验任务需
求。还有就是物业管理部门为节省电梯
检验费，不按周期申请电梯检验，致使
电梯隐患不能及时排除。

第六个原因是政府监管力量有限、
管理难以到位。全省目前在岗安全监察
人员仅有 746人，按监管要求要负责对
全省现有的 17 万多台特种设备进行安
全监察，监管力量严重不足。 安装改造
维修现场监管无法保证全面履职，基层
监管任务重， 监察措施和手段都很有
限，安全监察管理难以到位。

本刊记者：针对以上谈到的电梯安
全监管所存在的问题，我省质监部门采
取了哪些行动？

王 践 ：2012 年我们在电梯专项
整治中，具体从五个方面实施了整顿治
理。 一是明确电梯安全主体责任。 二是
严格电梯安装改造维修资质条件和管
理。 三是强化质量保证体系运行。 四是
强化安装改造维修工程质量。五是强化
从业人员技术能力培训考试。全省各级
质监部门对不符合要求的电梯维保单
位分支机构和电梯安装改造维修的违
规行为，共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
令书》648 份。 同时，省局对 26 家因疏
于分支机构管理的电梯维保资质单位
下达了监察指令，责令整改；对检查当
中发现的 5 起买卖证件和伪造特种设
备作业人员资格证的行为依法进行了
行政处罚。

通过对全省 324 家电梯维保单位
分支机构进行清理整治，一共清除了纯
挂靠关系的维保机构 123 家，整合重组
电梯维保单位分支机构 73 个， 有 128
家电梯维保单位分支机构经过整治验
收合格。 通过整治，促使全省电梯维修
维护保养单位加强了内部管理，电梯维
保质量有了一定的好转。专项整治行动
也为居民、百姓安全使用电梯提供了更
加有力的保障。

我国对电梯安全标准要求很严，国
家标准 GB7588《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
规范》规定了电梯安全部件必须经批准

的机构进行型式试验合格，规定了电梯
在交付使用前和重大改造后必须进行
检验， 规定了电梯定期检验为每年一
次。 据统计，2010 年全省电梯 43195
台，电梯事故死亡 2 人；2011 年全省电
梯 53426 台，电梯事故死亡 1 人；2012
年（去年）全省电梯 65210台，电梯无人
员死亡事故。

本刊记者：2013 年， 质监部门将采
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保障特种设备的安
全？

王 践：2013 年，全省特种设备安
全监察工作重点是：坚持“抓源头、重使
用，强检验、优基础，促节能”的工作思
路，以预防和减少特种设备事故为监管
目标，推进使用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为
重点，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全面落实安
全责任，深入开展“打非治违”，继续深
化气瓶、电梯、小锅炉、快开门式压力容
器、压力管道等专项整治，确保特种设
备事故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均低于控
制指标，提高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与节能
监管工作的有效性。

一要落实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以 贯 彻 《湖 南 省 质 量 发 展 纲 要
（2012-2020 年）》为契机，督促特种设
备相关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二
要强化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察。利用行
政许可、监督抽查、监督检验等手段，继

续开展对生产单位资源条件及质量管
理体系情况的监督检查，重点推进特种
设备制造、电梯维保、气瓶检验、气瓶充
装等违规企业“黑名单”制度建设。三要
强化监管创新。 完善监管制度，创新监
管方式，创新监管手段。 四要强化专项
整治。继续深入开展液化气钢瓶和电梯
安全专项整治。五要强化检验机构监管
与检验工作改革。严格检验机构常规性
检查，提高设备定期检验率，提升检验
工作质量；六要做好特种设备突发事件
应对工作。完善较大影响事故和突发事
件应对和新闻发布制度，统一新闻发布
渠道，正确引导和面对媒体，妥善处置
突发事件。

本刊记者：就百姓关注的电梯安全
方面，2013 年质监部门将采取哪些保障
措施？

王 践：我们在电梯安全监管方面
有以下工作要做。

第一， 加大电梯安全知识宣传力
度。 从普及电梯安全常识做起，利用电
视、报纸、宣传橱窗等多渠道、多形式、
全方位开展宣传。首先要做的是统一电
梯轿厢内橱窗宣传内容， 经常更新，重
在让乘客了解乘梯注意事项及安全防
护、自我救护知识等等。

第二， 全面落实电梯安全主体责
任，加大对电梯安装现场和维保现场的
监督检查力度，完善电梯维修、维护保
养市场退出机制。

第三，协调财政、物价、住建等部门
共同规范电梯维保市场价格，消除恶性
竟争，维护电梯维市场秩序。

第四，与保监部门建立联合工作机
制， 积极推进电梯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
实施， 完善建立事故保障赔付机制。 今
年， 我们将与保监部门一道制定相关保
险方案，开展电梯运行安全责任保险、意
外伤害保险、事故财产保险。电梯一旦发
生事故， 将会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造成损失， 处置措施和效果将直接关系
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

第五，利用物联网技术开展电梯安
全运行状况远程监控、预警处置、维护
保养过程监督， 组建全省应急救援队
伍，并且覆盖全省，实现电梯运行、故障
处置、应急救援一体化。 同时利用监控

系统开展电梯维保单位质量评星活动，
一方面让老百姓自己可以参与对电梯
维保情况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可以利用
监控系统晒一晒维保人员的工作质量，
促进电梯维保质量提高。同时利用监控
系统公布电梯维保单位工作质量情况，
为电梯使用单位自主选择维保单位提
供方便。

第六，加强电梯检验质量的监督管
理，确保电梯检验工作质量和定期检验
率的有效提高。

第七，充分发挥电梯行业协会的作
用，以行业内部管理促行业自律，加强
从业人员的技术培训和技术更新学习；
设立电梯故障救援、 举报和投诉电话；
利用协会会员的技术人员优势，组建电
梯故障和事故处理专家队伍，开展应急
救援队伍培训和应急救援演练，提高电
梯事故、故障救援及时率。

特种设备是国民经济建设和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设备设施， 与人民生活息息
相关。 特种设备的安全事关经济发展，事关两型社会建设，事关民生和谐安康，其安全性问题日益成
为广大百姓关注的热点。 近日，本刊记者就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话题，专访了省质监局副局长王践。

———访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王践

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力保民生安全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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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本版图片均由省质监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