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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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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ＧＢ／Ｔ２６４６５—２０１１《消防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与ＧＢ／Ｔ２６４６５—２０１１相比，除

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ａ）　更新了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２章，２０１１年版的第２章）；

ｂ）　增加了消防员电梯井道加压系统噪声限值的要求（见５．１．８）；

ｃ）　更改了消防员电梯最小轿厢尺寸的要求（见５．２．２、５．２．３，２０１１年版的５．２．３）；

ｄ）　更改了消防员电梯服务大楼的每一层的要求（见５．２．４，２０１１年版的５．２．２）；

ｅ）　更改了消防员电梯井道、轿顶和轿厢外壁的电气设备防水保护的要求（见５．３，２０１１年版的

５．３）；

ｆ）　更改了轿厢内人员救援的相关要求（见５．４．３、５．４．４，２０１１年版的５．４．３、５．４．４）；

ｇ）　更改了阶段２通过消防开关再召回消防员电梯的控制逻辑（见５．８．８，２０１１年版的５．７．８）；

ｈ）　更改了具有双入口轿厢的消防员电梯控制的相关要求（见５．８．９，２０１１年版的５．７．９）；

ｉ）　增加了高层建筑的水的管理、建筑接口、维护要求，消防原理有关的资料性附录（见附录Ａ、附

录Ｆ、附录 Ｈ和附录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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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９６）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奥的斯电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

验技术研究院、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杭州优迈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重庆市

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苏州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建研机械检验检测（北京）有限公司、厦门市特种设

备检验检测院、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蒂升电梯（上海）有限公司、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广

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上海现代电梯制造有限

公司、西子电梯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森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菱王电梯有限公司、东

南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韦伯电梯有限公司、西继迅达电梯有限公司、申龙电梯股

份有限公司、通电梯有限公司、广东寰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辛格林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河北东

方富达机械有限公司、上海德圣米高电梯有限公司、北京建筑机械化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市质量和标

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梁东明、鲁国雄、陈凤旺、陈宇缨、夏英姿、刘宗亮、刘小畅、郑德志、林建杰、

李桦、康立贵、周卫东、李刚、赖跃阳、徐小川、张寿林、金亚鑫、张灵、孙佳秀、李山、肖利、陈俊、胡鹏飞、

牛有权、马国鹏、赵震、仰利明、荆华俊、刘成辉、程芳芳、赵海林、郭智于、张建雨、赵准、裴肖、夏学涛、

邹瑜。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２０１１年首次发布为ＧＢ２６４６５—２０１１；

———２０１７年，根据《中国国家标准公告》（２０１７年第７号）变更为ＧＢ／Ｔ２６４６５—２０１１；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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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０．１　本文件指出了消防员电梯所涉及的危险、危险状态和事件的范围。

０．２　按本文件制造和安装的消防员电梯还需符合 ＧＢ／Ｔ７５８８．１的要求，当本文件的规定与

ＧＢ／Ｔ７５８８．１的要求不同时，需要优先考虑本文件的规定。

０．３　本文件基于以下假设。

业主、买方、建筑设计单位、消防救援部门或其他有关单位以及供应商之间已就下列问题达成一致：

ａ）　消防员电梯的预定用途；

ｂ）　环境条件；

ｃ）　土建工程问题；

ｄ）　消防员电梯与建筑设备管理系统（ＢＭＳ）或火灾探测系统之间的接口；

ｅ）　消防策略；

ｆ）　烟的管理，例如：加压送风系统对消防员电梯系统的影响（如随行电缆的晃动、门的运行等）；

ｇ）　水的管理，假设底坑中的最高允许水位为０．５ｍ；

ｈ）　与消防员电梯安装位置、消防员电梯的布置、轿厢内人员救援有关的事宜；

ｉ）　供电，包括采用第二电源供电期间的再生电能等；

ｊ）　前室的空间要求；

ｋ）　是否需要设置附加的消防员电梯轿厢内钥匙开关，以及如何获得该钥匙。

０．４　建设单位和建筑设计单位有必要考虑国家有关建筑规范，提供合适的建筑耐火结构、前室、火灾探

测和灭火系统。参见附录Ｃ和附录Ｊ中给出的例子。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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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员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１　范围

１．１　本文件规定了符合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乘客电梯的附加要求和差异。本文件适用于在消防员控

制下用于消防和疏散的消防员电梯。

１．２　本文件适用于符合以下条件的情况：

ａ）　设计电梯井道和电梯环境时限制火、热、烟进入电梯井道、机器空间和前室；

ｂ）　建筑设计限制水进入井道；

ｃ）　消防员电梯不作为逃生路径；

ｄ）　对电梯井道和电梯环境采取了防火保护，至少达到建筑结构相同的防火等级；

ｅ）　供电安全可靠和稳定；

ｆ）　对供电电缆采取了防火保护，至少达到井道结构相同的防火等级；

ｇ）　按计划实施了适当的维护和检查。

１．３　本文件不适用于：

ａ）　具有部分封闭井道的电梯用作消防员电梯；

ｂ）　安装在非耐火建筑结构中的电梯；

ｃ）　在用电梯的重大改装。

１．４　本文件未规定：

ａ）　消防员电梯的数量、消防运行时服务的楼层数量；

ｂ）　前室的空间要求；

ｃ）　多层轿厢电梯最高层轿厢以外轿厢的消防服务。

１．５　本文件涉及了按制造单位预定目的和在制造单位预定条件下使用消防员电梯时有关的重大危险、

危险状态和事件（见第４章）。

１．６　本文件未涉及下列重大危险（见引言０．１），并假定由建筑设计单位考虑：

ａ）　在建筑物中没有足够数量的消防员电梯或未在正确位置设置消防员电梯用于运送消防员和

设备；

ｂ）　在消防员电梯的井道内、前室、机器空间或轿厢内发生火灾；

ｃ）　层站的楼层缺少识别标志；

ｄ）　水的管理未有效实施。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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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４２０８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ＩＥＣ６０５２９：２０１３，ＩＤＴ）

ＧＢ／Ｔ７０２５．１—２００８　电梯主参数及轿厢、井道、机房的型式与尺寸　第１部分：Ⅰ、Ⅱ、Ⅲ、Ⅵ类电

梯（ＩＳＯ／ＤＩＳ４１９０１：２００７，ＩＤＴ）

ＧＢ／Ｔ７５８８．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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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Ｏ８１００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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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ＭＯＤ）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ＩＳＯ１２１００：２０１０，ＩＤＴ）

ＧＢ／Ｔ１７８８９．１　梯子　第１部分：术语、型式和功能尺寸

ＧＢ／Ｔ２４４７７　适用于残障人员的电梯附加要求

ＧＢ／Ｔ２４４７９　火灾情况下的电梯特性

ＧＢ５００１６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和ＧＢ５００１６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控制系统　犮狅狀狋狉狅犾狊狔狊狋犲犿

应答输入信号并产生输出信号，使设备在控制下按预期的方式运行的系统。

３．２

疏散　犲狏犪犮狌犪狋犻狅狀

人员在建筑物中有组织和受控制地从危险区域向安全区域移动。

３．３

火　犳犻狉犲

以释放热量并伴有烟或者火焰或两者兼有为特征的燃烧现象。

［来源：ＧＢ／Ｔ５９０７．１—２０１４，２．２］

３．４

防火分区　犳犻狉犲犮狅犿狆犪狉狋犿犲狀狋

在建筑内部?用防火墙、楼板及其他防火分隔设施分隔而成，能在一定时间内防止火灾向同一建筑

的其余部分蔓延的局部空间。

［来源：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１４，２．１．２２］

３．５

消防员电梯　犳犻狉犲犾犻犳狋；犳犻狉犲犳犻犵犺狋犲狉狊犾犻犳狋

设置在建筑的耐火封闭结构内，具有前室和备用电源，在正常情况下为普通乘客使用，当建筑发生

火灾时其附加的保护、控制和信号等功能可专供消防员使用的电梯，能将消防员及其设备运送至指定

楼层。

３．６

防火　犳犻狉犲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

防止火灾发生和扩散的措施。目的是为了保护逃生路径，为有效的消防创造可能，包括确定建筑材

料和结构在火灾发生时的耐火性、火灾荷载和性能。

３．７

消防员电梯开关　犳犻狉犲犳犻犵犺狋犲狉狊犾犻犳狋狊狑犻狋犮犺

在井道外面，设置在消防员入口层的开关。火灾发生时，用于控制消防员电梯在消防员控制下

运行。

３．８

消防员入口层　犳犻狉犲狊犲狉狏犻犮犲犪犮犮犲狊狊犾犲狏犲犾

建筑物中，预定用于让消防员进入消防员电梯的入口层。

注：本文件中，消防员入口层是指设置有消防员电梯开关的层门前的区域。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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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前室　狉犲犳狌犵犲犪狉犲犪；犳犻狉犲狆狉狅狋犲犮狋犲犱犾狅犫犫狔；狊犪犳犲犪狉犲犪

在消防员电梯和安全出口（如楼梯）之间提供安全通道的区域。在消防作业期间保证人员安全，通

过适当的耐火结构分隔能防止火进入，也能防止烟进入。

３．１０

双入口的轿厢　犱狌犪犾犲狀狋狉狔犮犪狉

设置有两套轿门的轿厢。

３．１１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狊狔狊狋犲犿；犅犕犛

对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和公共安全系统等实施综合管理的系统。

［来源：ＧＢ５０３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６］

３．１２

电梯环境　犾犻犳狋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

提供从建筑物的使用区域到消防员电梯之间安全通道的防火环境。

４　重大危险列表

４．１　本章包括了所有的重大危险、危险状态和事件，凡是本文件中涉及的且通过风险评价被识别为重

大危险的，本文件均要求采取措施消除或降低该风险。

４．２　本文件所涉及的重大危险在表１和表２中列出。

表１　重大危险和危险状态———环境

序号 重大危险和危险状态———环境 本文件的条款号

１ 火、热、烟可能扩散进入井道、机器空间、前室 １．２、５．１

２ 暴露的或被阻隔的消防员电梯设备 １．２、１．４、５．１

３ 消防员电梯不能供消防员足够长时间地使用 １．２、１．４、５．１、５．７

４ 消防服务延误时间大于２ｍｉｎ 引言、１．２、５．１、５．７

５ 水流入电梯井道 引言、１．２、１．６、５．１．２、５．３、５．１１．１、附录Ａ

６ 因消防员电梯故障被困在前室 １．２、１．４

７ 对消防员存在危险的环境 １．２、１．４

８ 在消防员结束使用消防员电梯之前建筑物结构坍塌 １．４

９
在建筑物中没有足够数量的消防员电梯或未在正确位

置设置消防员电梯用于运送消防员和设备
１．６

表２　重大危险和危险状态———消防员电梯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

表Ｂ．１的编号
依据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附录Ｂ所列的危险状态 本文件的条款号

８ 消防员电梯的一般危险 ５．１、５．２．１、５．８．３、５．８．４、５．９．１

１ 被困危险 ５．２．２、５．４、５．６、５．７、５．８、５．９、５．１０、５．１１、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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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重大危险和危险状态———消防员电梯 （续）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

表Ｂ．１的编号
依据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附录Ｂ所列的危险状态 本文件的条款号

８ 消防服务延误时间大于２ｍｉｎ
５．２．３、５．２．４、５．６、５．８、５．９、５．１０、５．１１、

５．１２．３、６、７

１０ 组合危险 ５．８．７、５．８．８、５．８．９

９ 消防员电梯失效或故障 ５．３、５．４、５．７、５．８．５、５．１１．１、５．１１．２、５．１２．３

８ 人为错误、人的行为 ５．１２

８ 手动控制（装置）的设计、位置或识别不适当 ５．８．１、５．８．２、５．１１．３

８ 标志不合适 ５．１１．４

９ 供电失效 ５．９．１、５．９．２、５．１０

５　安全要求和／或防护措施

５．１　环境、建筑物要求

５．１．１　消防员电梯设置在用于消防服务的每个层门前设置有前室的井道内。在每个层门前应设置前

室、防火卷帘或防火门。

注：前室的目的是保护消防员电梯井道、消防员和可能等待疏散的人员免受火、热和烟的影响，并允许５．４中所述的

自救。前室的最小尺寸见ＧＢ５００１６。

５．１．２　为确保消防员电梯的安全，国家有关规范需要确定消防员电梯所需的耐火等级和其他的建筑要

求，包括：

ａ）　层门前区域的保护；

ｂ）　井道隔离；

ｃ）　层门的耐火；

ｄ）　井道壁和机器空间墙的耐火；

ｅ）　防火卷帘和防火门的耐火；

ｆ）　前室与楼梯的通道；

ｇ）　水的管理（见附录Ａ）；

ｈ）　供电（见附录Ｂ）；

ｉ）　通信连接；

ｊ）　烟的管理，例如加压送风系统或通风；

ｋ）　消防员电梯的数量和规格。

５．１．３　如果在消防员电梯井道内还有其他电梯，那么整个多梯井道的耐火等级应满足消防员电梯井道

的耐火要求（见附录Ｃ）。火灾情况下，其他电梯不需要继续运行，但应确保其他电梯的故障不对消防员

电梯的功能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５．１．４　预定不被消防员使用且没有前室的电梯层门应由防火卷帘或防火门进行保护，该防火卷帘或防

火门的耐火等级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１６的规定（见图Ｃ．３）。

注：按本条要求设置防火卷帘或防火门时，需要采取措施防止防火卷帘或防火门与层门之间人员被困。

５．１．５　消防员电梯应配置第二电源。

５．１．６　消防员电梯的供电电缆应进行防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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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７　第二电源的供电和自动转换开关应进行防火保护。

５．１．８　如果井道加压，设置加压系统时应考虑以下几点：

ａ）　进入井道内的气流速度应减小至避免引起随行电缆和补偿装置的过度晃动；

ｂ）　当消防员电梯处于阶段２（见５．８．８）时，加压系统在距离轿厢内、消防员入口层及紧急和测试操

作屏的对讲机传声器０．５ｍ 处产生的噪声应小于８０ｄＢ；

ｃ）　井道的空气加压不应影响轿门和层门的开启和关闭。

井道的空气加压不应对消防员电梯的正常运行或安全维护活动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５．２　消防员电梯基本要求

５．２．１　消防员电梯的设计应符合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的要求，并应配备附加的保护、控制和信号。

５．２．２　消防员电梯的轿厢尺寸和额定载重量宜优先从ＧＢ／Ｔ７０２５．１—２００８中选择，其轿厢宽度不应小

于１１００ｍｍ，轿厢深度不应小于１４００ｍｍ，额定载重量不应小于８００ｋｇ，见０．２。

轿厢的净入口宽度不应小于８００ｍｍ。

５．２．３　在有预定用途包括疏散的场合，为了运送担架、病床等的消防员电梯，其额定载重量不应小于

１０００ｋｇ，见０．３ａ）。

注：按ＧＢ／Ｔ７０２５．１—２００８，运送担架的电梯轿厢宽度不小于１１００ｍｍ，轿厢深度不小于２１００ｍｍ；如果经协商需

要采用其他轿厢尺寸的消防员电梯用于运送担架，则需要明确其所适用的担架规格。

５．２．４　最大提升高度不大于２００ｍ时，消防员电梯从消防员入口层到消防服务最高楼层的消防服务运

行时间不应超过６０ｓ，运行时间从消防员电梯轿门关闭后开始计算。最大提升高度超过２００ｍ时，提升

高度每增加３ｍ，运行时间可增加１ｓ。

注：根据经验，消防员电梯的额定速度超过４．５ｍ／ｓ时，由于其技术复杂性，可能存在问题，例如：第二电源的容量，

加压环境和轿顶导流板引起的湍流等。

５．２．５　消防员电梯应设计成在消防服务模式下能够在下列条件持续工作一段时间，该时间与建筑物结

构的要求相适应，如２ｈ：

ａ）　各层站（消防员入口层除外）的电气、电子的控制装置（操作装置和指示器）应能在０℃～＋６５℃

的环境温度范围内正常工作或者被设置为无效，这些装置的故障不应妨碍消防员电梯在消防服

务状态下的运行；

ｂ）　消防员电梯的所有其他电气、电子器件应设计为在０℃ ～ ＋４０℃ 的环境温度范围内正常

工作；

ｃ）　在充满烟雾的井道和／或机器空间中，消防员电梯控制系统应能确保功能正常；

ｄ）　任何环境温度传感器不应使消防员电梯停止运行或者阻止消防员电梯的启动。

５．２．６　消防员电梯有两个轿厢入口时，在消防服务过程中的任何时候应仅允许其中一个轿门打开。

５．２．７　相邻两层门地坎间的距离大于７ｍ时，应设置井道安全门，使地坎间的距离不大于７ｍ；在设置

救援用梯子（见５．４．２．４）时，梯子的最大长度应予以考虑。

注：提供６ｍ长的梯子时，经适当计算的楼层间距离可以更大一些，见５．４．２．４。

５．２．８　不需要在火灾发生时保持运行的电梯与消防员电梯共用多梯井道时，应按照ＧＢ／Ｔ２４４７９的要

求提供火灾召回功能。

５．２．９　消防员电梯井道、机器空间不应设置消防喷淋装置。

５．３　电气设备的防水保护

５．３．１　设置在消防员电梯井道内最高层站以下且距设有层门的任一井道壁不超过１ｍ的电气设备，以

及设置在轿顶上、轿厢外壁的电气设备，应设计成能防滴水和防淋水，其外壳防护等级应至少为

ＧＢ／Ｔ４２０８规定的ＩＰＸ３，并应符合附录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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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消防员电梯井道内最高层站以下的电气设备，如果其距设有层门的任一井道壁超过１ｍ，应

设计成能防滴水，其外壳防护等级应至少为ＧＢ／Ｔ４２０８规定的ＩＰＸ１，并应符合附录Ｄ的规定。

５．３．２　设置在消防员电梯底坑地面以上１ｍ以内的所有电气设备，防护等级应至少为ＧＢ／Ｔ４２０８规定

的ＩＰ６７。插座和最低的井道照明灯具应设置在底坑内最高允许水位之上至少０．５０ｍ处，并应符合附

录Ｄ的规定。

注：底坑内最高允许水位是通过协商确定的，假定不大于０．５ｍ。

５．３．３　应保护井道外的机器空间内的电气设备，以免因水引起故障。

５．３．４　宜首选采用永久设置的适当措施（例如Ａ．２所给出的措施），以有效防止水进入井道。如果不能

提供足够的措施，应采取措施（例如Ａ．３所给出的措施）：

ａ）　确保消防员电梯底坑内的水位不会上升至轿厢缓冲器被完全压缩时的上表面以上；和

ｂ）　建筑物应具有符合ＧＢ５００１６规定的排水设施，防止底坑内的水位达到可能使消防员电梯发

生故障的位置（见１．２）。

５．３．５　轿顶应设计成防止积水和容易控制排水。

５．４　消防员被困在轿厢内的救援

５．４．１　轿厢安全窗

５．４．１．１　轿顶应设置轿厢安全窗，其净开口尺寸应至少为０．５０ｍ×０．７０ｍ。

５．４．１．２　轿厢安全窗应符合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中５．４．６的要求，尺寸除外。

通过轿厢安全窗进入轿厢内不应被永久性的设备或照明灯具阻碍。如果装有悬挂吊顶，则无需使

用专用工具便能容易地将其打开或移去。为了使用轿厢安全窗，移除吊顶的任何单独的力应小于

２５０Ｎ。在打开轿厢安全窗进行救援时，应能从轿厢内和轿厢外清楚地识别吊顶的开启位置。

应采取措施防止吊顶打开后坠落的风险，吊顶应能由消防员从轿厢内打开。

注１：采用符合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中５．３．９．３的三角钥匙打开安全窗时，三角钥匙不视为专用工具。

注２：与当地消防救援部门和应急救援服务单位联络以明确拟采用的轿厢内自救程序，这可能是有益的。

注３：为保证消防员有足够的空间，铰链式吊顶打开后，其最低点距离轿厢地面不应小于１．６ｍ。

５．４．１．３　如果打开了安全窗，即使安全窗重新关上，在未执行手动锁紧动作时电气开关也不应复位。安

全窗打开后，应防止消防员电梯的运行。

５．４．２　梯子

５．４．２．１　梯子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８８９．１的要求，其存放位置应避免正常维护作业时人员绊倒的危险，并能

安全地展开。

５．４．２．２　当梯子不在存放位置时，应通过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中５．１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防止消防

员电梯的运行。

５．４．２．３　采用可移动的梯子在轿厢和轿顶之间实施救援时，梯子的长度应至少为轿厢内高度加上１ｍ，

梯子应能放置在安全窗开口的短边。

５．４．２．４　采用可移动梯子在轿顶和层站之间实施救援时，梯子的长度应至少使消防员能从轿顶到达释

放上一层站的层门锁紧装置的位置，以便消防员能撤离轿顶。可移动梯子的长度不应超过６ｍ。梯子

不应倚靠在层门上，在轿顶上应设置合适的支撑点，从井道内应能用一只手打开层门。

５．４．３　从轿厢外救援

可使用下列救援方法：

ａ）　便携式梯子；或

ｂ）　消防用防坠落装备，应在每个层站附近都设置救援工具的安全固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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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无论用何种方法，所有这些工具都应由建筑物业主而不是消防员电梯制造单位提供。

无论轿顶与最近可到达层站地坎之间的距离多长，使用上述装置应能安全到达轿顶。

应提供梯子以便消防员从轿顶进入轿厢，梯子应符合５．４．２的要求并能从轿顶展开，该梯子可以与

从轿厢内自救的梯子共用。

５．４．４　从轿厢内自救

应提供从消防员电梯轿厢内完全打开轿厢安全窗的方法。

应提供梯子或踩踏点，以便人员到达轿顶，并将其设置在轿厢安全窗的短边一侧。

如果提供梯子，梯子应符合５．４．２的要求，其设置方式应能使它们从轿厢内部安全地展开。

如果提供踩踏点，其最大梯阶高度为０．４ｍ，任一踩踏点应能支撑１５００Ｎ的负荷，踩踏点的外缘与

对应的垂直轿壁之间的净距离不应小于０．１５ｍ。

应设置符合５．４．２要求的梯子，以允许人员从轿顶到达上一层站。

在井道内每个层站靠近门锁处，应设置简单的示意图或标志，清楚地标明如何打开层门。

５．４．５　救援的实施

消防员电梯在整个行程中，每个可能被阻碍的位置，应能按照５．４．３、５．４．４中规定的要求实施救援。

救援原理示例见附录Ｅ，也见０．３ｇ）。

５．５　液压电梯用于消防员电梯

在机器空间和井道之间的独立管道应进行防火保护，并达到消防员电梯井道壁相同的防火等级。

５．６　轿门和层门

应使用轿门和层门联动的自动水平滑动门。

５．７　驱动主机和相关设备

５．７．１　装有消防员电梯驱动主机及其相关设备的任何空间，应至少具有与消防员电梯井道相同的防火

等级。当驱动主机和相关设备的机房设置在建筑物的顶部且机房内部及其周围没有火灾危险时除外。

５．７．２　设置在井道外和防火分区外的所有机器空间，应至少具有与防火分区相同的防火等级。防火分

区之间的连接（如：电缆、液压管路等）也应予以同样的保护。

消防员电梯主开关、紧急和测试操作屏或机房的位置宜在消防员入口层进行标识。参见附录Ｆ中

Ｆ．８。

５．８　控制系统

５．８．１　消防员电梯开关应设置在预定用作消防员入口层的前室内，该开关应设置在距消防员电梯层门

入口水平距离２ｍ范围内，高度在地面以上１．４ｍ～２．０ｍ之间的位置。消防员电梯开关应采用附录Ｇ

规定的标志进行标示，并清楚地标示所对应的消防员电梯。

５．８．２　消防员电梯开关的操作应借助于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中５．３．９．３规定的三角钥匙。仅在轿厢内

设置有钥匙开关［见０．３ｋ）］时，可以用轿厢内钥匙开关的钥匙操作消防员电梯开关。该开关应为双稳

态开关，并应在开关所在位置清楚地用“１”和“０”标示。位置“１”是消防服务有效状态。该服务有两个阶

段：阶段１的功能见５．８．７，阶段２的功能见５．８．８。

附加的外部控制或输入仅能用于使消防员电梯自动返回到消防员入口层并停在该层保持开门状

态。消防员电梯开关仍应被操作到位置“１”，才能完成阶段１的运行。

５．８．３　在消防员电梯开关处于位置“１”时，除下述阶段１的５．８．７ｈ）和阶段２的５．８．８ｆ）所述的门保护

装置外，消防员电梯的所有安全装置（电气和机械）都应保持有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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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４　消防员电梯开关不应取消任何电气安全装置、检修运行控制（见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中５．１２．１．５）或

紧急电动运行控制（见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中５．１２．１．６）。

５．８．５　当处于消防服务状态时，层站呼梯控制或设置在消防员电梯井道外和机器空间外的消防员电梯

控制系统其他部分的电气故障不应影响消防员电梯的功能。

与消防员电梯在同一群组中的其他任一台电梯的电气故障，均不应影响消防员电梯的运行。

５．８．６　消防员电梯开关和消防员电梯控制系统之间的接口应符合以下要求：

当消防员电梯处于正常运行时，消防员电梯开关和电梯控制系统之间的接口断开应激活阶段１。

当消防员电梯处于消防服务状态时，消防员电梯开关和消防员电梯控制系统之间的接口断开不应

改变消防员电梯的运行模式。

轿厢内钥匙开关和消防员电梯控制系统之间的接口断开应按等同于轿厢内钥匙开关置为“１”的方

式改变消防员电梯的运行模式。

５．８．７　阶段１：消防员电梯的优先召回。

阶段１可手动或自动进入。

一旦进入阶段１，应确保。

ａ）　井道和机器空间照明应在消防员电梯开关置为“１”后自动点亮。

ｂ）　所有的层站控制和消防员电梯的轿厢内控制应失效，所有已登记的呼梯应取消。

ｃ）　开门和紧急报警的按钮应保持有效。

ｄ）　消防员电梯应脱离群组独立运行。

ｅ）　５．１２所述的消防服务通信系统应启动。

ｆ）　位于轿厢操作面板的视觉信号（见图Ｇ．１）应激活，该视觉信号应在消防员电梯恢复正常运行

前保持有效。

ｇ）　如果进入阶段１时，消防员电梯正处于检修运行、紧急电动运行控制或维护控制状态下，在轿

厢上、对应机器空间内和设置有检修运行控制装置的位置的听觉信号应鸣响。该听觉信号的

声级应为３５ｄＢ～６５ｄＢ之间可调，宜设置为５５ｄＢ。当消防员电梯脱离上述状态时，该信号应

被取消，消防员电梯自动继续保持在阶段１运行。

注：维护控制包括但不限于，通过钥匙打开任何通向底坑的门后防止电梯运行、操作底坑检修运行控制装置的检修

运行开关到正常运行位置后防止电梯运行、维护操作的保护，以及层门和轿门旁路装置。

ｈ）　消防员电梯应按以下方式运行。

１）　停靠在层站的消防员电梯应关门后向消防员入口层不停站运行。轿厢内的听觉信号鸣

响，直至门关闭。最迟在门被阻碍１５ｓ时，所有受热、烟影响的门保护装置应无效，并以

减小的动能关门。

２）　正在离开消防员入口层的消防员电梯，应在可以正常停站的最近楼层作一次停站，不开

门，然后返回到消防员入口层。

３）　正在驶向消防员入口层的消防员电梯，应向消防员入口层不停站继续运行。如果已经开

始停站，消防员电梯可在正常停站后不开门继续向消防员入口层运行。

ｉ）　到达消防员入口层后，消防员电梯应停靠在该层，且设置消防员电梯开关一侧的轿门和层门保

持在完全打开位置。

５．８．８　阶段２：在消防员控制下消防员电梯的使用。

消防员电梯开着门停靠在消防员入口层以后，消防员电梯应完全由轿厢内消防员控制装置所控制，

并应确保。

ａ）　如果消防员电梯是由一个外部信号触发进入阶段１的，在消防员入口层的消防员电梯开关被

操作到位置“１”前，消防员电梯不应进入阶段２运行。

ｂ）　消防员电梯应不能同时登记一个以上的轿厢内选层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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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在任何时候，应能登记一个新的轿厢内选层指令，原来的指令应取消，轿厢应在最短的时间内

运行到新登记的层站。

ｄ）　持续按压轿厢内选层按钮或关门按钮，应使门关闭。在门完全关闭前，如果释放按钮，门应能

自动再打开。当门完全关闭后，轿厢内选层指令可以登记，轿厢开始向目的楼层运行。

ｅ）　如果轿厢停靠在层站，应仅能通过持续按压轿厢内“开门”按钮控制门打开。如果在距离门完

全打开不超过５０ｍｍ之前释放轿厢内“开门”按钮，门应自动再关闭。

ｆ）　可能受到烟和热影响的门保护装置应失效，但轿门重开门功能和开门按钮应与阶段１一样保

持有效状态。

ｇ）　通过操作消防员入口层的消防员电梯开关从位置“１”到“０”，并保持至少５ｓ，再回到“１”，则重

新进入阶段１，消防员电梯应返回到消防员入口层。本要求不适用于ｈ）所述轿厢内设有钥匙

开关和门处于开启状态的情况。

ｈ）　如果设置有一个附加的轿厢内钥匙开关，它应采用附录Ｇ的标志标示，并应清楚地标明位置

“０”和“１”，该钥匙仅在处于位置“０”时才能拔出，不能使用三角钥匙；

钥匙开关应按下列方法操作：

１）　当消防员电梯通过操作消防员入口层的消防员电梯开关处于消防员控制下运行时，为了

使消防员电梯进入阶段２，该钥匙开关应被转换到位置“１”；

２）　当消防员电梯在其他层而不在消防员入口层，且轿厢内钥匙开关被转换到位置“０”时，应

防止轿厢进一步的运行，门仅能按ｅ）所述方式继续运行。

ｉ）　已登记的轿厢内选层指令应清晰地显示在轿厢内控制装置上。

ｊ）　应在轿厢内和消防员入口层显示出轿厢的位置，除非供电电源失效。

ｋ）　直到已登记一个新的轿厢内选层指令为止，消防员电梯应停留在它的目的层站。

ｌ）　在阶段２期间，５．１２规定的消防服务通信系统应保持有效。

ｍ）　当消防员开关被转换到位置“０”时，仅当消防员电梯已回到消防员入口层时，消防员电梯控制

系统才应恢复到正常服务状态。

５．８．９　如果消防员电梯具有双入口的轿厢，则应满足下列规定。

ａ）　如果消防员电梯有两个轿厢入口，且所有的前室都与消防员入口层设置在同一侧，应符合下列

附加要求：

１）　只有一个轿厢操作面板时：

　　———轿厢操作面板应有两个开门按钮，并且容易识别其对应的门；

　　———对应消防员入口层一侧的开门按钮应在阶段２点亮。对应另一侧的开门按钮应在阶

段２无效，该侧的门在阶段２应不能打开。

２）　有超过一个轿厢操作面板时：

　　———靠近前室（参见附录Ｃ）的操作面板供消防员在阶段２使用，并应采用消防员电梯的

标志（见附录Ｇ）标示；

　　———在阶段２，其他的操作面板应为无效；

　　———如果消防员操作面板含有超过一个开门按钮，对应消防员入口层一侧的开门按钮应

在阶段２点亮，其他的开门按钮在阶段２时无效；

　　———与消防员入口层不在同一侧的门应不能打开。

注：仅供消防员使用时，ＧＢ／Ｔ２４４７７不适用于消防员电梯轿厢操作面板，除非采用键盘式。

ｂ）　如果消防员电梯有两个轿厢入口，且不是所有的前室都与消防员入口层设置在同一侧，应符合

下列附加要求：

１）　每次仅打开一侧的门，并且仅打开该层前室侧的门；

２）　只有一个轿厢操作面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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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轿厢操作面板应有两个开门按钮，并且容易识别其对应的门；

　　———在阶段２，消防员电梯停在层站或正在按照轿厢内选层指令运行时，应通过点亮对应

的开门按钮指示目的层前室侧，非前室侧的开门按钮应无效。

３）　有超过一个轿厢操作面板时：

　　———仅一个轿厢操作面板能用于消防员在阶段２使用，并用消防员电梯标志（附录Ｇ）标

示，消防员使用的轿厢操作面板应服务于所有目的楼层并且有两个开门按钮；

　　———在阶段２，当消防员电梯停在楼层时，应通过点亮对应的开门按钮指示该楼层的前室

侧，其他的开门按钮应为无效；

　　———在阶段２，当消防员电梯正在按照轿厢内选层指令运行时，应通过点亮对应的开门按

钮指示目的层前室侧；

　　———其他操作面板应在阶段２无效。

注：仅供消防员使用时，ＧＢ／Ｔ２４４７７不适用于消防员电梯轿厢操作面板，除非采用键盘式。

５．９　供电

５．９．１　消防员电梯、照明和消防服务通信系统的供电系统应由第一电源和第二电源（应急电源、备用电

源或者第二路供电电源）组成，其防火等级应符合国家有关规范，并应至少等于消防员电梯井道的防火

等级，见１．２和附录Ｂ。

５．９．２　第二电源应足以驱动载有额定载重量的消防员电梯按额定速度运行一段时间，该时间为建筑结

构的耐火极限。轿厢和井道照明也应由第二电源供电，见０．３ｈ）。

５．１０　供电转换和中断

供电转换完成后，消防员电梯应在１ｍｉｎ内进入服务状态。如果消防员电梯需要移动来确定轿厢

的位置，则应向着消防员入口层运行不超过一个楼层，并显示轿厢所在位置。

５．１１　轿厢和层站的控制装置

５．１１．１　轿厢和层站的控制装置以及相关的控制系统，不应登记因热、烟、水和湿气影响所产生的错误

信号。

消防员入口层应设置轿厢位置指示器。

５．１１．２　轿厢控制装置、轿厢内的位置指示器、消防员入口层的位置指示器以及消防员电梯开关，应至

少具有ＧＢ／Ｔ４２０８规定的ＩＰＸ３等级的防护。

消防员入口层之外的所有层站控制装置和层站指示器，应至少具有ＧＢ／Ｔ４２０８规定的ＩＰＸ３等级

的防护，除非这些装置在消防员电梯开关处于位置“１”时通过电气方式被断开。

５．１１．３　在阶段２，应通过操作轿厢内的按钮或键盘控制消防员电梯的运行，键盘应符合ＧＢ／Ｔ２４４７７

规定的尺寸要求并且为按钮型。按钮应显示呼梯信号已被登记，其他的操作系统都应变成无效状态。

轿厢有两个入口时，按钮的布置应符合５．８．９的要求。

５．１１．４　在消防员电梯轿厢内，除正常的楼层标志外，在轿厢内消防员入口层的按钮之上或其附近，还

应设有清晰的消防员入口层的指示，该指示应采用附录Ｇ规定的标志。

５．１２　消防服务通信系统

５．１２．１　消防员电梯应有交互式双向语音通信的对讲系统或类似的装置，当消防员电梯处于阶段１和

阶段２时，用于消防员电梯轿厢与下列地点之间通信：

ａ）　消防员入口层。轿厢和消防员入口层的通信应在阶段１和阶段２一直保持有效，且无需按压

控制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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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消防员电梯机房或无机房电梯的紧急和测试操作屏处。只有通过按压通信装置上的控制按钮

才能使传声器有效。

ｃ）　其他可选的通信位置，例如监控中心，见０．３ｄ）。只有通过按压通信装置上的控制按钮才能使

传声器有效。

５．１２．２　轿厢内和消防员入口层的通信装置应是内置式传声器和扬声器，不能用手持式电话。

５．１２．３　通信系统的线路应敷设在井道内。

６　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的验证

本文件第５章和第７章的安全要求和措施应按照表３来验证。消防服务功能的验证应作为维护信

息的一部分。

表３　验证表

条款 目测检查ａ 设计符合性检查ｂ 测量ｃ 设计文件审查ｄ 功能试验ｅ

５．２．１ 见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

５．２．２ √ — √ √ —

５．２．３ √ — √ √ —

５．２．４ — — √ — —

５．２．５ — — — √ —

５．２．６ — — — — √

５．２．７ √ — — — —

５．２．８ — — — — √

５．２．９ √ — — — —

５．３．１ √ — √ — —

５．３．２ √ — √ — —

５．３．３ √ — √ —

５．３．４ √ √ √ — —

５．３．５ √ √ √ — —

５．４ √ √ √ √ —

５．５ √ — — — —

５．６ √ — — — —

５．７ — √ — √ —

５．８．１ √ √ √ √ —

５．８．２ √ √ — √ —

５．８．３ — √ — — √

５．８．４ — √ — — √

５．８．５ — √ — √ —

５．８．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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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验证表 （续）

条款 目测检查ａ 设计符合性检查ｂ 测量ｃ 设计文件审查ｄ 功能试验ｅ

５．８．７ — √ — — √

５．８．８ａ），ｂ），ｃ），ｄ），ｅ），ｆ） √ √ √ — √

５．８．８ｇ） — √ √ — √

５．８．８ｈ） √ √ — — √

５．８．８ｉ），ｊ），ｋ），ｌ），ｍ） — √ — — √

５．８．９ √ √ — — √

５．９．１ — — — √ —

５．９．２ — — — √ √
ｆ

５．１０ — √ — — √

５．１１．１ — — — √ —

５．１１．２ √ — — √ —

５．１１．３ √ √ — √ √

５．１１．４ √ — — — —

５．１２ — √ — — √

７ √ — — — —

　　注：如果采用经过型式试验的产品，则按产品文件进行测试和检查。

　　
ａ 目测检查的结果仅能说明其存在（如：标志、控制装置、使用手册），所要求的标志符合标准要求，递交给业主的

文件内容与标准要求一致。

ｂ 设计符合性的检查结果是为了证实消防员电梯是按照设计进行制造的，其零部件、装置符合设计文件。

ｃ 测量的结果是为了表明所规定的可测量参数已得到满足。

ｄ 设计文件审查的结果是为了证明本文件的要求在设计文件 （如：布置图、说明书）中已得到满足。

ｅ 功能试验的结果是为了表明消防员电梯包括安全装置按预定要求工作。

ｆ 功能试验的结果是为了表明消防员电梯按预定要求工作，包括安全装置、井道照明和通信系统。

７　使用信息

７．１　应在用户文档中或用其他方式提供７．２～７．５的信息。

７．２　与普通电梯不同，消防员电梯应设计成当建筑物某些部分发生火灾时，尽可能长时间地运行。在

没有火灾时，它可作为普通乘客电梯使用。

７．３　消防员电梯制造单位应向业主提供使用说明，其内容包括表４列出的详细信息。

表４　使用信息

条款 信息内容

５．１ 环境、建筑物要求（如：工作温度、未涉及的重大危险）

５．４ 消防员被困于消防员电梯轿厢内的救援（如：救援原理，见７．４和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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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使用信息 （续）

条款 信息内容

５．７．２ 需要在消防员入口层设置标识，标明驱动主机、紧急和测试操作屏的位置，以及消防员电梯主开关的位置

５．８
控制系统（如：功能及如何使用消防员电梯的描述），包括：放置轿厢内钥匙开关［见０．３ｋ）］的位置，在阶段

２如何操作钥匙开关使消防员电梯运行

５．９ 消防员电梯的电源（如：业主的维护、定期试验责任）

５．１０ 供电转换（如：业主的维护、定期试验责任）

５．１２ 消防服务通信系统（如：业主要求的定期试验）

附录 Ｈ 维护要求

７．４　外部救援程序的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ａ）　消防员打开轿厢停止位置上方的层门并进入轿顶。为防止消防员电梯的电动运行，消防员用

手或最好用梯子保持层门打开，该梯子用于进入轿顶。进入轿顶后，操作停止装置。

ｂ）　轿顶上的消防员无需使用钥匙打开轿厢安全窗，拉出储存在轿厢上的梯子并放入轿厢内。

ｃ）　被困人员沿梯子爬上轿顶。

ｄ）　消防员和被困人员从打开的层门撤离，如果有必要可利用梯子。

７．５　自救程序的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ａ）　被困消防员利用轿厢内的踩踏点或储存在轿厢内储存室里的梯子（如果有必要）打开吊顶，用

开锁钥匙从轿厢内打开轿厢安全窗。操作开锁装置能打开轿厢安全窗，并能防止消防员电梯

的移动。

ｂ）　被困消防员利用轿厢内的踩踏点或储存在轿厢内储存室里的梯子爬上轿顶。消防员电梯保持

停止状态，直到轿厢安全窗关闭并手动重新锁紧。

ｃ）　被困消防员利用梯子（如果有必要）从井道内打开层门门锁并撤离。应在轿顶提供安全操作和

放置梯子、使用停止装置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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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

水的管理

犃．１　概述

消防作业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水溢出，重要的是尽可能阻止水进入消防员电梯井道，以免影响消防

员电梯运行。经验表明，防止大量的水进入消防员电梯井道比减少水进入消防员电梯井道的措施更有

效。此外，防止水进入电梯井道的措施很容易被纳入建筑设计的一部分。因此，在本文件中，采取防止

水进入井道的措施要优先于减少水进入井道的措施。然而，在消防员电梯井道中存在水是可以预见的，

因此５．３规定了电气设备防水的要求。还应该考虑到消防员电梯井道中水对机械的影响，尤其是位于

最高层站下方的机器设备，以及消防员电梯底坑内积水的影响。

犃．２　防止消防员电梯井道进水的措施

需根据建筑物的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尽量防止水进入消防员电梯井道。适合的方法包括：

———在每个消防员电梯层站入口前设置排水道及排水管；和／或

———在每个消防员电梯层站入口前加高地面或设置斜坡，使进入前室的水不会流入电梯井道，而是

沿楼梯、烟井、排水管或排水口排到建筑物外。

这些规定适用于消防员电梯井道的所有层门（无论是通往前室还是其他地方），以及与消防员电梯

共用多梯井道的电梯的所有层门。

犃．３　解决消防员电梯底坑内积水的措施

如果未能采取Ａ．２所述的措施防止水流入消防员电梯井道，则需制定措施控制消防员电梯井道的

水位。最高允许水位需与消防员电梯供应商协商确定，否则最高允许水位为０．５ｍ。排水方案需避免

在消防员电梯井道中安装泵或其他与电梯无关的设备。

适合解决消防员电梯底坑内积水的方法为：

———排水管，防止消防员电梯底坑内的水位上升至５．３．４所规定的水平；和／或

———使用在消防员电梯井道外永久安装的排水泵，以清除消防员电梯底坑内的积水。泵的维护应

能够在消防员电梯井道外进行。作为建筑设计的一部分，应考虑泵的排水能力，并确保在发生

火灾时，泵的持续可用性，例如，在第一电源发生故障时，由第二电源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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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

消防员电梯的供电———第二电源

犅．１　概述

为确保消防员电梯的运行能维持尽可能长的时间，应提供第二电源（供电电源示例如图Ｂ．１所示）。

无论是因为大楼火灾还是其他原因，第二电源允许消防员电梯在第一电源发生故障的情况下继续运行。

第二电源可以是由独立的变电站提供独立的电源，然而这通常是很难实现并且可能需要特别批准。更

常见的做法是，使用发电机作为第二电源，而不依赖于供电公司的特别批准。

犅．２　第二电源的要求

第二电源应具备足够的容量，可使消防员电梯运行一段适当的时间（一般为２ｈ）。从第一电源到

第二电源的转换应在第一电源失效时自动进行，应在消防员入口层的层门附近向消防员提示正在使用

第二电源供电。第一电源故障后使用发电机会导致延迟，这是由于检测到第一电源的失效、启动引擎和

运行交流发电机达到供电转换的同步速度需要时间。

第二电源的容量除了考虑向消防员电梯供电外还应考虑其他负荷。除了消防员电梯外，其他电梯

由第二电源供电时，例如，为使这些电梯能够到达消防员入口层，可以考虑采取有序的启动和降低速度

等措施来管理总体需求。在选择发电机的时候，要注意转换时可接受的初始负荷比满载的额定负荷小

得多（例如在６０％的范围内）。若电梯再生能量能输入到供电系统，应向建筑设计单位说明，因为发电

机吸收这些能量的能力通常是有限的。发电机的规格宜能接收再生能量或允许采取替代措施吸收这些

能量。

无论第二电源的来源是什么，第一电源和第二电源之间的独立性水平（以避免共模失效的风险）需

要建筑设计单位考虑国家相关规范进行评估，例如建筑设计和电力供应的可靠性等因素。需要注意的

是，电力供应的历史可靠性不一定能作为未来的可靠指南，因为备用容量（发电和配电）水平通常会随发

电能力衰退而降低。

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协商（见０．３）。

　　

　防火的供电

　 普通供电

图犅．１　消防员电梯供电电源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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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

消防员电梯的布置

犆．１　概述

门与墙的布置和耐火性能需符合国家相关消防规范。

以下对耐火性和设备的要求，在国家建筑消防规范中进行规定：

———逃生路径；

———楼层数量；

———火灾荷载；

———自动灭火设施；

———其他。

犆．２　消防员电梯的布置

下列图Ｃ．１、图Ｃ．２和图Ｃ．３的示意图仅是示例，也可为其他建筑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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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１———前室；

２———消防员电梯。

图犆．１　单台消防员电梯和前室的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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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１———前室；

２———消防员电梯；

３———普通电梯；

４———中间防火墙。

图犆．２　在多梯井道内的消防员电梯和前室的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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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１———前室；

２———消防员电梯；

３———普通电梯；

４———中间防火墙；

５———前室；

６———逃生路径。

图犆．３　在多梯井道内的两个出入口消防员电梯和前室的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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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

消防员电梯井道内的防水

　　电气设备的防水保护如图Ｄ．１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１ ———消防员电梯轿厢；

２ ———着火层；

３ ———前方控制点（桥头）；

４ ———从着火层地面漏下的水；

５ａ———井道内的ＩＰＸ１保护区域；

５ｂ———井道内的ＩＰＸ３保护区域；

５ｃ———井道内的ＩＰ６７保护区域；

６ ———底坑积水最高水位；

７ ———轿顶上和轿厢外壁的ＩＰＸ３保护；

８ ———防止水进入电梯井道的措施。

图犇．１　电气设备的防水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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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资料性）

消防员救援原理示例

犈．１　外部救援程序

外部救援程序如下（见图Ｅ．１）：

ａ）　消防员打开轿厢停止位置上方的层门，进入轿顶，并操作停止装置；

ｂ）　轿顶上的消防员打开安全窗，拉出储存在轿厢上的梯子（图Ｅ．１中的位置ａ），并把它放入轿厢

内（图Ｅ．１中的位置ｂ）；

ｃ）　被困人员沿梯子爬上轿顶；

ｄ）　消防员和被困人员从打开的层门撤离，如有必要可利用梯子（图Ｅ．１中的位置ｃ）。

仅当层门地坎间的距离与梯子的长度相适应时才能使用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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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１———轿厢安全窗；

２———储存在轿厢上的便携式梯子。

图犈．１　利用储存在轿厢上的便携式梯子从消防员电梯外救援

犈．２　自救程序Ⅰ

自救程序Ⅰ如下（见图Ｅ．２）：

ａ）　被困的消防员打开安全窗；

ｂ）　被困的消防员利用轿厢内的踩踏点爬上轿顶，操作停止装置；

ｃ）　被困的消防员利用储存在轿厢上的便携式梯子（如有必要）从井道内打开层门门锁并撤离。

仅当层门地坎间的距离与梯子的长度相适应时才能使用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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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１———轿厢安全窗；

２———储存在轿厢上的便携式梯子；

３———层门门锁；

４———踩踏点。

图犈．２　利用储存在轿厢上的便携式梯子自救

犈．３　自救程序Ⅱ

自救程序Ⅱ如下（见图Ｅ．３）：

ａ）　被困的消防员打开储存室的门，搬出储存的梯子（图Ｅ．３的位置ｄ）；

ｂ）　被困的消防员打开安全窗；

ｃ）　被困的消防员利用梯子（图Ｅ．３的位置ｂ）爬上轿顶，操作停止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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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被困的消防员利用梯子（图Ｅ．３的位置ｃ）（如有必要）从井道内打开层门门锁并撤离。

仅当层门地坎间的距离与梯子的长度相适应时才能使用此方法。

　　标引序号说明：

１———轿厢安全窗；

３———层门门锁；

５———储存在轿厢内储存室的便携式梯子。

图犈．３　利用轿厢内储存室的便携式梯子自救

４２

犌犅／犜２６４６５—２０２１



附　录　犉

（资料性）

建筑接口

犉．１　概述

本附录用于指导设有消防员电梯建筑的设计。如果相关国家建筑规范提供了指导，则宜遵守这些

规范的规定。

下列项目不属于消防员电梯设计的范畴，因此宜在建筑设计中加以说明：

———说明是否需要消防员电梯，如需要，消防员电梯的数量、位置、规格和额定速度；

———层门前区域的保护，以及前室与受保护楼梯之间的连接；

———井道的隔离；

———层门耐火等级的规定；

———水的管理，见附录Ａ；

———供电，见附录Ｂ；

———烟的管理，例如加压送风系统；

———消防员电梯标识。

犉．２　消防管理部门的批准

在确定消防员电梯最终设计方案之前，宜与消防管理部门就以下建筑方面事项达成一致：

———消防员电梯所服务的楼层；

———如果消防员电梯轿厢有两个入口：在消防服务期间须保持关闭的层门；

———消防员入口层和消防员电梯开关的位置；

———在５．４中提及的救援措施。需特别注意，消防员电梯的相邻层门地坎间的距离大于７ｍ时可

能需要设置中间井道安全门。

建议就这些事项取得消防管理部门的书面同意，最好附有消防员电梯及其所有层站的简图。

来自消防管理部门的额外需求和要求不宜与本文件的要求冲突。

犉．３　消防员电梯的配置

国家相关规范规定了消防员电梯的数量、位置、规格和额定速度。这些考虑是基于相关规范要求和

所使用的消防原理（见附录Ｉ）。

消防员电梯的位置需使消防员能够在消防水带的最大长度范围内（例如５０ｍ）到达楼层的任何区

域。这个尺寸决定消防员电梯的位置和数量。在消防员入口层，消防员电梯通向建筑物外面的路径需

进行防火保护。

国家相关规范规定轿厢的最小尺寸以符合所使用的消防原理（以便运送消防员和设备）。国家相关

规范未规定最小尺寸时，轿厢宽度至少为１１００ｍｍ，轿厢深度至少为１４００ｍｍ，门的净开门宽度至少

为８００ｍｍ。如有需要，可能需要更大的消防员电梯以容纳病床或担架、轮椅等，或适用于较大的消防

队伍和设备。在这种情况下，轿厢尺寸可从ＧＢ／Ｔ７０２５．１中选择。

消防员电梯需服务于建筑设计定义的和国家相关规范要求的所有楼层。需特别注意消防员电梯井

道穿过没有层站入口的楼层的情况，进入前室的最大层门间的距离不能过大，即要与从轿厢中救援被困

乘客和消防员的预定方法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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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４　层门前区域的保护

为了消防员电梯和消防作业的安全，在消防员电梯服务的所有楼层的每个消防员电梯层门外设置

前室至关重要。该区域用来保护消防员电梯不受火灾影响，如果要消防员电梯在消防服务期间保持可

靠运行，这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区域需能满足消防员和他们的设备可以在无需打开任何通往前室的门的情况下进行组合。如

果该前室位于建筑物的疏散路线上，则该前室需足够大，以便能在不受消防作业影响的情况下进行

疏散。

不能假定消防员总是能够利用消防员电梯疏散前室中的人员。因此，有必要设置一组楼梯，以便从

前室通过防火通道到达相对安全的地方。

犉．５　消防员电梯井道的分隔

消防员电梯井道需要在建筑中分隔形成一个独立的垂直防火分区。

这些防火分区的结构宜符合ＧＢ５００１６的耐火要求。其耐火性能在隔热性和完整性方面保持足够

时间，一般为２ｈ，以便消防员处理和控制火灾。

每个消防员电梯层门外的前室需形成各自的防火分区。见附录Ｊ。

机器空间，尤其是紧急和测试操作屏，需要能从这个独立的垂直防火分区可直接接近或可通过防火

通道接近。

犉．６　卷帘、防火门的耐火性能

如果轿厢设有超过一个门，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发生一个以上的门打开———可能是故意打开

的，也可能是错误打开的（故障状态）。火势蔓延的风险很高，可能使火灾通过轿厢从一个层站蔓延到另

一个层站，这种严重危险的情况需要避免。

在消防作业期间，任何特定楼层的电梯前门或后门都将是消防员离开消防员电梯的选择。任何在

消防服务期间预定不打开的门需要配备自动防火卷帘，卷帘最迟在操作消防员电梯开关时关闭。有必

要使该卷帘在关闭时的隔热性和完整性达到与消防员电梯井道相同的水平。

犉．７　烟的管理

有许多控制烟的方法。无论采取何种方法控制烟，需要协商以确保对消防员电梯的运行没有影响。

特别是使用加压控制烟时，有一些有待协商的问题（见０．３）：

———在消防员电梯井道内，通过加压送风系统控制烟进入时，需避免各层门两侧的压力差（即消防

员电梯井道和前室的压力相同）或需经过协商确定（见０．３），以确保层门在最大压力差情况下

能够打开或关闭；

———用于向井道内加压的空气的温度可能是环境温度，因此需就适当的温度限制达成一致。

犉．８　消防员电梯标识

消防救援部门可能不熟悉建筑物内消防员电梯的设置，消防员在现场面临的挑战是确定电梯的位

置，特别是驱动主机的位置以及消防员电梯发生故障或电源失效时移动消防员电梯的方法。需考虑设

置指示和标识，通常设在消防层入口，使消防员到达现场后便能够快速获得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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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犌

（规范性）

消防员电梯的标志

犌．１　消防员电梯的标志应使用图Ｇ．１。

犌．２　该标志图形应采用白色，背景采用红色。该标志尺寸应符合下列要求：

———在用于消防服务的轿厢操作面板上，为２０ｍｍ×２０ｍｍ；

———在层站上，至少为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

图 犌．１　消防员电梯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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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犎

（资料性）

维护要求

犎．１　总则

犎．１．１　为了保证消防员电梯的安全可靠运行，有必要有计划地对其进行适当的定期维护，通常每月

一次。

犎．１．２　维护此类消防设备需要确保建筑日常运作的负责人（ＲＰ）和消防员电梯维护保养单位的共同

努力。

犎．２　定期检查和测试

犎．２．１　负责人（ＲＰ）需组织人员定期对消防员电梯进行检查，以确保消防员电梯能符合制造单位提供

的说明正常运行。这些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ａ）　操作消防员电梯开关（通常每周一次），检查消防员电梯是否返回消防员入口层，消防员电梯开

着门停留在该楼层，电梯不响应层站呼梯。

ｂ）　如果消防员电梯连接了ＢＭＳ的火灾探测系统，检查以确保消防员电梯响应来自ＢＭＳ或探测

系统的指令。

ｃ）　模拟第一电源故障（通常每月一次），以检查第二电源的转换并以第二电源运行。如果第二电

源是发电机供电，则给消防员电梯供电至少１ｈ。

ｄ）　从消防员电梯开关和ＢＭＳ／探测系统对消防员电梯运行进行全面测试［通常每年一次，由负责

人（ＲＰ）与消防员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共同安排］。由第二电源供电，检查包括通信系统在内的

全部消防功能。需检查以确保消防员电梯可以运行到任何需要的楼层，并在到达一个楼层后

仅在操作开门按钮时开门，然后开着门停靠在该楼层。

ｅ）　检查建筑有关事项，包括防止水流入消防员电梯井道的措施和／或解决井道进水的措施，以及

检查用于控制消防员电梯底坑水位的泵的运行。

犎．２．２　消防员电梯维护保养单位需按照负责人（ＲＰ）的要求进行年度测试，并记录消防员电梯各方面

是否正确运行，包括通信系统。

犎．３　更换

犎．３．１　如果需要更换消防员电梯的零件或部件，消防员电梯维护保养单位需向负责人（ＲＰ）提出建议，

以确保火灾发生时消防员电梯的可用性和可靠性。

犎．３．２　如果在用消防员电梯的有关标准发生变更，消防员电梯维护保养单位需向负责人（ＲＰ）提出建

议，特别是火灾情况下消防员电梯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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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犐

（资料性）

高层建筑的消防原理

犐．１　总则

本原理不包括使用其他手段的逃生方法，例如应急楼梯等。

注：Ｉ．２～Ｉ．６仅是说明风险和不同原理的例子。

犐．２　概述

建筑结构、烟雾探测、警报系统、灭火设施和消防栓等，需符合国家有关建筑规范的要求。

本附录中“高层建筑”的消防服务适用于层数超出消防服务机构的设备有效工作范围的建筑。

火灾在高层建筑中并不鲜见。发生在１９０８年的火灾可能是有记载的第一例，当时在纽约１２层高

的“Ｐａｒｋｅｒ”大厦全部被大火所笼罩。１９１１年，有１４８人死于１０层高的“ＳｈｉｒｔＷａｉｓｔｅｒ”工厂火灾。

１９１６年，因为上述及其他类似的火灾，纽约市地方议会修订了建筑规范，规定要设置防火楼梯、消防管

路、电梯和喷淋装置。

高层建筑时代的日益发展向建筑设计和消防服务提出了两个明确要求：其一，是设计为阻止火和烟

扩散并为居住者提供高度安全的建筑物；其二，是把固定的消防器材和有效并实用的救援方案运用于这

些建筑物。

犐．３　背景

当消防队接到火警时，人们期望消防队能快速响应。国家已经投入了相当大的财政资源，目的是得

到快速、有效的服务，确保有效的消防和救援。然而，到达建筑物入口所用的时间，可能仅是通过建筑物

到达着火点并开始消防和救援工作所需时间的一小部分。

对于地面以上的楼层的消防作业，消防员需要携带着他们的设备快速、安全地到达着火点。消防服

务人员和建筑物内人员的人身安全，以及建筑本身和建筑物内物资的保护，很可能会因为延误而面临风

险。在到达着火点后，消防员必须有足够的精力去完成艰巨而持久的消防作业。

因此，紧急服务依赖于设计者的远见，一旦消防员到达，给他们配备必要的设施，以便他们在建筑物

内开始有效的消防作业。这意味着在高层建筑中装设消防员电梯是必不可少的。消防员电梯应随时可

用，其设计应适合消防员使用，并在消防服务期间内尽可能长时间运行。众所周知，设计并提供一台确

保永不失效的电梯，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不可行的。当然，设计者和制造者需要意识到，消

防作业很大程度依赖于电梯的使用。

在火灾时，因电梯故障而造成人员可能被困在电梯轿厢内的危险很大。因此，一般电梯（除专门用

于疏散的电梯外）不宜用作逃生的工具。建筑物疏散方案需以使用楼梯为基础。

电梯井道、楼梯、前室和电梯机房防火的设计原则是一个长期的确立的准则，需将它们看作是消防

员电梯设备的一个首要的、必要的部分。

犐．４　消防服务

见图Ｉ．１和图Ｉ．２。

通常，当到达消防员入口层后，先取得对消防员电梯的控制。在控制消防员电梯后，消防员用它运

送设备到达着火层下面的楼层以组成一个前方控制点 （桥头）。这一方法避免了在评估火势以及开始

消防作业前，消防服务人员和消防员电梯轿厢直接暴露于伤害或损坏的危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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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控制点的指挥员负责执行灭火计划，消防作业将从没有烟的防火分区开始。为了灭火，受前方

控制点指挥的消防小组，尝试携带空的消防水带到达着火层，并把它们连接到着火层的消防栓上。该程

序将有助于防止烟进入楼梯间。仅当着火层的消防条件变得无法维持时，才会将消防水带连接到下一

层的消防栓上。

在整个过程中，消防员电梯将持续用于运送设备和人员。

通常，消防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的水。因此，建筑设计需尽量减少水进入消防员电梯井道（见附

录Ａ），消防员电梯装置的设计应能保护电气设备避免进水的危险。

如果消防员电梯与ＧＢ／Ｔ２４４７９所规定的火灾报警系统连接，则能自动召回消防员电梯。但是，在

这种情况下，消防员电梯将停在消防员入口层，直到消防员电梯开关被操作。

犐．５　消防员电梯

与普通电梯不同，消防员电梯应设计成当建筑物某些部分发生火灾时，尽可能长时间地运行。在没

有火灾时，它可以用作普通乘客电梯。

供电电源和供电线路的可靠性对消防员电梯运行至关重要。

犐．６　消防救援服务

见附录Ｅ。

消防员的努力并不一定是成功的，需考虑不断发展的火势对消防员电梯运行的影响，消防员将很可

能在建筑物内不断恶化的条件下连续使用消防员电梯。因此，虽然消防员电梯上设置了所有的安全部

件，它仍有可能将人员困在轿厢内无法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无法接近消防员电梯并恢复系统。

因此，消防员电梯需设置轿厢安全窗，以便被困消防员能自救或被其他人救援。有多种方法可以达到这

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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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１———消防员电梯；

２———着火层；

３———前方控制点（桥头）；

４———热气；

５———地板上的水；

６———防火门；

７———前室；

８———楼梯（逃生路径）。

注：以上仅是一个例子：

———从前室进行灭火；

———前方控制点（桥头）设在下一层的前室；

———楼梯采用空气加压等进行保护。

图犐．１　靠近前室的火灾

１３

犌犅／犜２６４６５—２０２１



　　标引序号说明：

１———消防员电梯；

２———着火层；

６———防火门；

７———前室；

８———楼梯（逃生路径）；

９———被毁坏的防火门或墙壁。

注：以上仅是一个例子：

———一段时间以后火灾最后已侵入前室。在这种情况下，火势已大面积扩散，消防员电梯不能用于灭火和

救援。

———在本文件中没有提及这种风险。

图犐．２　在前室内的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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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犑

（资料性）

防火分区的原理

　　防火分区的原理见图Ｊ．１所示。

使用区域将只能通过前室连通到消防员电梯，形成一个独立的防火分区。

消防员电梯井道可能包括与消防员电梯在同一个防火分区内的其他电梯。

　　标引序号说明：

１———消防员电梯井道，贯穿所有楼层形成单个独立的防火分区；

２———楼梯（逃生路径），贯穿所有楼层形成单个独立的防火分区；

３———前室，在每一楼层形成一个独立的防火分区；

４———使用区域，在每一层包括一个或多个独立的防火分区；

５———机器空间，本图没有表示。它可设置在不同的位置，但通常与消防员电梯井道属于同一防火分区。

图犑．１　防火分区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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