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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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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使用翻译法修改采用 ISO/TS 18870:2014《电梯--用于辅助建筑物人员疏散的电梯要求》。 

本文件与 ISO/TS 18870:2014 相比，主要技术性修改如下： 

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 GB/T 30560—2014代替了 ISO 4190-5。 

本文件与 ISO/TS 18870:2014 相比，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删除了 ISO/ TS 18870:2014引言的第 1段和第 3段，因为其不适合我国国情且其存在与否对

本文件的理解和使用没有任何影响； 

b) 在引言中，增加了条款编号，以便于引用；  

c) 在引言中，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 GB/Z 28598—2012代替了 ISO/TR 25743； 

d) 在参考文献中，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 GB/Z 28598—2012代替了 ISO/TR 25743；用等同采用

国际标准的 GB/T 20900—2007代替了 ISO 14798； 

本文件由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96）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暂空。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暂空。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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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0.1 本文件源于对使用电梯进行人员疏散的可行性研究。GB/Z 28598—2012的研究表明，如果将某些特

定的功能加入到电梯和建筑物中，则使用电梯进行人员疏散是可行的。 

0.2 由于电梯技术人员并不是建筑设计和消防工程方面的专家，本文件并不表明其是否适用或允许使用

电梯进行建筑物内的人员疏散，它只是表明负责人做决策时所需的特征。本文件没有详细定义与用于疏

散电梯相配合的建筑物的特征，其目的是让参与建筑设计和消防工程的人员明确他们应解决安全使用电

梯的相关问题。 

0.3 造成建筑物内需要疏散的原因有许多，如火灾、爆炸、化学或生物侵袭、洪水、风暴破坏、地震等。

以上并非都与每一个建筑物有关，此外也存在其他危险情况，但因发生的可能性极小，可以忽略。由建

筑设计者确定特定的危险是否足够大，以至于需要采取措施。 

例如，设计在中心市区内的一座小型办公楼，其有可能遭受爆炸或化学侵袭（恐怖主义）。但是这

种危险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除非有一些特别的原因使其易受攻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事件

的风险非常低，因此没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处理。 

0.4 如果建筑物涉及国家安全，这样会增加它受到某种形式攻击的可能性。有必要考虑建筑物内或周围

的爆炸，或化学品被带入建筑物所造成的影响。 

如果建筑物建造在非地震活跃区，无需考虑地震情况下的电梯疏散措施。 

如果建筑物位于大城市中心地区，且是著名的地标性建筑，那么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都有必要考虑。 

0.5 建筑设计者需要通过风险评价或其他方法确定何种危险事件需要进行合理处理。完成确定之后，

GB/Z 28598—2012可用于理解每个疏散方案中所需的电梯和建筑物特征。 

0.6 电梯（一台或多台）可以使残障人员从建筑物疏散相对容易些，在这种情况下，电梯可以在常规疏

散中发挥作用，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对减少总体疏散时间产生显著作用，这将取决于建筑物的大小和电梯

的数量等因素。 

0.7 本文件规定了电梯的要求，以应对所有用户在使用电梯进行疏散时可能面临的常见危险。但即使电

梯可以在常规疏散中发挥作用，这种做法也可能被证明是不经济的。不建议用电梯代替逃生楼梯或修改

对逃生楼梯的要求，而且在许多建筑设计中，使用电梯代替楼梯可能会增加疏散时间。本文件的目的是

让电梯辅助和改善建筑物内疏散方案的效率。 

0.8 本文件的内容包括需要解决的各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所列条目的排序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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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辅助建筑物人员疏散的电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安装在具有全面疏散方案的建筑物内的乘客电梯要求。 

本文件未规定对建筑物的要求，其属于全面疏散方案的一部分。 

本文件不包括以下内容： 

——建筑物人员疏散方案的详细内容； 

——减少风险或消除危险的建筑物特征的详细描述； 

——国家对建筑物的有关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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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0560—2014 电梯操作装置、信号及附件（ISO 4190-5:2006，MOD）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备用疏散出口层（AEEF） Alternative Evacuation Exit Floor  

由建筑设计者定义的用于疏散的出口楼层，可供系统或管理人员选用进行疏散的楼层。 

3.2 

建筑物管理系统（BMS） 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 

基于接收到的信息,能够做出适当决定的系统。 

3.3 

化学事故  chemical incident 

将有害气体、化学品、细菌制剂或其他物质引入建筑物。 

3.4 

建筑物管理者  building management 

负责建筑物每天安全有效地运行和根据疏散方案确保安全疏散的人员或组织。 

3.5  

ETA （estimated time of arrival） 

电梯的预计到达时间。 

3.6 

火  fire 

释放热量并有时伴有烟雾和/或火焰的物质燃烧。 

3.7 

消防指挥中心（FCC）  Fire Command Centre  

建筑物中设置的房间或区域，用于显示火灾探测系统和电梯等设施的状态，其中管理人员可收到听

觉和视觉信息，以确定使用电梯进行疏散时应采取哪些措施。 

3.8 

防火区域  fire compartment 

防火分区  fire separated area 

建筑物的一个特定区域,其墙壁、地板和天花板是由耐火材料建造的,以便在给定的时间阻隔火的侵

入。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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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管理员  fire warden 

由建筑物管理者委任的负责人，在紧急情况下协助建筑物内某楼层或区域的疏散。 

3.10 

危险区域  hazardous area 

由于热、烟、有害气体等,导致对人员有危险的区域。 

3.11 

危险探测系统  hazard detection system 

能自动探测火、烟雾、有害气体等的传感器系统。 

3.12 

行动不便  impaired mobility 

由于身体缺陷而难以使用楼梯。 

3.13 

电梯疏散时间  lift evacuation time 

一个人使用电梯疏散所需的时间。 
注1：时间的单位是秒（s）。 

注2：从启动指定楼层的疏散服务开始计算，加上运行至该楼层所需的时间，再加上打开电梯门，使电梯装载并直

驶至主疏散出口层，以及再次打开电梯门和人员全部离开轿厢所需的时间。 

3.14 

主疏散出口层（MEEF）  Main Evacuation Exit Floor 

由建筑设计者指定的楼层，人员可在该楼层通过电梯撤离建筑物。 
注：这不一定是建筑物的正常出口层或底层。 

3.15 

电梯疏散所需输送能力  required lift evacuation handling capacity 

在5 min内运送至主疏散出口层的人数，用电梯疏散总人数的百分比表示。 
注：不可与正常的电梯输送能力相混淆。 

3.16 

电梯疏散所需时间  required lift evacuation time 

电梯从提供疏散服务开始到完成一层或数层疏散所需的时间。 

3.17  

安全区域  safe area 

安全楼层  safe floor 

建筑物内已知不存在热、烟雾等危险的区域，人员可在该区域安全等候、进入或离开电梯。 

3.18 

电梯总疏散时间  total lift evacuation time 

将所有需要通过电梯进行疏散的人员运送至主疏散出口层(3.14)所需的时间。 
    注：该时间从电梯在主疏散出口层启动疏散服务开始计算，直到电梯将所有人员疏散并返回至主疏散出口层。 

3.19 

建筑标志  building sign 

由建筑物而非电梯提供的信息显示，用于告知建筑物用户可供使用的疏散电梯的位置。 

4  自动疏散电梯的要求 

4.1 确定电梯的数量和尺寸 

为了计算提供足够疏散服务所需的电梯数量和尺寸，应确定指定电梯或电梯组的输送能力。计算电

梯输送能力，电梯设计者需要附录B中的详细信息。 

建筑设计者还应提供可能影响输送能力或辅助电梯设计者理解与疏散方案相关问题的任何其他建

筑物特定信息。 

应当认识到，一台或多台电梯可能因某种原因而无法使用，这可能是由于计划的维护、修理等引起

的，在计算输送能力时应考虑这一点。这应通过假设在具有多台电梯的建筑物中，至少一台电梯在任何

给定的时间都不可用，因此应从任何计算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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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电梯的尺寸时，宜假定如果一台电梯到达楼层时没有足够的空间供人进入，则存在恐慌和/

或超载的风险，这可能发生在轮椅相对于其重量而言占用较大轿厢面积的情况下。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所选轿厢的尺寸应在适合容纳一台轮椅的情况下，仍可同时为多名乘客提供足够的空间。 

根据附录B中的信息，电梯制造单位可计算出电梯的数量和速度。 

4.2 电梯设备的保护 

电梯井道、机房或位于井道外的机器空间宜完全封闭。围壁内温度宜维持在设备的可接受水平，由

电梯制造单位与建筑物管理者协商确定。 

水可能有多个来源，包括消防水带，虽然预计水带不会被故意地朝向电梯或电梯设备。 

需要制定一系列规定来避免进水时产生不必要的故障。电梯底坑内的传感器应监测水位，例如： 

a）如果检测到水位低于底坑内设备、滑轮等，应不会影响操作；对于这种情况，应向消防指挥中

心（FCC）和建筑物管理系统（BMS）发出警告，但电梯应继续运行，和/或 

b）在水位达到滑轮或其他设备时，电梯应退出服务（见4.5）。 

4.3 乘客等候和乘梯环境 

为确保乘客的安全，宜监测电梯机房或位于井道外的机器空间、井道和侯梯厅中可能造成人员伤害

或电梯设备故障的烟雾或高温。 

不应由电梯监测这些情况，但电梯应对监测装置发送的信息做出适当响应。 

当在某楼层中检测到不安全情况，电梯不应在相关楼层平层。 

如果在井道或机器空间区域检测到不安全情况，电梯应在第一个可用的安全区域退出服务。 

电梯应通知消防指挥中心（FCC）和建筑物管理系统（BMS），其不能再提供服务。 

4.4 退出或暂停电梯疏散服务 

当电梯收到建筑物管理系统（BMS）的指令或手动信号，对建筑物内的某一楼层或某一区域停止或

暂停疏散服务，则所有停靠应为在安全区域的受控停靠，受控停靠是指电梯正常减速并停靠在某一楼层。 

当电梯接到暂停疏散服务的指令时，一旦电梯不再提供疏散服务，应通知消防指挥中心（FCC）和

建筑物管理系统（BMS）。 

4.5 电梯系统可靠性 

电梯的可靠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件规定了许多增加可靠性的特性，例如防

水保护。电梯还有自动恢复系统，可最大限度降低停梯时乘客被困的风险。因此，不需要进一步的补充

规定。 

整组电梯失效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此问题只可能发生在供电中断的情况下。因此，提供第二电源

（应急电源）是必要的（见附录A）。 

4.6 自动恢复系统 

当载有乘客的电梯由于某种原因而停止运行时，需要尽可能自动恢复至安全楼层。宜提供一种措施，

当轿厢离安全楼层较远而无法开门时，使电梯能够尝试自动恢复至安全楼层。在此过程中，轿门和层门

应保持关闭和锁紧，并告知乘客电梯正在自动恢复运行至安全楼层中。 

当轿厢停止时，乘客的自然反应是试图扒开轿门。因此，在自动恢复运行过程中轿门应保持关闭和

锁紧，直至确定轿厢已经移动到某楼层。 

在恢复或尝试恢复期间，应采用听觉和视觉信号持续告知乘客电梯正在进行的操作。 

自动恢复尝试可能由于某些原因而失败，因此，应将恢复或恢复失败的情况告知乘客。如果电梯无

法恢复且乘客被困，应向乘客提供听觉和视觉信号，说明警报已自动发出，乘客很快就会获救。乘客也

应能够与负责疏散的人员进行通讯。 

如果电梯由于某种原因发生故障，应： 

a）确定轿厢内是否有乘客，以及电梯是否在开锁区域外； 

b）如果电梯在开锁区域外，自动锁紧轿门； 

c）通知消防指挥中心（FCC）和所有建筑物管理系统（BMS），电梯停止运行且其轿厢内载有乘客，

并尝试移动到主疏散出口层； 

d）告知乘客电梯将自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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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在电梯和消防指挥中心（FCC）之间建立免提通讯。 

如果主疏散出口层是不安全的，负责疏散的人员或建筑物管理系统（BMS）应通知电梯系统一个备

用的疏散出口层。 

如果未在20 s内收到通知，电梯将自动运行至主疏散出口层。自动恢复系统应允许在下列情况下恢

复运行： 

——控制系统的故障； 

——驱动系统的故障，驱动主机除外； 

——层门或轿门的门锁电路发生故障，前提是对门的关闭状态进行了监测。这意味着需要对门扇位

置进行附加监测； 

——控制轿厢速度或超速保护的安全电路的故障，这意味着自动恢复系统应采用其自身独立的速度

监测装置。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自动恢复失败，电梯应自动通知负责疏散的人员和建筑物管理系统（BMS）。 
注：主驱动电机或制动器的故障不太可能发生，因此未提及。 

4.7 电梯轿厢远程监视 

紧急情况下，重要的是要能看到轿厢里是否有可能丧失行动能力的被困乘客。 

应提供能够显示整个轿厢地板区域的装置。 

该装置运行时，轿厢内应燃亮“轿厢监视中”的标志，同时还要发出与文字信息相同的语音。 

当电梯进行疏散服务时，该装置将自动触发。应在消防指挥中心（FCC）中设置至少一个清楚标明

“轿厢监视”的显示终端，并标有相应电梯的识别代号。 

4.8 通讯系统要求 

作为最低要求，应提供给乘客双向通讯系统，以使电梯轿厢和消防指挥中心（FCC）之间实现直接

通讯（见4.13）。国家规范可能规定了通信系统的附加要求。 

电梯应提供通讯系统，以实现消防指挥中心（FCC）、电梯机房或无机房电梯的紧急和测试操作屏之

间的通讯。 

电梯轿厢内的通讯装置应能简单地通过单个按钮操作就使通讯系统连接到消防指挥中心（FCC），而

且该装置的运行应是免提的并允许同时双向对讲。 

按钮应安装在电梯轿厢操作面板上或附近的位置（100 mm以内）。按钮的大小、标志和位置宜符合 

GB/T 30560—2014中的按钮要求。 

在机房、任意紧急和测试操作屏或消防指挥中心（FCC）处，可通过使用简单的按钮与轿厢建立通

讯连接。 

4.9 电梯标志和乘客告知 

当电梯自动退出疏散服务时，应明确告知乘客和候梯人员相关情况。应在电梯轿厢内与靠近相关层

站处给出听觉和视觉信号。听觉信号应以短间隔重复告知（每5 s到10 s），直到不再需要告知为止。 

无论电梯何时装载、卸载、自动恢复或泊梯，每个楼层都应提供或指示电梯将运行到某一指定楼层

的相关信息，且在该楼层乘客应撤离电梯。 

听觉信号的音量应能在35 dB到80 dB之间调节，但最初应设定为75 dB。标志和告知的规定应与负

责建筑物标志系统的相关人员进行协调。如果必要，所有电梯轿厢和层站显示宜满足 GB/T 30560—2014

的要求。 

对于正在提供疏散服务的楼层，每个电梯轿厢的位置都应在层站处显示。 

无论电梯何时执行某一指令，比如运行疏散服务、泊梯、到主疏散出口层（MEEF）或备用疏散出口

层（AEEF）等，都应通知消防指挥中心（FCC）或建筑物管理系统（BMS）其执行的任务并在完成任务后

进行确认。正常或备用电源可用时，电梯的运行状况应随时能在消防指挥中心（FCC）内观察并通知建

筑物管理系统（BMS）。 

轿厢操作面板上或附近，应清晰标示电梯的唯一性代号。此信息标志应是永久性的，且字符大小至

少为25 mm高。 

同样的代号也应显示在靠近电梯入口的层站处。 

4.10 轿厢超载检测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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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厢应设置称重装置，设置在约80％额定载重量时动作。动作时，应发出听觉和视觉警告信号，指

出轿厢满载，并且轿厢应直接运行至主疏散出口层（MEEF）或备用疏散出口层（AEEF），并在到达后告

知乘客：“撤离电梯”。 

如果轿厢超载，超载保护装置应动作，并使门保持在开启状态，直到超载情况解除。 

假定轿厢的额定载重量和尺寸符合GB/T 7025.1的相关要求，限制载重量对应的轿厢面积，以防止

超载。 

4.11 启动疏散服务 

疏散服务可通过按钮、控制杆或钥匙等装置启动，也可通过建筑物管理系统（BMS）或危险探测系

统发送的信号启动。当使用按钮或其他手动装置启动时，该装置应具有防止未经授权使用的防护措施。

其用途应清楚地用符号和/或字符“电梯疏散服务”标明。 

4.12 疏散服务描述 

4.12.1 用于疏散服务的任何电梯，当转换至消防服务（如果有）时，应自动退出疏散服务。 

4.12.2 一旦收到信号，任何离开主疏散出口层（MEEF）的指定电梯应在第一时间以受控方式减速和停

止，不开门且反向行驶，并按照指令直驶至主疏散出口层（MEEF）或备用疏散出口层（AEEF）。在返程

过程中，轿厢内应提供听觉和视觉信息告知：“电梯正返回疏散楼层，请在门打开时离开轿厢”。 

4.12.3 正驶向主疏散出口层（MEEF）或备用疏散出口层（AEEF）的电梯，取消轿厢登记指令，直驶至

指定的出口层。在运行过程中，轿厢内应提供听觉和视觉信息告知：“电梯正返回疏散楼层，请在门打

开时离开轿厢”。 

4.12.4 电梯到达主疏散出口层（MEEF）或备用疏散出口层（AEEF）后，打开电梯门并保持约15 s。在

此期间，层站及轿厢内应显示标志：“电梯正在疏散服务，不要进入轿厢”。语音告知应重复此信息。 

4.12.5 在不需要疏散楼层驻停的电梯，当接收到疏散信号后，应播报并显示：“电梯进入疏散服务”，

之后电梯应立即关门。电梯开门按钮和门保护装置在关门过程中应保持有效。但是，如果门以较低速度

关闭以限制其动能，门保护装置可以无效。如果电梯已经停在需要疏散的楼层，接收到疏散信号后应开

门，播报并显示：“电梯正在疏散服务”。 

4.12.6 电梯开门保持时间结束后，电梯门应关闭，电梯应根据指令直接运行到被要求进行疏散的某一

楼层。该指令可以来自建筑物管理系统（BMS）或由消防指挥中心（FCC）手动输入。 

4.12.7 到达疏散楼层后，电梯门应保持打开，以提供足够的时间供人员进入轿厢，包括残障人员。在

此期间，层站和轿厢的听觉和视觉信息应告知：“可进入轿厢”。 

4.12.8 当装载时间已过或当轿厢满载时，轿厢应关门并返回到主疏散出口层（MEEF）或备用疏散出口

层（AEEF）。在返回到主疏散出口层（MEEF）或备用疏散出口层（AEEF）行程中，如果轿厢没有满载，

允许轿厢在接收到疏散信号的其他楼层额外停靠（见4.8）。 

4.12.9 当装载完成后，如果电梯门受阻，除开门按钮之外其它电梯关门保护装置都应禁用，并且电梯

门以较低速度关闭。应提供听觉和视觉信息告知：“电梯门正在关闭”。 

4.12.10 在运行至主疏散出口层（MEEF）或备用疏散出口层（AEEF）过程中，应在轿厢内提供视觉和听

觉信号告知：“电梯正在返回至疏散楼层，请在电梯门打开后离开电梯”。 

抵达主疏散出口层（MEEF）或备用疏散出口层（AEEF）后，打开电梯门并保持约15s，然后电梯门

关闭，宜重复该操作。 

在每次运行过程中，轿门宜锁紧，以防止外力开启。如果轿厢停在楼层之间，轿门应保持锁紧，直

到轿厢被恢复到距离层站200 mm以内。  

电梯应继续到原楼层提供疏散服务，直至电梯收到执行一个新楼层疏散服务的指令。当这种情况发

生时，轿厢在驶往需要疏散服务的新楼层之前，应优先返回主疏散出口层（MEEF）一次。 

无论指定楼层何时被提供疏散服务，层站处的建筑物信号标志都应通告知“电梯疏散服务”。此信

息应为听觉和视觉信号。 

如果可能，提供电梯疏散服务的楼层宜显示下一次电梯到达的ETA。 

如果在电梯疏散服务期间，电梯系统接收到暂停服务的指令，正在装载的电梯或驶向主疏散出口层

（MEEF）或备用疏散出口层（AEEF）的电梯轿厢应该完成该行程。任何正在驶离主疏散出口层（MEEF）

或备用疏散出口层（AEEF）的电梯应在第一个可用的安全楼层停下，不开门并反向直驶至主疏散出口层

（MEEF）或备用疏散出口层（AE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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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站处的建筑标志和电梯的轿厢、层站信息显示都应在所有楼层提供听觉和视觉信号告知：“电梯

疏散服务暂停”。 

疏散服务应通过授权人员手动复位终止或者通过建筑物管理系统（BMS）终止。如果疏散服务是由

危险探测系统的信号启动，危害探测系统的信号取消不应使疏散服务停止。 

当接收到停止疏散服务的指令时，收到指令的电梯应返回至主疏散出口层（MEEF）或备用疏散出口

层（AEEF），并将电梯门完全打开后，才能停止疏散服务。 

4.13 电梯退出服务 

4.13.1 在某些情况下，电梯不宜继续服务。例如，如果建筑物中有一种有毒物质，停止电梯运行比使

用电梯进行疏散服务可能更有利。管理人员或主管机构可能决定该建筑物还不必进行疏散。这种情况下

应由建筑物设计者在疏散方案中确定采取的措施。若电梯未被使用，如有可能，宜在安全区域退出服务。 

4.13.2 为了满足这一要求，电梯在收到建筑物管理系统（BMS）或消防指挥中心（FCC）的信号后，应

在层站告知候梯人员：“电梯退出服务，请勿进入”。 

4.13.3 如果电梯正在运行，应提供听觉和视觉信息告知：“电梯将在下一次停靠时退出服务”。下一次

停靠时，轿门和层门应打开，并以听觉和视觉方式告知乘客：“请撤离电梯”。 

4.13.4 如果电梯停在某一楼层且处于开门状态，则电梯门宜关闭，此时乘客探测系统宜禁用。电梯门

以缓慢速度关闭的同时应提供听觉和视觉信息告知：“正在关门，请撤离电梯”。电梯门关闭后，电梯宜

运行并停靠在安全楼层，通常是主疏散出口层（MEEF）或备用疏散出口层（AEEF）。 

4.13.5 如果正在运行的电梯接收到“退出服务”信号，只要目的层是安全区域，电梯应完成其当前的

运行。如果目的层不是安全区域，则电梯应按照指令停驻在一个新的安全区域，通常是主疏散出口层

（MEEF）或备用疏散出口层（AEEF）。 

4.13.6 在到达安全楼层后，电梯门打开，应通过听觉和视觉信息告知乘客：“电梯退出服务，请撤离电

梯”。 

4.13.7 大约有10 s延时，以便乘客撤离电梯，然后，层站和轿厢内的标志应亮起，告知：“电梯退出服

务，请勿进入”。 

4.13.8 电梯门宜保持开启，以便紧急救援人员查看电梯是否有人。如果国家相关建筑规范要求电梯门

关闭，则电梯门应关闭，但轿厢内的开门按钮应保持有效。 

4.13.9 电梯应通知建筑物管理系统（BMS）或消防指挥中心（FCC）其安全到达停驻楼层及其状态，例

如：电梯在第x楼层退出服务。 
注：退出服务是指“电梯退出疏散服务”。 

4.13.10 如果电梯接到退出服务的指令，但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的停驻楼层，那么电梯应自动

向建筑物管理系统（BMS）和消防指挥中心（FCC）发出警报并告知其位置。规定的时间是指从底层端站

直驶到顶层端站运行时间的两倍。 

4.13.11 在消防指挥中心（FCC）中通过简单地操作一个钥匙开关或按钮，或通过来自建筑物管理系统

（BMS）的指令，应可以使电梯恢复疏散服务。 

4.13.12 应只能通过钥匙开关使电梯恢复正常服务。 

4.14 更改主疏散出口层（MEEF） 

4.14.1 在疏散期间，由于某些原因可能导致主疏散出口层（MEEF）不再适合使用或不再安全。如果出

现这种情况，应能通过手动或自动方式指定一个备用楼层，即备用疏散出口层（AEEF）。 

4.14.2 所有电梯在收到相应信号后，都应使用备用疏散出口层（AEEF）。如果电梯已向先前分派的主疏

散出口层（MEEF）运行，而新指定的备用疏散出口层（AEEF）位于电梯当前的运行路径中且可停靠时，

则电梯应减速并停靠到该备用疏散出口层（AEEF）。 

4.14.3 如果备用疏散出口层（AEEF）不在电梯当前的运行路径中，电梯应减速并停靠到第一个可用的

安全区域，不开门且反向运行，并直驶至备用疏散出口层（AEEF）。在这次停靠和反向运行期间，宜告

知乘客在电梯运行到新的安全区域之前保持等待（例如“请勿尝试离开电梯，电梯正驶往新楼层”）。反

向运行宜立即执行。 

4.14.4 如果根据建筑物管理系统（BMS）的指令，主疏散出口层（MEEF）不再安全，且没有为电梯系统

指定新的安全楼层，则应按照4.13退出疏散服务。 

4.15 疏散服务的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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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1 当取消了启动疏散服务装置的信号，并收到“取消疏散服务”开关发送的信号后，所有不在基

站的电梯应在完成当前所分派的任务后返回基站。 

到达基站后，电梯门应打开，然后该电梯的疏散服务应被取消。 

任何已经在基站的电梯，应打开电梯门，并取消疏散服务。 

4.15.2 在取消服务期间，如果收到新的疏散服务启动信号，任何不在基站的电梯都应返回到基站，并

再次开始执行疏散服务。 

在疏散方案中宜描述电梯如何恢复至正常服务的操作程序。 

5  需提供给建筑物业主的信息 

5.1 当电梯完工后，电梯制造单位应向建筑物业主提供一个手册，说明电梯系统是如何用于疏散服务，

适当全面维保的重要性，以及建筑物业主宜进行的检查级别，以确保系统继续可靠运行。 

5.2 手册的草案副本也应尽早提供给建筑设计者。 
注：本文件并没有对疏散方案进行说明，因为这应是建筑设计者的责任。 

6  需提供的其他信息 

电梯制造单位需提供给建筑设计者的信息，以及电梯设计者需要建筑设计者提供的信息，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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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自动疏散电梯要求应考虑的建筑物设计因素 

A.1  概述 

应认识到的是，紧急情况不同，需要的电梯疏散程序也不同。例如，如果探测到火灾，则可以计划

将电梯用于常规疏散，且电梯可以被分派到建筑中的特定区域进行人员疏散，然而如果探测到有害气体，

则更重要的是停止电梯运行，避免该有害气体在整栋建筑中扩散。重要的是，设计者宜认真考虑建筑系

统和电梯能够自动管理的紧急情况的类型。 

如果不具备复杂的自动化系统，那么使用建筑管理程序来替代管理很多可能发生的事件也是可以接

受的。 

建筑设计者应确定可自动检测的事件类型及检测精确度。如果安装了一个简单的火灾探测系统，它

只能发送一个信号（建筑火灾），则无法运行复杂的电梯疏散程序。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有必要使用能够

探测是否发生火灾及建筑中发生火灾精确位置的检测系统。可以使用这些信息指引电梯运行到关键区域

或让电梯远离危险区域。 

A.2  示例 

下面的示例进一步阐明了上述观点。 

示例1： 
巴黎中部将建设一栋12层的写字楼。这栋建筑一旦完工，将出租给各类租户。火灾是要务必考虑的一个因素。此建

筑旁边有一条河流，但是该建筑地势较高，所以此河流不会对其造成水淹。巴黎未处于地震风险区域；尽管任何建筑都

可能遭到恐怖主义袭击，但作为一栋普通的写字楼，其没有理由比巴黎其他写字楼更容易被恐怖主义分子注意到。此建

筑没有燃气供应，所以自动管理的主要风险为火灾和误报警。 

示例2： 

伦敦市中心将建设一栋9层的写字楼，供国防部使用。此建筑位于泰晤士河畔，存在水淹的风险，然而环境专家认

为洪水风险为50年一遇（低风险）。如果发生洪水，则至少会提前7 h发出警报，从而容易在洪水发生前疏散。管理此事

件无需自动化系统，使用建筑管理程序即可。伦敦不会发生地震，但是因为它是国防部建筑，炸弹袭击的风险被视为很

高，然而这也不需要自动化探测系统。炸弹事件也可以使用建筑管理程序管理。将生物制剂带入建筑的风险也被视为很

高，然而也无需自动探测，使用建筑管理程序检测即可，一旦检测到化学品，将能自动疏散。 

A.3  针对电梯的通用建筑规范 

假设电梯及其相关机器安装在封闭的耐火电梯井道中，并按照建筑规范形成了一个防火分区。此外，

其围壁能够防止热传递、烟雾扩散或火焰蔓延到电梯井道中，耐火时间至少为使用80%的可用疏散电梯

（如果提供了多部电梯）完成全部疏散需要时间的1.5倍。 

这些规定不仅对用户安全至关重要，对电梯的可靠性也很重要。 

如果电梯底坑位于易受水淹的地方，还应规定电梯底坑中排水的方法。此规定的方法应包括适当的

排水沟或带有自动化水位检测器和水泵的集水池。这些设备应位于电梯底坑的外面，能够让非电梯相关

人员不必进入电梯井道就能维护设备。 

A.4  操作可靠性 

用于疏散服务的电梯宜为建筑垂直交通系统的一部分，从而可供日常使用。 

建筑业主应负责确保电梯和相关设备正常运转且可以安全使用。 

例如，有6部电梯的建筑中，预期有一部电梯因为计划内的维保、修理或安全检查而停止使用是合

理的。在任何设计计算中宜考虑这一点，见4.5。 

A.5  识别需要管理的危险 

建筑设计者需要确定一栋给定建筑需要疏散的可能原因。至少有五类，具体如下： 

a）误报警或疏散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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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火：包含火焰、热量和/或烟雾； 

c）水淹：可能由内部的水箱爆破、地下河流水位上升或附近河流洪水等引起。 特大洪水会损坏地

基，产生建筑失效的风险； 

d）结构振动：地震、爆炸、雷击、车辆撞击或其他物体的冲击。这些事件会给建筑结构带来巨大

冲击，且可以作为结构内部振动被检测到。冲击比较严重时，电梯设备可能偏离正常位置，导致电梯运

行故障、引发危险或无法运行； 

e）化学品事故：指由恐怖主义分子或由其他方式带入建筑中的化学品、细菌制剂、物质或有害气

体。它影响电梯运行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可能给建筑的部分区域或整栋建筑带来危险。 

在识别建筑可能需要疏散建筑人群的可能原因后，应确定每次事件的疏散方式或疏散的必要性。 

A.6  危险事件的探测 

A.6.1 概述 

一些事件利用已知技术很容易探测出来。例如，发生火灾时，消防专家就有很多现成的系统可选择。

然而，需要记住的一点是，仅探测到发生火灾是不够的，还宜能够探测到其相对电梯、电梯设备及电源

的位置。 

一些紧急情况一般是有人报告得知的（如炸弹警告）。 

建筑设计者宜确定需要自动检测的事件及最佳检测方式。需要承认的一点是，检测系统越复杂，提

供的信息可能就越多。只要避免信息过量，信息越多，做出的决策就越明智。 

附近建筑事件可能导致需要疏散。认为这类事件的自动探测是没有必要的，一般也不实际。通常情

况下，该类信息将直接来自观察到该事件（如火灾或烟雾等）的人员。 

此外，还有一些事件永远无法被自动探测到，任何建筑物管理系统（BMS）或消防指挥中心（FCC）

宜配备某种形式的手动装置，按照建筑负责人要求，启动适当的疏散服务。 

建筑物管理系统（BMS）宜尽快发送指令给电梯。 

A.6.2 水淹探测 

发生洪水时，洪水可能冲走建筑地基，显然这要比内部水淹更严重，且如果存在该风险，提前警报

非常重要，但是无需自动化。宜制定尽早监测出该洪水的方案，这主要是建筑管理问题，而不是紧急情

况。一旦识别洪水风险且时间允许，宜使用电梯辅助任何疏散，直到发展到风险不可接受的状况。 

由于河水水位升高而导致的内部水淹也很严重，但这不是紧急情况。当运行到地下室的电梯轿厢中

有乘客时，乘客有溺水的风险。如果因为毗邻河流等，地下室或其他区域面临不可预测的水淹风险，则

宜提供传感器检测上升的水位，并能暂停该区域的电梯服务。 

管道和水箱等故障可能引起内部局部水淹，且损失可能是巨大的。无需使用电梯疏散体格健全的人

员，因为这不是紧急情况，且任何疏散都不可能是迅速的。即便体格健全的人员使用楼梯，其他人也有

可能使用电梯，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知道电梯是否受到水的影响。须在电梯井道中安装传感器，

检测该问题，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目测电梯层站就可以发现是否有水进入电梯井道中。如果发现有水

进入电梯井道中，则不宜使用该井道的电梯，且使电梯停靠在相对干燥区域，并退出服务。 

此外，电梯井道中的喷淋系统也可能意外或特意喷水。在电梯停靠到安全区域且关闭电源前，喷淋

系统不宜动作。 

A.6.3 化学事故的检测 

建筑中有爆炸性气体、化学品或生物制剂，其本身并不会损坏电梯。风险在于，电梯的运行可能点

燃爆炸性气体，或如果是生物制剂，可能导致其在建筑物内扩散。 

如果建筑中有爆炸性气体，则电梯运行引起的点燃风险与建筑中其他电气设备运行引起的风险是相

当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如果其他设备（如空调）的电源被关闭，不会像电梯电源被关闭一样，把人困

在电梯里。 

除非情况非常特殊，假定电梯可以在其行程终点正常停止，然后自动停驻。建筑物管理者或紧急服

务部认为电梯停驻后关闭电源是有利的，则宜关闭。该停驻程序应很容易通过消防指挥中心（FCC）中

的钥匙开关或按钮启动。 

如果是生物制剂，宜确定最佳策略是什么。在一些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停止电梯，因为这会减缓

制剂扩散的速度。由建筑管理或紧急服务部决定对电梯采取什么行动。如果他们决定使电梯退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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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宜能通过操作钥匙开关或按钮发出一个简单的指令，使所有电梯在指定的停驻层自动停驻或启动疏散

服务。 

检测有害气体、化学品或生物制剂不是不可能，然而实际上非常困难且价格昂贵。宜由专家确定这

种复杂系统是否适合特定的建筑，以及如何实现。 

如果未提供自动检测装置，则宜假定该事件只在以某种方式报告给建筑管理员后才会明确。 

即便由建筑管理员负责，也可以规定允许建筑管理员手动将信息输入智能建筑物管理系统（BMS）

中，以确定最佳行动方案。 

A.6.4 探测建筑结构损坏 

如果确定需要自动探测地震或爆炸等事件，则此领域的专家需确定如何实现。来自探测系统的信息

可以传输给建筑物管理系统（BMS），然后建筑物管理系统（BMS）自动发出一个适当的信号给电梯或在

显示面板上显示该信息，通知建筑物管理者发生的情况。 

在考虑建筑结构中的冲击检测时，宜考虑按照三个强度等级进行检测。这将使电梯能够在低于规定

阈值时继续运行，而不是检测到振动就退出服务。例如，如果建筑管理员或仪器检测到结构中有一个冲

击且超出X值，建筑物管理系统（BMS）会指令电梯在指定的驻停层站停止运行，远离潜在危险区。如果

被检测的事件超出Y值，则电梯应立即停止运行。如果检测到的冲击水平较低，则电梯可在冲击过后继

续运行。 

X、Y数值需与电梯制造单位共同确定，因为只有他们知道其设备可以承受的冲击。此信息宜传达给

建筑设计者及探测系统的设计者。如果电梯因为冲击超出定义水平而立即停止运行，则乘客可能被困在

楼层之间。因此，宜自动告知他们：一旦冲击过后，他们将被自动救援。冲击过后，任何困有乘客且未

自动救援的电梯，宜自动向消防指挥中心（FCC）和建筑物管理系统（BMS）发出报警。此外，还宜告知

乘客发生的情况。 

A.6.5 探测火灾 

A.6.5.1 概述 

火灾探测方法非常成熟。如果电梯用于安全疏散服务，与电梯设备有关的良好的监测非常重要。用

于此目的设备宜由建筑检测系统的设计者进行指定而不是由电梯制造单位。 

A.6.5.2 烟雾 

为确保用户和电梯设备的安全，电梯机房、电梯井道及电梯层站区域需配备探测和监视是否有烟雾

的装置。探测到后，将此信息发送到建筑物管理系统（BMS）、火灾探测系统或显示在合适的位置（消防

指挥中心（FCC）），以便建筑负责人采取合适的行动。所有这样的探测装置宜是建筑探测系统的组成部

分，而不是电梯系统的独立部分。 

A.6.5.3 高温 

宜持续监测人员等候的任何安全区域（大堂、避难空间等）和电梯井道的温度，以确定是否安全和

维持在安全状态。探测到不安全温度后，宜将此信息发送到建筑物管理系统（BMS）或消防指挥中心（FCC）。

建筑物管理系统（BMS）或消防指挥中心（FCC）宜确定下一步做什么，并发送适当的信号给电梯（如在

x楼层停止电梯，并按照规范要求在停止时打开或关闭电梯门）。 

A.6.5.4 与电梯有关事件的发生位置 

在探测诸如火灾等事件时，重要的是了解该事件相对任何计划用于疏散的电梯的位置。 

例如，仅探测到建筑中发生火灾是不够的。重要的是知道火灾相对电梯的位置，判断是电梯井、轿

厢、机房、电源还是其他位置发生了火灾，火灾是否距离电梯及其设备足够远，是否与电梯运行无关紧

要。需注意，火灾包括火焰、高温和烟雾。火灾是不是在另一个防火区域？现在是否不会影响电梯运行？

在高风险建筑中，确定火势蔓延速度及其方向也很重要。 

宜咨询火灾探测系统的专家，包括电梯专家，以确定相关问题的最佳设计解决方案。 

使用的探测系统越复杂，提供用于决策的信息就越准确，且这些决策越有意义。如果使用一个复杂

的信息收集系统，还宜确定如何最佳显示或使用。少量信息可简单地在控制台上用灯光显示，但是如果

是收集复杂的信息，则可能需要传送给建筑物管理系统（BMS），并由其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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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者需根据建筑的重要性、使用类型等，确定需要的复杂程度。重要的是，如果无法准确确

定紧急情况类型，就无法对需要的电梯运行类型做出良好决策。 

电梯只会按照指令运行，如果想要让电梯对不同类型的紧急情况做出不同响应，则电梯系统需按照

发生的紧急情况的类型进行控制。 

A.7  疏散的方式 

A.7.1 概述 

针对预期事件制定的疏散方案宜形成明确的疏散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电梯不可能同时疏散所有楼

层，电梯的能力及疏散人数决定了系统性的疏散方式。电梯设计者是可以计算在给定情况下可以输送的

人数，但是首先需要确定在要求的疏散时间内应疏散的人数。消防专家和其他专家也应确定这些数字。

此外，还应确定可能乘坐轮椅和其他行动不便人员的比例，以及是否可能特别集中在某个楼层或建筑区

域。 

如果电梯并不是为所有楼层服务，则应确定某些形式的优先级。这不是电梯设计问题，而是制定建

筑疏散方案的问题。 

被困在着火地点上面的人员面临的风险可能比着火地点下面的高。如果紧急情况与建筑结构有关，

则每个人可能面临相同的风险，然而较高楼层的人员面临的逃生问题比较大，因为他们下楼时间更长。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只能根据每栋建筑的具体情况，并结合设计者希望借助电梯解决的紧急情况来确

定。 

在很多情况下，可能需要某种分阶段的疏散，然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全面疏散很重要。分阶段疏

散涉及首先疏散的特定地区，通常优先那些风险最大的楼层区域，然后是其他关键区域。 

A.7.2 示例 

示例1： 
建筑有30层，只有一组电梯提供服务，可以合理假设：除了残障人员外，10层以下的人员可以通过逃生楼梯疏散。

假定紧急事件是在17层发生了火灾，可根据紧急事件和疏散方式确定的程序，指令电梯首先疏散17层，其次疏散18和19

层，再次是15和16层，最后是其他楼层。 

示例2： 

建筑有80层，有4组电梯。第1组为地面层至20层服务；第2组从地面层直达21层，为21层至40层服务；第3组从地面

层直达41层，为41层至60层服务；最后一组从底层直达61层，为61层至80层服务。 

如果紧急事件影响65-70层，这些楼层由第4组电梯服务。 

假设建筑传感器未探测到为61层至80层服务的第4组电梯存在问题或危险，则第4组电梯可被用于疏散65层至70层的

人员。 

电梯可从70层开始服务，然后是69层、68层，依次向下类推，直到第65层。可告知在71层至80层和61层至64层的人

员使用楼梯下到60层，然后在60层乘坐电梯抵达地面层。在疏散发生紧急事件的楼层时，任何不能使用楼梯的人员都可

以由一部电梯提供服务。 

为41层至60层服务的第3组电梯可以从第60层开始提供服务，并向下延续到41层。因为60层不仅有本层人员，还有

从上面下来的人员，指令一个或两个轿厢优先到第60层，并在60层与地面层之间往返，提供疏散服务。 

40层至21层可使用其电梯疏散，从第40层开始向下延续到21层。除残障人员外，可告知20层及以下的人员使用楼梯。 

显然，为建筑提供疏散服务的可能组合和最佳方式取决于很多因素，如建筑布局、尺寸、疏散人数、

正在发生紧急事件的类型等。电梯几乎可以以任何顺序运行，但是宜由制定疏散方案的人员而不是电梯

制造单位来确定此顺序。此问题宜在建筑疏散方案中说明。 

此疏散方式还需考虑当可用的电梯数量低于预期数量时应如何处理。 

小型简单的建筑只需要简单的程序，很容易确定。大型复杂建筑将需要先进复杂的建筑管理软件，

能够根据很多因素做出决定。宜向电梯设计者咨询电梯可以做什么，而不是要求电梯设计者确定电梯需

要做什么，这些宜由其他专家来确定。 

A.8  确定是否需要疏散（建筑管理） 

A.8.1 概述 

这不是电梯设计者要做的决定，而是其他专家和建筑物管理者要做的决定。需要向负责做出决

定的人员提供来自建筑系统或其他来源的明确信息，让他们了解正在发生什么、在哪里发生及有多严重。

对于一些紧急事件，建筑最好不进行疏散，例如将有害物质扩散降低到最低程度。如果建筑不进行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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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确定紧急事件发生时采取何种行动（判断是否需要通知建筑中的人员，是否继续使用电梯或是否使电

梯运行到特殊位置等）。 

如果要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些负责做出疏散决定的人员应掌握尽可能多的实时信息。需要认识到的

一点是，建筑或电梯状况会随时变化。攻击威胁可能最终变成实际攻击。在大型建筑中，疏散可能需要

一些时间，不宜假设某一或某部分电梯能够保证持续使用。宜慎重考虑如何展示信息给建筑物管理者，

尤其是在建筑物管理系统（BMS）能够提供大量信息的场合。宜能一眼就看到电梯是否正确运行及其正

在执行的服务。 

应规定允许建筑物管理者或相关机构取消智能建筑物管理系统（BMS）生成的任何自动疏散信号。

无论使用何种系统，都不能由电梯系统做出疏散决定，因此，此领域的其他专家应确定哪些风险需要疏

散及疏散的方式（部分或全部）。 

如果高安全等级的建筑收到炸弹警告，在进行搜查时，将人员疏散到建筑外的等候区域可能会使他

们面临更大风险。大部分情况下取决于炸弹警告的来源及建筑的安全等级。实际上，炸弹可能被放在建

筑外部而不是内部，人员可能会被疏散到其爆炸覆盖范围。 

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尽管已经发生了紧急事件，建筑物管理者或相关机构也不建议对建筑进行疏散；

这要根据实际情况、紧急事件的类型及可用信息而定。 

如果认为建筑内存在由恐怖主义分子带入的某种病毒，在情况得到控制之前，尽可能让人员留在建

筑中是理想的。这比让他们离开更好，因为这可能导致病毒扩散。 

如果情况变化，则需要给建筑物管理者、使用者和电梯系统提供新的信息。电梯可能需要停止疏散

服务，或重新投入疏散服务。 

A.8.2 此次疏散是否使用电梯 

如果因为某种原因，相当数量的电梯无法使用，出于谨慎考虑，明智的做法是将所有电梯退出自动

疏散服务，而不是保留一部分。如果使用者被告知电梯不能使用，大部分人会通过逃生楼梯撤离建筑物。

如果服务的电梯太少，反而会导致疏散延误，可能产生危险或引起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为那些使用楼梯有困难的人员的疏散提供有限服务。所有此类服务均需由电梯

司机处理，司机负责操作电梯、管理可能出现的拥挤并帮助有需要的人员。在不是所有电梯都可用的情

况下，由建筑疏散的管理者来作出运行某种疏散服务方式的决定。 

A.8.3 用户的侯梯和乘坐环境（安全区域） 

电梯可供使用，当使用时，需判断它们是否会运行经过存在危险的区域(如烟雾)。为了确定此情况，

应知道电梯的位置，并与从电梯井道传感器得到的信息以及其他建筑信息相比较。此信息需要在建筑物

管理系统（BMS）中汇总，以确定电梯是否可以在不通过危险区域的情况下运行。 

火灾（烟雾和高温）探测系统的设计者不仅需要考虑探测事件是否发生，还宜考虑事件的等级或严

重程度。 

它取决于其中含有的烟雾和/或化学品的浓度。在中小型建筑中，对于建筑设计者而言，只考虑对

烟雾和高温的感应，并确定一旦传感器动作就暂停电梯服务，这样应该就足够了。在大型建筑中，测量

危险的程度比仅查看是否存在危险更有利。建筑设计者应确定此问题及感应所需要的设备。一旦了解了

电梯对信号的响应方式，就容易确定接收到信号的电梯的运行方式。 

建筑设计者应设立安全区域。这些区域能使潜在的电梯使用者在相对安全、无危险温度或烟雾影响

的地方等待。安全区域可以为层站的候梯厅或任何其他符合安全标准的区域。在疏散期间，还应持续监

测任何目的层（出口层），确保电梯不会被分派到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危险的区域。 

A.8.4 建筑疏散信息 

需要疏散时，应在整个建筑系统中提供信息，以便在发生特殊紧急事件时，告知待疏散人员使用哪

台电梯。此信息应该采用听觉和视觉方式。任何信号均应位于明显的位置，且应符合相关的国家法规要

求。该信息应是动态的，从而在必要时，可以给出新的疏散路线或备用电梯的信息。一旦首选的疏散电

梯和路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无法使用时，提供该动态特征将非常重要。 

需要在等候区提供听觉和视觉信息，从而让使用者知道电梯将在安全区域退出服务。电梯因任何原

因停止或出现其他情况时，电梯宜自动通知建筑物管理系统（BMS）或消防指挥中心（FCC）。任何安全

区也宜设有紧急通讯系统。 

在通往电梯的路线上也宜给出类似信息。这样可以避免人员在电梯不能运行的情况下需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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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将潜在的电梯使用者引导到其他电梯，这些电梯也应采用适用于疏散服务的设计，并投入疏

散服务。 

A.8.5 确定是否完成疏散 

疏散方案应考虑如何确定指定楼层的疏散已经完成，且该楼层已无人员。电梯系统无法完全确定某

楼层所有人员是否都已疏散，除非得知疏散已完成，否则不宜暂停疏散服务。 

确定建筑疏散是否完成是至关重要的。很难知道如何确定此情况，除非直接获得每个楼层所有人员

都已撤离的报告。电梯可以做些简单的事情，表明没有剩余人员需要疏散，但是无法准确确认。电梯轿

厢可以打开门在某楼层等待，检测轿厢按钮是否被按下，或是否有负载进入轿厢，但是这些都只是粗略

的检测方法，不能完全确定疏散是否完成。 

可以在层站和楼层设置摄像机，让建筑的管理人员查看楼层。除非可以明确地确定某楼层所有人员

都已疏散，否则服务于该楼层的电梯不能被派到新楼层服务。解决此问题的最明显的方式是在每个楼层

安排一名消防管理员，由其在检查完楼层情况后通知管理者或建筑物管理系统（BMS）。摄像机可以作为

备用的监测方法。 

A.8.6 应急电源的提供 

某电梯组无法使用是很严重的，但是只有在电源失效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宜提供第二（应急）电源，且具有足够的容量，使所有疏散电梯在所需要的疏散时间加上误差余量

内全速运行（见4.8）。 

A.8.7 使用说明书 

建筑设计者应以手册的形式，向建筑物管理者提供详细说明。该手册应解释所计划使用的疏散方案、

任何探测系统的操作、它们的维护方式及电梯如何执行疏散服务。此外，还宜就业主能够进行的定期检

查提供建议，以确保系统正确运行，并说明适当的测试和系统维护的重要性。 

A.8.8 维护规定 

建筑业主在任何时间测试建筑警报或危险探测系统，都宜记录观察到的疏散服务的运行情况，并保

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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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需提供的信息 

当电梯用于辅助建筑物人员疏散时，表B.1给出了电梯设计者需要从建筑设计者得到的信息，表B.2  

给出了电梯制造单位需要提供给建筑设计者的信息。 

表 B.1  电梯设计者需要从建筑设计者得到的信息 

序号 需提供的信息 意见 共同决定 

1 

预计建筑使用所需的电梯疏散输送能力（待疏散人员的百分比）   

主疏散出口层（MEEF）之上的总人数   

主疏散出口层（MEEF）之下的总人数   

可被考虑用于疏散服务的电梯代号   

2 在疏散期间，每部或每组电梯输送的人数   

3 需要使用电梯疏散的使用轮椅的人数或百分比   

4 需要使用电梯疏散的行动不便的人数   

5 所识别的建筑中任何可能有大量轮椅用户的任何区域及预期人数   

6 建筑疏散方案（部分或全部）   

7 建筑管理系统的类型（如有）   

8 预计的任何建筑物管理系统（BMS）与电梯之间的接口类型   

9 火灾检测系统的类型和复杂程度   

10 检测到后需要电梯自动响应的危险类型   

11 疏散次序及优先服务楼层   

12 任何建筑通讯系统的类型及其所在位置   

13 消防指挥中心的位置   

14 与层站上信息和标志等有关的要求   

15 电梯疏散所需的时间   

16 其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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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电梯制造单位提供给建筑设计者的信息 

序号 需提供的信息 意见 共同决定 

1 每 5min 可从顶层疏散到出口层的人数   

2 疏散所有人员所需的时间   

3 实现规定的疏散时间所需的电梯数量、载重量及速度   

4 电梯与建筑系统之间所需的接口和信息类型（如果提供）   

5 其他相关信息   

6 与层站上的信息和标志有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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