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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技术参数及配置清单 
要求提供生产企业的电梯产品，质量上乘，采用最新的可靠微处理机

技术，使电梯具有高运行效率和舒适平稳的驱动性能，具有节能和便于维

修保养的故障诊断等系统。 

    1、型号规格：报价人在报价文件中提供电梯的型号规格。 

    2、供电电源：交流 380 伏，三相，50 赫兹。 

    3、噪音水平：满足国标要求。 

4、控制系统：采用交流变频变压（VVVF）调速 32 位电脑模块电梯控制

系统。 

5、曳引机：医梯采用高效节能和具有良好动力特性的永磁同步曳引机。

货梯采用 VVVF 曳引机 

6、电梯机房：要求按相关规范标准布置。 

7、轿厢：在所提供的井道尺寸基础上，要求提供最大尺寸的轿厢。轿

体要求制作精良，连接紧固，抗变形能力强，符合相关安全标准。 

轿厢内控制操纵盘：要求设有内层数显示器（具体要求与外层数显示

器相同）、状态显示灯、对讲机和内呼叫按钮等，提供方便的操作和显示电

梯的主要运行状态。 

电梯轿厢内装饰 

    轿厢装饰顶（天花板）：要求均采用内嵌式日光灯照明。 

 轿壁：发纹不锈钢板（不小于 1.2mm 厚）。 

轿厢扶手：轿壁后壁装设不锈钢扶手。    

轿厢内控制操纵盘：发纹不锈钢板。 

轿门：发纹不锈钢板（不小于 1.2mm 厚）。  

轿底：采用塑胶地板。 

     8、门机系统：要求采用不低于交流 VVVF 控制技术的变频门机，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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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装置采用光幕保护。 

    9、轿门：要求提供中分式自动门。开关门时间短，灵活自如，安静快

捷。 

    光电门保护装置：要求该装置的有足够光束数交叉形成保护光幕，光幕

上下端满至门顶和门底。 

 层门及门套：层门（厅门）：发纹不锈钢层门 

层门门套：发纹不锈钢小门套，发纹不锈钢厚度≥1.2mm. 

   10、外呼梯按钮盒：白色钢化玻璃面板要求美观大方，结实耐用。采用

楼层显示、按钮一体型外呼梯按钮盒。显示器数字清晰，能够显示层数和

电梯运行方向。 

   11、导轨（轿厢导轨、对重导轨）：T 型耐磨导轨，抗变形能力强。 

     对重装置：对重架要求制作精细，抗变形能力强，符合相关安全标准。

对重铁不得采用工业废料，符合环保要求。 

     补偿装置：要求采用带胶套的无声补偿链。 

     钢丝绳：采用电梯专用钢丝绳，要求安全储备系数高，并提供其使用

寿命。 

     随行电缆：要求采用电梯专用电缆。 

    井道内固定件：要求其零部件结构合理，牢固耐用，抗锈蚀能力强。 

    井道照明：要求电梯具有井道照明装置。最高最低距井道上下端各为米。 

     缓冲器：要求采用油压式缓冲器。 

     限速器：要求采用双向离心式限速器。 

     安全钳：要求采用渐进式或瞬时式安全钳。 

     门锁装置：采用电梯专用门锁，基站锁设在首层。 

12、消防控制 

消防开关设在首层门边有打碎玻璃按钮和钥匙开关，供消防人员紧急救

火时使用，钥匙开关具有优先权。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新建多功能综合楼建设项目                                    电梯价格市场调研文件 

 3 

13、其他要求 

1）请按下述要求对维护费用分别报价。维保期过后，全包、半包、清

包形式的年维护费用为多少。并详细说明全包、半包、清包包含的内容。 

2）请提供免费的易耗品的材料清单，包括品种、预计寿命、单位、数

量。 

3）请提供推荐常备的易耗品的材料清单，包括品种、预计寿命、单位、

数量。 

4）请提供具体的对物业人员的培训计划、考试考核方法。 

5）请明确应急灯的功率、时长、照度等参数。 

6）需在消防中心设置监控器，监控电梯的停靠运行位置监控显示。 

7）请提供曳引机的产品技术说明书。 

8）请提供系统控制单元的产品技术说明书。 

14、技术参数及配置清单明细如下： 
      电梯类型 

技术指标 
无障碍医梯 客货电梯 

曳引系统 永磁同步无齿曳引机 变频异步曳引机 

门机系统 
变频变压调速控制永磁同步门

机，带轿门门锁。 

变频变压调速控制永磁同步门机，

带轿门门锁。 

控制系统 
微机控制系统，配进口控制主

板。 
微机控制系统 

门保护 采用光幕 采用 2D 光幕。 

限速器 采用离心式限速器  采用离心式限速器  

缓冲器 采用耗能型缓冲器 采用蓄能型缓冲器 

安全钳 采用渐进式型安全钳 采用瞬时式安全钳 

轿顶 

采用 LED 不锈钢装饰吊顶，吊顶

厚度应不小于 150mm，轿顶应配

有负离子杀菌风扇。 

采用 LED 吊顶。 

轿壁、轿门 发纹不锈钢（厚度≥1.2mm） 发纹不锈钢（厚度≥1.2mm） 

轿壁镜子 后壁中间块采用镜面不锈钢 无 

轿厢主操纵箱 整体式发纹不锈钢操纵箱，配置 发纹不锈钢操纵箱，配 6 英寸黑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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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英寸炫彩液晶显示屏，提供 3

种以上可选样式。操纵箱按钮为

圆形发纹不锈钢抗菌按钮（带盲

文）。（厚度≥1.2mm） 

白字液晶显示，操纵箱按钮为圆形

发纹不锈钢。（厚度≥1.2mm） 

残疾人操纵箱 

发纹不锈钢残疾人操纵箱，按钮

为圆形发纹不锈钢抗菌按钮（带

盲文）（厚度≥1.2mm） 

无 

语音提示功能 中文语音播报 轿厢到站钟 

轿厢地板 大理石地板 防滑钢板 

扶手 发纹不锈钢三侧扁扶手 无 

轿厢高度 
净高不小于 2500mm（扣除装饰吊

顶及地板的净尺寸） 

净高不小于 2400mm（扣除装饰吊

顶及地板的净尺寸） 

开门方式 中分门 中分双折门 

开门尺寸 1200mm 宽 × 2100mm 高 1700mm 宽 × 2400mm 高 

厅门及门套装

饰 

层层发纹不锈钢厅门及标准小门

套（厚度≥1.2mm） 

层层发纹不锈钢厅门及标准小门套

（厚度≥1.2mm） 

厅门讯号装置 

一体式发纹不锈钢外呼，带4.3英

寸炫彩液晶显示，提供 3 种以上

可选样式。按钮为圆形发纹不锈

钢抗菌按钮（带盲文）。 

一体式不锈钢呼梯盒，带 4.3 英寸

黑底白字液晶显示。呼梯按钮为不

锈钢按钮。 

导靴 
轿厢配滚轮导靴，对重为滑动导

靴。 
滑动导靴 

能耗水平 
电梯带有能量回馈功能，并有权

威机构认证的 A 级节能产品。 
节能认证不低于 B 级 

蓝牙呼梯或语

音呼梯 

层站配置手机蓝牙呼梯模块。应

实现靠近电梯时蓝牙自动呼叫电

梯，手机可自定义出发和目的楼

层，也可实现楼层预设自动呼

梯。语音呼梯可选楼层。 

无 

人脸识别功能 2#梯配人脸识别功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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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电梯功能设置（不限于此）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说明 

1 自动再平层 
轿厢到站停靠后，轿厢地坎上平面之间垂直方向的偏差

超过预定值时，电梯自动平层。 

2 电梯受阻失速保护 
当曳引钢丝绳打滑或电机堵转达到预定时间时，电梯停

止运行。 

3 制动器冗余保护 
当一组制动器发生故障时，其余制动器也可实现电梯有

效制动。 

4 电气安全回路保护 
串联在一起的电气安全装置一旦动作，则阻止电梯运

行。 

5 层高自测定 自动测量并记录层高数据 

6 检修操作 供维修人员使用的检修运行模式。 

7 过电流保护 
检测到整流装置或逆变装置电压过高，则停止电梯运

行。 

8 超速保护 检测到运行速度超出允许值时，则停止电梯运行。 

9 电机过热保护 检测到电机过热，则停止电梯运行。 

10 过电压保护 
检测到整流装置或逆变装置电压过高，则停止电梯运

行。 

11 电源故障保护 电源发生缺断相，欠压等故障时，则停止电梯运行。 

12 上电再平层 
由于断电引起轿厢停在门区范围内，当电源恢复后轿厢

将再平层到平层位置。 

13 逆行保护 检测到电梯逆行，则停止电梯运行。 

14 选层器修正 电梯在运行中，对选层器进行修正。 

15 安全停靠 
电梯因故停在门区外时，控制器进行安全检测，若符合

启动要求，则电梯就近停层开门。 

16 停层开门 电梯停靠后自动开门。 

17 制动力矩检测功能 自动检测制动力矩。 

18 
门锁安全装置的失效检

测 
检测门锁安全回路有效性，失效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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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限制轿内人员开启轿门

装置 
限制轿内人员非正常扒开轿门。 

20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 轿厢禁止状态下非正常移动检测。 

21 轿内反向指令消除 
电梯自动运行时，当电梯沿途响应完最后一个轿内指令

或层站召唤后，系统自动检查并消除余下的轿内指令。 

22 连续服务 

为确保整个群内电梯正常工作，当某台电梯不能响应已

登记的层站召唤时，它将被排除在层站召唤服务外，由

其它电梯来服务。 

23 集选错误信号 对电梯运行过程中的异常及故障进行记录。 

24 超载保护 电梯荷载检测，超出荷载后显示。 

25 层站微机异常处理 
当层站微机发生异常时，就近层停靠后，电梯不能再启

动。 

26 层站运行控制开关 
通过操作指定层站上安装的“运行/停止”钥匙开关，开

启或关闭电梯。 

27 基站开门等待时间可调  基站开门等待时间调整。 

28 次层停靠 

电梯到达目的层后，若轿厢门不能完全开启，则关门后

继续向下一层运行，直到门能完全开启后恢复正常运

行。 

29 超载报警 轿厢超载时，电梯保持开门并且轿内蜂鸣器鸣响。 

30 轿厢应急照明 当正常照明电源断电时，立即提供轿厢照明。 

31 警铃 紧急时按下该警铃，警铃和通话装置鸣响。 

32 关门保护 当轿厢门不能完全关闭时，门反向开启。 

33 换向重开门 

电梯门开状态，前行方向上没有轿内指令和层站召唤，

且该层的相反方向的层站召唤已被登记，电梯关门后立

即重开。 

34 门负载检测 
如果门由于过载导致不能完全打开或关闭，电梯门将会

反方向动作。 

35 开门受阻控制 如果电梯开门受阻，立即关门。 

36 
门锁安全装置的失效检

测 

根据门安全回路检测厅轿门关闭信号，开门状态电梯不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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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轿厢到站提醒 医梯配中文语音播报提醒，客货梯配轿厢到站钟提醒。 

38 即时关门 电梯停站开门后，按下关门按钮，门立即关闭。 

39 强制关门 
如果电梯开门保持时间超过预定值，电梯暂时忽略非接

触式门传感器的作用，强制关门 

40 重复关门 
如果关门受阻，电梯就会重复关门动作。直到杂物被清

除。 

41 本层再开门 关门过程中，按同方向层站召唤按钮，电梯重新开门。 

42 轿内运行方向指示 在轿厢内用箭头表示电梯的运行方向。 

43 层站运行方向指示 在层站用箭头表示电梯的运行方向。 

44 关门按钮响应指示 按下关门按钮时关门按钮灯同时点亮。 

45 开门按钮响应指示 按下开门按钮开门按钮灯同时点亮。 

46 五方通话装置 
紧急时，轿内或轿顶或地坑的人可以通过该装置与机房

或监控室的人通话。 

47 召唤按钮层站位置显示 
电梯在自动状态上，可以进行召唤登记，并且显示轿厢

的位置与运行方向。 

48 消防返回 
当火灾应急返回开关动作，取消所有层站召唤的轿内指

令，电梯立即返回到预定层站并开门停机。 

49 光幕 
带光幕。利用光幕保护，在关门期间，检测到乘客或物

体时，重新开门。 

50 轿内通风装置自动关闭 
电梯无方向待机一定时间后，轿内通风装置自动关闭以

节能。 

51 轿内照明自动关闭 
电梯无方向待机一定时间后，轿内照明自动关闭以节

能。 

52 轿内误指令人工消除 
误按了轿内指令按钮，连按两次该按钮，可取消该指

令。 

53 视频电缆 提供控制柜到轿厢的视频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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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设备分项报价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编

号 

设 备 

名 称 

型号 

规格 

产 

地 

数 

量 

单台设备 

价   格 
安装费 

税

金 

其它 

费用 

运 输 及 

保 险 费 
总报价 交货期 

            

            

            

合计：                                                （人民币大写） 

 

 

       

      报价人（盖章）：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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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技术性能对照表 

 

序号 调研文件规格 报价文件规格 偏离说明 

    

    

    

    

    

    

    

    

    

 注：报价人必须如实填写偏离情况，不得以“满足”代替。否则视同不满

足询价设备性能要求。 

 

 报价人：(盖章)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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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部件及材料产地来源表 

部件或材料 产地 制造商 说  明 

1.曳引机    

 2.控制柜    

 3.钢丝绳    

 4.轿厢导轨    

 5.对重导轨    

 6.缓冲器    

 7.限速器    

8.安全钳    

 9.厅门、地坎    

 10.门套    

 11.轿门    

 12.门机    

 13.轿架    

 14.轿壁    

 15.补偿装置    

 16. 轿内操纵箱    

 17. 召唤盒    

 18. 称重装置    

 19. 随行电缆    

 20. 其他    

 

注：主要进口部件请分别给予说明（价格、产地、制造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