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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鼓式制动器 

产品型号： ZLZ-02 

委托单位：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单位：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试验类别： 委托试验 

 

 

 

NETEC 国家电梯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建研机械检验检测（北京）有限公司 



 

说    明 

1.  委托检验（含试验，下同）属于指定样机（含整机或零部件，下同）或送样检验，

国家电梯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原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简称和标志均为

NETEC）只对所检样机的检验项目和检验结论负责，委托单位对所提供样机及

样机相关技术文件的真实性负责。 

2.  NETEC 进行委托检验，是依据与委托方约定的检验依据及具体检验项目，检验

结论仅表示被检样机所检项目是否符合检验依据的规定，并不代表对被检样机是

否完全符合对应国家、行业、团体以及企业标准的完整检验与判定。 

3.  对于已投入使用样机的检验，由于受使用磨损、建筑物形变以及维护保养状态等

因素影响，NETEC 所出具检验报告（含试验报告，下同）的检验结果和检验结

论，只说明实施检验时样机的状态，不代表被检样机出厂交付、安装验收或监督

检验时的状况。 

4.  NETEC 出具的检验报告无“国家电梯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检验报告专用章”、骑

缝章或无签发日期无效，无主检（试验、编写）、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5.  NETEC 出具的检验报告，除相关责任人签字外，全部内容由计算机打印输出，

手写或者有任何涂改无效，部分复制无效。 

6.  NETEC 受被检样机相关方之单方委托进行委托检验而对单方出具的检验报告，

仅对委托方有效。当被检样机相关方发生争议时，本检验报告不作为产品质量鉴

定报告或产品质量仲裁检验报告使用。 

7.  检验委托方若对本检验报告有异议，应于收到本报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

NETEC 提出书面意见，逾期视为已认可本报告。 

8.  NETEC 出具的纸质版检验报告一式二份，一份 NETEC 存档，一份检验委托单

位保存。 

9.  本报告中第 2 项企业委托试验要求所采用的试验标准（方法）未经资质认定及

CNAS 认可。 

NETEC  国家电梯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建研机械检验检测（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金光道 61 号                       邮编：065000 

电话：0316-2311414，2632627                        传真：0316-2057334 

Email：netec@chinaelevator.org 

网址：www.netec-china.com 

mailto:netec@chinaelevato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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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鼓式制动器 出厂编号 210916888 Z 

产品型号 ZLZ-02 生产日期 2021-09 

委托单位 

名称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谢坑村金龙工业区 

制造单位 

名称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谢坑村金龙工业区 

制造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谢坑村金龙工业区 

到样日期 2021-09-23 
NETEC 

样品编号 
Q2021-0921 

试验地点 NETEC 样品数量 1 

试验日期 2021-09-23～2021-09-30 样品状态 未见异常 

试验类别 委托试验 

试验条件 符合要求 

试验依据 
1）TSG T7007—2016《电梯型式试验规则》§Y6.2.3 

2）《鼓式制动器委托试验要求》（企业委托试验要求） 

试 

 

验 

 

结 

 

论 

 

该 ZLZ-02 型鼓式制动器所试验项目的试验结果符合试验依据的要

求。 

经审查资料及试验验证，确认：该 ZLZ-02 型鼓式制动器松闸顶杆材

质为铁质导磁材料，制动器上张贴有手动松闸装置操作复位说明。手动

松闸并按操作说明复位后，因松闸顶杆具有定位装置，在制动器工作过

程中，松闸顶杆不会在电磁力的作用下产生摆动，不会与动铁芯发生接

触撞击，没有因持续撞击导致自身和/或动铁芯变形或损坏产生动作卡阻

的风险。 

签发日期：2021 年 10 月 15 日 

 

主检：               审核：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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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品技术参数及配置表 

产品名称 鼓式制动器 

产品型号 ZLZ-02 

数量、结构型式 2 组、制动臂鼓式 

电磁铁部件结构 2 个独立的电磁铁（2 个线圈，2 个衔铁） 

松闸顶杆材质 45#钢 

松闸顶杆外轴直径 26mm 

松闸顶杆顶片尺寸 长度×宽度×厚度：11.5mm×26mm×9mm 

动铁芯端面直径 73mm 

松闸扳手是否需取下 不需取下 

松闸顶杆是否具有定位装置 具有 

是否贴有松闸复位操作说明 贴有 

是否免拆解维护 需定期拆解维护 

绝缘等级 F 

制动作用部位 与曳引轮一体的制动轮 

制动弹性部件结构 圆柱螺旋压缩弹簧 

制动衬材质 无石棉摩擦片 

适用工作环境 室内 

适用防爆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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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验内容与试验结果 

1  TSG T7007—2016《电梯型式试验规则》 

1.1  TSG T7007—2016 §Y6.2.3 制动压力 

1.1.1 试验内容与要求 

制动闸瓦或者衬垫的压力应当用有导向的压缩弹簧或者重砣施加；能用手释放的制

动器，应当由手的持续力使制动器保持打开状态。 

1.1.2 试验结果 

有导向的压缩弹簧施加压力，手的持续力使制动器保持打开状态，符合要求。 

2  企业委托试验要求：《鼓式制动器委托试验要求》 

2.1 手动松闸耐久试验 

2.1.1 试验内容与要求 

手动松闸 600 次，每次均应用手的持续力使制动器保持打开状态。试验后制动器

不应有卡阻等异常现象，应能正常工作。 

2.1.2 试验结果 

试验次数：600 次。每次试验均是用手的持续力使制动器保持打开状态。试验后制

动器动铁芯端面有压痕，按制动器上张贴的操作说明将手柄轴复位至标示位置，制动器

无卡阻等异常现象，工作正常。符合要求。 

2.2 松闸顶杆材质 

2.2.1 试验内容与要求 

该鼓式制动器松闸顶杆采用的是铁质导磁材料。 

2.2.2 试验结果 

审查图号为 8HP.233.004 的《ZLZ-02 磁力器转轴》设计图纸，松闸顶杆材质为 45#

钢，为铁质导磁材料。将普通磁铁靠近松闸顶杆，普通磁铁能吸附到松闸顶杆上。 

2.3 手动松闸定位装置 

2.3.1 试验内容与要求 

该鼓式制动器松闸顶杆应具有定位装置，制动器上应张贴手动松闸装置操作复位说

明。按操作说明复位后，定位装置应能自动定位，松闸顶杆不应在电磁力的作用下产生

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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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试验结果 

松闸顶杆具有定位装置，由带导向的压缩弹簧施加作用力。制动器上贴有操作说明：

“手动松闸后，将手柄轴复位至标识位置”，并贴有复位位置的图示。按操作说明将手

柄轴复位至标识位置，制动器在正常工作时松闸顶杆在电磁力的作用下无摆动现象。测

量制动器断电时动铁芯端面与松闸顶杆的间隙，两侧分别为 2.8mm、3.0mm。符合要

求。 

2.4 制动器耐久试验 

2.4.1 试验内容与要求 

进行 10 万次动作试验，试验方法按照 TSG T7007—2016 第 Y6.2.9 条进行，试验

中松闸顶杆不应在电磁力的作用下产生摆动，试验后制动器不应有卡阻，应能正常工作。

2.4.2 试验结果 

试验周期：5s，试验次数：1023371 次，通电持续率：40%。试验时装有松闸手

柄，试验中松闸顶杆无摆动现象，试验后制动器无卡阻，工作正常。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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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样品照片 

 

ZLZ-02 型鼓式制动器 

 

手动松闸装置操作复位说明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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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次手动松闸试验后的铁芯端面 

 

松闸顶杆及定位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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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计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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