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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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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略。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略。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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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电气绝缘检验检测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非激励状态下，对电梯电气设备中的每个导体对地之间，以及导体与导体之间进行

绝缘测量时应遵守的工作准则。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的电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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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4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GB/T 7588.1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1总分：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 

GB/T 10059 电梯试验方法 

GB/T 16895.23 低压电气装置 第6总分：检验 

GB/T 18216.1 交流1000V和直流1500V以下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检测的试验、测量或监控

设备  第1总分：通用要求 

GB/T 18216.2 交流1000V和直流1500V以下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检测的试验、测量或监控

设备  第2总分：绝缘电阻 

TSG T7001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 

GB/T 24343 工业机械电气设备绝缘电阻试验规范 

GB/T10064 测定固体绝缘材料绝缘电阻的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702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绝缘电阻 

与试样接触或嵌入试样的2个电极之间的绝缘电阻，是加在电极上上的直流电压与施加电压一定时

间后电极间总电流之比。它取决于试样的体积电阻和表面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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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检验 

用来核查电气装置是否符合标准要求的所有方法。 
注:它包括检查、测试和报告 

3.3 检测 

按照程序确定合格评定对象的一个或多个特性的活动。 

3.4 测试 

对电气装置进行测量以证明其有效性。 

4 检验检测要求 

4.1 一般要求 

本标准的绝缘电阻检验检测，包括动力电路、照明电路和电气安全装置电路的检验检测，应根据实

际的供电电压等级，选择合适的测量档位进行检测。 

4.2 动力电路 

动力电路导线及相关的元器件，包括电源开关的电源输入端子、输出端子和执行元件（如电动机、

电磁铁、电磁离合器等）、相线与地、相线与相线，应进行绝缘电阻检测。对于曳引驱动电梯、防爆电

梯、液压电梯和消防员电梯，动力电路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0.5MΩ；对于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动力

电路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1MΩ。 

4.3 照明电路 

照明电路包括井道照明电路和轿厢照明电路，应检测电路中相线与地、中性线与地线间的绝缘电阻。

照明电路由220V ac电源供电，测试电压选用500V dc档位，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0.5MΩ。 

4.4 电气安全装置电路 

电气安全装置电路，应检测安全回路与地线间的绝缘电阻。在电气安全装置与电源隔离的条件下，

在电气装置的电源进线端检测。为了测试的准确性，中性导体要从保护导体断开。 

电气安全装置电路由110V dc或220V ac电源供电，测试电压选用500V dc档位，测试绝缘电阻值不

应小于0.5MΩ。 

5 测试方法 

5.1 动力电路 

5.1.1 动力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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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的动力电路指从供电电源进入机房开始至曳引机的线路，动力电路如图 1所示 

QF1 KMY

电梯控

制器
ARD

R

S

L1

L2

L3

U

V

W

3M
~

T

R

S

T

U

V

W

1 2 3

主开关 运行接触器安全接触器
KMS

YFX

图 1 动力电路 

5.1.2 动力电路测量方法 

5.1.2.1 切断电源：切断机房主开关 QF1，断开控制柜内的电源总开关，撬起保险管座中的保险管。

用万用表测量 QF1 的出线端是否有电压，确保电源被切断。 

5.1.2.2 切断接地线：拆除控制柜内的接地板上的接地线；拆除控制板上的地线、控制板上的所有接

头。 

5.1.2.3 校正仪表：测量前应兆欧表进行一次开路与短路试验，检查兆欧表是否良好。对于模拟量兆

欧表，将两连接线开路，摇动手柄，指针应指在“∞”处，再把两连接线短接一下，指针应指在“0”处，符

合上述条件者即良好，否则不能使用；对于数字量绝缘电阻测试仪，每次测量前应短接两表笔进行清零，

显示屏上显示“0”即符合条件。 

5.1.2.4 测量：测量方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分段式，另一种是短接式。为提高工作效率，优先采用

短接式，如果测量结果不符合要求，再采用分段式进行测量，直到检查出绝缘不符合要求的部位或部件。 

5.1.2.4.1 分段式 

从 QF1 到 ARD 的进线端 R、S、T 为 1 号段；ARD 的 U、V、W 到电梯控制器的 R、S、T 为 2 号

段；电梯控制器的 U、V、W 到电动机为 3 号段。 

a) 1 号段测量：拆下 ARD 的 R、S、T 端子的接线，然后把 R、S、T 端连接在一起，人为使安全

接触器 KMS 吸合，用万用表或钳形电流表的蜂鸣档测量三条相线的连接性，若蜂鸣档响则三

相线是连通的，用绝缘电阻表进行测量。 

b) 2 号段测量：拆下 ARD 的 U、V、W 端子的接线，拆下电梯控制器的 R、S、T 端子的接线，

然后把 R、S、T 端或者 U、V、W 端连接在一起，用万用表或钳形电流表的蜂鸣档测量三条相

线的连接性，若蜂鸣档响则三相线是连通的，用绝缘电阻表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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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 号段测量：拆下电梯控制器的 U、V、W 端子的接线，然后把 U、V、W 端连接在一起，同

时把封星电路从线路中拆除，人为使运行接触器 KMY 吸合，用用绝缘电阻表进行测量。 

d) 电动机绝缘测量：绝缘电阻表的 E 端表笔接地或电动机的外壳，L 端表笔分别与电动机的三相

绕组相连接进行测量。测量示例如图 2 所示： 

 

图 2 电动机绝缘电阻测量 

5.1.2.4.2 短接式 

短接式是指把动力线路中的电子元器件短接起来，防止在测量时被烧坏。如图 1所示的电路中，分

别把ARD和电梯控制器的R、S、T、U、V、W短接起来，动力电路的短接如图 3所示： 

QF1 KMY

电梯控

制器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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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

L3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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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3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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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主开关 运行接触器安全接触器
KMS

YFX
GND1

L

 

图 3 动力电路短接示例 

a) 线路短接：按照图 3 的方式把 ARD 的 R、S、T、U、V、W 的端子短接，人为使安全接触器

KMS 和运行接触器 KMY 吸合。 

b) 测量：绝缘电阻测试仪的 L 端表笔按图 3 所示连接到短接线 T 处，E 端表笔连接到图 3 所示

的 E 线，用绝缘电阻测试仪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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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5 判定：根据 4.2 的要求判定测量结果是否合格。  

5.2 照明电路 

照明电路分为井道照明电路和轿厢照明电路，由220V ac电源供电, 测量电压选用500V dc档位。 

5.2.1 轿厢照明电路绝缘电阻测量 

5.2.1.1 轿厢照明电路 

轿厢照明电路型式如图 4所示： 

L

N

轿厢照明断路器QF2

L1

LP2LP1 LP3

S1 S2 S3 S4

轿内控制板

L1

N1

 

图 4 轿厢照明电路 

5.2.1.2 轿厢照明绝缘电阻测量方法 

5.2.1.2.1 断开电源：断开断路器 QF2，用万用表或钳形电流表测量 QF2 的出线端，确认已经断开电

源。 

5.2.1.2.2 测量：拆除轿厢照明电路中的轿内控制板,把 L1 和 N1 连接起来，用绝缘电阻测试仪进行

测量。 

5.2.1.2.3 判定：根据 4.3 的要求判定测量结果是否合格。  

5.2.2 井道照明电路 

5.2.2.1 井道照明电路 

井道照明电路型式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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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道照明开关QF3

L1 LN

井道照明开关

L

N

L2

N2
SA

 

图 5 井道照明电路 

5.2.2.2 井道照明电路绝缘电阻测量方法 

5.2.2.2.1 断开电源：断开断路器 QF3，用万用表或钳形电流表测量 QF3 的出线端，确认已经断开电

源。 

5.2.2.2.2 测量：使井道照明开关 SA 处于接通状态，把 L2 和 N2 连接起来，用绝缘电阻测试仪进行

测量。 

5.2.2.2.3 判定：根据 4.3 的要求判定测量结果是否合格。 

5.3 电气安全装置电路 

5.3.1 电气安全回路 

电气安全装置电路是由所有的电气安全装置电路串联而成的电路，由110V dc或220V ac供电, 测量

电压应先用500V dc档位，安全回路其型式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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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安全回路 

5.3.2 安全回路绝缘电阻测量 

5.3.2.1 切断电源：断开安全回路的供电电源开关，用万用表或钳形电流表测量 QF3 的出线端，确认

已经断开电源。 

5.3.2.2 切断电子器件：拆除端子 X26、X27 和 X28 接线，拆除旁路装置和提前开门功能电路板接线，

同时使电气安全装置都处于接通状态。 

5.3.2.3 测量：绝缘电阻测试仪的 L 端表笔连接到安全回路的任意一点，E 端表笔接地，进行测量。 

5.3.2.4 判定：根据 4.4 的要求判定测量结果是否合格。 



《电梯电气绝缘检验检测导则》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电梯已经成为城市高层建筑和公共场所必不可少的运载工具。

近五年，中国电梯保有量以每年 10%~15%的速率递增，2020 年，我国电梯登记数量达 780

余万台。电梯检验检测工作量以及从事电梯检验检测的人员数量都随之增加。由于检验检测

人员能力水平参差，对电梯检测过程中安全风险的甄别和认知能力的差异，导致在电气绝缘

检验检测过程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各检验机构针对检验现场安全的防范措施及检验检测注

意事项同也存在不够系统、科学、完整等问题。目前还未有相关标准对检验检测过程中的操

作进行规范。基于如此，针对如何防止和减少电气绝缘检验检测过程中电梯安全事故成为值

得重视及研究的问题。 

为了更加全面的对电梯电气绝缘检验检测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全面的辩识，应用

系统安全工程原理对产生危险的原因按“人、机、环”原理进行分析，发现电梯检验检测过

程存在诸多风险点。 

电梯电气绝缘检验检测是一个检验人员与其他配合人员之间互动过程。电梯设备安全状

态及电梯检验现场环境均具有不可预知性。 

电梯电气绝缘检验检测包括电梯的动力电路、控制电路、照明电路三部分。控制电路中

有 PCB 板等电子元器件，在做绝缘检验检测时，如果不注意容易造成元件的损坏。 

因此，该导则针对电梯电气绝缘检验检测的特点、对可能诱发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分析，

并有针对性地制定电梯电气绝缘检验检测安全操作规范，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电梯电气绝缘

检验检测过程中的安全，降低检验检测风险，消除检验检测过程中的安全事故，是十分必要

和迫切的工作。本导则的编制对规范电梯电气绝缘检验检测工作过程，降低检验检测工作的

安全风险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经前期充分考察和调研情况，结合相关法律法规与技术规范的要求，对本标准制定和实

施的可行性分析情况如下： 

该标准于 2021 年 11 月初由泰安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提出，2021 年 11 月 30 日在中

检协〔2021〕秘字第 50 号文件中被列入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团体标准 2021 年度制修订计

划。 

1.2 主要工作单位、工作组成员及其所负责的内容 



序

号 
单位名称 工作组成员 负责的内容 

1 
泰安市特种设备

检验研究院 

杨树国、刘剑锋、

张旭升、秦应鹏、

李记叶、国树东、

贾雪峰 

立项申请、标准的框架、结构、形式的策划，

编制方案制定，标准正文、编制说明撰写。曳

引驱动有机房电梯检验安全操作规范研究 

2 
国家电梯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 
王衡 正文的审核与统稿 

3 
青岛市特种设备

检验研究院 

刘海滨、王琛、

刘婧 
正文的审核 

4 
浙江省特种设备

科学研究院 
吴亢、吕林锋 

正文的审核与统稿 

5 
杭州职业技术学

院 
魏宏玲  

正文的审核与统稿 

6 
咸阳市特种设备

检验所 

张云动、杨敏、

王新辉 

正文的审核与统稿 

7 

广东省特种设备

检测研究院东莞

检测院 

刘标 

正文的审核与统稿 

8 

安徽省特种设备

检 测 院 阜 阳 分

院。 

高峰 

正文的审核与统稿 

1.3 主要工作过程 

1.3.1 部署准备阶段（2021年12月～2022年1月） 

按照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团体标准工作委员会中检协〔2021〕秘字第 50 号《关于发

布 2021 年度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的通知》中的精神，为做好标

准的起草工作，确保团体标准质量和水平，泰安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组织相关部门，抽调

精干力量与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江苏省特种设备科学

研究院、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咸阳市特种设备检验所、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

院、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阜阳分院等单位共同成立了标准编制小组，完成与中国特种设备

检验协会的合作协议和任务书。并在搜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标准编制任务分解，制定

了标准编制方案。方案中明确了编制小组成员的职责分工，制定了标准编制时间计划表。 

1.3.2 标准起草阶段（2022年2月~2022年6月） 

根据标准编制方案，编制小组为保证该项目的顺利完成，标准主研单位选派具有丰富标

准编制经验、熟悉电梯检验工作的同志担任标准制定小组负责人，查阅了大量国家法规、安

全技术规范、技术论文和企业检验作业文件，并以电梯的6个检验规程和电梯的型式试验规



程、国市监特设〔2020〕56号 《进一步做好改进电梯维护保养模式和调整电梯检验检测方

式试点工作的意见》为重点，对相关国家标准及技术规范作了整理和深入分析，梳理了检验

工作中可以存在的安全隐患和可能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之处，并针对风险源提出避免风险的安

全技术规范，结合日常检验中积累的实际工作经验，起草完成了《电梯电气绝缘检验检测导

则》讨论稿。 

1.3.3 征求意见稿形成（2022年5月~2022年9月） 

标准讨论稿形成以后，《电梯电气绝缘检验检测导则》团体标准第一次技术研讨会于

2022 年 08 月 30 日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会议由泰安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主持，20 名

标准编制组成员参会。会上，牵头单位主研人员逐一介绍了标准草案正文的内容以及附件的

部分内容。标准编制组其他成员分别对团体标准草案的内容提出了具体的看法和思路。根据

整理收集的专家意见，编制小组进一步修改完善了标准相关内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及

标准编制说明初稿。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编制原则 

2.2 主要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的

电梯的绝缘检验检测。 

2.2.1 定义和术语是根据GB/T5024《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及引用的相关标

准中提出的。是在本标准中至关重要的。 

2.2.2 基本要求是基于电梯的6个检验规程和实际检验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来的，并经过多家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验证切实可行的。充分分析了当前各类电梯的电气原理图，总结验证了主

回路、控制回路、照明电路的具体测试方法。 

2.2.3 本导则分为主要包括定义和术语、测试的基本要求和测试方法，结合实际的电路图，

详细论述了测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测试方法及测试的判定结果。 

3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论证及预期的效果 

无 

4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导则适用于从事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消防员电梯、防爆电

梯、液压电梯和杂物电梯的绝缘检验检测。 



无 

5 预期达到的社会经济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在申请本标准编制之前，我们已做了大量分析研究工作。通过分析检验检测过程中的风

险源，为标准的编制奠定了理论基础。调查研究中发现，针对分析得出的风险源，我们可以

通过导则来降低风险，消除安全隐患。通过多次的分析讨论，目前已经理清思路，搭建了标

准的基本框架。本标准主要规定检验检测工作前的安全准备，主要包括检验检测设备的检查

确认、检验检测劳动防护用品配置、配合人员的安全交底、现场检验检测环境确认。电气绝

缘检验检测工作中的操作规范，主要包括对相关电子元器件或电路板的保护等内容。本导则

主要针对电梯电气绝缘检验检测工作，适用范围较特殊，导则的内容不仅可以提高检验检测

工作安全性，有助于各检验检测机构对检验人员工作的规范化管理，而且不会对检验检测机

构造成人力财力的负担。规范检验检测工作中的操作过程，对保障检验安全有重要的意义，

本导则的制定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6 采用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标准和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7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目前国内还未有关于绝缘测试的具体指导的规范及标准。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

样不合理和不规程的行为，没有统一的规范。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经批准发布后，由协会组织进行标准宣贯和培训。 

10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1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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