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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梯控制系统作为整个电梯保持正常运行的关键,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可能存在的故障
问题也十分多样,维修人员要想在电梯检验工作时准确发现并排除各种潜在故障隐患,就必须要对电梯
控制系统的常见故障问题及其应对、排除方法应足够了解。基于此,本文对电梯检验工作中比较常见的
控制系统故障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为这些电梯控制系统故障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够为
有关电梯检验维修人员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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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control system in elevator 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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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vator control system, as the key to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whole elevator, has its own
complexity and various possible faults. If maintenance personnel want to accurately find and eliminate all kinds
of potential faults in elevator inspection, they must have enough knowledge of the common faults of elevator
control system and their solutions and elimination method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mon
control system failures in elevator inspec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solving these elevator
control system failures,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elevator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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