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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发明名称：一种物联网电梯监控系统

1 /FIG.

(57) Abstract: Disclosed i s an IoT (Internet of Things) elevator monitoring system, comprising an elevator intercom system, an elev
ator status acquisition device for acquiring and transmitting the current status information of an elevator, and an elevator data pro -
cessing unit for receiving and processing the data transmitted from the elevator status acquisition device; the elevator intercom sys
tem and the elevator status acquisition device are in two-wa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elevator data processing unit via a wired or
wireless data transmitter; and the elevator status acquisition device i s connected to the data transmitter via a data bus. By promptly
transmitting the various elevator information acquired by the elevator status acquisition device to the data transmitter via a bus, then
to the elevator data processing unit in a wireless manner, the system achieves fault pre-waming, remote process monitoring, voice re
assurance for a trapped person, and real-time united action of the functional department, the elevator maintenance unit and the man
ufacturer, thus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ver the elevator manufacturer and the maintenance unit, and improv -
ing fault correction and rescue effici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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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公开 了一种物联 网 电梯监控 系统 ，其 包括 电梯对 讲 系统 、采集 并发送 电梯 当前状态信 息的 电梯 状 态采集装
置 、接收并处理 电梯状态采集装置传来数据 的 电梯数据处理单元 。电梯对讲 系统 、 电梯状态采集装置通过数
据传输器与 电梯数据处理单元 以有线或无线通信方式进行双 向通讯 ，电梯状态采集装置通过数据总线连接数
据传输器 。该系统通过将 电梯状态采集装置采集到 的 电梯 的各类信 息通过总线方式经数据 传输器 以无线方式
实时传送给 电梯 数据处理单元 ，实现 了故障事先预警 、过程 远程监控 、困人语音安抚 以及职能部 门、电梯维
保单位和厂商的实时联动 ，加 强 了对 电梯厂家和维保单位 的监 督和管理 ，提高 了故障处理和救 人效率 。



说明书

发明名称 ：一种物联 网电梯监控系统

技术领域

[1] 本发明属于电梯监控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物联网电梯监控系统。

背景技术

[2] 物联网的应用首先被广泛使用的是M2M(Machine-to-Machine) 应用。M2M 指的

是各类物体通过有线和无线的方式，在没有人为干预下实现数据通信。这些物

体可能是工业设备、汽车、电梯等生活。

[3]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物联网的英文名称叫 "The Internet

o f thing S" 。顾名思义 ，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这有两层意思：第一，

物联网的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的网络；

第二，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体与物体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

因此 ，物联网的定义是通过射频识别 （RFID) 、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

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 ，把任何物体与互联网相连接 ，进

行信息交换和通信 ，以实现对物体的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

一种网络。对世界乃至我们的生活仅有历史意义的影响和改变。

对 发明的公开

技术问题

[4] 目前载人电梯都是微机控制的智能化、 自动化设备，不需要专门的人员来操作

驾驶 ，普通乘客只要按下列程序乘坐和操作电梯即可。

[5]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规模不断加大，电梯的分布越来越广 ，因此增加了管理的难

度和维护的成本及吋效。现代化电梯的智能性 ，正是要提高电梯的安全性和维

护性 ，但现阶段由于各厂商的监控系统的兼容性及可靠性及事件的局域化、后

处理性 ，还是不能从根本上保护电梯及乘用人员的安全。

[6] 随着"物联网"应用技术的广泛性及兼容性 ， 结合电梯使用及维护的安全性需求

，将电梯及乘用人员安全管理运用物联网的网络互联架构实现无区域限制多数

量电梯的全局管理 ，进行实吋监控 ，提前预防，创造出一高效能电梯安全管理



系统很有现实意义及必要。

问题的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

[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 物联网电梯监控系统 ，可以简单实现 多局电梯相

互联在一起形成'物联网'。

[8] 为实现上述 目的，本发明釆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9] 一种物联网电梯监控系统，包括电梯对讲系统、釆集并发送电梯当前状态信息

数据的电梯状态釆集装置、接收并处理所述电梯状态釆集装置传来数据的电梯

数据处理单元；所述 电梯对讲系统、 电梯状态釆集装置通过数据传输器与所述

电梯数据处理单元以有线或无线通信方式进行双向通讯；所述电梯状态釆集装

置通过数据总线连接所述数据传输器。

[10] 其中，所述 电梯 对讲系统设有用于所述数据传输器以实现与电梯数据处理单

元双向对讲通话的通讯接口。

[11] 所述电梯数据处理单元为电脑处理器或数码指示 装置 ，其 内部有存储可供査

询及评估的、与每局电梯有关的电梯位置、品牌、运行、维保、故障数据信息

的存储装置 ，并设有可与互联网、 GSM 网络、 PSTN 网络或 3G 网络连接的通

讯接口或端口。

[12] 所述数据传输器传送的数据包括音频、视频及电梯报警数据。其可以将有关的

数据通过无线方式传输 到远程的电梯数据处理单元，并可将电梯数据处理单元

传来的信息回传至电梯对 讲系统及 电梯状态釆集装置。

发明的有益效果

有益效果

[13] 本发明通过电梯状态釆集装置将釆集的电梯各类信息通过总线方式传送给数据

传输器，再由数据传输器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络将电梯状态数据实吋传送

给电梯数据处理单元进行处理，实现了故障事先预警、故障过程远程监控、困

人过程语音安抚，实吋联动相应的职能部门、电梯维保单位和电梯厂商；同吋

也加强对电梯厂家和维保单位的监督和管理，加快电梯故障处理，提高救人效

率 。



对附图的简要说 明

附图说明

[14] 图 1 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物联 网电梯监控系统 的结构示意 图。

实施该发明的最佳实施例

本发明的最佳实施方式

[15] 为 了使本发明的 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 白，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

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

[16] 参见 图 1 所示 ，一种物联 网电梯监控系统 包括 电梯对讲系统 、釆集 并发送 电

梯当前状态信息数据 的电梯状态釆集装置 、接收并处理所述 电梯状态釆集装置

传来数据 的电梯数据处理单元 ；所述 电梯对讲系统 、 电梯状态釆集装置通过数

据传输器与所述 电梯数据处理单元 以有线或无线通信方式进行双 向通讯 ；所述

电梯状态釆集装置通过数据总线连接所述数据传输器。

[17] 所述 电梯状态釆集装置安装于每局 电梯 中， 每局 电梯在该 物联 网电梯监控系

统 中具有 唯一的识别号码。若干局 电梯状态釆集装置配备一个数据传输器 ，通

过数据总线与该数据传输器连接 ，将釆集 的数据经数据传输器发送到 电梯数据

处理单元进行处理 ，同吋接收来 自电梯数据处理单元的数据信息或指令。电梯

对讲系统也通过数据总线连接该数据传输器与数据处理单元进行通讯 ，进行对

话通话。

[18] 所述 电梯对讲系统设有用于连接所述数据传输器 以实现与电梯数据处理单元双

向对讲通话 的通讯接 口。通过该通讯接 口，电梯对讲系统 通过 电梯数据传输器

与远程 的电梯数据处理单元进行对讲通话 ，且远程 的电梯数据处理单元可通过

回拨某 电梯号码 ，主动与电梯乘客或值班人员对讲通话。

[19] 所述 电梯数据处理单元 内部有存储可供査询及评估 的、与每局 电梯有关的电梯

位置 、品牌 、运行 、维保 、故障数据信息的存储装置 ，并设有可与互联 网、

GSM 网络 、 PSTN 网络或 3G 网络连接 的通讯接 口或端 口。

[20] 所述 的电梯数据处理单元可 以是 电脑处理器或是数码指示装置。所述 电梯数据

处理单元 接受并保存 电梯运行 、维保 、故障等信息记录 ，提供历史査询及评估

。由于各 局 电梯具备唯一识别号码 ，可 以在物联 网系统随吋査阅、评估査询各



部电梯的位置、品牌、运行、维保、故障等具体信息。

[21] 其中，所述数据传输器可以传送包括音频、视频及电梯报警数据。其可以将有

关的数据通过无线方式传输到远程的电梯数据处理单元，并可将电梯数据处理

单元传来的信息回传至电梯对讲系统及电梯状态釆集装置。

[22] 所述电梯状态釆集装置包括有高性能精简指令集 CPU 、信息接收器、数据发

送器； 其内部具有掉电存储功能，在世界网络中有可被识别的唯一编号一电子

编码。其通过相应的信息釆集端实吋釆集电梯当前状态，辨别单梯故障报警状

态，并将数据 以总线 BUS 通信方式传送给数据传输器；同吋与电梯对讲系统接

通 ，便于及吋与现场沟通 ，准确反应现场状况。

[23] 由于釆用总线制布线方式，所 以本发明布线简便 ，结构清晰、互扰性小；同吋

，所有信息釆集与电梯本身管理控制系统电气隔离，不会有任何电气干扰；每

局电梯配套一套电梯状态釆集装置 ，结构合理 ，成本低廉 ，信息实吋准确。

[24] 所述数据处理单元用于实现电梯安全管理的各种功能，帮助电梯安全管理部门

、维保单位和使用单位实现电梯信息化管理；数据处理单元提供人机接 口，其

接收到的电梯状态数据 ，通过人机接 口，由操作人员来管理电梯运行状态，并

对电梯被困情况实吋掌握 ，及吋分配处理。

[25] 电梯困人吋，被困人员可通过电梯对讲系统与数据处理单元和维保救援人员联

系，起到安抚乘客 ，准确掌握现场状态，提高救援效率的保障。

[26] 本发明釆用总线 BUS 釆集传输电梯状态数据 ，只需在电梯对讲系统布线中增

加 2~3 条通信总线 ，即可实现多局电梯互联；布线不会增加难度 ，不需另辟途

径；相对于楼宇间的无线传输 ，总线通讯方式更可靠 ，成本更低；另外 ，由于

总线通信速率足够快 ，因此每 10~20 局电梯配备一台数据传输器即可；相对于

其他物联网方案节省了很大部分成本。

[27] 本发明与常规电梯管理比较有相当的费用优势：常规电梯管理模式下，每台电

梯价格管理费达 2000 到 3000 元，本发明仅为 1000 元；常规模式下每台电梯使

用费用每月 60 — 100 元，本发明低于 5 元。

[28] 同吋，本发明 系统各个元器件有严格的进厂检验制度 ，设计产品严格检测；每

个装置皆釆用模块化设计 ，组装便捷 ，且移植性强 ，减少工作量 ，保证系统不



间断连续工作。

[29] 本发明通过 GSM/GPRS 、 TCP/IP 、 3G 等双向传输可以将几十种上万部电梯

的安全状态以及周边环境信息传送到数据网关纳入到统一的电梯物联网 监控系

统中 ；其 利用先进的数据釆集技术获取电梯运行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无线通讯网

络发送到远程电梯数据处理单元，对电梯的稳定操作，维修维护以及紧急情况

信息的处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基础。

[3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

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31]

工业实用性

[32] 本发明通过电梯状态釆集装置将釆集的电梯各类信息通过总线方式传送给数据

传输器，再由数据传输器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络将电梯状态数据实吋传送

给电梯数据处理单元进行处理，实现了故障事先预警、故障过程远程监控、困

人过程语音安抚，实吋联动相应的职能部门、电梯维保单位和电梯厂商；同吋

也加强对电梯厂家和维保单位的监督和管理，加快电梯故障处理，提高救人效

率。

序列表 自由内容

[33]



权利要求书

一种物联 网电梯监控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括 电梯对讲系统 、釆

集并发送 电梯当前状态信息数据 的电梯状态釆集装置 、接收并处

理所述 电梯状态釆集装置传来数据 的电梯数据处理单元 ；所述 电

梯对讲系统 、电梯状态釆集装置通过数据传输器与所述 电梯数据

处理单元 以有线或无线通信方式进行双 向通讯 ；所述 电梯状态釆

集装置通过数据总线连接所述数据传输器。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物联 网电梯监控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电

梯对讲系统设有用于连接所述数据传输器 以实现与电梯数据处理

单元双 向对讲通话 的通讯接 口。

根据权利要求 1或2所述 的物联 网电梯监控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

述 电梯数据处理单元内部有存储可供査询及评估 的、与每局 电梯

有关的电梯位置 、品牌 、运行 、维保 、故障数据信息的存储装置

，并设有可与互联 网、GSM 网络 、PSTN 网络或3G网络连接 的通

讯接 口或端 口。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物联 网电梯监控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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