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265713.3

(22)申请日 2019.04.03

(71)申请人 安徽菲茵特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 236500 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工业园

区

(72)发明人 吕存军　邢磊磊　程付理　卜建坤　

刘进喜　

(74)专利代理机构 合肥中博知信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34142

代理人 钱卫佳

(51)Int.Cl.

B66B 5/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利用手机测量电梯运行数据的方法

(57)摘要

一种利用手机测量电梯运行数据的方法，所

述方法包括：通过手机内部加速度传感器采集电

梯运行X、Y、Z三轴加速度数据和方向传感器采集

的横滚角、倾斜角数据，通过对传感器采集的加

速度数据和倾角数据进行运算，得出电梯运行时

水平横向、水平纵向、垂直方向的加速度数据，依

据GB/T 24474-2009电梯乘运质量测量规定的方

法对加速度数据进行滤波处理，通过积分计算出

电梯运行的实时速度和位移。依据《GB/T 23716-

2009人体对振动的响应测量仪器》的要求对测得

的加速度数据进行带通滤波、频率计权得出电梯

运行时三轴振动数据，并以曲线型式通过手机屏

幕直观的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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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手机测量电梯运行数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通过手机内部加速度传感器采集电梯运行X、Y、Z三轴加速度数据和方向传感器采集的

横滚角、倾斜角数据，通过对传感器采集的加速度数据和倾角数据进行运算，得出电梯运行

时水平横向、水平纵向、垂直方向的加速度数据，依据GB/T24474-2009电梯乘运质量测量规

定的方法对加速度数据进行滤波处理，通过积分计算出电梯运行的实时速度和位移，依据

《GB/T23716-2009人体对振动的响应测量仪器》的要求对测得的加速度数据进行带通滤波、

频率计权得出电梯运行时三轴振动数据，并以曲线型式通过手机屏幕直观的显示出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手机测量电梯运行数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

法包括：

S1.数据测量

手机纵向放置在轿厢地板中间位置，保证手机显示屏水平向上，手机中轴线与电梯轿

厢纵线平行，点击测试开始按钮，登记电梯目的层，在电梯关门前测试人员退出轿厢，当电

梯运行至目的层后，取出手机等待测试结束；测试结束后手机屏幕会显示概略的三轴加速

度曲线，数据测量可随时通过点击停止测试按钮终止测量，已采集的数据同时失效；

S2.数据读取

点击数据读取按钮，弹出打开文件对话框，选择相应的数据文件打开，手机屏幕会显示

读取数据的概略三轴加速度曲线；

S3.数据区段选择

点击数据分析按钮前，需进行数据区段选择，拖动显示窗口下方绿色标尺，选择数据开

始位置，拖动显示窗口下方蓝绿色标尺，选择数据结束位置；数据区段选择在必需包含一次

完整的电梯运行过程时，需尽可能小的选择数据区段，过程不完整，或多余的数据过多将干

扰数据的分析；

S4.数据分析

点击数据分析按钮，注册过的软件将进入数据分析页面，通过在显示窗中间上下滑动

可选择横向加速度、横向速度，纵向加速度、纵向总线速度，垂直加速度、垂直速度曲线，同

时显示相应的运行总时间、运行总位移，当前时间、位移、速度、加速度数据，此时拖动显示

窗下方的当前位置标尺，当前时间、位移、速度、加速度数据随之变化；

点击振动分析按钮，显示垂直加加速度分区曲线，通过在显示窗中间上下滑动可选择

横向振动、纵向振动、垂直振动曲线，同时显示各自的最大值、A95值，点击合格标准按钮显

示相应数据的合格标准；

在数据分析界面，当数据超出显示范围时，可在显示窗中间左右拖动窗口移动显示曲

线；

S5.参数设置

不同的手机，不同的测量时间，手机内传感器测得的数据，会有一定的误差，为了得到

更准确的数据，可通过点击参数设置按钮设置加速度修正系数来校正测量值；

S6.其他参数获得

电梯运行的其它参数，如加减速时间、加减速距离、刹车距离等，助手没有直接给出，但

使用者可通过拖动当前位置标尺，根据时间、位移的变化自行算出。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利用手机测量电梯运行数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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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为智能手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手机测量电梯运行数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加速度传感器内置中手机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手机测量电梯运行数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电梯为轿厢乘用电梯。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065864 A

3



一种利用手机测量电梯运行数据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梯数据测量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利用手机测量电梯运行数据的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电梯行业得到快速发展，电梯的保有

量、年产量和年增长量均居世界第一，可以看出拥有强劲动力的中国房地产业发展带动了

电梯行业的持续火热，使电梯保持多年的飞速增长态势。但是，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日益提

高，民众对电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有便携先进检测仪器设备对

电梯运行的安全性、舒适性以及故障进行诊断，降低电梯安全事故发生机率，以提升电梯安

全运行水平。

[0003] 目前电梯检验检测仪器使用的仪器，种类繁多、功能单一且不易携带等缺点，极大

影响了检验人员的工作效率和质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利用手机测量电梯运行数据的方

法，利用手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对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得到电梯运行的实时位移、速度、加速

度、三轴振动等数据，并以曲线型式通过手机屏幕直观的显示出来，为从业人员分析电梯乘

运质量提供帮助。

[0005]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利用手机测量电梯运行数据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0006] 通过手机内部加速度传感器采集电梯运行X、Y、Z三轴加速度数据和方向传感器采

集的横滚角、倾斜角数据，通过对传感器采集的加速度数据和倾角数据进行运算，得出电梯

运行时水平横向、水平纵向、垂直方向的加速度数据，依据GB/T  24474-2009电梯乘运质量

测量规定的方法对加速度数据进行滤波处理，通过积分计算出电梯运行的实时速度和位

移。依据《GB/T  23716-2009人体对振动的响应测量仪器》的要求对测得的加速度数据进行

带通滤波、频率计权得出电梯运行时三轴振动数据，并以曲线型式通过手机屏幕直观的显

示出来。

[0007] 具体测量方法如下：

[0008] 1.数据测量

[0009] 手机纵向放置在轿厢地板中间位置，保证手机显示屏水平向上，手机中轴线与电

梯轿厢纵线平行，点击测试开始按钮，登记电梯目的层，在电梯关门前测试人员退出轿厢，

当电梯运行至目的层后，取出手机等待测试结束；测试结束后手机屏幕会显示概略的三轴

加速度曲线，数据测量可随时通过点击停止测试按钮终止测量，已采集的数据同时失效；

[0010] 2.数据读取

[0011] 点击数据读取按钮，弹出打开文件对话框，选择相应的数据文件打开，手机屏幕会

显示读取数据的概略三轴加速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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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3.数据区段选择

[0013] 点击数据分析按钮前，需进行数据区段选择，拖动显示窗口下方绿色标尺，选择数

据开始位置，拖动显示窗口下方蓝绿色标尺，选择数据结束位置；数据区段选择在必需包含

一次完整的电梯运行过程时，需尽可能小的选择数据区段，过程不完整，或多余的数据过多

将干扰数据的分析；

[0014] 4.数据分析

[0015] 点击数据分析按钮，注册过的软件将进入数据分析页面，通过在显示窗中间上下

滑动可选择横向加速度、横向速度，纵向加速度、纵向总线速度，垂直加速度、垂直速度曲

线，同时显示相应的运行总时间、运行总位移，当前时间、位移、速度、加速度数据，此时拖动

显示窗下方的当前位置标尺，当前时间、位移、速度、加速度数据随之变化；

[0016] 点击振动分析按钮，显示垂直加加速度分区曲线，通过在显示窗中间上下滑动可

选择横向振动、纵向振动、垂直振动曲线，同时显示各自的最大值、A95值，点击合格标准按

钮显示相应数据的合格标准；

[0017] 在数据分析界面，当数据超出显示范围时，可在显示窗中间左右拖动窗口移动显

示曲线；

[0018] 5.参数设置

[0019] 不同的手机，不同的测量时间，手机内传感器测得的数据，会有一定的误差，为了

得到更准确的数据，可通过点击参数设置按钮设置加速度修正系数来校正测量值(一般依

据提升高度为基准进行校正)；

[0020] 6.其他参数获得

[0021] 电梯运行的其它参数，如加减速时间、加减速距离、刹车距离等，助手没有直接给

出，但使用者可通过拖动当前位置标尺，根据时间、位移的变化自行算出。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申请利用手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对数据

进行计算分析，得到电梯运行的实时位移、速度、加速度、三轴振动等数据，并以曲线型式通

过手机屏幕直观的显示出来，为从业人员分析电梯乘运质量提供帮助。一次测量时长为90

秒，并在测量结束时自动以日期为文件夹、时间为文件名保存测量数据。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

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

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4] 一种利用手机测量电梯运行数据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0025] 通过手机内部加速度传感器采集电梯运行X、Y、Z三轴加速度数据和方向传感器采

集的横滚角、倾斜角数据，通过对传感器采集的加速度数据和倾角数据进行运算，得出电梯

运行时水平横向、水平纵向、垂直方向的加速度数据，依据GB/T  24474-2009电梯乘运质量

测量规定的方法对加速度数据进行滤波处理，通过积分计算出电梯运行的实时速度和位

移。依据《GB/T  23716-2009人体对振动的响应测量仪器》的要求对测得的加速度数据进行

带通滤波、频率计权得出电梯运行时三轴振动数据，并以曲线型式通过手机屏幕直观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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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来。

[0026] 所述的手机为智能手机，所述的加速度传感器内置中手机中，所述的电梯为轿厢

乘用电梯。

[0027] 具体测量方法如下：

[0028] 1.数据测量

[0029] 手机纵向放置在轿厢地板中间位置，保证手机显示屏水平向上，手机中轴线与电

梯轿厢纵线平行，点击测试开始按钮，登记电梯目的层，在电梯关门前测试人员退出轿厢，

当电梯运行至目的层后，取出手机等待测试结束；测试结束后手机屏幕会显示概略的三轴

加速度曲线，数据测量可随时通过点击停止测试按钮终止测量，已采集的数据同时失效；

[0030] 2.数据读取

[0031] 点击数据读取按钮，弹出打开文件对话框，选择相应的数据文件打开，手机屏幕会

显示读取数据的概略三轴加速度曲线；

[0032] 3.数据区段选择

[0033] 点击数据分析按钮前，需进行数据区段选择，拖动显示窗口下方绿色标尺，选择数

据开始位置，拖动显示窗口下方蓝绿色标尺，选择数据结束位置；数据区段选择在必需包含

一次完整的电梯运行过程时，需尽可能小的选择数据区段，过程不完整，或多余的数据过多

将干扰数据的分析；

[0034] 4.数据分析

[0035] 点击数据分析按钮，注册过的软件将进入数据分析页面，通过在显示窗中间上下

滑动可选择横向加速度、横向速度，纵向加速度、纵向总线速度，垂直加速度、垂直速度曲

线，同时显示相应的运行总时间、运行总位移，当前时间、位移、速度、加速度数据，此时拖动

显示窗下方的当前位置标尺，当前时间、位移、速度、加速度数据随之变化；

[0036] 点击振动分析按钮，显示垂直加加速度分区曲线，通过在显示窗中间上下滑动可

选择横向振动、纵向振动、垂直振动曲线，同时显示各自的最大值、A95值，点击合格标准按

钮显示相应数据的合格标准；

[0037] 在数据分析界面，当数据超出显示范围时，可在显示窗中间左右拖动窗口移动显

示曲线；

[0038] 5.参数设置

[0039] 不同的手机，不同的测量时间，手机内传感器测得的数据，会有一定的误差，为了

得到更准确的数据，可通过点击参数设置按钮设置加速度修正系数来校正测量值(一般依

据提升高度为基准进行校正)；

[0040] 6.其他参数获得

[0041] 电梯运行的其它参数，如加减速时间、加减速距离、刹车距离等，助手没有直接给

出，但使用者可通过拖动当前位置标尺，根据时间、位移的变化自行算出。

[0042]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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