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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梯轿厢载重装置矫正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记录电梯对重的重量、轿厢

空载重量；获取输出力矩对应的重量；将轿厢空

载重量、输出力矩对应的重量两者的和与电梯对

重的重量对比，获得轿厢内负载计算重量；获取

轿厢内负载称重重量；判断所述轿厢内负载计算

重量与所述轿厢内负载称重重量是否存在偏差；

若是，即将轿厢内负载计算重量与轿厢内负载称

重重量对比，获得矫正系数；然后将所述矫正系

数补偿到称重装置计算模块中，对电梯称重装置

进行矫正。该电梯轿厢载重装置矫正方法用以矫

正电梯称重装置的偏差，提高电梯称重的准确

性，提高电梯运行的舒适感,具有良好的经济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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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梯轿厢载重装置矫正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记录电梯对重的重量、轿厢空载重量；

获取输出力矩对应的重量；

将轿厢空载重量、输出力矩对应的重量两者的和与电梯对重的重量对比，获得轿厢内

负载计算重量；

获取轿厢内负载称重重量；

判断所述轿厢内负载计算重量与所述轿厢内负载称重重量是否存在偏差；若是，即将

轿厢内负载计算重量与轿厢内负载称重重量对比，获得矫正系数；

然后将所述矫正系数补偿到称重装置计算模块中，对电梯称重装置进行矫正。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轿厢载重装置矫正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获取输出力矩对

应的重量，包括以下步骤：

记录电机的输入转速、电机的输出转速、重力加速度；

根据电机的输入转速与电机的输出转速计算获得电机减速比；

测得曳引轮半径；

获取不平衡力矩；

根据不平衡力矩、减速比、曳引轮半径、重力加速度计算获得输出力矩对应的重量。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梯轿厢载重装置矫正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获取不平衡力矩

包括上行不平衡力矩、下行不平衡力矩，其中，上行不平衡力矩为电梯匀速上行时的不平衡

力矩，下行不平衡力矩为电梯匀速下行时的不平衡力矩，所述不平衡力矩，包括以下步骤：

获取系统摩擦阻力矩、电动机输出转矩；

将电动机输出转矩加上系统摩擦阻力矩计算获得上行不平衡力矩；

将电动机输出转矩减去系统摩擦阻力矩计算获得下行不平衡力矩。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梯轿厢载重装置矫正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获取系统摩擦阻

力矩，包括以下步骤：

在电梯安装时，对电梯进行不同负载测试，计算获得摩擦系数；

根据摩擦系数获得系统摩擦阻力矩。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梯轿厢载重装置矫正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获取电动机输出

转矩，包括以下步骤：

记录电机的转矩常数、电机气隙磁通；

测得电枢电流；

根据电机的转矩常数、气隙磁通以及所述电枢电流计算获得电动机输出转矩。

6.如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电梯轿厢载重装置矫正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获取

轿厢内负载称重重量，包括以下步骤：

在电梯的曳引绳上沿竖直方向间隔设置定位块，两所述定位块在水平方向的投影相重

合，并使两所述定位块在竖直方向的距离固定；

使两所述定位块之间具有弹性形变位，所述弹性形变位与任一所述定位块在水平方向

的投影呈错开设置；

检测在电梯负载时的所述弹性形变位的水平形变量，根据所述形变量获得轿厢内负载

称重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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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梯轿厢载重装置矫正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曳引绳具有多

根，所述定位块具有多个，所述弹性形变位与所述定位块的数量相匹配。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电梯轿厢载重装置矫正方法，其特征在于，多个所述定位块在水

平方向的投影与相应的所述弹性形变位在水平方向的投影的距离相同。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电梯轿厢载重装置矫正方法，其特征在于，多个所述弹性形变位

在水平方向的投影均布于多个所述定位块在水平方向的投影的两侧。

10.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电梯轿厢载重装置矫正方法，其特征在于，多个所述弹性形变

位在水平方向的投影均位于多个所述定位块在水平方向的投影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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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轿厢载重装置矫正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梯控制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电梯轿厢载重装置矫正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有的电梯系统中，电梯轿厢内的负载主要是通过称重装置来完成，称重装置

一般是在轿厢或绳头上面，安装橡胶或者弹簧等可以发生形变的物体，这些物体在轿厢负

载不同时，会发生相应的形变，输出相应的模拟信号，然后由电梯系统的处理器采集模拟信

号，并计算出轿厢内负载重量。这些估计轿厢内重量负载值的物体容易受到热胀冷缩的，或

者自身老化现象的影响，会导致轿厢内负载值的准确性降低。而电梯的有称重启动，主要依

赖与称重装置的准确性，当计算值产生偏差后，会带来启动冲击等问题，系统的运行舒适感

会变差，每隔几个月就需要重新磅机以校正称重偏差，增加维保工作量及维保费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梯轿厢载重装置矫正方法，该电梯轿厢载重装置矫

正方法用以矫正电梯称重装置的偏差，提高电梯称重的准确性，提高电梯运行的舒适感,具

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0004] 其技术方案如下：

[0005] 电梯轿厢载重装置矫正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记录电梯对重的重量、轿厢空载重量；

[0007] 获取输出力矩对应的重量；

[0008] 将轿厢空载重量、输出力矩对应的重量两者的和与电梯对重的重量对比，获得轿

厢内负载计算重量；

[0009] 获取轿厢内负载称重重量；

[0010] 判断所述轿厢内负载计算重量与所述轿厢内负载称重重量是否存在偏差；若是，

即将轿厢内负载计算重量与轿厢内负载称重重量对比，获得矫正系数；

[0011] 然后将所述矫正系数补偿到称重装置计算模块中，对电梯称重装置进行矫正。

[0012] 所述获取输出力矩对应的重量，包括以下步骤：

[0013] 记录电机的输入转速、电机的输出转速、重力加速度；

[0014] 根据电机的输入转速与电机的输出转速计算获得电机减速比；

[0015] 测得曳引轮半径；

[0016] 获取不平衡力矩；

[0017] 根据不平衡力矩、减速比、曳引轮半径、重力加速度计算获得输出力矩对应的重

量。

[0018] 所述获取不平衡力矩包括上行不平衡力矩、下行不平衡力矩，其中，上行不平衡力

矩为电梯匀速上行时的不平衡力矩，下行不平衡力矩为电梯匀速下行时的不平衡力矩，所

述不平衡力矩，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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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获取系统摩擦阻力矩、电动机输出转矩；

[0020] 将电动机输出转矩加上系统摩擦阻力矩计算获得上行不平衡力矩；

[0021] 将电动机输出转矩减去系统摩擦阻力矩计算获得下行不平衡力矩。

[0022] 所述获取系统摩擦阻力矩，包括以下步骤：

[0023] 在电梯安装时，对电梯进行不同负载测试，计算获得摩擦系数；

[0024] 根据摩擦系数获得系统摩擦阻力矩；

[0025] 所述获取电动机输出转矩，包括以下步骤：

[0026] 记录电机的转矩常数、电机气隙磁通；

[0027] 测得电枢电流；

[0028] 根据电机的转矩常数、气隙磁通以及所述电枢电流计算获得电动机输出转矩。

[0029] 所述获取轿厢内负载称重重量，包括以下步骤：

[0030] 在电梯的曳引绳上沿竖直方向间隔设置定位块，两所述定位块在水平方向的投影

相重合，并使两所述定位块在竖直方向的距离固定；

[0031] 使两所述定位块之间具有弹性形变位，所述弹性形变位与任一所述定位块在水平

方向的投影呈错开设置；

[0032] 检测在电梯负载时的所述弹性形变位的水平形变量，根据所述形变量获得轿厢内

负载称重重量。

[0033] 所述曳引绳具有多根，所述定位块具有多个，所述弹性形变位与所述定位块的数

量相匹配。

[0034] 多个所述定位块在水平方向的投影与相应的所述弹性形变位在水平方向的投影

的距离相同。

[0035] 多个所述弹性形变位在水平方向的投影均布于多个所述定位块在水平方向的投

影的两侧。

[0036] 多个所述弹性形变位在水平方向的投影均位于多个所述定位块在水平方向的投

影的一侧。

[0037] 下面对本发明的优点或原理进行说明：

[0038] 1、通过获取输出力矩对应的重量，计算获得轿厢内负载计算重量，当计算出来的

轿厢负载值与称重装置计算出来的负载值不同时,再通过两者的对比获得矫正系数，然后

将所述矫正系数补偿到称重装置计算模块中，从而实时矫正称重装置的准确性；该电梯轿

厢载重装置矫正方法，在无需增加硬件成本的情况下，即可在普通电梯上实现高精度的起

动补偿，电梯在使用时按照该矫正方法，提高电梯称重的准确性，抵消由于称重模块的变化

对电梯系统舒适性造成的影响，进一步提高了电梯系统乘坐的舒适性；运行效果好，具有良

好的经济效益。

[0039] 2、轿厢内负载称重重量通过检测曳引绳的弹性形变位的水平形变量，可以根据此

形变量得到电梯的实时轿厢内负载称重重量，且电梯载重在增加时，曳引绳在水平方向上

施加的作用力相对较纵向小，水平形变量相对纵向大，电梯重量增加时，由于曳引绳的纵向

拉伸位移小，横向压缩位移大，误差更可控，精度高，延长称重装置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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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

[0041] 电梯轿厢载重装置矫正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2] 记录电梯对重的重量Q1、轿厢空载重量Q2；

[0043] 获取输出力矩对应的重量P1；

[0044] 将轿厢空载重量Q2、输出力矩对应的重量P1两者的和与电梯对重的重量Q1对比，获

得轿厢内负载计算重量M1；具体的公式为：

[0045] M1＝Q1-(Q2+P1)＝Q1-Q2-P1；

[0046] 其中，Q1-Q2＝KQ4；K为电梯平衡系数，Q4为电梯额定载重；

[0047] 即：M1＝KQ4-P1；

[0048] 获取轿厢内负载称重重量M2；

[0049] 判断所述轿厢内负载计算重量M1与所述轿厢内负载称重重量M2是否存在偏差；若

是，即将轿厢内负载计算重量与轿厢内负载称重重量对比，获得矫正系数β；具体的公式为：

[0050] β＝M1/M2；

[0051] 然后将所述矫正系数β补偿到称重装置计算模块中，对电梯称重装置进行矫正。

[0052] 其中，获取输出力矩对应的重量P1，包括以下步骤：

[0053] 记录电机的输入转速n1、电机的输出转速n2、重力加速度g；

[0054] 根据电机的输入转速n1与电机的输出转速n2计算获得电机减速比i；具体的公式

为：

[0055] i＝n1/n2；

[0056] 测得曳引轮半径R；

[0057] 获取不平衡力矩TG；

[0058] 根据不平衡力矩TG、减速比i、曳引轮半径R、重力加速度g计算获得输出力矩对应

的重量P1；具体的公式为：

[0059] P1＝TG×i/(g×R)。

[0060] 获取不平衡力矩TG包括上行不平衡力矩TG1、下行不平衡力矩TG2，其中，上行不平衡

力矩TG1为电梯匀速上行时的不平衡力矩，下行不平衡力矩TG2为电梯匀速下行时的不平衡

力矩，所述不平衡力矩TG，包括以下步骤：

[0061] 获取系统摩擦阻力矩Tf、电动机输出转矩T；

[0062] 将电动机输出转矩T加上系统摩擦阻力矩Tf计算获得上行不平衡力矩TG1；具体的

公式为：

[0063] TG1＝T+Tf；

[0064] 将电动机输出转矩T减去系统摩擦阻力矩Tf计算获得下行不平衡力矩TG2；具体的

公式为：

[0065] TG2＝T-Tf。

[0066] 获取系统摩擦阻力矩Tf，包括以下步骤：

[0067] 在电梯安装时，对电梯进行不同负载测试，计算获得摩擦系数；

[0068] 根据摩擦系数获得系统摩擦阻力矩Tf；

[0069] 所述获取电动机输出转矩T，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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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记录电机的转矩常数C、电机气隙磁通φ；

[0071] 测得电枢电流I；

[0072] 根据电机的转矩常数C、气隙磁通φ以及所述电枢电流I计算获得电动机输出转矩

T；具体的公式为：

[0073] T＝C×φ×I。

[0074] 获取轿厢内负载称重重量M2，包括以下步骤：

[0075] 在电梯的曳引绳上沿竖直方向间隔设置定位块，两所述定位块在水平方向的投影

相重合，并使两所述定位块在竖直方向的距离固定；

[0076] 使两所述定位块之间具有弹性形变位，所述弹性形变位与任一所述定位块在水平

方向的投影呈错开设置；

[0077] 检测在电梯负载时的所述弹性形变位的水平形变量，根据所述形变量获得轿厢内

负载称重重量。

[0078] 优选的，曳引绳具有多根，定位块具有多个，弹性形变位与所述定位块的数量相匹

配；

[0079] 优选的，多个定位块在水平方向的投影与相应的弹性形变位在水平方向的投影的

距离相同；

[0080] 优选的，多个弹性形变位在水平方向的投影均布于多个定位块在水平方向的投影

的两侧；

[0081] 优选的，多个弹性形变位在水平方向的投影均位于多个定位块在水平方向的投影

的一侧。

[0082] 本实施例具有如下优点：

[0083] 1、通过获取输出力矩对应的重量P1，计算获得轿厢内负载计算重量M1，当计算出来

的轿厢负载值与称重装置计算出来的负载值不同时,再通过两者的对比获得矫正系数β，然

后将所述矫正系数β补偿到称重装置计算模块中，从而实时矫正称重装置的准确性；该电梯

轿厢载重装置矫正方法，在无需增加硬件成本的情况下，即可在普通电梯上实现高精度的

起动补偿，电梯在使用时按照该矫正方法，提高电梯称重的准确性，抵消由于称重模块的变

化对电梯系统舒适性造成的影响，进一步提高了电梯系统乘坐的舒适性；运行效果好，具有

良好的经济效益。

[0084] 2、轿厢内负载称重重量M2通过检测曳引绳的弹性形变位的水平形变量，可以根据

此形变量得到电梯的实时轿厢内负载称重重量M2，且电梯载重在增加时，曳引绳在水平方

向上施加的作用力相对较纵向小，水平形变量相对纵向大，电梯重量增加时，由于曳引绳的

纵向拉伸位移小，横向压缩位移大，误差更可控，精度高，延长称重装置的使用寿命。

[0085]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并不以此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在不违反本发

明构思的基础上所作的任何替换与改进，均属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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