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地方标准《重大活动特种设备安全保障规范—电梯》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任务分工等。 

1.任务来源 

2021年 1 月 15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广东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关于批准下达 2020 年第二批广东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

项目的通知》（粤市监标准〔2021〕25 号），批准了《重大活动特种

设备安全保障规范—电梯》的立项申请。 

2.协作单位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广

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深圳市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研究院、广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州市番禺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佛

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肇庆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广州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 

3.任务分工 

1）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作为主起草单位，负责组织各参

编单位开展前期调研、资料收集、文献查阅，分析总结重大活动电梯

安全保障工作的关键技术，以及保障相关责任方的工作要求，起草编



制标准大纲、标准草案，主持标准起草组工作会议，整理收集对《征

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形成标准送审稿，起草标准送审文件，配合

完成标准审查，起草标准最终形成报批稿，配合对标准进行校对，完

成标准发布。 

2）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

院、深圳市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研究院作为起草组成员，负责调研监管

部门、检验检测机构等实际情况，查阅资料，依据现有的电梯技术规

范、法律法规等，并结合以往重大活动电梯安全保障经验，完善标准

草案，协助完成标准编制。 

3）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广

州市番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珠海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东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广日电梯

工业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广州市特种设备

行业协会协助查阅资料，对标准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协助厘清明确使

用单位、维护保养单位、制造单位、检验机构、监管部门等的具体工

作职责，研究讨论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协助完成标准编制。 

二、立项必要性，包括行业现状，痛点，拟解决的问题。 

重大活动具备人群密集、场所集中的特点，电梯等特种设备使用

频繁，一旦发生故障或伤害事件，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及恶劣的社

会影响。对重大活动涉及电梯开展集中重点监察，在其法定检验合格



的基础上，对其安全性能开展验证性的技术检验活动，是为了满足重

大活动安全保障的需要，也是特种设备动态监管、风险监管、分类监

管行之有效的技术手段。重大活动特种设备保障，是各级政府及人民

群众密切关心的问题。该标准，以电梯入手，今后将逐步引入到其他

特种设备保障中，将在全省乃至全国特种设备监管工作起到了重要借

鉴参考意义。 

制订重大活动电梯等特种设备安全保障相关标准，关键问题是厘

清安全责任链条，明确使用管理、维护保养、检验检测、应急处置、

安全监管等相关职责，为相关责任方提供工作指引，建立协调联动机

制，推进主体责任落实，对重大活动涉及电梯等特种设备进行重点排

查和隐患治理，可进一步推动重大活动保障工作的制度化、标准化、

规范化，促进保障机制逐步固化，营造良好安全氛围。 

三、标准编制原则，标准框架、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标准编制原则 

1）本标准主要依据是现有电梯安全相关技术法规，并参考广东

省重大活动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工作经验，进一步明确重大活动电梯安

全保障涉及的相关责任方基本要求和工作内容，部分条款高于现有的

技术法规等要求。 

2）本标准保障性检验是在电梯法定检验合格的基础上，对其安

全性能进行验证的技术检验活动，即实施保障性检验的前提是具有有

效期内的法定检验报告。 

3）本标准根据组织方式、规模影响等将重大活动划分为为Ⅰ、



Ⅱ、Ⅲ级，并按照活动涉及场所不同划分为核心区、关联区、外围区，

以此对保障责任方提出不同要求。 

2.标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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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规则进行编制，包括目次、前言、

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工作程序、工作职责、保密要

求共 6 个章节以及使用单位、维护保养单位自查表、保障性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分级、意见通知书、监管检查表等共计 7 项附录。 

3.主要内容 

本标准针对重大活动涉及电梯，在其法定检验合格的基础上，提

出了安全保障的工作程序，并进一步明确了电梯使用单位、维护保养

单位、制造单位、特种设备检验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机构）、应急处

置机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监管部门）的具体工

作要求，以及以上各相关责任方的保密规定，并通过附录形式给出了

使用单位、维护保养单位自查内容清单，不同级别不同区域检验机构

开展的保障性检验项目、检验意见通知书。各章节主要内容见下表 1。 

表 1  标准主要内容 

章节 标题 主要技术内容 

1 范围 标准的主要内容及应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标准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重大活动”“保障性检验”“保障责任方”“保障

区域”等词条释义。 

4 工作程序 
不同级别重大活动保障的基本原则、前期准备、

保障实施以及应急处置的相应内容。 

5 工作职责 
电梯各环节涉及的相关责任主体，包括电梯使用

单位、维护保养单位、制造单位、检验机构、应



急处置机构、监管部门等各自需负责完成的工作

内容，涉及保障工作组的建立、保障方案的确定、

以及管理、检验等多项要求。 

6 保密规定 
明确重大活动涉及的各相关责任方需要遵守相关

的保密要求。 

附录 A 
重大活动电梯使用单

位安全主体责任自查 

重大活动电梯使用单位安全主体责任检查项目及

检查要求。 

附录 B 

重大活动电梯维护保

养单位安全主体责任

自查 

重大活动电梯维护保养单位自查项目及检查要

求。 

附录 C 
重大活动电梯安全保

障性检验项目 

重大活动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保障性检验项目及

其检验要求与方法、重大活动自动扶梯与自动人

行道保障性检验项目及其检验要求与方法。 

附录 D 
重大活动电梯安全保

障性检验项目分级 

不同级别（Ⅰ、Ⅱ、Ⅲ级）以及不同保障区域（核

心区、关联区、外围区）相应的保障性检验项目。 

附录 E 
重大活动电梯保障性

检验意见通知书 
重大活动电梯保障性检验出具的意见通知书。 

附录 F 
重大活动电梯安全监

管检查表 
重大活动电梯安全监管检查的记录表格。 

4、确定依据 

本标准根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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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规则进行编制，主要技术指标

依据现有相关的技术标准、安全技术规范等，并充分结合以往重大活

动电梯安全保障工作经验。 

1）依据的总局规范性文件包括： 

①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规则（质检总局 2015 年第 5 号） 

2）依据的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包括： 

①TSG 08-2017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②TSG T5002-2017  电梯维护保养规则 

③TSG T7001—2009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曳引与强

制驱动电梯（含第 1、2、3 号修改单） 



④TSG T7005—2012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自动扶梯

与自动人行道（含第 1、2、3 号修改单） 

3）依据的技术标准包括： 

①GB/ T 7588.1—2020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 1 部分：

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 

②GB/ T 7588.2—2020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 2 部分：

电梯部件的设计原则、计算和检验 

③GB 16899—2011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

规范 

④GB/T 24474.1—2020  乘运质量测量 第 1部分：电梯 

⑤GB/T 24474.2—2020  乘运质量测量 第 2部分：自动扶梯和

自动人行道 

⑥GB/T 24808—2009  电磁兼容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的产品系列标准 抗扰度 

四、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关系。 

目前，尚无关于重大活动电梯安全保障的国家标准，本标准中安

全保障工作程序是依据现有的工作经验制定，标准中各相关责任方工

作职责以及附表内容均严格遵循了电梯现行法律法规，包括《特种设

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强制性标准 GB 7588-2003《电

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 16899-2011《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

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以及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TSG 08-2017《特

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 T5002-2017《电梯维护保养规则》等。 

考虑到重大活动的特殊属性，在电梯常规安全要求的基础上，对



重大活动期间各相关责任方的工作职责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部分

条款高于上位标准要求，具体包括以下条款： 

1）使用单位工作职责，标准 5.1.12 对核心区电梯监控、标准

5.1.15 活动期间使用单位人员值守，以及不同级别活动配备专职（兼

职）安全管理员、标准 5.1.16 办理证件及提供零部件的专用存储，

在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中未提及。 

2）维护保养单位工作职责，标准 5.2.5 实施全面保养时，增加

制动器制动距离以及层门保持装置与地坎槽啮合深度测试，在相关法

律法规、强制性标准中未提及。5.2.7收到电梯困人报告后，应在 10

分钟内赶到，高于现行规定的 30 分钟赶到现场。标准 5.2.8 活动保

障期间，现场值守维保人员的工作资历及值守时长等，高于现行的维

保人员要求。 

3）制造单位工作职责，标准 5.3.2 制造单位应保障维修部件的

供应、标准 5.3.3对于Ⅰ级活动，制造单位安排技术人员值守等，均

高于现行的对制造单位的要求。 

4）检验机构工作职责，标准 5.4.1 不同级别专项工作组组成、

标准 5.4.2 实施保障性检验项目，涵盖常规定期检验的要求外，对于

增加的层门机械强度测试、安全回路接地故障防护试验以及电梯速

度、起制动加减速度、A95 加减速度、振动、平层准确度和保持精度、

噪声等的综合性能以及电磁兼容测试等的要求，均高于普通常规的定

期检验要求，其中关于电磁兼容测试在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中

均未做相关要求。 



5）应急处置机构工作职责，在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中均

未做相关要求。 

6）监管部门工作职责，负责辖区内指挥协调、成立保障工作组、

落实经费，落实值班制度等要求，在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未提

及。对活动涉及电梯开展监督检查，严格遵循了质检总局 2015 年第

5 号《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规则》的相关要求。 

五、标准先进性或特色性 

目前，尚无关于重大活动电梯安全保障的相关标准，本标准针对

重大活动期间电梯人流量大、设备使用时间长、载荷重等特点，结合

电梯检验检测以及重大活动保障实际经验，厘清了重大活动电梯安全

保障工作程序，规定了使用单位、维护保养单位、制造单位、检验机

构、监管机构等相关责任方的工作职责，并通过附表形式对各相关责

任方的资料审查以及现场检查测试行为进行规范， 

综上，本标准是国内全面规定电梯各相关责任方具体工作职责和

要求的首项标准，完全契合广东省广交会等大型活动保障等的实际需

求，是以外常规电梯安全监管的一项新的尝试，具有较强的先进性和

特色性，对加强电梯安全监管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六、标准调研、研讨、征求意见情况。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

和依据。 

2020 年 4 月至 5 月，由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牵头成立标

准起草小组，根据以往重大活动电梯安全保障工作经验，开展实地调

研、文献资料查阅等，分别与使用单位、维护保养单位、应急处置机



构、监管部门等充分交流、共同研讨。 

2020 年 6 月至 7 月，起草小组通过收集整理调研素材、查阅相

关技术资料，起草小组就标准的结构、内容进行多次沟通确认，提出

了标准的框架和主要内容，并根据标准的框架结构进行意见收集。 

2020 年 8 月至 9 月，起草小组前往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开展调研工作，学习借鉴当地重要场所

电梯安全保障先进经验，根据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多次讨论

沟通，充分交换意见。在反复深入调研，讨论修改的基础上，提出了

标准草案。 

2020 年 10 至 2021 月 1 月，起草小组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关于征集 2020年下半年省级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向广

东省市场监管局提交了标准立项申请资料，并顺利通过审批。 

2021年 2 月至 3 月，起草小组围绕标准草案组织进行内部研讨，

就标准的主要内容、组成结构、术语定义，技术指标的合理性等再次

完善，根据建议共同修改，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2021年 4 月至 2021年 6 月，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分别向各相

关政府职能部门、各区市场监管局、电梯检验检测机构、维保单位、

制造单位、使用单位等广泛征集意见，共发出 154 家，回收 74 家反

馈，其中 14家提出 77 条修改意见，60家反馈无意见，80家未反馈。 

2021 年 7 月至 8 月，起草小组根据征求意见情况，召开工作会

议，逐条研究修改意见，经讨论，采纳意见 30 条，部分采纳 15 条，

未采纳 32 条，并最终整理形成标准送审稿。 



七、技术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和可行性。量化指标的确定依据。 

1）标准中各相关责任方工作职责，对使用管理、维护保养、监

督监管等内容指标，以及附录形式给出的各项技术指标，均来源于现

有的法律规章、强制性及推荐性国家标准、以及相关安全技术规范等，

指标设置有据可依，有据可循，各项检查要求及方法已较为成熟，指

标设置科学、合理。 

2）标准中对人员资质、数量、值班值守、救援时效以及层门强

度、电磁兼容测试等高于现行标准的数据指标，充分吸收了重大活动

保障中相关责任方的工作经验以及电梯安全监管部门的诉求，经以往

的实际工作验证数据指标设置合理、切实可行，完全契合重大活动电

梯安全监管的现实需要。 

综上，本标准是在充分考虑电梯安全监管现况的基础上，合理合

法的制定标准的技术条件和指标要求，与当前重大活动电梯安全保障

需求相适应，标准内容科学合理。 

八、与国际、国家、行业、其他省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采标情况，以及

是否合规引用或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目前，国外对重大活动保障的相关工作未有提及，国内北京、天

津、山东等地，先后出台了关于大型活动特种设备保障性检验导则，

侧重于检验机构的具体检验流程以及检验项目。以上其他省市地方标

准，一方面对电梯单位、维护保养单位、制造单位以及监管部门具体

职责和工作要求尚未做出明确规定，未构建相互沟通协调机制；另一



方面电梯保障性检验项目以 TSG T7001—2009《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

检验规则—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TSG T7005—2012《电梯监督检验

和定期检验规则—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的相关要求为主，对层门

强度、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电磁兼容测试等要求尚未涉及。 

九、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报批阶段应补充专家审定会情况。 

2021 年 12 月 15 日，受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广东省标

准化研究院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地方标准《重大活动特种设备安

全保障规范—电梯》审定会，来自广东省电梯技术学会、华南理工大

学、广东省特种设备行业协会、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广东省特种设

备检测研究院佛山检测院、菱王电梯有限公司、广东威得利电梯有限

公司等单位的 7 位专家听取了起草单位关于标准起草过程及技术要

点的介绍后，对标准文本及相关资料进行了审查及质询。 

审定会上，专家向标准起草单位提出 38 条修改意见，无重大意

见分歧，采纳 38 条，不采纳 0 条，专家组一致同意该标准通过审定。

请起草单位按专家组的意见修改后按程序上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建议以推荐性标准发布。 

十一、标准名称变更应详细说明理由并单独拟文申请。 

未变更。 

十二、编制单位增减应予说明增减原因并单独拟文申请。 

标准编制过程中，参编单位发生变更，现将变更情况说明如下： 



标准申请立项时，是由我院作为主起草单位，与广州市越秀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广州市番禺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广日电梯

工业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广州市特种设备

行业协会共 11 家组成标准起草单位，共同开展该标准的编制研讨工

作。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为确保编制工作顺利完成，起草组经协商，

在原有起草单位的基础上邀请了深圳市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研究院、广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门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计 8 家单位，从电梯检验检测、

监管部门等角度对标准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充分研究讨论了标准的适

用性和可操作性，并最终完成该标准的编制。 

十三、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十四、贯彻地方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

和实施日期等建议。 

1）重大活动涉及人员较多，社会关注较高，为电梯安全提出了

更高的保障要求，为推动重大活动电梯安全保障各项措施落实，实现

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建议开展标准宣贯会，在

全省推广保障工作经验，确保标准的有效实施。 



2）与相关职能部门协调推进，结合现有电梯安全保障要求，在

工作中进一步细化贯彻实施。通过多种方式进一步提升重大活动电梯

安全保障工作的主动性和覆盖面。 

3）持续跟踪监督以往重大活动涉及场所电梯管理及运行情况，

以标准为准则，指导使用单位提高安全管理能力，贯彻落实标准的相

关要求，促进标准的有效实施。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2021年 12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