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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工程署 - 自动梯的定期保养工程 字幕 

 

升降机和自动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划缺的垂直运输工具。 

根据《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第 618 章)， 

这些设施的负责人和埋管理人员， 

须要确保它们保持安全操作状态 

和有注册升降机及自动梯承办商 

为这些设施做定期的保养。 

 

至于自动梯的定期保养工作的内容， 

负责人和管理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看看梁斯师父和他徒弟高图以下的例子。 

 

 

两位师父有什么帮到你? 

今日阿保放假呀? 

是的  我是新来的管理员阿 

你们今天来有什么事 

我是注册自动梯承办商的注册工程人员， 

我叫梁斯 

这位是我的徒弟高图。 

合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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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每两星期为扶手电梯进行保养工程， 

今天是来为扶手电梯做抹油的 

原来是这样! 

我们填好工作日志就开始工作! 

有什么需要帮你们的? 

有的  因为进行扶手电梯的抹油工程， 

所以要暂停扶手电梯， 

麻烦你帮忙截人  

好的! 

 

已经填好工作日志 

那我们可以开始了! 

 

 

根据《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第 618 章) 》自动梯的负责人 

必须雇用册自动梯承办商， 

每隔不超逾 1 个月为自动梯进行最少一次的定期保养， 

和安排注册自动梯工程师 

每隔不超逾 6 个月为自动梯进行一次定期检验， 

以确保自动梯和它所有相联设备或机械 

保持妥善维修状况和安全操作状态。 

 

另外  就《一般规例》第 17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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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梯的负责人须备存 

不少于最近 3 年的工作日志记录， 

工作日志须记录由注册自动梯承办商、 

注册自动梯工程师及注册自动梯工程人员 

所进行的自动梯工作， 

处理的事故  故障及检验的详细数据。  

 

注册升降机工程人员或注册自动梯工程人员 

分为三个级别： 

A 级注册工程人员在受雇于注册承办的情况下， 

可亲自进行安装及拆卸工程 

而 B 级注册工程人员在受雇于注册承办的情况下， 

可亲自进行保养工程 

至于 C 级注册工程人员在受雇于注册承办的情况下， 

就可亲自进行检验工程 

 

而承办商要根据法例同合约要求 

进行定期检查  保养和维修工程. 

承办商亦会预计为自动梯定期保养的工时， 

然后填写落工作日志。 

而自动梯嘅定期保养一般称为「抹油」， 

工作包括检查  清洁  润滑和调校。 

当工程人员到达时会填写到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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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及签名， 

而当完成保养工作后会填写恢复操作时间， 

这时管理员就需签署作实。 

 

自动梯工程人员要跟从注册承办商制定的 

保养计划书执行保养工作 

 

一般保养计划书是不单只编写一年的保养事项， 

而会包括某特定工作或装置的保养频率。 

而每次保养工作的内容， 

是由这四种基本元素会有不同形式的结合而组成。 

而一般保养工作的内容， 

就等梁师父两师徒示范给大家看 

 

 

我们可以开始了 

请问近来扶手电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你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一次处理它 

就是扶手有时突然会变慢咗 

师父一阵帮忙检查它 

没问题  我们做事以妥当注明 

一定帮你修得像新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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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点   

我们会跟进的 

因为我今天是我第一日返工， 

我对扶手电梯的保养不太了解， 

可以简单讲解一下吗。 

当然可以啦  

阿图  又到考试时间啦 

知道  

我们帮扶手电梯的一般保养检查事项包括 

 

 

扶手电梯相关嘅照明： 

如出入口近踏板脚的脚灯必须有足够及适当的照明， 

以便乘客可以安全乘搭扶手电梯 

如果光线不足  就要更换。 

 

工程人员亦会检查有冇贴出准用证同埋张证有冇过期 ， 

同时检查准用证有冇贴在当眼的位置， 

例如贴在自动梯的出入口处位置。 

 

另外  亦会检查法例规定的安全告示同标志 :  

安全告示同标志有冇贴在当眼的位置， 

例如安全告示贴系扶手电梯的进出入口的壁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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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示乘客小心使用扶手电梯。 

 

而合规格防护文件板可防止乘客使用扶手电梯时 

不会碰到障碍物或夹到， 

所以需确保妥善安装。 

 

裙脚防护装置即系毛刷条， 

这个装置在防止乘客出现夹脚意外， 

所以保养时必须检查固定螺丝要稳固及齐全、 

而装置的部份没有松脱及凸出造成意外 

 

梯头梯尾防护文件板的功能系防止物体下堕意外， 

所以保养时必须确定防护档板 

安装妥当及稳固 

 

除此之外， 

保养时亦需注意梯梳  梯级  傍板之间的间隙， 

例如检查梯梳嘅螺丝是否稳固及齐全、 

安装尺寸是否合符标准 

梯级与傍板之间隙会否过大， 

而有机会出现夹脚意外 

如发现有以上的情况  就需要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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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要检查扶手带运转状态和制动效率。 

扶手带运行必须畅顺， 

而扶手带与梯级速度必须同步， 

这就是我们的保养工作； 

扶手电梯的剎车系统必须确认有效， 

所以保养时必须进行定期测试； 

但剎车系统的制动力亦不应太大或太少， 

因为可能会出现乘客站立不稳 

或人叠人的意外， 

所以剎车系统的制动必须依照标准。 

 

只是扶手电梯已经那么多地方要保养了 

以上只是扶手电梯外部结构而已 

还有其他部份 

那么有分多少个部份 

保养扶手电梯工作范围 

大致分为四个部份 

分别是外部结构  梯头机房、 

内部结构和梯尾机房 

说得对吗  师父 

算你平时有温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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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先检查梯头机房 

徒弟你先拆开机房面板 

记住每一部份都要检查清楚 

那就逐步开始吧 

首先是 

电动机牙箱是提供动力去驱动自动梯的主要部份， 

保养工作包括检查运行时有否异响， 

牙箱油是否足够、 

牙箱油有否变坏， 

以及表面清洁 

 

驱动链的作用系将电动机牙箱的动力带动扶手电梯运行。 

驱动链条张力过松会产生异响或导致故障， 

或导致扶手电梯运行不稳定， 

所以在驱动链条张力检查时 

必须依从标准去调较张力 

 

驱动链安全装置是监察驱动链条张力的安全装置， 

假若驱动链条张力过松或发生折断， 

这安全装置会立刻启动， 

令到扶手电梯实时停止运作， 

所以必须调校在合适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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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内有许多电器安全开关装置，例如： 

限速器安全开关装置、 

迫力与辅助迫力安全开关装置、 

电源相位保护装置和过载保护装置等。 

保养时会按照计划书的编排续一去进行检查及保养， 

以确保这些安全装置运作正常. 

 

主迫力装置系扶手电梯极之重要的安全设备， 

当发生事故要实时剎停扶手电梯就要靠佢， 

所以装置的机械活动部份必须清理、 

适当活动位要注油、 

检查迫力皮厚度有否损蚀到更换情况， 

最后当然要测试它的制动力 

是否合符实务守则要求 

 

辅助迫力装置的功能系假若扶手电梯向上运行时 

发生故障引致向下溜动， 

辅助迫力装置就实时启动保护乘客 

保养的念同之前的主迫力装置相近； 

 

限速器的作用系假若扶手电梯发生超速， 

限速器就立刻启动令扶手电梯立刻停下来， 

保养的概念同迫力装置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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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和活动部份清理及注油润滑， 

若有任何更换零件或接点开关， 

必须进行检测工作， 

以合符安全设定要求 

 

机房内的清洁亦很重要， 

因为扶手电梯在使用后， 

垃圾及尘埃等肮脏物会经梯级面板带到机房内， 

所以机房地台上会有许多尘埃或垃圾， 

每次保养嘅时候必须清理 

 

新款的扶手电梯许多时已装有 

自动油泵以润滑郁动的机件， 

所以保养时必须检查油缸的油是否充足， 

及各出口的油喉位置正确及没有倒塞 

 

控掣板由如扶手电梯的控制计算机， 

控制板内各接线同端子时 

常有松脱或接触不良引致故障， 

所以必须定期检查各线位接触良好， 

不会影响扶手电梯的运作。 

 

而控掣板内各继电器同保险丝亦必须定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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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活动自如及检查各接触点的表面， 

假若接触面表面粗糙或损蚀严重 

就必须进行清理或更换工作 

 

控制板内电压常有微量波动发生， 

所以控制板内的电压量是必须定期量度， 

一般电压包括有主电路， 

控制电路  照明电路  指示器电路等； 

在量度各电路时必须确认其量度值在安全范围之内.  

如发现有不正常的电压  就应立即更进。 

 

在扶手电梯内有不同位置的啤呤， 

例如链轮内的啤呤， 

如啤呤润滑的油不足， 

会发出响声  或可能出现故障； 

保养时会采用油枪 

把雪油经啤呤接合咀注入啤呤内， 

以收润滑之效. 

 

检查完梯头机房， 

就轮到内部结构部份， 

这个工作需要隔外留神! 

我会的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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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部份我们需要保养 

导轨提供轨道给梯级运行， 

所以必需定期清理， 

确保梯级运行畅顺 

 

傍板同梯级的间隙如果过大， 

有可能会夹到乘客， 

保养时需要调较间隙的阔度 

 

扶手带的张力不宜太紧或太松， 

以免影响扶手带的运行， 

所以扶手带的张力必需调校准确 

 

而扶手带驱动装置系用嚟驱动扶手带， 

当中包括扶手带驱动齿牙 

和压住扶手带的橡胶压辘， 

保养时要调校压辘的张力弹弓， 

以确保扶手带运行畅顺 

 

另外 

重要检查各安全装置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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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板安全装置， 

当有对象被夹到傍板与梯级之间的空隙时， 

便会停止扶手电梯的运行 

 

扶手带入口安全装置， 

当有对象进入扶手带入口时， 

亦会停止扶手电梯的运行， 

以免损坏机件 

 

最后  就是梯级沉降安全装置， 

当装置感应到梯级沉降时， 

会停止扶手电梯的运行， 

以免造成意外 

  

还有  别忘记梳齿板开关装置， 

这个装置是保护乘客， 

当乘客的脚或物件碰到梳齿板， 

有机会会令到梳齿板跷起而会夹到乘客的脚。 

所以当装置感应到有梳齿板跷起 

便会停止扶手电梯的运行。 

记得 

动作快点 



 14 

还有帮梯尾机房做保养就完成了 

完成了 

那就开始梯尾机房 

 

 

好  要快点处理这边 

梯级大链的作用是拉动梯级 

所以它的张力调较是很重要 

接着就是梯级大链安全装置， 

这个装置当感应到梯级大链的张力不正常时 

便会制停扶手电梯 

以免发生意外 

而它要保养的工作包括调校装置在合适位置 

和测试功能是否正常 

之后是为链轮啤呤注油 

最后到清洁梯尾机房 

 

现在所有部份都已经做过保养了 

我们运作一次看还有没有不妥善的地方 

 

没问题了师父 

完全妥当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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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问题就可以去填写签走时间 

之后就可以离开了 

 

 

我们已经完成扶手电梯保养工程 

麻烦你去检查一次. 

好的 

 

检查过没问题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填写工作日志签走时间就可以了 

 

两位师父辛苦了 

不辛苦 

确保扶手电梯的运作正常 

是我们的责任. 

 

谢谢  梁师父 

如果再有发现不妥当的地方 

就跟我们联络吧 

好 

 

 

看了梁师父和他徒弟保养扶手电梯的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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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手电梯的负责人或商场管理人员 

都有职责注意扶手电梯的日常运作 

 

扶手电梯运作时有否发出异常声音；  

扶手电梯的梯级、梳齿板 

扶手带有否损坏 

扶手电梯的起动 

停动及运行是否正常  

乘客使用的紧急止动装置是否有效； 

如发现有乘客不正当地使用扶手电梯， 

应立即阻止 

就像搬运货物 

坐在梯级等等。 

当有需要情况下， 

提供合适的空间摆放扶手电梯的零件， 

例如拆出来的大量梯级 

或安全围栏等。 

 

希望各位睇完以上的短片， 

会对扶手电梯的保养工作有更深入的认识， 

从而对大家系日常管理扶手电梯方面有所帮助。 

多谢各位收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