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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电梯信号覆盖有多难
运营商安装不主动，还是物业设卡？双方各执一词

□记者 刘紫薇

电梯作为频繁使用
的一种特殊“交通工具”，
安全运行状况、故障救援
保障等问题备受市民关
注。仅9月一个月的时间，
济南电梯应急指挥平台
96333就接到2481起救援
电话，电梯发生故障总数
为213起。在被困时除了
电梯中的紧急对讲装置，
居民第一时间就会想通
过拨打手机进行求助，可
有些住宅区的电梯中并
没有信号覆盖，就少了一
层安全保障，是什么阻碍
了住宅区里电梯的信号
覆盖？

8人被困电梯20分钟
救援电话拨不通

信号覆盖成本高，物业称运营商安装不主动

当电梯出现故障之后，被
困人员可以通过紧急对讲装置
或者拨打电话进行求救，如果
电梯内没有信号，就少了一个
求救通道。

16日下午，记者来到兴盛
小区，发现兴盛小区2号楼1单
元内两部电梯中有一部已经关
停。乘坐上另一部电梯，轿厢内
贴着紧急维修电话，可是电梯
中手机显示为无服务，并没有
办法拨打电话。

除了兴盛小区，其他住宅
区电梯内是否也没有信号？记

者走访了东城逸家、国华印象、
中铁逸都等多家小区，发现这
些小区居民楼中的电梯均没有
手机信号覆盖。

“电梯是一个密闭的系统，
上下都是钢筋混凝土，而且轿
厢里边又有铁板，所以会对信
号起到屏蔽的作用。”济南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特种设备安全监
督处副处长韩继军说，如果电
梯中实现手机信号覆盖就需要
网络运营商在电梯通道中加装
信号扩大器，根据楼层的不同，
加装信号扩大器的数量也不

同，楼层低的只需在一楼和顶
楼共安装两部，楼层越高需要
的信号扩大器也就越多。

在电梯频繁出事故之后，
有居民反映电梯中没有信号的
问题。“小区电梯中信号是否覆
盖与物业公司没有直接关系。”
济南成林物业兴盛小区服务处
的工作人员说，电梯信号覆盖
需要通信运营商与业主建立联
系，物业公司只起协调作用，电
梯信号覆盖的维护和运行成本
非常高，所以通信运营商不会
主动加装信号扩大器。

电梯没信号
拨打 110可直通 96333

近年来，山东省电梯数量
迅速增长，由 2012 年底全省的
9 . 9 万台，到目前已增长至 31 . 8
万台，达到全国的第四位，并且
正以每年25%速度递增。但是，
随着电梯数量急增，使用量加
大，电梯安全也出现一些问题，
导致电梯困人故障甚至事故时
有发生。

为此，山东省质量监督管
理局在济南、青岛等市部署开
展了“‘96333’电梯应急处置服
务平台”建设试点。自2016年12
月济南市“96333”电梯应急处
置服务平台正式开通运行至
今，已覆盖电梯34056台，接打
市民电话23007次，处置电梯故
障1677起，解救被困人员2248
人，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平均用
时10 . 34分钟，现场实施救援平
均用时6 . 49分钟，维保单位“三
分钟响应率”为99 . 78%，“三十
分钟到达率”为99 . 56%。

“96333”电梯应急处置服
务平台使用简便，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在电梯轿厢内标识牌右
下角有一个六位识别码，受困
人员拨打“96333”电话报出六
位识别码，平台就可精确定位，
指挥并监督电梯使用单位、维
保单位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另一种使用方法是，受困人员
用手机扫描电梯标志牌右下方
的二维码免费下载APP软件，
受困人员按下APP中的一键求
助功能，便可将电梯内部视频、
声音、地理坐标和呼叫人联系
方式等求助信息传至平台。

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
工作人员介绍，如果电梯内没
信号，被困人员可以利用电梯
轿厢内的应急报警装置与电梯
使用管理单位取得联系，如联
系不上，可拨打 110 或 119 寻
求帮助，通过 96333 与 110、119
建立的电梯应急处置联动机
制，快速科学救援。

记者 刘紫薇

“我在电梯里没有信号，听不
见……”打电话进电梯的时候，很
多人遇到过手机没有信号的情
况，但是济南市槐荫区兴盛小区
的居民却因为电梯突发故障、电
梯没有信号，被困了约 20 分钟。

8 日晚上 8 点，家住兴盛小区
2 号楼 1 单元的姬女士乘坐电梯
上楼时，不料电梯突发故障。“当
时电梯里的灯突然灭了，轿厢震
动了一下就停止运行了，魂都吓
丢了！”姬女士说，因为突然的黑
暗，电梯中的 8 个人都慌了神，隔
了一两分钟应急灯亮了，大家的
情绪才稍稍平复一点。

“电梯发生故障之后，连续下
滑了两次，从八层半掉到了地下
二层。”姬女士回忆，在掉到地下
二层之后，被困人员按了电梯中
的紧急对讲装置，没有人接听，还
有人拿出手机想拨打电话求助，
可因为没有信号，电话拨不出去。
幸好有邻居发现了电梯故障去找
了维修人员，在被困了大约 20 分
钟后，维修人员才把轿厢门打开。

“因为在电梯中手机没有信
号，不能确定出了问题之后第一
时间能够进行救援，所以每次坐
电梯都心惊胆战。”姬女士说。

电梯困人事件并不少见，记
者从济南市质监局了解到，济南
地区仅9月一个月的时间，电梯应
急指挥平台96333就接到了2481起
救援电话，电梯发生故障的总数
为 213 起，其中，困人事故 112 起，
共解救被困人员 200 人。

运营商称物业索取高昂租赁费，是信号覆盖最大阻碍

据了解，目前有两种方式
可以实现电梯信号的覆盖，一
种是室内分布，通过在各电梯
井内放置天线接收和放大信
号，写字楼内的电梯大多数是
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信号的覆
盖；另一种是电梯轿厢内直接
安装烟感型的信号扩大器，这
种方式安装方便，但是信号覆
盖效果不如第一种。

“信号扩大器安装费用不
算太高，一台电梯约在一万元
左右。安装与否最大的困难是
前期与物业的协调。”中国移动
济南分公司网络专业人士卢哲
坦言，运营商进驻小区需要向

物业公司缴纳费用，这就带来
了一定的矛盾。“有的物业公司
向运营商索要高昂的租赁费，
一年甚至要价几万元。”

卢哲说，对于居民区内电
梯的信号覆盖，他们也正在加
快协调和建设力度。截至目前，
中国移动在济南已经完成了
1982个居民区和写字楼的覆盖，
共涉及3 . 5万余部电梯。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济南
市计划今年年底所有区域实行
无线区域全覆盖，包含住宅区
的电梯信号。但通过记者走访
各大运营商，这一目标在年底
前恐难实现。

“联通在写字楼、办公楼等
人员流动大的地方已经基本实
现了电梯网络信号全覆盖，但
是住宅小区内推行还存在困
难。”中国联通济南分公司工作
人员表示，没有计划年底前达
到居民区电梯信号全覆盖。

行业垄断在解决电梯信号
覆盖问题中也存在，有的运营
商与物业公司签订合同，对其
他运营商进驻小区造成阻碍。
此外，还有居民因为担心辐射，
阻碍信号基站施工。但业内人
士介绍，基站和信号扩大器的
辐射并不大，不足以对人体造
成危害。

目前没有立法规定电梯中必须有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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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福建省质监局推出
了手机网络信号覆盖至电梯轿
厢措施，根据福建省质监局“关
于开展电梯轿厢手机网络信号
覆盖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福
建省质监局特检院组织各部门
相关负责人结合实际情况，开
展手机信号覆盖工作。

福建省质监局特检院要求
检验人员在安装监督检验、验
收检验以及定期检验中要进行
宣传、动员，并与通信公司建立
新装电梯加装手机信号覆盖工
作的联动机制，大力推进新建
的住宅小区电梯手机信号覆盖
工作。同时结合定期检验测试
手机网络信号覆盖情况，粘贴
覆盖标志，与各地市安全监察
机构和通信公司配合。于2011
年底福建省电梯手机信号覆盖
率已达到97%，在紧急情况下为
乘客增加一道安全屏障。

综合

福建：

质监局介入监管
电梯信号几乎全覆盖

发发生生电电梯梯故故障障的的兴兴盛盛小小区区 22 号号楼楼 11 单单元元内内一一部部电电梯梯已已经经停停运运，，另另一一部部电电梯梯内内依依然然没没有有信信号号。。 记记者者 刘刘紫紫薇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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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有关电梯所有的
法规、标准来看，没有规定电梯
中必须进行信号覆盖。”山东省
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电梯技术
专家说，在被困后第一时间应
拨打电梯中的紧急对讲装置，
如果紧急对讲装置无法接通，
便是物业公司管理不当，应追
究他们的责任。

另外，住宅小区内电梯信
号不覆盖还有很大一方面的原
因，如果每个运营商都要进行
住宅小区内电梯信号覆盖，必
然要安装多个信号扩大器，在
安装过程中担心避免造成对电
梯内部结构的破坏，而安装之
后也可能会对电梯产生干扰。

“随着技术的不断升级，有

的电梯中紧急对讲装置可以直
接拨打电话。”该专家称，如果
对讲装置没有人接听，便可以
直接拨打电话进行求救。“拨打

电话只是遇到电梯事故时候求
助的备用渠道。”该专家认为，
电梯内没有信号并不代表电梯
存在安全隐患。

山东省电梯保有量及济南96333平台开通以来接到求救电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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