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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本手册将帮助您熟悉电梯地震监测仪的各项功能，了解它的组成、配置及规格；它还介绍了硬件安

装过程以及如何正确使用，并提供了使用过程中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在使用本仪器之前，请您先仔细

阅读本手册，这将有助于您更好地使用它，同时请您将本手册放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以备随时查阅。

本手册的编排力求全面、正确、可靠，但也许存在着我们未意识到的疏漏，假如您对本手册有什么

意见、建议或您有不明确的地方，请与我们联系，谢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为了满足客户和市场的不断需求，我们将来可能会对产品进行升级换代，这样可能会有与本手册不

一致的地方，请您原谅；所作改动会融入新的用户手册中，本公司保留未经宣告即对本手册进行修改的

权利。

感谢您使用电梯地震监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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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概述

电梯地震监测仪是与电梯控制系统联合使用来使电梯在地震发生之前或发生时有效的进入管制运

行的设备。当地震到来前，电梯地震监测仪提前检测到地震波，输出报警触点供电梯控制系统采用，电

梯控制系统根据触点状态使电梯在最近的楼层平层开门，释放出电梯中的乘客，最大限度的拯救乘客的

生命安全，减少或者避免电梯在地震发生时受到的损害。

二、 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

技术参数
PQM3000 PQM3001

备用电源 无 24 小时

输入电压 DC24V±10%

输出方式 三路继电器输出

触点容量 1.0A 30V DC,0.5A 125V AC

频率响应 0.1Hz～30Hz

一级报警加速度 0.45m/s
2
～ 0.93m/s

2

二级报警加速度 0.94 m/s
2
～ 1.94m/s

2

一级报警加速度

阈值设定范围
0.2m/s

2
～ 1m/s

2

二级报警加速度

阈值设定范围
0.4m/s

2
～4m/s

2

采集精度 0.01 m/s
2

复位方式 自动/手动复位

报警记录 100 条

整机功耗 <5W

温度 -10°C～60°C

相对湿度 93%不结露

防护等级 IP65

尺寸 180mm × 155mm × 8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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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原理

产品采集地震时地面 X/Y/Z 三个方向的地面运动加速度，准确检测地震的发生。当 p波到来时

加速度传感器检测出地震早期垂直方向的振动，因此输出相应的电信号，通过滤波放大后经由模数

转换器送给微处理器进行相应处理。同理当 S波到来时，加速度传感器检测出水平方向的振动，并

输出相应的电信号，通过滤波放大后经由模数转换器送给微处理器进行相应处理。

本仪器有三路继电器输出，分别为一级报警输出，二级报警输出，仪器故障报警输出，分别接

入电梯管制运行系统，供电梯控制系统采集。一级报警输出是仪器检测到地震早期 p波振动或者较

低的地震运动加速度后的输出，是较低级别的输出，用来判断可能会发生地震，一级报警继电器动

作后，如果在 10s 内没有达到二级报警的地面振动的信号，则自动复位，触点信号消失。二级报警

输出为对应较高地面运动加速度的输出，不能自动复位，需要专业电梯操作人员在检查电梯，并确

认电梯无任何故障后，进行手动复位。仪器出现故障时故障报警触点信号输出，一旦持续输出故障

报警触点信号应将仪器返厂检修。

四、外观结构

1、 外观结构图及安装尺寸

2、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为双色灯，正常状态绿灯常亮；当输出一级报警触点时红灯闪烁；当输出二级报警触点时，

红灯快速闪烁；当自检失败时故障报警信号输出，绿灯闪烁。

3、开关说明

PQM3000：检测按钮 （非自锁按钮）， 开关按钮位于设备底部，按下自动弹起，每按一次自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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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执行一次。

PQM3001：电池开关 （自锁按钮）， 开关按钮位于设备底部，用于打开(按进)关闭(恢复)备用电

源。

4、电源线接口

电源为 DC24V 电源。线序如下：

信号线 DC24V+ DC24V-

信号名称 电源正极 电源负极

5、信号线接口

线号 JDQ3-NO JDQ3-COM JDQ3-NC JDQ2-NO JDQ2-COM JDQ2-NC

信号

名称

故障报警继

电器常开点

故障报警继

电器公共点

故障报警继

电器常闭点

二级报警继

电器常开点

二级报警继

电器公共点

二级报警继

电器常闭点

线号 JDQ1-NO JDQ1-COM JDQ1-NC RESET-1 RESET-2 RS485-A

信号

名称

一级报警继

电器常开点

一级报警继

电器公共点

一级报警继

电器常闭点
复位 1 复位 2 RS485-A

线号 RS485-B CHECK-1 CHECK-2

信号

名称 RS485-B

检测 1
（PQM3000 无此

线）

检测 2
（PQM3000 无此

线）

触点输出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常开或常闭（常闭、常开为上电后未报警时的状态）；复位和检测接口

为触点输入信号（PQM3000 无检测接口输入线，其检测功能由检测按钮实现），可外接常开自复位按钮，

当按钮按下时执行相应操作。复位 1和复位 2短接后执行复位操作，检测 1和检测 2短接后执行检测操

作。

五、使用及维护

1.产品的安装

本产品推荐安装在电梯机房中，与承重墙壁应紧密连接，用 4根 M6 的螺丝和平垫圈牢靠固定，安装

步骤如下：

1）将仪器按照仪器外壳面板上所标方向固定在电梯机房的承重墙或固定支架上，保证产品和地面

的紧密连接，安装墙壁不能有大的倾斜（倾斜角度 < 1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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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产品接口的接线表连接好各个信号线和电源线。

3）产品上电。

2.产品的使用

（1）加速度值的设定

本产品出厂默认加速度阈值设定为：一级报警加速度阈值 0.77 m/s
2
， 二级报警加速度阈值 1.35

m/s
2
。

客户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对报警阈值进行设置（详见设置软件说明）。

（2）产品的工作流程

当检测到地震早期微动或较低地震加速度后，电梯地震监测仪的一级报警触点输出，且指示灯闪烁，

如果在 10s 内没有二级报警输出信号，则电梯地震监测仪自动复位，使电梯恢复正常运行。

如果二级报警输出触点动作，二级报警触点输出，指示灯快速闪烁，必须有专业的电梯技术人员对

电梯情况检查后手动复位，才能使电梯继续正常运行。

当报警输出后，设备记录报警时间，并存储报警记录，报警记录可通过专用软件读取。

（3）产品的复位

本产品在二级报警触点输出后，电梯技术人员在检查完毕后，如需恢复电梯正常运行，则需短接本

产品的 2根复位线，来对产品进行复位。复位线可以接到控制室中来对本产品进行远程复位。

（4）产品的检测

电梯地震监测仪在安装后，每年应至少进行一次检测，以确保设备运行正常。接通检测线(CHECK-1

和 CHECK-2)进行模拟地震发生后的输出（PQM3000 按下检测按钮进行检测）。首先一级报警触点输出，

3秒后，二级报警触点输出，此时，进行手动复位；如检测过程中设备出现故障，则故障报警触点输出，

同时指示灯绿灯闪烁。

产品具有自检功能，每天产品自检一次，自检正常则无任何反应，如自检失败，则输出故障报警触

点信号输出同时绿灯闪烁，如不能自动恢复正常状态，则应将产品返厂维修。

（5）备电功能（PQM3000 无此功能）

当设备停电后，可启用备用电源，备用电源可支持设备持续运行不小于 24 小时。

如设备长时间不工作，应将电池开关按钮恢复，避免损坏电池。

（6）地震发生时，电梯控制系统应按照以下工作方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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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电梯控制系统接收到一级报警信号时，如电梯处在停止状态，则应保持停止在层站；如电梯

正在运行，则电梯控制系统应对电梯实行管制运行，使电梯驶向基站，到达基站后，开门并保持开门状

态，直到一级报警输出信号消失。

2）当电梯控制系统接收到二级报警信号时，如电梯处在停止状态，则应保持停止在层站；如电梯

正在运行，则电梯控制系统应使电梯向远离对重的方向行驶，并在最近楼层停靠，开门并保持开门状态，

直至二级报警信号消失。

3）电梯在断电时应保持断电之前的状态，不应删除电梯地震监测仪的输出状态。

4）本产品在断电状态下，触点处于报警状态。

六、注意事项

（1） 请不要将监测仪安装到以下场所，以免发生误动作。

★ 倾斜大的地方（倾斜角度应小于 10 度）

★ 有震动的地方，容易受到开关门等冲击的地方

★ 高温的地方

★ 受磁场影响的地方

★ 产生粉尘及腐蚀性气体的地方

★ 有易燃、易爆气体的地方

（2）必须在切断电源的情况下接线，否则容易发生触电事故。

（3）安装时应牢牢固定到墙壁或固定支架上，安装时注意安装方向与说明书中一致。

（4）关于动作后的复位操作，应充分确认安全，按照设备的复位操作指示进行。

（5）当有备用电源的设备正常工作时请将备用电源开关按钮按进，以保证设备停电后仍能正常工

作。

（6）如有备用电源的设备长时间不工作，应将备用电源开关按钮恢复，避免损坏电池。

产品报废时涉及到危险废物名录的相关处置规定要严格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