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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认证与检验相关单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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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认证机关：国土交通省指定电梯的性能评价范围，认可了以下五个认证机关对其进行评价

（一般财团法人）日本建筑中心

（一般财团法人）建材试验中心

（一般财团法人）优良住宅

（一般财团法人）日本建筑综合研究所

（一般财团法人）日本建筑设备･电梯中心 （简称BEEC）

 国土交通省：管理电梯相关的日本行政机关 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and Tourism、简称：MLIT

 建筑主事：具有确认申请的审查权限的行政官员。地方行政长官或由其指名的职员。
※补充说明：“建筑主事”是日本的地方公务员的一种。一般人口超过25万的行政区域必须设有
该职务。人口25万以下的行政区域如果需要这类公务员，应和当地政府最高负责人商议后决定。
原则上在政府雇员中,拥有“建筑基准合格判定资格”,并登记在日本“国土交通省”(相当于中
国的国土资源部和交通部的合体)名册上的人才有资格担任“建筑主事”。

 电梯检查人员：具有定期检查报告权限的国家资格持有者。接受过电梯检查课程培训，被国土
交通省所认可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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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梯认证与检验总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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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认证（事前）

Ⅱ 安装申請

Ⅲ 安装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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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梯认证制度

 1、日本电梯认证制度：

1）日本的电梯认证称为“大臣认定”

2）日本电梯认证特点：

 a)标准、实例的原则：完全符合现有JIS标准或者与《建筑基
准法》和相关政府告示的实例一致,无需进行认证；

 b)安装后现场可检查原则：没有标准规定，现场无法用一般方
法进行检验的部件需要进行认证；

 c)实绩原则：已经在生产的并无明变化的不需要进行认证，也
不需要进行周期性认证或核查。

注：日本自有电梯以来,便制定了一系列电梯/部件基本参数范围表（实例）,并
随着技术发展不断扩大其范围。只要电梯或部件的所有参数都在该范围内,不需
要进行任何的第三方的试验认定。只需要制造单位自行确认电梯/部件的相关参
数在指定范围内,并在验收时向检查官证明能实现相应功能即可。

4



中国电梯协会 | 鲁国雄

二、电梯认证制度

 2、日本电梯整梯认证：

1）不需要对一般整梯进行认证；

注1：一般电梯是指与《建筑基准法》和相关政府告示给出的
实例一致。

注2：在日本，目前还没有类似于GB7588的电梯国家标准，只
有《建筑基准法》和JEAS、JIS（主要针对部件、计算、操作
方法、检查要求、质量管理等）标准；

注3：日本正以ISO8100-1/2（EN81-20/50）为基础编制JIS标
准（日本特殊的要求会增加到ISO8100-3中）预计2018年发布。
仅在《建筑基准法》或政府告示引用后，才会要求必须符合。

2）需要对《建筑基准法》和相关政府告示没有提及的
特殊电梯进行结构方法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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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梯认证制度

 3、日本电梯部件认证：

1）以下装置需要进行认证：

①没有标准规定，需要高级别验证方法的装置（安装检验人员
无法现场检验），例如：UCMP、ETSD（减行程缓冲器的速度监
控装置）；

②不符合标准规定的装置，例如：特殊限速器。

2）其他装置不需要认证：

③没有标准规定，可以通过一般验证方法现场检验的装置（安
装检验人员可以检验），例如：门锁、制动器、主机；

④符合标准规定的装置，例如：限速器、安全钳、缓冲器。

3）目前，日本已经编制了限速器、安全钳、缓冲器、PESSRAL的
认定要求（ JEAS标准），还没有被建筑基准法引用，暂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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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梯认证制度

 3、日本电梯部件认证：

4）材料认证（仅钢丝绳）：

一般钢丝绳（有JIS标准）：符合JIS的规定，依据JIS进行材
料认定，由指定的第三民间机构负责。

特殊钢丝绳：没有JIS标准或者不符合标准，需要进行建筑材
料的大臣认定，由国土交通省（国家机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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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梯认证制度

 3、日本电梯部件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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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臣认定 无需认定

【4】型号符合认定（任意）

与标准规定的结构、方法不一致的
装置（特殊装置）

没有标准规定，可以通过一般方法现场检验
的装置（门锁、主机、制动器、PESSRAL）

与标准规定的结构、方法一致的装置
（限速器・安全钳・缓冲器）

没有标准规定，需要高级别的验证
方法的装置 （UCMP、ET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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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梯认证制度

 4、认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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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部件/整梯 认证内容 部门

部件：UCMP、ETSD、其他特
殊的安全装置 结构、方法的认

定
国土交通省
（国家机构）

整梯：特殊结构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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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梯检验制度

 1、日本电梯检验制度：

1）申请：在申请安装前需要报告政府,安装过程中到验收为止不需要

追加任何报告、中间检查。

2）安装检验：最后的检查和验收由各地方的“建筑主事”或其指派

人员来进行。

3）定期检验：每年有一次定期检查，但没有专门的定期检查部门。

只要通过考试获得了国家检查官资格证的人员都可以负责电梯的定期检查，
每个电梯企业都有很多具备该资格的人。（因此，在日本电梯的维护、定
期检查基本上都是由原制造单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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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梯检验制度

 2、申请与检查：

1）除了整梯相关资料外，对于部件，根据是否进行认
证所提交资料不同。

不需要认证时：

需要认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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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确认：确认申请资料，提交可以明确与实例标准符合的结构图。
↓

检查结束：实施相关部件有关政府公告规定的检查项目，确认是否满足性能标准。

性能评估：建筑确认前，委托指定性能评估机构进行性能评估，编制性能评估资料。
↓

结构、方法的认定：性能评估资料提交国土交通大臣审核。
↓

建筑确认：确认申请资料，提交记录大臣认定编号的申请书。
↓

检查结束：实施性能评估书中要求的检查项目，确认是否满足性能标准。



中国电梯协会 | 鲁国雄

三、电梯检验制度

 2、申请与检查：

2）安装检验的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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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梯检验制度

 2、申请与检查：

3）定期检验的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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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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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对象装置示例 日本 中国

认证

国土交通省（国家机构）
GB型式认定

（型式试验机构）

比日本增加：
控制柜、绳头组合、
ACOP、含电子元件的安
全电路、层门强度和玻
璃轿壁、PESSRAL、限
速器、安全钳、缓冲器

UCMP，ETSD
①

地盘检验人员无法检查 ⇒需认定 ⇒ 结构
方法进行认定

门锁，主机，
制动器，
PESSRAL③

地盘检验人员可以检查 ⇒无需认定

限速器，安全
钳，缓冲器
②或④

认定与否判断：
②与标准规定不一致 ⇒ 需认定 ⇒结构
方法进行认定
④与标准规定一致 ⇒ 无需认定

安装申请
（资料审查）

建筑主事或其指定人员（建筑基准合格判定资格） 告知+制造资料
（含型式试验证书）
（检验机构）

①② 需要认定的装置 ⇒ 提交认定编号
③④ 无需认定的装置 ⇒ 提交结构图

安装检验

建筑主事或其指定人员（建筑基准合格判定资格）
安装资料
＋确认证书
＋实施检查
（检验机构）

①② 需要认定的装置 ⇒ 确认认定编号＋实
施认定时指定的检查项目

③④ 无需认定的装置 ⇒ 实施一般检查项目
年检 企业人员（获得国家电梯检查官资格）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