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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电梯工程技术赛项决赛须知及名单 

一、决赛时间和地点 

（一）选手报到时间：2019年 7月 21日 

（二）赛前集训时间：2019年 7月 22-24日 

（三）赛前适应性训练：2019年 7月 25日 

（四）开幕式及比赛时间：2019年 7月 26—28日 

（五）闭幕时间：2019年 7月 29日上午 

（六）比赛地点：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省湘潭市岳塘

区下摄司街 2号） 

二、报到安排及注意事项 

（一）选手报到地点： 故里居国际大饭店（湖南省湘潭市高新

区双拥路99号） 

（二）食宿费用标准：260元/人/天，费用含食宿、交通（酒店

至学校）。统一安排均为2人一间住宿，如需单住需补房差100元/天。 

（三）每个参赛队指定一人办理报到和入住手续。提前入住的

代表队请联系：刘霞 18507337007  李彬彬18670963118 

三、食宿缴费安排 

决赛期间组委会对参赛队不收取任何费用，参赛及比赛期间的

交通、住宿、餐饮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四、设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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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设备为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

研发和定制的竞赛专用设备，主要参数如下： 

序号 主要部件 型号 主要参数 

1 
电梯机房 

台架设备 

控制柜 
STEP 

KC64 -AS380 

最大楼层 单梯 2～64 层 

电梯运行速度 ≤4.00m/s 

群控数量 ≤8 台 

启动力矩 150% 0Hz（带

PG 卡矢量控制） 

速度控制范围 1:1000（带

PG 矢量控制） 

力矩精度 ±5% 

频率控制范围 0～120Hz 

载波频率 2～11kHz 

同步曳引机 
TORINDRIVE 

GTW9S-61P0 

电压：380V 

额定速度：1m/s 

悬挂比：2：1 

曳引绳直径：Ф10 

曳引轮直径：400mm 

功率：4.2kw 

额定转速：96rpm 

额定频率：25.6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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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数：32 极 

标准配置的编码器

（1837-2048p/r) 

制动力矩：700（N.m） 

制动器电压 DC110 

限速器 东方富达 XS3 

额定速度：1m/s 

绳轮节圆直径:241mm 

结构形式：离心甩块式 

钢丝绳直径：8mm 

2 
电梯操纵 

台架设备 

内选操纵盘 STEP 配套 AS380 控制系统 

外呼操纵盘 STEP 配套 AS380 控制系统 

轿顶检修箱 STEP 配套 AS380 控制系统 

底坑检修箱 STEP 配套 AS380 控制系统 

3 

电梯层、轿

门机构台

架 

中分变频门机 

WITTUR 

Hydra 

PLUS-02/C 

控制方式：矢量控制 

最大功率：150W 

开门宽度：(02/C 型, 

PL=800) 

环境温度：0 至+50°C 

电源：127/230V +/-20% 

评估寿命：200 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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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门装置 
WITTUR 

Augusta -01C 
开门宽度： PL=800 

门地坎组件 WITTUR 铝合金(5052) 

层轿门板 WITTUR 

防火门板 

材料厚度≥1mm 

表面处理：外表喷塑处理 

开门宽度:800mm 

门扇高度：1000mm 

五、注意事项 

（一）大赛动态和相关信息请及时关注湘潭赛区官方交流 QQ群： 

电梯工程技术赛项官方报名交流 QQ 群：785428278。 

（二）参加赛事的教师和选手，自行购买意外保险，确保竞赛

操作和往返交通安全。 

（三）参赛需携带身份证参赛。若证件不齐全，禁止参赛，提

醒各位选手提前办理相关证件手续（身份证证件丢失需提供当地公

安机关证明）； 

（四）其他相关信息报到时详见《竞赛指南》。 

六、电梯工程技术大赛决赛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参赛选手 教练 

1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郭大伟 何智刚 



5 
 

2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王宏武 倪森 

3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姜勇 袁新保 

4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许亭 丁慧 

5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蔡培 李有为 

6 广州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范军卫 陈滔 

7 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汪琳 陆少兵 

8 贵州中航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龙生明 邓绍仁 

9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濮磊 周庆成 

10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机电分公司 徐铁柱 肖 明 

11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王武超 易波 

12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吴健 周庆成  

13 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金小平 徐永明 

14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唐彦明 笪李玲 

15 山东博尔特电梯有限公司 孟肖松 李忠祥 

16 贵州航腾机电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李开祥 余坤志 

17 郑州电缆技工学校 马永威 边际 

18 深圳技师学院 宫义才 刘建平 

19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贾中楠 金新锋 

20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王渝 林文茂 

21 北京地铁技术学校 姜 山 游 江 

22 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 李忠生 梁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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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李文滔 何晨曦 

24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符为榕 高利平 

2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郭宏健 苏磊 

26 东营职业学院 田伟 郭婵 

27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左可 蒋燕 

28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张磊 户佩佩 

29 宁乡市潇湘职业中专学校 史佳豪 吴建强 

30 亚洲富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唐智春 黄俊彦 

31 廊坊市优力电梯有限公司 孟广乐 黎波 

32 深圳市通奥电梯有限公司 潘典旺 罗飞 

33 德州通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刘延博 张培峰 

34 普瑞达电梯有限公司 陈文超 刘安 

35 廊坊市欣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冯雷 袁宝刚 

36 山东同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陈琪 都经春 

37 多普勒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李勇 潘小冬 

38 烟台裕泰楼宇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高勇 赵辉 

39 长沙星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苏邦松 何新军 

40 烟台祥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罗德明 赵辉 

41 宁夏福埃沃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张惠宁 张卫军 

42 山东鲁成电梯有限公司 齐吉亮 庞乐义 

43 湖南升美电梯设备有限公司 杨志远 曹聪 



7 
 

44 北京兴鹏达迅电梯设备有限公司 章芯勇 章鹏  

45 北京北方友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史学仁 蒋志明  

46 湖南磊鑫电梯有限公司 黄海波 杨  勇 

47 湖南锦峰电梯有限公司 毕井连 童赐光 

48 益阳市欣达电梯有限公司 汪旸波 刘建安 

注：排名不分先后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湘潭赛区（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组委会 

2019年 6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