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与生产 2022 年    第 04 期

74

中国机械

0    引言

桥式起重机能够重复循环起吊，实现对大型物料的

搬运，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可进行不同结构的组装，从

而实现起重施工的灵活应用。依据国家相关规定，桥式

起重机的检验需要定期进行。受到桥式起重机结构复

杂程度的影响，在实际检验过程中为了保证检验质量，

需要采用科学的检验措施。

1    桥式起重机简要介绍

桥式起重机基本工作原理是将施工所需要的大型物

料采用合理的方式吊起并运输到指定位置。桥式起重机

的基本构成为桥架、升降机以及大、小车辆等，内部

构架包括主要架桥、大梁、轮轴、减速机以及升降机等。

桥式起重机在工业生产、工程建设等领域具有广

泛的应用，因为结构设计较为科学，所以综合起重能

力较好，能够有效提升起重总体重量，综合能耗较小，

从而有效降低工程建设成本。桥式起重机应用了当前

较为先进的起重技术，在起重物料时能够将其悬挂在

可以自由移动的小型起重车中。在桥式起重机的运行

过程中，内部各结构构件需要紧密配合，起升机负责

物料垂直升降，车辆负责横向移动运输和纵向移动运

输，从而有效提高起重作业效率。通常情况下，在相

同的作业条件中，采用桥式起重机的工作效率能够得

到很大提升，相比于其它类型的起重机，桥式起重机

能够完成重量更大的施工物料起重。根据不同的实际

情况，可选择不同类型的桥式起重机，例如两用桥式

起重机、电磁桥式起重机、抓斗桥式起重机，等等。根

据具体使用需要选择对应的桥式起重机，可充分发挥

桥式起重机的优势，从而能够有效促进工程建设效率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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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桥式起重机检验重点分析

桥式起重机的内部结构较为复杂，包括多个构件及

不同系统，所以桥式起重机的主要检验内容需要从结构

方面出发，采用水准仪、经纬仪、磁力探伤仪、绝缘

测试仪、游标卡尺以及摇表等专业检验设备，对桥式

起重机的焊缝、金属结构、钢丝绳以及吊具等进行检验，

并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将检验结果与标准数据进行对

比，如果检验结果与标准数据存在偏差，则说明桥式

起重机存在一定问题。

根据桥式起重机检验工作的实践经验来看，桥式起

重机容易发生吊具磨损、钢丝绳磨损或折断、安装装

置缺失或失效、运动部件安全防护不到位，以及金属

结构变形或缺焊等问题。这些也是桥式起重机检验工

作的重点，在检验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从而确保桥式

起重机检验结果合格。例如，桥式起重机车轮与轨道

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摩擦力，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后，

容易出现啃轨故障。正常情况下，车轮边缘与轨道之

间会保持一定的间距，如果桥式起重机出现故障，车

轮轴向会出现歪曲或移动，从而导致车轮运行偏离轨

道踏面，车轮与轨道侧面会出现严重的挤压现象，这

就是啃轨问题。

为此，在车轮和轨道的检验过程中，需要重点加强

对车轮及轨道的检验，判断车轮与轨道是否存在过度

磨损问题，如果发现存在故障，需要根据故障情况进

行维修。

包括啃轨等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故障问题，都需要结

合工程情况判断起重机在运行过程中容易发生故障的

部分，并将其作为检验重点，确保检验工作顺利实施。

及时且准确地识别出存在问题，是保证工程设备安全

性及检验效率的关键所在。



2022 年    第 04 期 安全与生产

75

MACHINE    CHINA

3    桥式起重机常见问题分析

3.1    钢丝绳检验问题
钢丝绳作为桥式起重机中最为重要的构件之一，具

有明确的检验规范。在检验过程中，需要对钢丝绳的

强度、直径、报废标准以及绳夹数量等进行检验，保

证其能够符合技术标准。但是，在部分桥式起重机的

检验工作中，钢丝绳的检验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

钢丝绳绳端固定不够规范、钢丝绳已经达到报废水平却

继续使用、导绳卡阻问题严重、表面油污过多等，这些

问题都会导致钢丝绳使用安全性下降，成为故障隐患，

需要引起检验人员的充分关注。

3.2    吊具检验问题
吊具为桥式起重机的核心零部件，如果存在质量问

题将直接影响桥式起重机的起重能力，严重时甚至会

引发物料调运过程中的高空坠落事故，危及工程建设

及人身安全。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在部分工程中，桥

式起重机吊具存在悬挂牢固性不足、符合报废标准依

然使用、防脱钩装置失效以及吊具焊补后继续使用等

问题，都会对桥式起重机使用安全性产生影响，甚至

造成严重的作业安全事故。

3.3    焊缝检验问题
由于桥式起重机的金属构件较多，所以在制造过程

中，需要大量采用焊接工艺，为此桥式起重机金属构

件中存在较多的焊缝，在桥式起重机制造以及后期维

修过程中，必须做好焊缝的检验工作。但是，当前许

多单位对于桥式起重机的焊缝检验工作不够重视，从

而导致焊缝内部及外部缺陷加剧。焊缝检验主要采用

目测以及磁力探伤仪，在检验过程中常见的问题包括

疲劳断裂、腐蚀破坏、裂纹以及气孔等，需要结合实

际情况对其进行维修处理。

3.4    安全装置检验问题
在桥式起重机安全装置的检验过程中，容易发生安

全装置缺失问题，比如小车轨道清扫器、端部止档设备

缺失等，部分企业认为安全装置的作用较小，从而忽视

对安全装置的检验工作。除此之外，桥式起重机电气

安全装置也容易发生问题，比如行程限位器缺失等通

常被简单地认为是短接故障，使得桥式起重机在运行

过程中容易出现电气控制失效等问题，引发安全事故。

这也是当前桥式起重机检验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4    桥式起重机检验问题的有效解决措施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桥式起重机检验

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严重影响着桥式起重机的

运行安全。为了保证工程建设质量以及施工人员安全，

需要针对这些问题制订科学的解决措施。结合相关实

践经验，本文提出如下有效的解决措施。

4.1    加强检验技术优化

4.4.1    电气控制检查方面

为了保证桥式起重机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必须对

其电气控制进行检查，确保各项电气设备能够正常运

行，主要包括电器控制装置的安全检查（电气配件是

否齐全、完整）；机械固定是否牢固、松动、卡阻；供

电电缆有无老化、裸露；绝缘材料是否绝缘；螺栓触头、

电刷等连接部位是否可靠；桥式起重机上所选用的电气

设备及电气元件与供电电源和工作环境、工作条件是

否相匹配；裸线供电的外部涂色与指示灯的设置是否符

合要求；软电缆供电的电缆收放是否符合要求；继电器

的滑线全长是否存在弯曲、卡阻等问题；桥式起重机进

线处的紧急断电开关能否切断总电源；设备电源与各机

构是否设短路保护、失压保护、零位保护、过流保护

及特殊桥式起重机的超速、失磁保护；电气互锁、连锁、

自锁等保护装置是否齐全有效；电气线路的绝缘电阻、

电气设备接地、金属结构接地电阻是否符合要求。

4.4.2    焊接质量检验方面

为了保证设备的整体性和结构的稳定性，许多零部

件的连接需要采用焊接方式。焊接质量能够直接影响

到桥式起重机的综合质量，所以必须加强对零部件焊

接质量的检验。针对桥式起重机零部件焊接质量，可

以采用 DR 检验技术。DR 技术可以实现无限制的自由

定位、自动跟踪、自动对中的智能化操作模式，能够

降低检验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还能够满足不同工况

条件的检验需求。由于该项技术可通过数字化平板代

替射线胶片，利用检验现场所配备的计算机直接呈现

出检验结果，所以在桥式起重机中的应用日益广泛。除

了 DR 技术，焊接质量的检验还可以采用超声波技术。

该项技术能够准确识别出桥式起重机零部件存在的焊

接质量问题，主要检验内容为对角焊接缝，以及材料

拼接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等。

4.2    桥式起重机零部件检验优化措施
桥式起重机的零部件检验对于保障其运行安全具有

重要作用。主要检验内容包括吊钩防脱装置是否符合

要求，表面是否存在疲劳变形和裂纹；钢丝绳规格、型

号与滑轮卷筒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压板、绳卡以及楔块

等固定装置是否满足要求；钢丝绳的磨损、断丝、扭结、

压扁、弯折以及腐蚀等是否符合标准；制动器设置、制

动器型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制动能力是否符合设计规

范；卷筒体、筒边缘是否存在裂纹以及破损等问题；绳

槽和壁筒磨损是否超标；卷筒轮边缘高度是否与钢丝绳

的绕层符合；减速机运行是否存在摩擦噪音、振动等故

障；车轮踏面、轮轴等是否存在裂纹；联轴器、销轴、

缓冲橡胶圈的磨损是否符合要求；滑轮是否安装防脱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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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等。

4.3    桥式起重机运行安全检验
为了保证桥式起重机的运行安全，必须做好安全监

测工作，主要检验内容包括超载保护装置是否灵敏可

靠、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力矩限制器是否能够正常报警；

桥式起重机的变幅结构、升降结构以及运行结构在达

到设定位置距离时是否能够发出报警信号并自动切断

电源；桥式起重机在轨道运行时，其夹轨器、铁鞋、锚

固装置等是否发生变形；防后倾装置是否可靠；桥式起

重机中各种防护罩、护栏、护板等是否可靠。通过科

学的安全检验，能够有效识别出桥式起重机存在的多

种故障问题，在正式运行前将故障问题解决，从而全

面提高桥式起重机运行安全性，防止多项事故的发生。

4.4    桥式起重机金属结构检验
金属结构在桥式起重机中占有很大比重，是确保桥

式起重机设备质量的关键因素，必须采用科学的检验

技术，保障内部金属结构、金属材料等质量合格，符

合国家有关标准规定。金属结构的材料质量检验内容

主要包括硬度检验、强度检验、变形程度检验等，检

验方法需要根据相关标准规定，严格控制检验流程，检

验结果需要与国家标准规定和建筑设计规定对比，确

保金属材料各个方面的性能符合要求。金属结构的质

量检验可以采用回弹检验方法，对其强度、变形能力、

拉伸能力等进行科学的检验，保证金属结构性能良好。

通过科学的金属结构检验技术，能够有效识别出存在

的多项缺陷或质量问题，进而对其进行修复和优化，确

保桥式起重机的运行效果。

4.5    桥式起重机检验人员管理优化
检验人员的技术水平能够直接影响桥式起重机的检

验工作质量。为有效解决检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需

要采用科学的人员管理措施。

首先，必须保证检验人员全部持证上岗，确保检验

人员明确桥式起重机的运行原理、结构情况、技术参

数以及安全操作规程，严禁不具有检验资格的人员上

岗工作。

其次，在检验过程中需要加强监督与管理工作，防

止检验人员出现违规操作或不规范操作，在监督过程

中发现存在问题需要及时上报，防止桥式起重机带有

故障进行作业。

第三，维修保养人员需要定期对桥式起重机进行

维修检验，并做好日常的保养工作，针对现有问题需

要快速排查，及时更换存在故障或磨损过度的零部件，

保证桥式起重机能够正常运行。同时，减少桥式起重

机的停车时间，最大程度优化生产流程。

第四，相关单位需要做好检验人员的培训管理工

作，对检验人员、操作人员以及维护保养人员进行技

术培训以及安全教育，并制订完善的规章制度，通过

培训不断提高检验人员的技术水平，确保检验人员能

够在实际工作中将各项检验技术落实，有效提高桥式

起重机检验工作质量。

4.6    全面优化维护管理工作
桥式起重机在工程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使

用过程中会出现多种故障问题，所以为了避免故障发

生，需要做好日常的维护管理工作。

（1）在桥式起重机启动前，需要对其运行状态、内

部构件情况等进行检测，从而判断桥式起重机是否处

于正常运行状态，如果发现存在故障问题，则需要立

即维修，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否则很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2）做好日常维护管理工作，采用科学的维护管理

技术，定期对桥式起重机的内部构件情况和运行状态

进行检测，从而有效避免多种故障的发生。

（3）通过完善的维护管理制度构建，提高检验工作

效率，降低检验工作成本。要结合工程实际情况，确

定科学的检验周期，并提高检验工作主动性。在故障

或质量问题发生前对其进行检测，有效降低桥式起重

机故障发生率，从而提高应用安全性，全面优化桥式

起重机的检验工作质量。

5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全面阐述了桥式起重机的基本概

念，并对桥式起重机检验的工作重点进行分析，同时

阐述了桥式起重机检验过程中常见的多项问题，最后

提出一些有效的解决措施和优化策略，希望能够为从

业者提供借鉴和帮助，不断提高桥式起重机检验的工

作质量及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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