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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矿山机电设备的先进性与否

关乎开采的效率及产量。应用先进的机电设备虽可提

高矿产资源的开采效率，但是因机电设备复杂程度逐

步提升，也使矿山机电设备安装难度大幅增加，并且

因矿井下作业环境较差，使机电设备的安装要求更为

严荷。若是机电设备安装质量与要求不相符，便会遗

留安全隐患，从而使机电设备遭到严重损耗，或引发

重大的安全事故。为此，矿山机电设备安装时应明确

设备特点，了解安装流程，探寻可行性的质量控制策略，

方可保障机电设备的高质量安装。

1    机电设备安装中的常见问题

在科技及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机电设备呈现出

了自动化与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并且其性能更为优越，

可为矿山企业高效生产、安全生产提供保障。然而因

机电设备类型众多，安装时的可参考资料并不够全面，

虽然安装之前矿山企业会针对待安装机电设备进行全

面的特性分析，能够结合其特征合理优化安装环节，但

机电设备安装问题仍难以完全杜绝。

1.1    电气设备问题
电气设备方面易出现的问题有 4 种。一是井下高压

线断路器接头错装，问题出现时因无法及时切断断路

器导致测量触头温度短时间内大幅提升，若处理不及

时会导致断路器爆炸，从而产生难以预估的经济损失；

二是隔离开关触头位置错放问题，此问题若未及时发

现与处理会引发施工人员触电事故；三是主变压器安装

时落入杂物，因主变电器具备较高的工作电压，一旦

有杂物落入可能会因电压过高而击穿运行中的变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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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调节机构安装出错，主要是因安装前未能明确安

装细节所致，易使调节机构因被卡死而受损。

1.2    电流超限问题
机电设备工作电流超限是由多方面原因引起的。一

是电机轴承受损，受损后电机轴承摩擦力会大幅提升，

使输出功率及电流快速升高，如果水泵内存在异物，

工作电流也会在短时间内快速增长；二是电机功率过低

但负载较大，此时电机以超负荷状态运行，会使电机

出现温度异常升高现象，从而会损坏电机；三是水泵液

体粘度及密度超限，此时水泵的运行效率会大幅降低，

会使电机工作电流升高，进而引发电流超限问题。

1.3    异常振动问题
机械设备运行中振动情况时有发生，应高度关注振

动频率高于正常值或出现较大噪音的情况。导致异常振

动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电机转子以非平衡状态运行，同

时，油泵出口流量与实际工作需求不相符，或是润滑油

粘度过大也会导致机械设备出现异常振动问题。此外，

若是机械设备的紧固螺栓连接松动，也会使机械设备

发出异响或出现较大的振动。通常固定螺栓应用时应

控制好松紧度，螺栓过紧会使设备出现局部区域受力

异常现象，甚至会使机电设备的部分位置受损。螺栓

受力较大的情况下，机械设备也可能遭到损坏，从而

会导致机械设备装配质量下降。

2    矿山机电设备安装工程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2.1    安装监管因素
矿山机电设备安装属于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的工

作内容，不仅要求施工人员具备专业的知识水平，同时

也要开展严格化的安装监管，要选用具备安装知识及能

力的专业人员负责监督管理安装工作的整个安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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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前阶段，一些矿山企业在机电设备安装过程中，

并未对安装监管给予高度重视，或是未设置专门的安装

监督管理岗位，未能对安装工人的机电设备安装过程

给予及时、全面地监管。缺少监管的情况下，若是安

装人员责任意识不足、安装态度敷衍，未按安装流程

规范安装，将可能导致机电设备安装质量与要求不符，

从而为机电设备的后期运行遗留安全隐患。

2.2    安装设计因素
矿山机电设备安装工作的开展要以安装设计图作为

依据，因而须于机电设备安装之前做好相关设计工作。

设计人员应对矿山生产区域展开全面勘察，做好机电

设备安装位置确定，明确安装所需的各类工具及相关

技术，进而为机电设备安装工作提供指导。然而安装

实践在中，一些矿山企业的设计人员所制定的设计方

案合理性欠佳且内容不详细，并且设计图制作完成后

未严格进行内容的审查，因设计缺陷问题的存在导致

机电设备安装质量及效率受到影响，致使机电设备安

装后无法正常投入运行，不仅会制约矿产生产，同时

也会为生产安全带来隐患。

2.3    安装技术因素
矿山机电设备安装过程中，技术性要求较高，因而

常会面临技术方面的困难，如干扰问题等，若是未能

针对技术难题进行有效化解，将会导致安装质量无法

达到规定要求。然而一些矿山企业针对技术所实施的

管理不够严格与全面，并且未及时引进先进的安装技

术，存在安装技术能力不足或是技术管理不到位的问

题，会因这些干扰因素的存在而对机电设备的安装质

量产生影响，从而使机电设备出现信号无法接收等各

类故障问题。

2.4    安装人员因素
在矿山企业的现代化发展趋势背景下，矿山企业引

进了多种大体积的机电设备，并且机电设备的结构也

日趋复杂，数量不断增多，因而作为机电设备安装主

体的安装人员，其安装能力的高低将成为制约机电设

备安装质量的重要因素。安装人员要保障机电设备安

装质量，必然要对各个机电设备有充足的了解，并且要

具备一定的安装技术与操作能力。然而当前我国矿山企

业的专业性机电设备安装人员并不充足，面对机电设

备数量的持续增加，安装人员将会面临更大的工作压

力，会因人员因素影响而使矿山机电设备安装质量出 
现问题。

3    矿山机电设备安装质量影响因素的化解对策

3.1    加强设备安装过程的安全监管
矿山设备安装时存在多个影响因素，如设备安装时

间长、零件分散存放、零件数量过多等，为保障机电

设备安装质量，应结合安装现场的实际情况给予针对

性地安全监管。首先，正式安装开始前应详细分析设

备运输条件，将运输道路上的杂物全部清理干净。同时，

由于设备自重较大，因而提升或下放设备时其下方不

可站人，防止因安全绳断裂而导致人员生命安全受到

威胁。此外，设备下放时，要加强下放速度控制，不

可超过可控范围，并且要严格监督管理机电设备的安

装过程，确保整个安装过程的规范、有序开展。

3.2    做好矿山机电设备安装设计管理
矿山机电设备安装过程时，要确保设计出科学合理

的设计方案，并应以设计图为依据规范开展矿山机电设

备的安装工作。应遵循设计图要求规划安装区域，应

用设计方案中明确的安装技术实施安装操作。安装设

计规划之前，设计人员应亲临生产现场进行环境的勘

察与分析，通过相关数据收集与整合确保设计方案的

合理制定。完成安装设计制定后，相关部门应共同参

与设计方案及设计图的会审，对其中合理性欠佳或存

在缺陷的问题进行排查与整改，提升设计方案可行性，

发挥设计图对机电设备安装作业的指导作用，从而保

障机电设备安装质量。

3.3    强化机电设备安装技术管理力度
机电设备安装时，要严格开展技术管理，首先要做

好施工组织设计，合理分配机电设备安装现场的施工

任务，做好技术交底，了解安装流程，掌握安装技术

应用要求及要达到的质量要求。同时应做好安装基线

确定，以之作为设备安装参考线，防止安装偏离基线

过多，否则会使设备安装出现误差，进而影响整个安

装工序。机电设备安装技术管理中，要注重科学安装

技术的引入，有效排除因谐波或电网噪声等原因导致

的干扰，保障变频器等设备的正常安装。井下电缆铺

设时，要将电缆负荷及长度纳入考量，并做好电缆端

头标记，以增强电缆安装可靠性。此外，还应以直径、

连接方式为依据进行管道安装，并严格开展除锈或防 
腐处理。

3.4    引进与培育专业性安装技术人才
安装人员的技术能力高低决定着矿山机电设备的

安装质量优劣。在生产实践中，矿山企业应着力加强

机电设备安装队伍的技术优化，培育一批专业知识深

厚、技术能力高超的安装技术人才。一方面，矿山企

业应从外部聘用专业化的安装技术人才，扩充与优化

矿山机电设备安装队伍，将当前最为先进的机电设备

安装技术引入企业。另一方面，矿山企业应对现有安

装人员的机电设备安装技能进行优化，并要对其职业

素质进行强化，提高安装人员的责任意识、敬业精神，

使之能够自主自觉地按照规定流程规范实施安装作业，

自主探索机电设备安装质量提升的有效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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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矿山机电设备安装质量提升的保障措施

4.1    做足安装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机电设备安装正式开展前，要做足相应的准备。一

是要安排专业团队详细勘察安装现场，除了设计人员之

外也要派出专业的安装人员，从而结合安装需求、运

用其安装经验，与设计人员共同进行安装环境分析及

安装设备确定。安装中所用的材料应尽可能就近选择，

以最大化缩短机电设备安装时间，应在安装现场附近取

材或设置材料存放地，尽量减少材料的长途运输，以

此保障机电设备安装进度。施工前应对安装现场进行

安全隐患排查，严格进行火源、电源的检查，保障消

防设备的合理设置与充足配备。电力能源应用前，应

对供电位置进行明确，并了解电源的用电情况，从而

做好机电设备安装时电力资源的有效接入。

4.2    强化矿山机电设备安装监督管理意识
为提高矿山机电设备安装监管意识，矿山企业应设

置专门的机电设备监管岗位，由专业人员负责安装问

题的检查与处理，从而使矿山机电设备安装质量得到

有效提升。同时，矿山企业还应针对安装人员的安装

工作质量展开严格化的评估，加强针对安装人员的专

业知识及技能考察，对其遵循安装流程规范安装作业

的情况进行全面地调查与分析。通过矿山企业领导层

的高度重视，督促安装监管人员的强化自身监管意识，

从而在监管人员及安装人员的通力配合下确保矿山机

电设备安装质量的有效提升，保障机电设备效能的正

常发挥。

4.3    科学化解变频器干扰问题
变频器干扰在矿山机电设备安装中较为常见，为

此，保障机电设备安装质量的必要前提是有效消除干

扰。在电压值相对较大的情况下，安装人员应考虑采用

变频器单独设置的方法。同时，机电设备安装设计人

员应对线路连接进行简化，并应提升供电系统电流传

输的稳定性。控制系统线路以及变频器线路等重要线

路应合理设置，并应遵循科学合理原则去除其他冗余

线路。此外，设计人员可将电抗器安装于变频器电源侧，

如此可弱化变频器对电网功能产生的影响，防止出现

电网电压降低问题，从而保障机电设备安装的优质性。

4.4     构建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
矿山机电设备安装涉及多个流程，安装过程相对复

杂，因而矿山企业需要构建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从

而为矿山机电设备的高效与优质安装提供保障。应在

健全的制度约束下，在专职监督管理人员监视下，确

保机电安装工作的规范与有序开展。同时，矿山企业

还应制定与实施严格化的考核管理制度，为机电安装工

作的考核评价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使考核工作能够

全面、科学进行，保障监督考核结果的精准性与客观性，

为安装作业优化、安装监管调整提供充足且可靠的数

据依据。

4.5    建立与推行安装质量责任制
由于机电设备安装需要多个安装工作协作开展，为

保障安装质量，需要对各个安装岗位的责任进行细化

落实，因此，矿山企业需要制定与实施安装质量责任

制度，应对各个岗位的职责进行明确，落实各部门或

各安装人员的事故责任以及生产责任。通过安装质量

责任制的有效实施，保障机电设备安装质量并提升安装

效率。为确保安装质量责任制的有效实施，还应采取

相应的奖惩措施，对安装质量较高的安装人员给予适

当的物质奖励，针对因安装质量不佳而导致重大事故

问题的责任人给予严惩，从而提升安装人员对机电设

备安装质量控制的重视。除此之外，机电设备的出厂

质量也是设备应用性能展现的重要影响因素，因而矿

山企业应强化设备采购关，不可为节约成本而引进性

能不达标的机电设备，并应做好设备采购备案，经集

团严格审批后方可采购，从源头上保障机电设备的质 
量安全。

5    结语

矿山开采中因矿区井下作业环境较为恶劣，机电设

备安装会面临一定的困难。如果机电设备安装质量与规

定要求不相符，会为安全事故发生遗留隐患，导致机

电设备受损，甚至可能造成难以预估的重大损失。为

减少机电设备安全事故发生率，矿山企业应加强设备

安装监管、做好矿山机电设备安装设计管理、强化机

电设备安装技术管理力度、引进与培育专业性安装技

术人才，有效化解影响机电设备安装质量的因素，同

时要做足安装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强化矿山机电设备

安装监督管理意识、科学化解变频器干扰问题、构建

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建立与推行安装质量责任制，从

而实现矿山机电设备安装质量有效提升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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