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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工业爆炸事故频发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与重视，对特殊场所防爆设备的安全性提出了较高的要

求。防爆桥式起重机是一种专业的起重设备，在工业生

产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如化工与冶金等易燃易爆气体及

粉尘场所中，防爆桥式起重机的安全性与工业企业和工

作人员都有着极大的关联。在这些场所中，电气火花与

撞击等都容易出现火花进而引发爆炸。所以，应对防爆

起重机进行科学且全面检验，以规避安全风险的出现。

1    防爆桥式起重机型式与结构特征

1.1    防爆桥式起重机型式
针对防爆桥式起重机定义来讲，其主要是用于具有

爆炸性气体与爆炸性粉尘环境中，在《特种设备目录》中，

将原本防爆桥式起重机与防爆梁式起重机进行了融合，

统称为防爆桥式起重机，类型主要有防爆双梁桥式起重

机、防爆电动单梁起重机以及防爆电动葫芦桥式起重机

等。

防爆桥式起重机组成装置有金属结构、电气设备、

传动与控制系统以及安全装置等，在设计与制造以及安

装阶段应依照相关规定标准进行，避免在特殊环境中使

用时引发安全事故。防爆桥式起重机的防爆原理为借助

相关措施来控制引爆源，可以说防爆桥式起重机的结构

为普通桥式起重机，然后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种防爆措施

组建成的一种起重机械。

1.2    防爆桥式起重机的结构特征
针对于防爆桥式起重机的结构设计与制造来讲，十

分关注和重视撞击与摩擦时如何规避火花问题的出现，

其在结构层面的预防与控制爆炸特点主要为以下几点：

1.2.1    结构布置与零部件选择

可以布置在非危险区或爆炸性危险级别相对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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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桥式起重机已经从设计与制造以及安装成本实现了

事先预防控制，例如在控制柜内部有诸多开关电线与接

线，通常都是使用铠装电缆来进行连接，并且将其安装

在非危险区域。这种方式的成本支出相对较大，但安全

性极强。同时，为进一步保障防爆桥式起重机在使用阶

段的安全性与稳定性，防爆零件的使用也变得十分广泛，

例如防爆制动器与防爆电动机等等。

1.2.2    参数设计

借助调整机构传动比来降低或提升运行速度，以此

来更好地预防与控制防爆起重机在运行阶段发生危险

现象。例如：快速起升 2~8m/min、慢速起升 0.2~0.8m/
min ；小车行走速度即≤ 25m/min、防爆级别即为

ⅡC ≤ 16m/min ；大车行走速度和防爆级别与小车相同；

钢丝绳卷入速度≤ 28m/min。
1.2.3    电气设计

防爆桥式起重机运用的电气设备防爆型式不可低于

所在环境要求的防爆型式，例如可以运用到爆炸性危险

环境 0 区或 20 区的防爆电气设备应使用在 1 区或 21 区，

需要实现层层递进，这样才可以满足防爆桥式起重机的

运行要求。

1.2.4    风险识别

诸多防爆桥式起重机制造商在制造阶段都已经认识

到故障阶段与结构遭到破坏而产生撞击与摩擦带来的爆

炸风险。所以，防爆桥式起重机在设计阶段就运用了相

应的措施来规避安全问题的发生。

2    防爆桥式起重机的检验程序与注意事项思考

2.1    检验程序
在防爆桥式起重机检验阶段，应以实际情况为核心，

然后根据以下程序来做好结构监督与检验工作。

2.1.1    外观检查

这一阶段的检查工作开展对人力需求相对较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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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内容主要有：防爆桥式起重机整体结构检验与核对、

联接状况检验、联接构造分析、轨道固定于结构情况检

验、结构构造分析等。外观检测的目标即为确定结构设

计的有效性。

2.1.2    静态测量

静态检验工作的开展需要 2 人以上配合完成，检验

内容主要有：轨道检验、构建检验、主梁上拱度检验以

及上翘度检验等。这一检测的目的主要是确定结构制造

质量。

2.1.3    试验考核

试验考核需要在多人合作下完成，这样才可以确保

试验考核有效开展。静载试验是为了连接金属结构承载

情况而开展的额载试验，这样就可以了解刚度情况，然

后在随之开展动载试验，进而全面了解和掌握结构使用

情况。在完成各项试验以后，则需要对外观进行检查，

最后判断结构整体情况。

 2.1.4    分析判断

在完成上述检验工作之后，就需要进行试运行，在

试运行阶段发现问题，然后判断金属结构情况，这对于

确定是否添加检验项目有一定的帮助。

2.2    注意事项

2.2.1    检测环境

在防爆桥式起重机运用阶段，外界环境会对起重机

性能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在检验阶段需要依照标准

程序来开展检验检测，以此来保障检验结果的科学性与

合理性。

2.2.2    检测部位

从结构角度分析，需要对防爆桥式起重机重点且危

险位置开展检验检测，这样可以全面提升检验检测工作

的有效性。例如在对起重机主梁疲劳破坏开展检验检测

阶段，需要重点检验跨端与跨中位置；而对翼缘板局部

不平度开展检验检测的过程中，应重点检验跨中位置。

2.2.3    试验要求

一方面，需要全面明确试验步骤，遵循空载—静载—

额载—动载试验原则，即为静载考核，然后在开展额载

测量；另一方面，则需要明确检验检测位置。

3    阐述防爆桥式起重机检验重点

3.1    资料审查
对于防爆桥式起重机资料审查工作来讲，在过程中

需要对照产品文件与合同，全面检查起重机选型与实际

工况的匹配度，确保匹配度可以满足相关规范和合同要

求。防爆桥式起重机的安全保护装置与电气元件以及照

明器材等都应满足防爆要求，电动机与控制箱以及起重

量限制器等应使用隔爆型和密封性，警示信号则需要使

用本质安全型。另外，资料审查与实物检查电动机、控

制箱、起重量限制器及其他防爆电器设备的防爆型式是

否可以满足防爆桥式起重机运行都需要由使用单位签字

盖章，同时使用单位对签字盖章的爆炸性物质也应进行

说明，例如爆炸物质的类型与级别以及温度组别等多方

面内容。

3.2    防爆桥式起重机检查
首先，外观检查。防爆桥式起重机的实物检查应全

面检验防爆电气设备的损伤情况、裂纹情况以及接面固

定情况等，同时还需要检查和审查紧固螺栓性能级别与

屈服的综合强度等；针对目测检查来讲，则需要检查衬

垫与透明件是否完好以及光洁情况等，目测检查防爆电

气设备的接地标志与接地连接件的完好性；检查防爆电

气设备中是否有铭牌，以及铭牌信息内容与防爆合格证

标准信息是否统一；检验防爆标志中的温度组别与表面

温度，以及爆炸性物质类别和防爆桥式起重机设备类别

关系是否满足标准要求。

其次，主要部件检查。防爆桥式起重机类别在ⅡC、
ⅢB 或ⅢC 时，需要重点检查车轮踏面与轮缘，因为起

重机在这一类别时，车轮踏面与轮缘位置的颜色为黄色

与亮白色，可以使用工具在相应的检查位置提取碎屑，

然后使用磁性材料来对金属碎屑进行验证，了解碎屑是

否为无火花材料。另外，实物检查在防爆桥式起重机防

爆类别是ⅡC、ⅢB 或者ⅢC 时，应检查吊钩是否运用

了防撞击和防摩擦设备，因为一旦吊钩产生火花是十分

危险的；如果防爆桥式起重机钢丝绳有断丝现象，应立

即对其进行报废处理。从目测检测角度分析，需要检

测吊钩滑轮组侧板外表是否有警示标语，以及标语是

否符合要求等，轨道结构是否光滑与平整的检验可以

使用钢直尺与塞尺来进行测量。动作试验即为防爆桥

式起重机与小车在接头处通过时是否有冲击现象，在

过程中需要确保车轮与轨道接触面没有锈蚀现象。在

防爆桥式起重机安全稳定运行以后，可以运用红外线

测温仪器来对发热位置进行温升检测，为确保温度可

以达到标准要求，可安装电动机通风口，然后在内部

设置相应的保护措施。

再次，安全保护装置检查。需要审查防爆桥式起重

机内部配置的各类安全保护装置中的防爆标志，然后

再依照防爆标志从高到低的实施原则来对其进行判定。

安全保护装置（如有防爆要求的起重机）型式试验证明

需有能够覆盖受检防爆桥式起重机安全保护装置的型

式与技术参数，并且还需要检查制动机中的各个部件是

否都运用了防爆型。针对防爆桥式起重机起升机构来

讲，应具有两套制动器，制动机设置也需要全面满足

爆炸性环境的标准要求。另外，如果配置了安全制动

器，则应确保安全制动器与工作制动器是相同的防爆

型式。在资料审查阶段，应检查单独设置的电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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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制动器是否满足防爆要求，以及是否有防爆合格 
证等。

最后，电气部分检查。全面检查防爆桥式起重机

电气部分的电缆、电线配置、额定电压、芯线最小截

面积以及导线绝缘方式等各方面是否满足了相关要求。

电缆与光缆的引入装置型号需要确保其满足配置要求，

可以使用游标卡尺来测量弹性密封圈孔径与电缆和光

缆的匹配度，外径允差范围应该在 1mm 以内。另外，

还需要检查电缆外护套的密封性和拧紧情况，在外力

拉扯时确保电缆不会出现移位现象。同时应检查多余

电缆引入装置的封堵性质是否可以与电气防爆型式相

符合，确保防爆照明灯的光源类别与功率可以满足防

爆合格证中的要求。

在检查过程中，可以依照被测线路的电压等级来确

定检验所运用绝缘电阻测量仪可以有效进行电压测试，

整个过程应断开电源主开关，同时还需要确保防爆桥式

起重机中的接触器开关都是闭合状态，之后在导通防爆

桥式起重机的电气线路，随之将兆欧表 L 端接于电气

线路 ,E 端接于防爆桥式起重机金属结构或者接地极上，

以此来测量绝缘电阻值，也可以运用分段测量的方式。

在目测阶段，防爆电气设备的安装不可受到外部的影

响，并且还应该检查增安型与无火花型电气设备内接

线的紧固度，可运用带表卡尺或仪器设备来测量平面

隔爆结合面和固体障碍物两者之间的距离。

3.3    司机室检验
防爆桥式起重机司机室的检验十分关键，检验重点

为查看司机室与起重机主体之间的连接情况，两者通常

都是使用螺栓进行链接，所以应检查螺栓是否存在松动

与变形问题。

另外，还需要对接地铜线和扁钢的性能开展检验，

确保接地线的铜线横截面面积不小于 1.25mm2，扁钢不

得小于 40mm×4mm，同时接地线也不可少于 2 处。在

日常检验工作中，诸多检验人员都容易忽略对司机室控

制系统的检验，也没有重视连接接地的检验，并且在工

作开展阶段，诸多单位都会重新在司机室中进行喷漆处

理，这样不仅会导致电力传送电阻提升，还会降低接地

效果，甚至引发各种电力安全事故。因此，检验工作人

员需要提升对司机室与防爆桥式起重机连接处的检验，

应查看连接螺栓的情况，可以利用仪表来检验司机室的

电气情况，并且还需要查看接地系统连接是否完好，这

样才可以提升防爆桥式起重机司机室的安全性和操作的

稳定性。

3.4    大小车扫轨板检验
大小车扫轨板在防爆桥式起重机检验工作中也十分

关键，在检验阶段会发现诸多大车扫轨板的间隙都超出

了 10mm。这一现象较为普遍，部分技术人员经常忽视

这项工作。小车扫轨板反安装时常发生，这样会使扫轨

板难以发挥出自身作用。所以，在对扫轨板进行检验时，

应依照实际情况来开展测量和调整工作，确保车轨版面

控制在 10mm 以内，并且将支撑架面控制在 20mm，在

两者融合以后轨面距离不超出 10mm。另外，检验阶段

工作人员需要对车扫轨板反装情况进行全面检查，确保

安装是正确的，这样才可以确保扫轨板更好地发挥出自

身作用。同时还需要将导向装置安装到防爆桥式起重机

的运行轨道中，避免出现出轨现象。

3.5    性能试验思考
在开展模拟试验时，防爆桥式起重机需要在没有光

照的基础上开展各项试验，例如空载试验或额定荷载试

验，以及动 / 静载荷试验等。在上述几种工况中运行机

构需要确保大小车运行机构在全轨道范围运行，并且将

起升机构运行到上限位置，保障启动与制动可以运行 3
次，防爆桥式起重机各个运行机构在启动与制动时都

需要平稳且没有异常情况（异常情况主要为：过度震动、

冲击、噪音、车轮打滑、火花等）。另外，各个操纵机

构与控制机构以及安全装置的动作都需要可靠且准确。

在试验完成以后，防爆桥式起重机的主梁不可出现变

形与裂缝问题，并且主要机构连接处也不能出现松动

现象。在开展额定载荷试验阶段，防爆桥式起重机的

制动下滑量也需要在标准范围内，挠度也应符合相关 
要求。

4    结语

结合全文，防爆桥式起重机在工业行业中的作用十

分明显，科学运用不仅可以促进其作业效率的提升，同

时还可以进一步促进工业发展。防爆桥式起重机的内部

结构较为复杂，从这一角度分析，应加强防爆桥式起重

机的检验检测工作，在检验阶段需要找出其中存在的安

全隐患，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和运维保护，确保结

构部件可以更好地运行，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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