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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工业建设发展过程中，桥门式起重机是辅助各类

设备安装吊运的重要工具，由于该类起重机体积庞大、

结构复杂，为提升设备的整体稳定性和安全性，在准备

阶段需开展对应的检验工作，具体内容涉及机械和电气

系统检验，以此确定设备是否处于正常状态。机械系

统的检测多针对主梁开展排检工作；电气系统检测主要

对设备内的电阻元件进行检测，确保设备内电流负荷

正常，接地组件工作稳定，使设备处于稳定的运行状态。

由于桥门式起重机对设备的整体运行环境要求较高，因

此积极开展准备阶段的检验工作意义非凡。由此可见，

针对桥门式起重机的检测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提高整

体检测效率、优化检测方案、确保起重机的稳定运行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桥门式起重机及设备检验概述

桥式和门式起重机是工业领域中常用的一类起重设

备，在工作过程中，通过特殊机械机构对运载车上的

货物进行起重和搬运。桥式起重机常见于大型的仓库、

车间等，主要以滑动吊运形式工作，主体结构涉及桥架、

轨道车、起重单元等部分。门式起重机与前者在结构

方面具有同类性特点，该起重机多用于室外大型货物

吊装，常见区域包括码头、集装箱中转站等区域。

在桥门式起重机的设备检验过程中，设备资料是判

断设备的当前运行状态是否满足生产需求的关键凭证，

确定设备资料是否符合相关标准是重要的检验工序之

一。结合实际经验而言，对桥门式起重机的设备资料

检验问题主要集中在产品设计与相关部门标准规定不

匹配等方面。经检查，部分车间应用的桥门式起重机

并非满足其使用环境的标准限制，且多数设备的整体

资料数据内容有限，不利于开展完整的设备检查工作。

此类详细资料的缺失问题不仅导致部分设备的正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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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受到影响，同时在中长期设备的运维管理方面加大

成本投入，当设备发生各类故障时，技术人员难以按

照设备资料确定具体问题，进而在解决方案制定方面

受到资料限制。缺少产品信息作为依据，则难以快速

有效地处理问题。另外，起重机的检修过程缺陷也是

影响桥门式起重机完成检测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内容

主要包括设备、安装等多方面原因。

2    检验过程中暴露的主要缺陷

2.1    啃轨缺陷
在桥门式起重机检验工序中发现，啃轨故障是常见

的事故诱因之一。一般情况下，桥门式起重机轨道车

轮射击宽度略大于轨道宽度，因此车轮轮缘通常与轨

道存在一定间隙，当起重机在日常运行或受重物影响

而出现小幅度偏移时，将导致运行轨迹出现偏差，进

而导致轨道车轮与轨道发生摩擦，进而加剧两者磨损，

久而久之会导致轨道车出现啃轨问题，若缺少有效的

解决方案，则可能严重影响起重机的正常工作。为了

解决啃轨问题，技术人员需从设备安装控制和施工控

制两方面入手，确保偏差值符合相关标准，消除间隙，

同时提高员工的安装操作精度，使车轮与轨道始终处于

同一水平线位置，消除两者在垂直方向上的偏差。此外，

应维持电机的输出与运转功率一致，使起重机始终处

于稳定状态。所以，在辅助设备安装阶段，应尽可能

选用配套的电机以及驱动装置。

2.2    线路及设备缺陷
在检测桥门式起重机的过程中，电气系统是核心检

测部分之一。检测的主要问题通常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线路接触器问题。在起重机设计方案中，总

线路接触器是核心部件之一，对于线路的保护作用意义

重大，用于保护线路设备在异常状态下的安全，必要

时可对全机构的电路回路进行分断。在组装阶段，技

术人员应确保线路接触器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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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周期性的检测维护方案，以此确保其功能稳定正常。

但就实际而言，部分起重设备缺少相关部件，因而在

设备处于异常状态时无法迅速切断电力回路，对设备

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为提高设备运行的可靠性，设

计人员需对设计方案进行调整优化，确保总线路接触

器满足异常环境下维护设备的基本条件。

第二，电缆老化问题。部分桥门式起重机的整体工

作环境相对复杂，因而在长期使用后可能导致设备线路

出现老化现象，此类问题在冶炼车间尤为严重，部分

电缆经常会出现大面积表皮缺损，导致设备运行受到

异常影响。此外，部分电缆与轨道存在交叉问题，因

而易被碾压，从而危及线路的安全使用，对于后续设

备的运检工作造成影响。针对此类问题，技术人员应

将电缆更换为滑触线。

第三，操作规范问题。在桥门式起重机的工作过

程中，部分设备操作员缺乏标准化操作意识，同时在

设备维护管理、派件运维方面缺少支持，且整体技术

水平有限，操作人员安全意识薄弱，因而导致起重机

在长期使用中积累了大量的安全隐患。针对这些问题，

管理人员应首先优化管理制度，积极开展操作人员的

技术与意识培训管理，并同步开展安全教育工作，为

基础作业人员灌输必要的安全操作知识。

2.3    组件装配流程缺陷
桥门式起重机的使用效率与安全性通常与组件装配

情况直接相关，若在此过程中缺少对应的安装标准以

及操作规范，则可能影响起重机的正常运行，造成生

产停滞等问题。结合相关经验发现，其主要缺陷集中

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设备组件安装标准落实不到位。起重机各组

件的安装与架设需满足相关标准，具体组件的装配应

遵循相关顺序依次开展，但在实际落实过程中，部分

操作人员并未遵循相关标准，在设备组件安装中过度

依靠自身经验，因而导致安装流程以及组件精度存在

较多问题，进而影响设备后续的使用与检修工作。因此，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严格落实对应的安装管理标准

要求，同时建立多阶段的安装审核工作制度，确保整

体安装精度满足相关需求。

第二，轨道车组与管线之间未做好防护管控工作。

通常情况下，桥门式起重机对于管线与轨道车之间应

加装隔离装置，避免各类管线直接接触轨道，以此提

高整体设备的安全性与运行稳定性。

第三，部分组件缺少保护装置。在实际安装过程中，

桥门式起重机的各个机械结构均配有对应的保护装置，

例如起重量限制器可确保起重机的载重负荷始终处于

规定标准下，当设备的载重负荷超出标准限制时，限

制器可自动切断线路电源，确保起重机设备组件安全。

在实际安装中，部分起重机在保护装置安装方面存在缺

陷，导致部分桥门式起重机缺少重要的限制器，或因安

装操作等问题导致保护组件失效，进而在后续使用过程

中难以发挥预定的保护作用。缺少安全保护装置或装置

失效可能为设备运行埋下大量的安全隐患，对于后续

设备的运维工作造成较大影响。为进一步降低故障率，

提高稳定性，技术人员应结合标准要求对起重机进行

保护装置检测，确保其始终处于稳定的工作状态。

3    提高桥门式起重机检验质量的对应方案

3.1    机械部分的检验
机械系统模块的检测，不仅要开展设备组件检测，

还需采用类比方案进行多数据核对分析。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测试数据主要针对主梁跨中上拱度。首先，

应将主梁垫平，使得两端座板的板盖的垂直差控制在

2mm 以内。若其采用双主梁结构，则垫架需置于主梁

底部位置；若为单主梁结构，则垫架的水平轴线位置应

定于板外侧 0.7m 位置。在检验操作中，应精确调整水

准仪位置，将其置于座板位置的盖板上，避免直接接

触主腹板，同时规避轨道压板。在零点位置检测过程中，

可利用水准仪进行两点的均值检测。另外，技术人员需

借助水准仪确认最高的拱度位置，精确测定对应读数。

要对梁腹板的翘曲度进行整体检测，同时采取多组方

案同时检测，并对比数据差值。在检测处理的过程中，

翘曲读数应与顶盖板的检测读数进行比对，为进一步提

高数据的准确性，需针对内侧和腹板的极值进行测定，

随后根据两者差值判定梁腹板翘曲数值。

3.2    电气系统的检验
在起重机的检验工作中，电气系统也是核心检测工

序之一。零位保护检验是基础工作项目，其功能是确

保起重机操作杆在工作状态下免受异常状态干扰，消

除断电等因素对操纵杆的影响，从而避免在异常环境

下出现起重机误操作问题，进而降低起重机的事故概

率。所以，在电气系统检测中，技术人员应优先对零

为保护进行状态检测，以此提高整体设备的安全性以

及稳定性。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桥门式起重机的电

气组件通常配有对应的控制器，可根据自身工作状态

对设备组件进行对应控制，因而在检测过程中，技术

人员可采用通断电方式对设备的安全控制组件进行检

测。通常情况下，起重机电机主要采用凸轮控制器连

通检验总电源，在检测过程中首先将控制柄调至非零

位，随后进行通路检测，若发现无法与总电源接通，则

需将所有操作柄重新调至零位，然后接通总电源，若

电源处于正常通路状态，则判断控制器处于正常工作 
状态。

在接地电阻检测中，应重视保护以及重复接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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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确保接地电阻发挥预定功能。目前，这对接地

电阻的监测方案通常采用人工接地电阻监测法以及电

子接地电阻监测进行同步测量。由于部分起重机结构

较为特殊，人工方式难以发挥预定作用，针对这种情况，

技术人员应结合具体设备电气系统结构进行监测方案

的调整优化，同时对比各类型方案的技术优势，确保所

选方案科学有效，切实可行。另外，随着信息化技术的

应用，多样化的信息监测技术方案逐渐成为监测的重

要辅助手段，部分大型监测设备则引入了人工智能算

法用于起重机设备中的系统检测。在此环境下，技术

人员针对现有检测方案进行不断优化，积极引入信息

化检测技术，结合设备特性不断做好技术本地化工作，

从而提高各类型起重机的整体运行稳定性，排除起重

机的各项安全隐患。

4    提高桥门式起重机检验效率的有效建议

提高桥门式起重机检验效率是有效降低运维部门工

作压力的主要方式，具体内容如下。

4.1    根据环境选择合理的检验技术
当起重机突发故障时，起重机通常处于复杂工作状

况下，因此，检修部门的相关人员在制定检验布置方

案过程中，应结合起重机的实际工作环境进行综合考

虑，采用全面分析的方式 , 重点检查安装设备模块以及

接线设备模块，同时根据视频检测返回的视频数据进

行分析处理，同时结合环境选择合理的桥门式起重机

检验方案，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起重机的整体设备检

验。在现实的检验中，受到具体作业环境影响，检修

部门需综合时间、设备、人员等多方面因素对检修方

案进行合理性与可信性论证，同时企业也应针对起重

机作业的环境建立历史数据档案，重视环境变化对检

修方案的实际印象，从而为检测方案的良好完成做好 
准备。

4.2    对接地电阻的检验
随着起重设备设计制造技术逐渐成熟，起重机电气

控制系统的整体规模与复杂程度逐渐提高，为进一步

提高其中设备的整体检测效率，维持设备长期处于稳

定运行状态，针对起重设备的接地电阻进行检测成为

提高检测效率的重要方式。具体而言，运维部门在实

际工作中可建立一套针对性的接地电阻检测方案，同时

采用电子接地与手摇接地的复合型检测方案，根据具体

需求选择对应的检测方案。其中手摇接地测量对于检测

环境具有一定要求，无法处理室内的起重机检修工作，

因此技术人员要提高整体检修效率，则需采用复合型检

修方案，针对起重设备的接地电阻进行全面检测。另外，

运维部门也可针对起重设备的电气控制系统进行检测，

通过对控制系统内各个信号处理与收发情况进行判断，

即可大致确定起重设备的实际故障类型。总之，要进

一步提高起重设备的整体检测效率，运维检修部门可

采用接地电阻检测的形式提高整体检测效率，另外也

可采用控制系统的信号处理检测方案，实现对故障信

号的截获与位置标记，从而缩短故障问题的检测周期，

进一步提升整体检测效率，从而确保起重设备长期处

于稳定状态。

4.3    积极引入新技术
随着检测技术的发展，各类新型检测技术层出不

穷。因此要进一步提高起重机的检测效率，相关企业也

应积极引入新型的检测技术。例如针对起重机吊臂的 X
射线检测、手持无损检测设备等。另外，部分企业引入

了具有机器人检测技术，也可有效提高起重设备的整体

检测效率。总之，要切实提高起重设备的整体检测效率，

积极引入先进的检测技术是可行方案之一。

5    结语

综上所述，桥门式起重机检测工作需综合多方面因

素进行整体考虑，其工作内容要求技术人员进行分步

考虑，结合各单元检测的实际数据确定对应功能组件

的运转状态，以此提高设备的整体安全性以及运行稳

定性。所以，随着检测技术的逐渐发展，相关部门应

积极探究信息化的检测技术，不断革新现行检测技术

方案，结合实际检测弊端，对检测方案进行优化，并

做好基层技术人员的技能培训，提高人员的综合素质，

以此来为桥门式起重机安全、稳定的运行提供充足的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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