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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海上平台所使用的起重机械，以固定式起重机械为主，

主要负责物品吊装、人员登台，是海洋石油平台最重要的

设备之一。其在海上运行的环境较为恶劣，在使用过程中

受风力等因素影响较大，在使用起重机的过程中极易出现

安全事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安全事故主要是因使

用不规范、维保检验不到位、设备的选型配置不合理等因

素导致的。起重机运行的安全与否，直接影响到人身及财

产的安全。如何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本文将从以下几方

面制定相应的管理方法。

1    起重机选用及安全配置

1.1    起重机选用
（1）起重机的工作覆盖面应能满足需要， 应尽可能避

免死角。 
（2）起重机的安装位置及其保护设施应考虑尽量避免

对现场人员的伤害， 防止运动件可能导致的事故。其设计

应注意制造材料的选用、工作条件及环境条件的确定。 
（3）起重机械基础与平台甲板有效连接，其设计、制

造及与主结构的焊接应符合相关规定。安装回转环的基座

法兰应牢固、平整和满足水平度的要求。

（4）起重机绞车卷筒上应装有使钢丝绳整齐排列的装

置， 起重机臂杆达到最高点时，吊钩达到天文潮最低海面

时， 留在主起升卷筒上的钢索不得少于 5 圈。绞车除应设

置自动制动器外， 还应能够实现手动控制。当动力源或控

制系统失效时， 能避免重物突然落下，可操控手动制动装

置缓慢将重物放下。 
（5）钢索应按所用规范、标准制造，并提供相应设计

文件、出厂合格证及相关试验报告证书。起升装置应使用

无旋转特性的钢索。 
（6）起重机上面的操纵室， 驾驶司机视线不应被遮挡，

安装位置应充分考虑方便操控，能清楚地看到整个吊装过

程各处的位置。同时考虑出现紧急情况时司机的安全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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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操纵室的窗户应采用安全玻璃或等效材料制造，并

应安装雨雪清除器。 
1.2    安全装置 

（1）起重机应设置控制速度、转向和停止运转的设施， 
动力故障报警及保护设施。 

（2）平台固定起重机应配有相应安全限位器：起升高

度，最大、最小臂幅限位器和回转角度。限位器动作后， 
应发出自动警报通知同时切断运转动力， 将起重机和负荷

稳定在警报前的位置上。起重机应安装限位器越控开关并

有适当保护， 以防发生误动作。若需使用越控开关时， 必
须严格遵照操作手册中使用越控开关的规定。 

（3）起重机超负荷保护应在安全工作负荷内设定，达

到安全负荷应能有效保护。

（4）不同臂幅的起重机，应设有能自动显示在给定臂

幅上的最大安全工作负荷的指示器，并在实际负荷达到安

全工作负荷的 90% 时，应发出声、光报警，到安全工作

负荷的 100% 时自动切断运转。 
（5）在起重机司机座位附近，应安装一个应急停止开

关。当该开关动作时， 能使所有制动装置立即动作。应急

停止开关应涂以红色， 并应有标明开关位置的标记和防止

误操作的保护。由电动机驱动的起重机上， 该开关动作时

应能切断主电源。当主电源恢复供电后， 应确保在操纵杆

没回到空档位置之前， 电动机不能自动起动。 
（6）起重机应设有一个手动音响警告信号， 该信号应

区别于平台上所使用的其他信号。 
（7）起重机操纵室内应能保证司机与甲板上指挥员和

供应船之间联系的通信联系。

（8）在起重机吊臂顶端、旋转台顶端或当起重机处于

存放位置时的最高处应安装障碍灯。 
（9）驱动起重机运转的电动机应设有短路保护、欠电

压保护和过载保护。 
（10）柴油机： 
①驱动起重机运转的柴油机，其安全技术措施应符合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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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发动机废气管应伸出发动机防护罩外，并向远离操

作人员方向排出废气； 
③所有排气装置在正常运行中与人员可能接触的地方

应装防护罩； 
④柴油罐应装有加油口盖，防止柴油受到污染； 
⑤柴油罐应装有排污口。 
（11）吊钩上必须设有防止吊重意外脱钩的保护装置。 
（12）起重机消防器具的配置应符合相关规定。 
（13）每台起重机必须备有操作手册， 操作手册应至

少包括下列内容： 
①起重机设计、建造标准及安全操作指南； 
②起重机总图，图中应注明主要构件材料牌号、有关

焊接要求和无损探伤的范围；

③在正常作业和应急情况下，对诸如安全工作负荷、

安全工作力矩、最高限海况所对应的最大风速和最大波高、

设计温度和制动系统的所有限制说明； 
④起重机上所有活动零件及钢索的规格和材料等资料； 
⑤所有安全装置的操作说明，电气、液压、气动系统

和设备图纸； 
⑥维修及定期检查指南。 

（14）起重机司机和有关操作人员应持有资格证书，

没有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得进行操作。 

2    开机前的检查

每班工作前，司机必须按规定进行各项检查与保养后，

方可启动发电机。所有操控装置在发动机正常运行前，应

放在安全位置，不应启动。发动后应注意各部仪表指示是

否正常，是否有异响。

确认正常后应先试运转一次。运转时先接上主离合器

再按顺序扳动各机构的操纵杆，检查各系统是否工作正常，

制动系统是否安全有效，必要时应加以调整或检修。

3    起吊工作要求

（1）所有操作司机必须遵守相应起重机的安全操作规程。

（2）按操作规程开始操作，在起吊之前，能够清楚吊

物的实际重量，超过规定的安全载荷，禁止吊装。若不明

确重量，需要落实清楚后，在安全负荷内方可操控。

（3）吊装时，司机要时刻注意吊装过程的各状态，发

现问题应能及时用脚踩制动器踏板，严格控制吊物升降速

度及位置，避免吊钩到达顶点。

（4）吊具位置应栓挂在物品的重心处，避免在吊装过

程中出现物品重心偏移，导致其脱落。在进行两支点或交

叉起吊作业时，所使用的卡环、千斤绳、钢丝绳等索具，

应符合起重作业安全规定。

（5）挂吊钩时应封钩，吊具应牢靠栓挂，防止钢丝绳

脱离；在吊装不规则物件时避免损伤物件，应做好隔离防

护，在物件与钢丝绳间垫上橡胶或软垫。吊装大型物件时，

应安装防溜绳。

（6）细长物件在吊装时，应计算好吊装点位置，可参

照以下要求执行：

①单点起吊时，吊点位于全杆长×0.3 的位置。

②双支点起吊时，吊点位于杆件全长×0.21 的位置。

③单、双支点起吊，应由技术人员计算确定其支点数

和吊点位置，以确保物件强度和刚度的允许值在超过起吊

安全时，安全吊装。

（7）当物件备提升至吊装面 10~20cm 处时，先进行

检查，确认各系统运行正常后，方可继续吊装提升。

（8）重物应均匀缓慢下降，在确定物件平稳牢靠落下

后再松钩，避免物件翻倒造成人员伤害。

（9）起吊重物下落时动作应缓慢，严禁自由下落。

（10）起吊在满负荷或接近满负荷时，严禁降落臂杆

或同时进行 2 个动作。

（11）在吊装货物时，人员应远离索具以及索具受力

方向，特别是不能在受力索具内侧停留。

（12）指挥人员应由技术熟练、懂得起重机械性能的

人担任，并取得起重司索指挥证，其应站在能照顾到整

体工作的位置上，视野开阔，所发信号标准统一，做到

正确、清楚。

（13）起重司机应听从指挥人员指挥，应专心操作，

禁止与其他人员交谈。发现起吊出现问题时，必须由指挥

人员处理，特殊紧急情况除外。

（14）在吊装货物时，货物上下严禁站人，起重机械

涉及回转区域内禁止站人，当吊装过程遇到问题时，不准

将头伸进道吊物下方观察情况。

（15）起吊物件时禁止吊装重量不明的物件。

（16）当吊装货物出现旋转时，应将其提升到距离所

要触碰的障碍物 0.5m 之上，避免发生触碰。

（17）吊装货物时应使用防旋转钢丝绳，若钢丝绳出

现扭结、形变、钢丝断裂、锈蚀等现象，应及时采取维修

措施，确保各属具及配件处于完好状态。卡环的受力方向

应在长度方向上，预防销子滑脱，应确保抽销卡环完好，

严禁使用有缺陷的卡环。

（18）配有大小钩的起重机械，双钩不能同时各自吊

装货物。

（19）需要 2 台起重机械共同吊装货物时，应提前制

定技术措施，技术交底，统一指挥。起吊重量不应超过单

机允许重量的 80%，密切配合，起吊动作协调一致。

（20）工作完毕后，应关闭发动机，操纵杆放到空档

位置，将各制动器刹死。冬季应将冷却水放尽，并将驾驶

室门窗锁好。

4    维护保养

起重机械维护保养按例行保养和两级保养要求执行，

保养过程发现问题及时记录在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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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例行保养（每班一次）
（1）检查各处润滑情况，确保运动摩擦面有良好的润

滑条件；

（2）检查吊机附近有无障碍物，是否影响工作；

（3）检查吊机各部件连接处是否渗漏或螺栓是否松动；

（4）检查钢丝绳是否完好；

（5）检查油箱油位是否在 1/2 ～ 2/3 处；

（6）检查操纵系统、管路、油箱及变幅缸有无渗漏现象；

（7）检查吊钩、限位器工作是否可靠；

（8）检查控制室压力表指示是否正常；

（9）检查控制箱线路、仪表、按钮是否正常；

（10）工作时，油温最高不超过 60℃，起重量和工作

幅度在规定范围内，检查油泵、电机、马达有无异常声音；

（11）做好设备本体清洁工作；

（12）做好维保记录。

4.2    一级保养（累计运行 100h 后进行）
（1）完成例保内容；

（2）给钢丝绳加润滑油脂；

（3）各摩擦面、轴承、滑轮和销轴处加注润滑油脂；

（4）更换起升机构机油；

（5）做好维保记录。

4.3    二级保养（累计运行 500h 后进行）
（1）完成一级保养内容；

（2）清洗或更换滤油器滤芯；

（3）检查液压油油质，必要时更换液压油；

（4）电动机添加润滑脂；

（5）检查电动机及液压泵联轴器、弹性胶圈，必要时

进行更换；

（6）更换高压输油胶管及各连结部位胶圈；

（7）做好维保记录。

5    试验及检验

5.1    试验
（1）起重机首次使用前，应按表 2 进行试验。使用过

程每 4 年按此要求吊重试验一次。

（2）应按照经检验机构认可的试验程序和要求执行，

同时需要检验机构人员到现场确认。

（3）试验时吊臂应操控移动至所规定的最大臂幅处。

试验的重物应悬挂在吊钩或其他吊具上，重物应有资质单位

出具的质量证明，试验时吊离保持悬挂时间应大于 5min。 
（4）在试验负荷下对起重机进行匀速缓慢提升、回转

和变幅测试，同时试验还包括起升、回转和变幅机构的制

动是否有效。 
（5）对安全工作负荷与臂幅对应的起重机，应在各试

验负荷下进行试验。 
（6）进行动作试验的安全装置包含超负荷保护和超力

矩保护。 
（7）任何情况下试验负荷均应大于 1.1 倍的安全工作

负荷。在液压起重机试验负荷不足时，经使用方批准可减

少试验负荷。

（8）起重机在超负荷试验完成后，需要对其进行安全

工作负荷下的各种操作试验，包含起升、回转、变幅的运

转情况，超负荷效能、负荷指示器和限位器等处于有效运

行状态。 
（9）起重机械在完成试验后，需要对各系统及索具全

面检查，不应有裂纹、永久变形或对其安全有影响的缺陷。  
5.2    起重机的检验

起重机实行年度检验，主要内容有：主体结构、司机室、

液压系统、动力设备、活动零部件、电气系统、安全防护、

设备试验、无损检测和动态试验。

由具备海上石油专业设备检验资质的检验单位进行试

验及检验工作，经试验和检验合格后的起重机应打上标记，

并由检验机构签发有关检验簿和证书。

6    结语

固定平台起重机械安全使用管理方法的应用，从起重

机械的选型到后期的使用，全过程按要求执行，提前发现

设备隐患及人员的不安全行为，针对设备隐患采取相应的

措施解决，针对人员的不安全行为进行教育培训，能够避

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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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起重机械保养记录表

起重机械保养记录

日
期

保养发现问题 采取的
措施

保养
人

验收
人

备
注例行保养 一级保养 二级保养

表 2    起重机首次使用试验要求

试验负荷

安全工作负荷 SWL/kN（t） 试验负荷 / kN（t）

SWL ≤ 196(20) 1.25×SWL

196(20) ＜ SWL ≤ 490(50) SWL ＋ 49(5) SWL
＞ 490(50) 

1.1×SW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