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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保障工程项目建设和工业生产线顺利运行的先决条

件在于机械设备的健康使用，因此需要加强对机械设备

质量与性能的控制，这就需要在机械设备安装过程当中，

不断提升监督管理水平，提升机械设备安装工艺技术。

通过多种有效手段，综合提升机械设备安装的质量，通

过合理的设备检测与调试来确保机械设备的各项性能参

数符合供应生产的要求。

1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概述

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当中，使用到的机械设备的

不同组件和零件往往来自不同的生产厂家，这是现代

工业体系不断完善的结果。在同一设备中对不同的零

部件采取的是不同的质量标准要求，因此机械设备的

安装需要通过对不同零部件的分别配置实现整体设备

的稳定运行。在安装之前需要对零件进行精密的组装

设计，以此来确保安装工程能够顺利进行，在安装过

程当中需要不断进行质量控制与设备调试，保证安装

完成的机械设备能够顺利运行。随着现代工业体系中

对设备的质量要求标准不断提高，人们需要在机械设

备安装中加强对设备质量的控制，以此来保障在后续

工业生产过程当中，机械设备能够降低维修成本，提

高使用效率，提升工业质量。机械设备安装需要在特

定的施工场所中进行，由专业人员使用科学的安装工

具和仪器，将对应的零件配置到设备上的指定位置，

尤其是在调试工作中，需要采用一系列专业仪器对机

械装置的各项参数进行检测，只有调试成果完全符合

设备运行的需求和工业生产的需求，才能将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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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械设备安装中常见技术问题

2.1  设备装配偏差

机械工程设备中不同部分的组件担负的性能要求和

生产作用是不一样的，这使得机械工程设备的组件种类

相对而言较为复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设备安装

的难度。由于许多部分的组件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使用

的连接零部件如螺栓、螺母等尺寸接近，常常出现螺栓

与螺母安装失误的问题，尤其是螺栓和螺母之间的连接

紧密程度容易出现问题。通常来讲螺栓与螺母的连接主

要作用在于导电，在安装过程当中，需要对其导电性能

进行测试，防止连接不紧密引发的电阻增加问题。不同

组件的齿轮咬合也是直接影响设备性能的重要问题，在

设备装配过程中，这些零件一旦出现偏差将会使设备的

安装质量下降，导致设备在后续运行过程当中出现各种

各样的故障。在实际安装过程中可能存在零部件因外界

温度变化过大而产生的热胀冷缩现象，这将导致零件的

尺寸发生细微的改变，零部件之间的咬合松紧度也会发

生变化。一旦齿轮咬合无法达到标准要求或是螺母安装

不够紧密，就会导致设备安装的密封性出现严重故障，

这也会影响后续机械设备的维修。由于各个组件之间存

在紧密的联系，一个部件安装出现偏差，将会导致整个

设备的运行系统都出现故障，设备装配偏差问题往往是

影响机械设备安装质量的主要因素。

2.2    安装受力不均

机械设备不同组件的安装需要承受一定的装配负

荷，在组装过程中，随着装配荷载力的不断加大，零部

件的安装精度也容易受到影响，导致零部件的实际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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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装配设计标准之间出现偏差。最常见的受力不均

问题出现在工程泵安装中，工程泵的安装需要确保各个

部分连接的密封性，通常采用自上而下的安装顺序，将

做好密封保护措施的零件按照设计组装完成，以此来避

免工程泵的整个系统出现漏气问题。实际安装过程当中

一旦安装顺序出现失误，则会导致工程泵系统内部压力

发生变化，这将会对工程泵系统的运行产生不良影响。

除此之外，在安装具有旋臂转动结构的设备组件时，受

到零部件自身重力的影响，常常在安装完成后产生不易

发现的前倾，这将使零部件之间出现剪切力，导致零部

件受损。在实际运行过程当中各个零部件也会不断受力，

随着受力的增大，在安装时就埋下的受力不均隐患也将

被不断放大，进而产生严重的运行故障。

3    机械设备安装质量控制措施

3.1    准备阶段质量控制措施
在机械设备安装施工开始之前需要做好全部的准备

工作，在准备阶段应当确定设备安装完成的交付时间，

对设备安装需要的原材料进行采购并与供应商保持联

系。同时要派专人检查设备安装现场的环境情况，明确

设备安装后的使用环境，以此为标准制订相应的质量监

督管理制度，为机械设备的安装准备完备的科学工具。

相关人员应做好装备安装的准备，尽可能减少由人为因

素引起的装备问题。对于安装机械设备人员来说，应严

格要求自身佩戴，防止金属件损害机械设备。

在设备原材料供应选择方面需要将每一类型材料做

好登记归档，详细清点数量并做好性能与质量参数检测

后办理交接程序，确保每一台机械设备的安装零件和其

他部件数量符合设备安装需求。同时也要对运送来的设

备外观和零部件做好确认，在材料交接的全过程中应当

做好记录并检查与设备一同运送来的合格证书，通过核

对设备与材料的型号参数等确保材料准备完善。在开工

之前应当确认所有的原材料符合设备安装的国家质量检

测要求，符合行业内安装工程需求，若存在材料来源模

糊不清或替代使用的情况，则需要取得设计人员和第三

方有关部门的许可后再开始施工。

做好原材料的准备后，应当重新核对安装图纸和施

工验收规范，对设备自身的各项尺寸数据进行测量，对

原材料的尺寸也需要重新测量，为后续施工的预埋件和

预留孔位置做好准备。尤其是预埋螺栓的高度和长度都

要重新做好验收，将每一项数据记录并整理成册，确保

测量数据准确性的同时为后续安装提供参考。

3.2    安装阶段质量控制措施

3.2.1    机械设备就位

机械设备就位指的是将需要安装的机械设备放在预

先设置的安装位置，这一处位置应当确保人力安装操作

和机械安装能够顺利运行，确保各类安装所需材料能够

快速运送至安装现场。对于体积格外庞大的机械设备需

要利用吊车将机械设备吊放到对应位置，在起吊之前需

要做好设备的保护工作，通过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机械设

备能够顺利落地，通过加垫木板等方式可以防止设备外

观受到破坏。在起吊之前应当选用受力性能合格的钢丝

与绳索，在保证机械设备能够顺利起吊的同时不破坏机

械设备的表面。现场除吊车操作人员之外还应当配备指

挥人员，尽可能实现一次成功。在起吊过程当中必须保

证设备稳定，避免设备与周围物体发生碰撞或是在地面

反复拖拽。

3.2.2    机械设备找正

在机械设备放置完成后需要根据安装设计对机械设

备的中心线做校准，综合考虑安装方便的需求和设备维

护与检修的便利等因素确定设备与设计中的安装中心线

能够重合。通常来讲机械设备找正应当与设计人员和技

术人员共同确认，根据设备的使用规范与设计规范综合

确定找正位置，以便设备后续的顺利运行。如边界尺寸

找正方式和水平度找正方式，其中，前者可保证各设备

能够完全处在指定位置上，而后者则能保证设备在水平

方向上保持一致。通过这两种方式的运用，才能确保设

备的安装平稳性。在缺乏有关规范指标时，可以选择用

简单的几何作图方式确认设备中心点。

3.2.3    机械设备校准

机械设备放置找正完成后，在安装与测试之前需要

重新对机械设备的高度水平进行校准，使用更加精密的

测量仪器确保机械设备中的各个部分达到水平要求。合

理使用螺栓与螺母对校准完成的设备做好固定，确保机

械设备在后续的安装与使用过程当中保持水平稳定，避

免设备产生移动而损坏表面或是导致内部构件发生碰

撞。此时需要通过与设计数据和使用标准数据进行对照

的方式反复测量，取得更精准的测量数据。

3.2.4    机械设备润滑

以上工作完成之后，需要对各个零部件做好润滑处

理。首先应当将已经安装完成的零部件擦拭干净，处理

掉附着的灰尘与油污。而后选择符合设备需求的润滑油，

将其加入对应位置，达到符合机械设备使用标准的油位。

在润滑过程中需要对润滑油的品牌与型号以及使用量做

好记录，以备后续设备维修和日常养护使用。可以采用

性能更优质的润滑脂来对工程机械设备进行润滑，因为

该润滑产品与传统润滑油相比操作简便、使用期限长。

3.3    检测阶段质量控制措施
检测阶段需要对安装完成的机械设备做试运转处

理，在试运转过程中发现安装阶段存在技术问题和故障

操作时，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做好调整，以此来避免机械

设备投入使用后产生严重的运行故障，从根本上保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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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安全稳定运行，提升机械设备的安装质量。在机械

设备调试运行过程当中，有关工作人员需要分别对设备

进行几次不同的试运行操作，并记录对应的数据加以分

析。第一次运行应当是设备空载状态下的运转工作，并

通过分次增加负荷的方式测量各个零部件的受力情况。

第二次试运行则是分别对单机设备进行调试，在确保单

机设备运行顺畅的情况下做好整体设备系统的联动测

试。第三次试运行中需要对设备的声音和平稳性进行测

试，尤其是设备的出气口和工程泵的压力情况，以及不

同位置的温度都要进行测量，并将采集得来的数据做综

合评估，以此为设备安装质量提供保障。

3.4    验收阶段质量控制措施
通常来讲，做好设备的试运行与调试工作后，机械

设备就进入了可以正常使用的状态，但为了使机械设备

在后续运行过程当中节省维修成本，保障生产效率，还

要对其进行一次验收检测。根据设备使用的生产线上的

日常工作量对机械设备作标准化验收检测，同时对设备

出具科学规范的检测报告以及出厂证明，保证设备外观

与内部构建的完整。对设备内部的隐蔽部件再次进行检

查，确保结构安装误差在设计的可控范围内，同时对隐

蔽部位进行再次清洁，确保没有渗漏的油污以及遗漏的

细小零部件。

4    加强机械设备安装质量的管理措施

4.1    加强人员培训
机械设备安装企业需要对每一位施工人员进行岗前

培训，通过加强技术训练的方式，来确保每一位施工人

员能够充分了解在安装工程中各类机械设备的内部基础

构造，了解使用到的每一处零部件的性能与其具体的安

装工艺。国家制定的有关设备安装标准与行业内的施工

标准，都应当通过培训使施工人员有完整的了解。除此

之外，在技术培训之余也要加强施工安全教育，综合提

升施工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使每一位工程建设人员都

能具有职业道德感，了解机械设备安装对于工业生产的

重要性，也要了解在安装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潜在危险。

保障机械设备安装质量提高的同时确保安装工程降低事

故发生的频率。

4.2    规范安装流程
在机械设备安装的每一个环节中，不同零部件的安

装顺序都会直接影响到安装结果，影响到机械设备在后

续验收与使用中的运行效果，一旦机械设备的安装流程

出现错误，则会导致机械设备在验收时不能通过出厂检

查，这将导致返工，造成不必要的成本支出，也会导致

交工时间受到不良影响，对安装企业的口碑和信誉都将

造成破坏。因此需要在安装之前确认整体安装流程，在

每一个环节的安装操作开始之前，确定每一个零部件的

安装顺序，以此来有效提升机械设备正确安装的效率，

使每一个构件的安装符合要求。通过制订完善的施工计

划并对不同设备安装环节的零部件进行清点和核对，确

保设备安装符合工程计划。

4.3    加强监督管理
在机械设备安装中，需要制订出一套完整的质量监

督管理体系，通过完善的制度设立来增强安装人员的质

量把控意识和责任心，通过对每一位技术人员进行责任

落实的方式来约束施工人员的行为。同时也要加强施工

现场管理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通过加强与技术人员和

施工人员的联系来做好施工中的质量规划和技术指导。

对不同施工班组的责任应当有严格的落实措施，以此来

加强工程中的质量检查，确保在后续验收中发生任何问

题都能够做出具有针对性的返工维修措施，对每一环节

的安装标准做量化分析，保证整个机械设备安装工程达

到运行质量标准。

5  结语

对于工业生产而言，机械设备的安装是至关重要

的环节，设备安装后的效果直接影响生产线上生产的

质量，也与整个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直接的联系。由

于许多机械设备体积庞大，安装工艺复杂，对安装技

术的要求十分高，在安装过程当中，应当实现有效的

质量控制管理，通过对安装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有效把

控来综合提高机械设备安装水平，提高设备的运行效

率和生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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