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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一座老牌地级工业强市，湘潭市下辖 2 区 3 县

（市），总面积 5006km2，常住人口 272.6 万。但随着我国

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

部署的提出和实施，近年来，湘潭市的特种设备数量却

相对较多，特别是起重机械，是工业生产活动中必不可

少的生产设备。作为八大类特种设备之一的起重机械在

生产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

也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和风险。本文旨在通过调研、数据

分析、检验问题统计，以更好地研究湘潭市起重机使用

管理情况，查找出存在的问题，研究有针对性的措施和

对策，减少事故的发生，加强对安全风险的防范，保证

起重机械的安全运行。

1    湘潭市起重机整体情况统计分析

1.1    起重机总量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15 日，湘潭市起重机数量在册总

数 6644 台，其中在用数 5131 台，停用数 1513 台，在用

设备占比 77.2%。起重机使用单位数量 1062 个。

1.2    起重机在特种设备中的占比情况
湘潭市特种设备总量 28883 台套，其中锅炉

455 台，压力容器 5462 台，电梯 14075 台，场（厂）

内机动车辆 2190 台，游乐设施 63 台，客运索道

1 条。起重机械占特种设备总数量的 23%，占机

电类设备总量的 23.3%。

1.3    起重机类别情况统计
根据国家《特种设备目录》（2014 年第 114

号公告）规定，纳入特种设备管理的有 9 大类、

25个品种，湘潭市起重机现在用起重机有7大类、

18 个品种。其中：

（1）7 大类起重机数量分布：桥式起重机

4354 台，门式起重机 457 台，塔式起重机 5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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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地级工业城市（湘潭市）的起重机械进行统计分析（所有数据统计至 2022 年 6 月 15 日，
下同），指出起重机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各类问题的占比，分析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而，对所存在的问题
进行原因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和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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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式起重机 8 台，门座式起重机 17 台，升降机 1 台，

机械式停车设备 22 组。

（2）18 个品种起重机数量分布：通用桥式起重机

1228 台，防爆桥式起重机 13 台，绝缘桥式起重机 1 台，

冶金桥式起重机 49 台，电动单梁起重机 3063 台，电动

葫芦桥式起重机 264 台，通用门式起重机 68 台，轨道式

集装箱门式起重机 1 台，电动葫芦门式起重机 386 台，

架桥机 2 台，普通塔式起重机 5 台，履带起重机 5 台，

集装箱正面吊运起重机 3 台，铁路起重机 1 台，门座起

重机 17 台，固定式起重机 17 台，施工升降机 1 台，机

械式停车设备 22 组。

2    起重机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结合在实际检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对 116 家使用

单位的 505 台起重机检验情况进行了统计，共有问题

1204 条，统计归纳为 43 类。

2.1    问题数量统计
按照问题出现次数统计排名，前 10 名情况如表所示。

2.2    风险分析
根据问题出现的次数、危险程度，分析其可能面临

表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15 日问题数量统计表

序
号

检验时发现的问题
出现次
数 / 次

所占比例
/％

1 起重机遥控器、控制手柄无急停开关，未不符合要求 301 25.0

2 未按总局 [2021]16 号文要求加装“双高度限位” 171 14.2

3 无起质量限制器或起质量限制器失效 129 10.7

4 起重机大车限位失效 79 6.6

5 起重机吊钩防脱钩装置失效 73 6.0

6 起重机防碰装置失效 69 5.7

7 未按要求办理使用登记证 45 3.7

8 起重机接地不符合要求，无专用接地滑线 41 3.4

9 起重机无失压保护 40 3.3

10 起重机钢丝绳断丝超标、绳芯挤出或其他缺陷 39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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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2.1    设备本体稳定性风险

起重机基础失稳，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轻

则导致起重机运行异常、车体振动和抖动等，严重时，

会导致起重机整体倾覆、坠落事故的发生，是严重的安

全风险。其表现形式：对于桥式类起重机主要是起重机砖

混立柱结构开裂或倾斜、轨道固定不牢靠（如鱼尾板松

动）、支撑腿受力不均等；对于门式起重机，主要是轨道

基础未按照设计图纸施工，对预埋件未能有效监督检查

施工情况，可造成起重机基础失稳；对于流动式起重机，

主要是在作业时支腿伸出后支承面承压强度不够，可造

成起重机倾翻事故。

2.2.2    设备本体安全性风险

（1）起重机安全保护装置缺失或失效。

（2）起重机操作装置未按要求配置、功能失效。

（3）使用单位未按国家要求增加相关安全装置，提

高起重机本质安全性能。

2.2.3    设备本体失控风险

起重机的起升机构提升力矩不足、制动力不足（含

溜钩）或制动失效，易造成吊物坠落事故。运行机构制

动力不足、制动失效和两侧端梁运行不同步，易造成起

重机碰撞、越程、脱轨，甚至冲出轨道等事故。

2.2.4    设备伤人风险

起重机安全保护和防护设施缺失或失效，如：对于

司机室操作的起重机，通道口连锁装置失效，可能造

成人员登机时碰撞、挤压风险；对于需经常性在起重机

本体上进行检查维修的走台，防护栏杆缺失、锈蚀或

损坏后会造成检修人员坠落或挤压风险；有的起重机走

台损坏后未用金属焊补，而是用木板铺垫，既不安全，

也不能防火，加之木板未固定，易造成检修人员踩空

或陷落事故。

2.2.5    管理缺失风险

使用单位未建立安全管理制度、未按照要求逐台建

立安全技术档案、未制定安全操作规程、未建立维护保

养制度、未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和进行应急救援演练、未

进行安全培训、未按期申报检验、未进行全面检查等，

存在无据可依、无章可循、管理随意的问题，事故发生

概率大大增加。

2.2.6    法律责任风险

未按照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等要求，未能履行

法定义务，存在较大的法律责任风险。如：将起重机进行

移装，更换安装位置，或改变控制方式（如驾操改为遥

控方式），或更换主要受力结构件（如主梁）、主要部件（如

起升机构）等，不按规定向特种设备监督管理机构办理

告知手续，不及时向检验机构申报检验等，会受到立案

查处、行政处罚。未建立安全技术档案、未张贴使用标志、

未及时办理使用登记证和未按时限要求申报检验等，此

类情况较多。

3    解决问题对策探讨

3.1    管理方面

3.1.1    强化使用单位主体责任，增加主要负责人安全意识

定期组织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管理层人员进行特

种设备安全培训，最好结合安全月每年组织一次。培训

时长：宜在半天内；培训方式：集中授课 + 事故警示教育

+ 考核发证（为提高参与积极性，达到培训效果，考核

合格的颁发培训证书，增加仪式感）；培训内容：最新法

律法规内容 + 最新安全要求 + 当前形势分析。

3.1.2    督促建立安全管理制度，解决有章可循的有效依据

起重机使用中，安全管理制度缺失或内容不完善的

情况较多，特别是偏远地区、单台设备等，使用单位没

有建立安全管理制度，或不会建立安全管理制度。为有

效解决此问题，应采取“三多”方式有序推进落实：

（1）多途径宣传。可采用集中培训授课指导，或发

放宣传资料，或微信公众号、自媒体等途径，督促企业

建立好安全管理制度。

（2）多方式引导。安装时由施工单位进行协助建立，

使用时由维保单位辅助完善，检查时由相关人员督促落实。

（3）多方面推进。使用单位自行排查整改，所在地

社区街道上门督导，市场监督管理所检查推进，县市区

监察机构抽查指导，市局双随机督查督促。

3.1.3    设置专职安全管理机构，明确尽责履职的管理

人员

对于按照规定需设置安全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

的，必须以文件的形式公布，并明确职责。对于无需设

置专门安全管理机构的，使用单位应指定哪个部门负责，

明确相关管理人员，也宜采用文件的形式公布，并在相

应场所进行公示上墙，以便于相关人员落实主体责任，

履职尽责，也便于查验与检查。

3.1.4    设立专项资金列支计划，保证必要的安全投入

经费

提早制定来年起重机维保、技术改造、检验检测、

故障修理和应急救援（含应急演练）等费用支出计划；实

行专款专用，专人管理负责；根据设备使用年限、使用状

况、老旧情况、能耗情况，有计划地增加安全投入，淘

汰达到报废年限、安全状况较差的设备。

3.2    安全方面

3.2.1    实行“三定”原则，即定人定岗定责

部分工厂内各类作业人员繁多，操作起重机人员不

固定。为保证使用安全，使用单位应对起重机操作实行

定人定设备，且经过培训合格后方可操作，并将岗位职责、

操作规程置于明显的场所，控制装置专人保管，防止无



安全与生产 2022 年    第 27 期

76

中国机械

关人员私自操作。

3.2.2    实施“巡查 + 抽查”检查方式，即定期巡查和随

时抽查

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定期到生产现场巡查起重机使

用情况，检查操作人员是否按照操作规程作业，现场纠正

违章作业行为，发现安全隐患，有权停止起重机使用，并

及时向上级报告。使用单位主管领导或主要负责人，应随

时抽查现场使用情况，了解起重机安全状况及检验情况。

3.2.3    落实“一前一后”检查制度，即作业前和作业后

检查制度

保证起重机使用安全，在作业前和作业后进行安全

检查是必不可少的，并应当形成检查记录。作业前要重

点关注安全保护装置是否有效，仔细检查制动器、吊钩、

钢丝绳等安全状态。作业后，要检查起重机电源是否断开，

起重机停放是否在指定位置，吊钩离地距离，以及控制

装置是否上交或上锁。

3.2.4    建立“维保日”制度，即根据生产情况定期检修

使用单位宜设立“维保日”或“检修日”，当生产设

备需要停机检查或检修时，起重机也一并停下进行维护

保养和全面检查，并应做好相应记录，存入安全技术档案。

3.3    人员方面
一是按规定需要取得相应资格的，必须取得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资质，且应具有相应项目资质并

被使用单位聘用，其证件操作代号应与所操作设备相匹

配，证件必须在合格有效期内，证件必须随身携带（如

有专人管理，且能随时查阅到，可统一存放在办公室）。

二是对于未强制要求取得相应资格的，使用单位如

有条件，作业人员也应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

发的资质，如有难度，也可自行培训，但应当进行考核，

并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上岗前也宜颁发考核合

格证（使用单位可自行制作）或以文件的形式进行发布。

三是应加强作业人员证件管理，对于监管部门颁发

的证件，应当及时填写聘用记录和聘用时间，且加盖公章；

对于企业自行颁发的合格证，应当存档，并建立台账管理。

3.4    检验方面
一是严格执行检验规范。检验机构全体检验员应熟

记检验规范、标准条文，正确理解精髓要义，做到严格

执行检验规范，认真仔细，判断准确，尽职履责，不断

积累工作经验，把好起重机安全技术关，在安全环节

做到不放过安全隐患，不放松标准要求，不为难企业 
单位。

二是发挥技术作用。发现问题是基础，解决问题是

服务，消除隐患是职责，保证安全是目的，检验机构既

要发现安全隐患及存在的问题，也应为企业在技术支持

方面提供必要的解决方案和建议，帮助企业落实整改，

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三是督促指导落实。对检验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隐患，

要尽快提醒、督促企业进行整改落实，将安全隐患及早

排除，并将所有问题整改到位。

4    结语

（1）起重机“大吨小标”处理对策如下：

一是技术核验。请专业的技术机构或组织专家进行

核验，通过查阅资料、技术勘察确定是否为 2.8t、2.95t，
对于私自改造的和不能提供相关资料的，立即查封，并

立案调查。

二是追本溯源。对于进行了私自改造的，追查改造

施工单位，进行警示约谈或立案调查；对于新装销售的，

检查其销售记录和台账，进行警示约谈。

三是资料核验。对于提供了 2.8t、2.95t 产品合格证

等质量证明文件的，如对其真实性有质疑，将资料寄往

当地特种设备监察机构协查，或将资料函告寄往制造厂

家确认核实；对于资料存伪的，立案调查。

四是建立征信。对于私自改造、提供假材料的，予

以曝光通报，列入征信记录，必要时移送公安机关。

（2）对于确需降量使用的处理建议：对于确需降量（至

3t 以下）使用的起重机，应先办理施工告知，由具备改

造资质的单位进行改造完成，安全性能符合要求，更改

铭牌及相关资料，且办理使用登记注销后，才能取消对

此类起重机的监管。

（3）淘汰产品处理对策如下：

一是遇有国家明令淘汰和落后产品，要坚决予以拆

除、或报废处理；（《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特

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使用取得许可生产并经检验合格

的特种设备。）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和已经报废的特

种设备。

二是做好企业的解释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三是帮助企业提出更换建议，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提供优质服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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