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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化工生产工作较为复杂，需要多项机械设备作为支

撑，才能够实现高效率、安全化的生产目标，所以需要

合理安装机械设备，使其能够充分发挥基本功能，并确

保设备运行的稳定性与安全性。但是，结合部分化工企

业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化工机械设备安装工作中依然存

在着一些问题，从而导致设备无法正常运行，不仅影响

化工企业的生产效率，还会造成安全事故隐患，所以需

要加强对安装工艺的优化与改进，确保化工机械设备的

安装质量。

1    化工机械设备安装工作简要分析

化工机械设备安装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是保证化

工机械设备能够正常运转的前提，是促进化工生产质量

提升的重要方式。化工机械设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

括许多构件与设施，对于安装技术具有较高的水平要求。

同时，化工机械设备安装工程对于安装人员的技术水平

有着很高的要求，任何微小的失误都将导致化工机械设

备出现质量隐患。为此，需要加强化工机械设备安装工

作的优化，提高化工机械设备运行安全性，使其能够顺

利完成化工生产任务。

结合当前的化工生产现状来看，机械设备具有重要

的作用，是完成化工生产的基础设施，能够直接影响化

工生产效率与安全性，所以需要做好化工设备安装工作，

采用科学的安装方式，明确当前安装工艺存在的问题，

进而对安装措施进行优化，推动安装技术创新 [1]，确保

安装技术符合相关规定，并明确安装技术规范。

2    当前化工机械设备安装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合部分化工企业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化工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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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较为复杂，在缺乏合理管控的情况下，安装工

作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导致安装质量无法得以充分保障，

从而使得化工机械设备在后续应用过程中出现问题。存

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如下几项。

2.1    安装工艺问题
化工机械设备内部具有多个细小的构件，不同构件

主要依靠齿轮、螺栓等咬合和连接。连接或咬合出现偏

差，就会导致化工机械设备质量受到影响。在国家和行

业的相关规定中，针对化工机械设备的安装精准度有着

严格的要求。但是，安装过程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如果没有及时管控，会导致零部件出现质量问题，从而

导致故障的发生。

与此同时，安装环境对于设备安装质量也会产生影

响，比如环境中的温度、湿度以及压力等因素。以温度

因素为例，由于零部件会因为温度出现热胀冷缩问题，

特别是在齿轮咬合紧密性方面。齿轮构件在咬合安装时

需要采用升温的处理措施提高齿轮的膨胀度，从而使其

咬合更加紧密，但是在安装结束后，温度恢复正常，就

容易出现质量问题。

2.2    设备受力问题
化工机械设备在安装过程中，化工机械设备的零部

件自身结构重量、安装施加荷载以及其他荷载等会导致

零部件出现受力不均匀的问题，从而严重影响安装精准

性。例如，在化工机械泵的安装过程中，因为采用的安

全技术不科学，会导致化工机械泵内部压力不符合标准，

从而在内部压力与外部压力的影响下，导致化工机械泵

设施的密封装置受力不均问题发生，导致化工机械泵难

以正常运行。此外，在部分携带悬臂转动结构的化工机

械设备中，安装后会受到不均匀力的作用，导致前倾问

题发生；在内部剪切力的影响下，使得化工机械设备安

装质量不符合标准规定。受力不均匀问题的发生，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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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没有全面考虑所采用的机械工程设备安装技术，

只考虑到了部分受力情况，忽略了对整体受力的把控 [2]。

2.3    设备振动问题
化工机械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振动。振

动是设备运行中的必然现象，振动幅度过大的异常工况

除外。如果设备运行振动过于激烈，会使得内部构件出

现松动或被破坏的问题。化工机械设备在安装时，需要

根据导致设备运行振动发生的因素进行相应处理，从而

提高零部件承受设备运行振动应力的能力，防止因振动

导致设备出现运行问题。因此，所采用的设备安装技术

需要融合一定的防振动技术措施，防止化工机械设备在

运行过程中出现振动过大及其引发的异常问题，有效减

少化工机械设备安装中存在的隐患。

3    化工机械设备安装的优化策略分析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知，化工机械设备安装工艺

较为复杂，存在着多项影响安装质量的因素，外加缺乏

安装技术创新、缺乏管控等因素，导致许多化工企业的

机械设备在后期运行中出现问题，影响化工生产的效率

与质量。采用科学的安装工艺，加强对化工机械设备安

装技术的创新，才能确保化工机械设备的整体安装质量，

从而提升化工生产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改进化工机械设

备安装的基本方法如图所示。

3.1    强化安装准备，为后续安装打下基础
准备工作是保障化工机械设备安装工作顺利开展的

前提，所以在准备工作中需要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提升

化工机械设备安装质量。首先，在化工机械设备安装前，

需要完成图纸验收，明确图纸中机械设备的设计参数，

例如极限偏差、水平高度以及其他公差数据等。其次，

需要完成技术交底，确保化工机械设备安装每个环节所

采用的技术工艺能够达到质量要求，如果不能达到则需

采取其他安装技术，并开展技术研讨。再次，需要开展

严格的基础零部件质量验收工作，包括零部件的尺寸、

规格，螺栓的长度、螺纹表面清洁度等，确保每一项

质量检测都能够达到安装标准，如果存在问题则需要

提前处理并开展二次检测，确保所采用的基础零部件质

量合格，不会对化工机械设备安装整体质量造成影响。

最后，在化工机械设备以及相关材料到达安装作业现

场后，需要查验质量检测报告、合格证书和出厂说明等，

从而保证零部件在出厂后不存在问题，质量全部符合

规定 [3]。

3.2    加强安装质量管控，确保安装质量合格
在化工机械设备安装过程中，过程管控是核心内容，

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为了确保化工机械设备安装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需要做好安装化工机械设备的就位核查工作。因为大部

分化工机械设备较重，所以在安装前需要采用机械搬运

的方式放置在指定位置。如果采用起吊方式，需要确定

化工机械设备的最佳承重点，防止运输过程中出现问题。

化工机械设备在运输过程中需要做好外部保护措施，防

止运输过程中被损坏。

（2）在化工机械设备找正方面，在被安装设备零部

件就位完成后，需要开展找正工作。因为采用运输设备

所放置的位置不够精准，所以需要通过找正工序使其位

置更加精准。采用边界尺寸找正方式和水平度找正方式，

都能够确定化工机械设备零部件的精准位置。

（3）化工机械设备安装过程中，需要做好零部件润

滑处理。如果零部件表面不够润滑，会因安装过程中的

摩擦力被损坏。所以，使用润滑油对零部件进行处理，

是提高化工机械设备安装质量的有效措施。

3.3    制订安装技术规范，加强技术应用管理
针对当前部分化工机械设备安装工程中施工人员作

业操作不规范的问题，为了提高化工机械设备安装施工

质量，必须加强作业规范性的监督管理。首先，施工单

位需要成立作业监督管理部门，对化工机械设备安装施

工全过程开展监督和管理工作。管理人员需要熟悉各项

施工作业标准和规定，在发现施工人员存在不规范作业

行为时需要立即指出并给予指导意见。如果因施工人员

的不规范作业导致化工机械设备受到损坏，或引起其他

问题，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处罚。其次，施工单位需要

制订完善的化工机械设备安装作业技术规范，并加强教

育培训，确保施工人员能够明确掌握各项安装作业的标

准。提高施工人员作业规范意识和质量控制意识，是提

高化工机械设备安装施工质量的根本性措施 [4]。

3.4    优化调试流程，加强设备调试管理
为了确保设备能够正常运行，符合安全生产的基本

要求，在化工机械设备安装完成后，需要进行科学的调

试工作。在首次调试过程中，需要做好设备的整体运行

调试，以掌握设备的运行状态。若观察到设备整体运行

存在故障或其他问题，则需要对其进行处理。在故障问

图    化工机械设备安装改进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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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处理完成，且整体运行状况良好后，需要采用专业的

检测仪器检查设备的关键构件，保证核心化工机械设备

能够高质量正常运行。如果存在运行故障，需要查明原

因，并对故障部件进行更换或修复。最后，化工机械设

备调试工作必须确保质量合格，发现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保证设备整体不存在故障后才能完成质量验收工作。通

过科学有效地调试管理，能够杜绝多项安装质量问题的

发生 [5]。

3.5    加强验收管控，确保安装质量符合规定
在上述设备安装工作结束后，需要结合机械设备的

种类，使用专业仪器进行验收。验收分为内部和外部

两个部分。外部质量验收主要是对安装的完好性进行

判断，是一种较为直观的判断方法。内部质量验收主

要是对内部零部件安装质量的检测，即采用专业仪器

对零部件连接紧固程度、咬合紧固程度进行检测，并

对质量检测文件进行核对，确保每个环节的质量都不

会出现问题。最后，需要对化工机械设备进行开机检

测，观察机械设备的振动情况、噪声情况以及运行情

况，以得到最为准确的质量检测结果。如果发现存在

异常，则需要立即查明原因，有效提升化工机械设备

安装的整体质量，保证所有安装环节的质量都能够符合 
标准。

4    化工机械设备安装问题的有效预防措施

为了避免化工机械设备在安装过程中出现质量问

题，需要做好预防管理工作。科学的预防体系建设，能

够避免多项问题发生，减少化工机械设备后期维护管理

以及维修施工的投入，是提升机械化工设备安装质量的

关键所在，主要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1）加强预防性管控方案优化。预防控制管理需要

贯彻到化工机械设备安装管理工作中，才能够发挥其作

用和价值。化工企业需要根据机械设备的基本情况，制

订全面的预防控制管理体系，对各容易出现的故障问题

进行总结，并明确发生故障的原因，将其与安装工作相

结合，保证在安装过程中不发生类似的问题，从而提高

化工机械设备运行质量。

（2）加强化工机械设备安装设计。因为化工机械设

备安装施工具有高度复杂性，同时会受到其他施工环节

影响，所以在化工机械设备安装施工前，需要编制完善

的施工安装规程，提高化工机械设备安装施工质量。要

明确安装工程中化工机械设备安装的主要内容，并查明

每一项化工机械设备安装的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严格

按照相关标准和规定制订安装施工规范。在明确安装规

范后，保证每一项安装技术都能够达到施工规划目标，

从而保证安装质量 [6]。

（3）加强监督与管理。需要制订化工机械设备安装

施工质量控制方案，建立严格的质量监督管理体系，加

强化工机械设备安装作业现场的质量监督和管理工作。

确保化工机械设备安装施工整体质量提高，是解决传统

安装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有效措施。

5    结语

本文简要阐述了化工机械设备安装的基本内涵，并

对当前化工设备安装常见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多项科

学有效的安装优化措施，希望能够为化工企业的设备安

装提供参考，以促进安装技术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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