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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研究物体的运动时，人们必须假定一个

物体是不动的，参照这个物体来确定其他物体的运动。假

定不动的那个物体就叫参照物。人们也可以将参照法应用

到矿山设备的安装检修维护中。里伍铜矿地处偏远的山区，

交通不便，距离设备厂家和城市较远，在矿山安装设备检

修维护中，只好常常以设备的技术参数为基准，来判别该

设备是否运行正常。人们可以将这种参照法应用到独立设

备、类型设备的安装检修维护中。

1　独立设备的参照应用

在生产中，往往独立设备不好维护检修，唯一能参考

的模板值就是技术参数。于是，人们可以采用以下方法对

独立设备进行检修维护。

1.1　临界值的确定

它是指通过测试，比较所得参数是否超过技术参数的

最低基准，来确定设备正常与否。如果超过此基准，设备

运行将会发生性能变化。下面以里伍铜矿空压房高压室的

高压开关电磁合闸操作机构的检测确定为例进行分析。

该机构型号为：CD10I 型；合闸电压：220V，电流

99A；脱扣电压：220V，电流 2.5A。

该型号高压开关以电磁铁作为操作的第一级控制元件，

控制回路用的是直流电源。整个合闸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动铁芯开始动作；铁芯运动触动到操作机构开始负载；操

作机构合闸成功；电磁线圈回路断开。将线圈合闸时的电

流检测值与基准值相对照，该值为确定的最大临界值，便

可判别出操作机构是否灵活，性能是否发生变化。

1.2　偏差允许的确定

偏差允许的确定是指以测量的大小值与技术参数模板

值相比，进行参照，判断所测得的参数偏离误差值是否在

模板值允许区域值内，来确定设备正常与否，性能是否发

生变化。下面以里伍铜矿 L5.5-40/8 型空压机二级缸活塞

往复行程为例进行分析。

该机型二级缸活塞的总行程为 180mm，在装配后，有一

个调节间隙的技术参数模板值。即活塞与气缸盖外止点间

隙为 2.4 ～ 3；活塞与气缸座内止点间隙为 1.8 ～ 2.4。在

监测和检修维护中，人们经常测量此参数，所测得内外止

点间隙值与给定的模板值参照比较，在允许的偏差范围内，

就可确定合格，否则需调节到允许范围内。

1.3　经验的确定

从事设备操作、维护检修多年的人，凭借多年对设备的声

音、温升、润滑效果、转速等的经验积累，当遇到有差异时便

可与正常经验积累参照比较，综合推理来确定设备正常与否。

1.4　特护管理的确定

设备管理与生产、工艺、现场作业等相干扰，部分管

理人员往往不知如何抓主要矛盾，忙于应对现场生产中所

发生的问题，疏于悉心维护关键设备，一旦设备停机将造

成全线停产。因此，建立设备特护管理办法势在必行。

其具体做法是：一是对检修困难的大型设备和易发生

故障而又直接影响生产的“独儿子”设备，列入特护设备

管理中。二是制定特护管理办法，其主要内容有：定点、

定期、定人、定检查部位；严格执行检查制度，确定以

100d 或一季度为宜，特定特护人员，不得随意变换，奖惩

分明且力度大，便于充分调动特护人员的积极性，以确保

正常生产；对特护设备设立专门台账，如实记录，特别对

于存在隐患和发生过故障的设备，要有因果结论、解决处

理方法和预防措施，以便特护检查时参照比较；操作工人

要树立重点设备特别维护意识。

2　类型设备的参照应用

在生产中，类型设备问题一般都较好解决，因各属性

均大同小异，各零部件型号相同，便于参照比较，易于维护。

其管理办法有以下两种。

2.1　属性相同的参照判别

属性相同是指某类设备的技术要求、模板值、性能结

构、安装形式、运行均相同。里伍铜矿 L5.5-40/8 型 4# 空

压机自投入运行后，因二级缸排气温度过高，经常自动停机，

时开时停，其原因一直未确定。

4# 机与 1# 机虽属性相同，但与 1# 机相比，其距冷却

循环水较远，因此笔者怀疑其原因是冷却循环水流量不足。

开 2 台水泵时，4# 机没有出现超温自动停机故障，但水压

与厂家给定的允许压力 0.07 ～ 0.20MPa 相悖。因此，笔者

推断故障一定出在机器自身。正常运行的 1# 空压机所测得

的参数如表 1 所示，人们可以以此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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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法在矿山设备安装维护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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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矿山通常地处偏远的山区，交通不便，距离设备厂家、城市较远，矿山企业不得不尽量采购备品、备件，

造成库存物资积压，资金不能流动，使得资金凝固，而不备用又害怕某类备件缺少而造成停产。为了及时确定设

备正常与否，人们可以将参照法应用在设备判别中。研究表明，参照法可以广泛应用在矿山独立设备和类型设备

的安装、调试、检修、维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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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维护漏洞，促进机械设备的正常使用。事故发生维

护时，技术难度会增加，需要的维护时间会更长，对机械

设备的作业影响也较大。

2.3　预知事故维护策略
该项维护策略是在机械设备出现故障早期开展维护工

作。煤矿设备操作或管理人员因经常性地检查和监测机械

设备的工作状态，根据检查结果与监测数据分析机械设备

的运转情况，从而采取相关的故障维护措施，开展维护工作。

2.4　主动预防事故维护策略
该项策略需要工作人员具有积极的事故监测和维护态

度，主动测定和判断机械设备的相关参数，分析机械设备

的使用寿命、功能以及实际磨损情况，巩固其中不合规的

零件以及材料，防止机械设备的故障恶化或扩展，尽可能

延长机械设备的运行寿命 [3]。

3　结语

综上所述，煤矿机械设备对于煤矿产业的生产十分重

要，合理规划机械设备的故障检查措施，提前做好故障维

护工作，对促进机械设备的高效运转、提高煤矿开采水平

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详细阐述了煤矿机械设备故障诊断的

方法，并探讨了常用的机械设备维护策略。此外，煤矿企

业还应加强对机械设备操作或管理人员的培养，使其能够

采取先进的科学手段以及保持认真负责的态度来维护好煤

矿机械设备，提高煤矿开采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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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 Diagnosis and Maintenance of Coal Mine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SHEN Rui

(Hebei central energy Limited by Share Ltd Zhang Cun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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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actual acquisition of coal in the frequent 
operation of coal mine machinery equipment and improper use can 
often lead to mechanical equipment parts wear or other mechanical 
failure, life and property of the relevant staff of the safety threa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fault diagnosis technology 
of coal mine equipment, improve the fault maintenance measures, 
and provide safety guarantee for coal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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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正常运行的 1# 空压机的相关参数

内容

及机

号

排气阀

表面温

度 /℃

冷却水

进水温

度 /℃

冷却水

排水温

度 /℃

冷却水进

水压力

/MPa

冷却水进

水量 /

（L/min）

冷却水排

水量 /

（L/min）

1# 118 25 36 0.18 160 152

4# 135 25 52 0.18 160 78

参照并比较所测得的参数可知，能使温度下降的只有

冷却循环水，因此笔者认为故障与冷却循环水量不足有关。

拆开 4# 机二级缸缸盖，参照 1# 机二级缸缸盖及缸柱，笔

者发现，4# 机二级缸缸盖最下端冷却水进入缸柱后，冷却

水通道有淤垢且较狭窄，属于制造时翻砂缺陷。因此，里

伍铜矿扩大该处冷却水通道，装配完毕运行后，一切显示

正常，未再出现先前的超温自动停机故障。

2.2　属性差异的参照判别

属性差异就是指某类设备在个别属性上存在差异，而

其他属性均相同。

里伍铜矿 GKT 系列矿井卷扬提升机分为上部提升机和

下部卷扬提升机，在属性方面，结构形式和安装形式相同，

但性能参数和运行工况有差异，上部卷扬提升机为转子回

路串电阻 5 级调速，下部卷扬提升机为转子回路串电阻 8

级调速，存在功率大小、载荷能力的差异，其他属性均相同。

安装、检修、维护可相互参照，这里就不在此一一列出实例。

3　结语

矿山大多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距离设备厂家、

城市较远，其设备安装维护十分不便。为了及时确定设备

正常与否，保障正常生产，人们可以将参照法广泛应用在

矿山独立设备和类型设备的安装、调试、检修、维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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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Reference Method in the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Mine Equipment

HE Fan

(Sichuan Liwu Copper Industry Limited by Share Ltd., Li Wu 
Copper Mine, Jiulong 626201)

Abstract: Mines are usually located in remote mountainous 
areas, with in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They are far away from 
the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nd cities. The mining enterprises 
have to purchase spare parts and spare parts as much as possible, 
resulting in the backlog of inventory materials and the inability 
of the funds to flow so as to solidify the funds instead of spare 
and afraid of certain kinds of spare parts Lack of production 
and discontinued. In order to promptly determine whether the 
equipment is normal or not, one can apply the reference method 
to equipment identification.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reference 
method can be widely used in the installation, commissioning, 
overhauling and maintenance of independent equipment and 
types of m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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