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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背景 

1.1 设备故障描述 

2018 年 12 月 26 日，接到 4008 故障召请电话得知，然后和客户联系，客

户朱先生反映说：自己的一台三一 25 吨的 250H 型汽车起重机在其承包的工地

里出现卷扬无力故障，吊不起重物，并且卷扬有时候还会卡住，影响工地施工。

需要尽快维修。 

三一 250H 型汽车起重机主要由电气系统，液压系统，动力系统等组成。

STC250H 型起重机其整机外观如图 1-1。 

 

图 1-1 起重机外观 

1.2 设备所处施工项目描述 

该设备施工现场位于深圳市宝安区一处建筑工地，主要做重物装车吊载工

作，由于卷扬无力且有时发卡无法正常工作，影响工地施工进度，且工地工期

很赶，催的急，需要尽快维修。 

1.3 客户排故要求 

客户提出的排故要求： 

（1）故障现象：STC250H 起重机在吊载时，主卷扬旋转缓慢无力，而且

有时候还会卡住不动。 

（2）现场情况：设备在现场已经收车停在一旁，由工地其他设备暂时接手

该设备的工作 

（3）客户要求：由于施工工地工期紧张，客户要求服务人员在当天必须到

达现场处理，尽快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维修好，对于损坏的部件，能维修的就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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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维修，维修不了的话就尽快更换。 

（4）配件要求：更换新配件时，配件最好是采用原厂原型号的配件或是性

能更优秀的配件。 

1.4 派工准备 

（1）设备信息 

机器型号：2016 年出厂的 STC250H 型汽起重机 

工作情况：深圳市宝安区的一个工地里面做重物的装车工作 

（2）故障信息 

故障状况：STC250H 起重机主卷扬无力，发卡。 

故障现象：起重机在吊载作业时，主卷扬旋转缓慢，吊不起重物，有时候

卷扬还会卡住不动。 

1.4.1 简单分析可能原因 

（1）可能是三联泵压力偏低，或是内泄。 

（2）卷扬马达内泄，或者内部损坏。 

（3）主溢流阀和二次溢流阀泄露。 

（4）卷扬马达与卷扬之间的刹车片未完全打开。 

（5）控制阀内泄或发卡。 

（6）中心回转里面的油封损坏，导致液压油窜油。 

1.4.2 工具、量具 

内六角扳手一套、活动扳手一套、开口扳手一套，一字起、专用工具箱、

防护目镜、安全帽等，如下图 1-2 所示 

 

图 1-2 携带的工具 

  

批注 [lx8]: 三级标题，黑体小四，

段前 0 行，段后 0 行，行间距 23 磅 

批注 [lx9]: 每个章节后面加分页符，

下一章节另起一页。 



 

3 

2 故障排除方案 

2.1 与操作手或者客户交接 

经过与操作手进行交流，了解到该起重机机已使用两年多时间，过去也曾

出现卷扬马达故障，但故障解决后没有对卷扬马达进行定期维护保养，最近一

次维修保养是上一次故障解决的时候前对液压油的过滤保养，起重机的故障现

象是卷扬马达的旋转速度不足、漏油，偶尔还会卡住，导致起重机卷扬马达无

力吊不起重物。 

2.2 设备检验 

现场通过与操作手交谈得知，主卷扬旋转非常缓慢，并且有时还会卡住不

动，上车启动起重机，进行机器试机，观察起重机主卷扬的情况，经检查发现

起重机主卷扬运行缓慢，同时吊东西时有明显的转速偏低情况，然后逐次进行

回转运动、变幅操作，观察其他动作是否正常。通过与操作手描述的故障现象

对比发现，该起重机除了之前客户描述的故障，还有卷扬马达声响异常的情况。 

2.3 故障原因分析 

起重机出现故障，大多数是由液压系统问题引起，该型起重机液压系统主

要由动力元件、执行元件、控制元件、辅助元件和工作介质组成，其基本工作

原理为：启动起重机发动机，发动机带着三联泵转动，三联泵从液压油箱吸油，

流过中心回转接头到达上车，操作控制手柄，然后液压油流经主阀再到卷扬马

达使液压马达转动，然后带动卷扬做功，从而实现起重机吊起重物。 

根据以上分析，可能出现的故障原因有以下几点： 

（1）油泵内泄，液压油压力不足。 

（2）中心回转内部损坏，导致窜油。 

（3）控制阀阀芯发卡，导致油路不通。 

（4）制动故障，卷扬刹车片没有完全解除导致的卷扬无力。 

（5）卷扬马达内部损坏，导致马达内泄。 

2.4 故障排除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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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起重机液压系统的分析，以及现场实际操作情况判断，该型起重机

的卷扬与大臂伸缩和变幅都由三联泵的第一联泵供油，由于起重机的变幅和伸

缩动作均正常，说明三联泵没有发生内泄。再结合回转动作和液压油压力都正

常，所以中心回转接头油封损坏窜油的概率非常低，并且发生故障的为主卷扬，

副卷扬的动作一切都正常，因此基本可以排除中心回转接头出现故障。 

2.5 故障诊断与排除过程 

2.5.1 外观检查 

检查起重机液压油路是否有地方漏油，检查卷扬有无异物卡住，如果有油

路漏油和卷扬有异物卡住等原因，会直接影响卷扬的运行会导致卷扬无力，发

卡，或者是异响等故障。 

我们到起重机卷扬处观察，查看卷扬的运行情况，以及查看是否有地方漏

油。如图 2-1 所示。 

 

图 2-1 查看起重机卷扬运行情况图 

检查发现卷扬运行情况正常，无漏油，无异物干扰卷扬运行，控制操作手

柄发现驱动卷扬转动的运行速度相对于其他设备明显比其他设备慢，偶尔还有

停顿的情况。 

2.5.2 检查三联泵压力 

三联泵压力偏低的原因，主要原因是主泵内泄引起的，而产生这种故障原

因多数是三联泵的压力值没有达到正常值，或是三联泵的柱塞和缸体之间的间

隙磨损过大。 

排故过程：启动起重机，操作起重机做变幅、伸缩、回转等动作，发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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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机变幅、伸缩、回转动作都正常，可以基本判断起重机的三联泵压力是正常

值。所以基本上能够排除是三联泵压力偏低的原因。 

2.5.3 检查中心回接头 

检查中心回转是否漏油和是否内部窜油：中心回转接头出现漏油和内部窜

油的情况，会导致液压油直接在中回内部流回液压油箱，使上车的液压油压力

不足，影响工作，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一般都是中心回转接头的密封圈老化损

坏而产生的。 

排故过程：操作下车支腿操作杆，使下车支腿憋压，一般下车支腿油缸憋

压可达 20MPa，然后到上车操作室进行憋压操作，发现上车进行憋压操作时压

力为 20Mpa 属正常压力值，如图 2-2 所示。因此可以排除中心回转接头漏油窜

油的原因。 

 

图 2-2 上车压力值 

2.5.4 检查溢流阀 

检查主溢流阀阀芯是否泄压：主溢流阀泄压溢流的产生，多数原因是溢流

阀阀芯卡滞导致阀芯没有完全关闭、O 型圈损坏。 

 排故过程：先将主阀连同总控电磁阀泄荷油管拆除，然后用型号为 M10

的堵头替换管接头将主阀的泄荷口堵死。然后在操作卷扬，看动作是否正常，

操作后发现该故障并未解决，说明此故障出现的原因并不是溢流阀泄压。 

2.5.5 检查清洗控制阀阀芯 

检查卷扬控制阀阀芯是否有划痕是否发卡。 

排故过程：起重机的控制阀如图 2-3 所示，首先把卷扬控制阀的控制油管

用扳手先拆除，然后用内六角扳手把阀芯外面的保护壳拆除，然后把阀芯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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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抽出来用液压油清洗，检查法芯上面是否有划痕，清洗好后把阀芯装回去，

然后启动机器发现故障现象依然未解决，基本上可以排除是控制阀的原因所导

致的故障。 

 

图 2-3 起重机的控制阀 

2.5.6 检查制动器 

检查制动器：制动器失效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制动器没有完全打开，出现

这种故障原因可能是流入制动器的液压油油压不够，导致刹车片没有完全分离。

最后影响到卷扬马达的驱动力，造成起重机卷扬无力。图 2-4 所示为解除制动

的油管。 

排故步骤：操作起重机手柄，使卷扬转动，然后用压力表测制动器油管的

液压油压力值，油管压力值为 3MPA 左右，为正常值。可以判断，不是制动器

的故障导致的主卷扬无力。 

  

图 2-4 制动器油管 

2.5.7 检查卷扬马达 

检查卷扬马达是否内泄：马达内泄一般都是马达内部磨损严重，造成马达

输出功率不足，导致卷扬缓慢无力。 

检查过程：把卷扬马达的泄油管用 22 号的开口扳手拆掉，然后操作控制手

柄使卷扬马达转动，观察卸油口的泄油量，经过观察发现泄油口泄油量明显偏

多，超过规定的马达泄油量的标准，所以可以初步怀疑为马达损坏内泄所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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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障现象。 

 

图 2-5 卷扬马达泄油口 

把主卷扬马达的油管全部用开口扳手拆除，同时用桶把流出来的液压油接

住，然后再把固定马达的螺丝拆除，把主卷扬马达抽出来，如图 2-6 所示，然

后把主卷扬马达和副卷扬马达相互对调一下再装回去，然后操控手柄使主副卷

扬转动，发现故障现象从主卷扬无力发卡变成了副卷扬无力发卡，基本可以判

断为马达故障；用内六角扳手把故障马达后面的端盖打开，发现马达因为磨损

使柱塞与柱塞缸之间的缝隙变宽，并且马达里面还存在铁屑。从而确定了故障

原因。 

  

图 2-6 拆下卷扬马达 

故障具体解决步骤如下： 

（1）从仓库查找配件，然后调取配件送到工地准备进行更换、安装原装的

卷扬马达。配件照片如图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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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新的卷扬马达 

（2）把旧的卷扬马达拆出来放一边，同时把卷扬平衡阀从旧件上面拆下来

装到新的卷扬马达上面如图 2-8 所示。 

 

图 2-8 卷扬平衡阀 

（3）把新的卷扬马达安装固定好，如图 2-9 所示，然后把管路接好，卷扬

马达安装完成后，启动起重机进行试机，经过简单的试机操作，发现卷扬无力

发卡的情况已经没有了。说明故障已经排除。 

 

图 2-9 卷扬马达更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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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备交接检验及配件处理 

3.1 设备功能检验与调试 

STC250H 型起重机主卷扬无力故障排除后，运行一切正常。将起重机运行

一段时间后熄火，然后重新点火后，操作控制手柄进行试验检测，并且进行卷

扬高低速切换试验，经过反复试验，其主卷扬无力发卡的故障现象已不存在，

且进行吊载试验，各项数据指标都正常，可以证明已经解决了卷扬无力、发卡

的问题。 

3.2 设备施工检验 

起重机在故障解决后，能够正常工作。此次故障主要涉及的仅仅是卷扬马

达，起重机的回转、伸缩、变幅都没有受到故障影响，故障排除后主要测试了

卷扬能不能正常工作，吊载数据是否正常。由于客户急着要干活，我们在经过

简单的试车后，确定故障已经没有了，同时和客户商量好后，让客户在这几天

都要经常观察检查设备的状况，如果发现设备还出现这类问题，立刻打电话联

系我们，我们会尽快安排人过来检查维修。 

3.3 配件与旧件处理 

此次故障的主要节点就只有卷扬马达损坏，更换的配件就只有卷扬马达，

因为在更换马达的时候液压油难免会有损失，所以马达更换完成后需要加注液

压油。而且客户的设备为保外设备，所以更换的旧配件由客户自行处理。 

表 3-1 配件表 

序列 名称 数量 

1 液压轴向柱塞马达 1 

2 液压油 1 

  

批注 [lx10]: 表号宋体五号，行间距

23 磅，段前段后 0 行 

批注 [lx11]: 表中内容宋体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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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验总结 

这台起重机卷扬马达无力、发卡的故障原因为卷扬柱塞马达磨损，主要问

题还是在液压方面，一般像液压方面的问题只有按步骤一步一步来，一般都比

较好解决，其主要麻烦的地方是要花时间来检测验证，看到底是哪里出故障了，

排除液压方面的故障，主要还是要靠经验。经验不足的话，维修起来会非常的

费时费力。还有就是像液压元件所导致的故障基本上都是需要更换液压元件，

因为液压元件损坏的话在工地里面一般都是没法修的。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实习，

师傅告诉我：在维修过程中，首先你要有排故的思路，还要结合工作经验去分

析可能出现故障的原因，然后再按照步骤慢慢的去排查故障的原因。因为我们

是刚出来实习不久的，了解的东西也不够全面，有时候碰到一些故障会难以下

手，所以在排故时难免会走许多弯路，所以现在自己一个人排故还是有许多的

困难，排故时的准确率还很低，每次都要很久才能找到故障的原因。所以，在

每次排故完成后，都要在脑子里想一下故障的原因，同时请教其他的同事，从

中吸取经验，从而能够在下次再出现这种故障的时候能够快速的解决，争取在

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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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母校、我的老师、家人、亲人和我的同窗们表达我由衷的感谢。感谢我

的家人对我大学三年里的支持和鼓励。感谢我的母校给我在大学这几年学习的

机会和出来实习的机会。让我能继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对于本次毕业

设计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在此要感谢各位老师与同学对我的指导与帮助。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在各个方面给予我的帮助，知识上的补充，精

神上的支持，学术上的引导等等。这些都有助于我毕业设计的完成，不仅如此，

从中我还找到了合适的学习方法，应有的学习态度，这些可以让我在以后的生

活、工作中受益匪浅。临近毕业的这几个月以来，指导老师不仅在学业上不厌

其烦的给我以耐心的指导，同时在思想方面也给我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同时让

我明白了做任何事情上不要怕遇到困难，要端正态度。在此，我衷心的向所有

关心和帮助过我的领导、老师、同学和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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