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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轧机(轧钢)验收规范的演变

过程 

u规范修订的原因

u规范编制立项

一、标准编制背景



　　几十年来，轧机(轧钢)设备安装验收规范的使用经

历了四次演变过程。

1 《轧机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

            1956年冶金工业部批准使用

              1980年6月1日停止使用

2 《轧机机械设备安装验收规范》（冶基规201—79）

              1979年8月17日冶金工业部发布

              1980年6月1日起试行

1.1　轧机（轧钢）验收规范的演变过程



3 《轧机机械设备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YB 9245 — 92）

              1992年8月17日冶金工业部批准为行业标准

              1993年1月1日起施行

       同年， 《冶金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轧

钢设备》YB9249-93也相继发布及实施

1.1　轧机（轧钢）验收规范的演变过程



4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验收规范》

                            （GB 50386 — 2006）

              2006年9月6日建设部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联合发布

              2007年4月1日起实施

       

1.1　轧机（轧钢）验收规范的演变过程



１　标准使用的环境、体制发生了大的变化

l    近年来，轧机技术工艺的飞速发展（轧制工艺先进、轧制速

度快、轧材品种多质量高、产品精度要求高等），原标准的要求

、覆盖面已不适应当前轧机设备安装质量管理的要求。      

l   与国家颁发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工程质量竣工验收

备案文件的要求不一致。

２　与相关标准不协调

      与《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不协调。      

1.2　修订的原因



３　与国际惯例不接轨

　　 ISO对质量的定义是“一组固有特性（功能、寿命、可靠性、

安全性、经济性）满足要求的程度。” 

      国际上工程质量多是通过或不通过质量验收，没有分等级。

      我们以前的规范，对工程主体质量只有一种要求，而验评标

准将工程质量分为合格和优良，并且多是以外观质量来区分。

４　标准本身存在的问题

             标准本身内容不完善，如：缺少加热炉的有关内容等。原标

准为行业标准，尚无相应的国家标准。

1.2　修订的原因



5  原标准为行业标准，尚无相应的国家标准

   　　建设部《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对需

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下列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国家标准：

①　工程建设勘察、规划、设计、施工（包括安装）及验收等通用的

质量要求；

②　工程建设通用的有关安全、卫生和环境保护的技术要求；

③　工程建设通用的术语、符号、代号、量与单位、建筑摸数和制图

方法；

④　工程建设通用的试验、检验和评定等办法；

⑤　工程建设通用的信息技术要求；

⑥　国家需要控制的其他工程建设通用的技术要求。

1.2　修订的原因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三条还规定，国家标准分

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下列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

①　工程建设勘察、规划、设计、施工（包括安装）及验收等通用的

综合标准和重要的通用的质量标准；

②　工程建设通用的有关安全、卫生和环境保护的标准；

③　工程建设重要的通用的术语、符号、代号、量与单位、建筑摸数

和制图方法标准；

④　工程建设重要的通用的试验、检验和评定办法等标准；

⑤　工程建设重要的通用的信息技术标准；

⑥　国家需要控制的其他工程建设通用的标准。

　　　强制性标准以外的标准是推荐性标准。　

1.2　修订的原因



l 2002年年中,中国冶金建设协会根据建设部建标〔2001

〕87号文件“关于印发《2000至2001年度工程建设工程

标准制定、修订计划》的通知”提出标准修编要求

l 2003年8月中国冶金建设协会在桂林召开修编推进会

l 2004年9月10日向建设部提出立项申请

l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建标函〔2005〕124号关于印发

《2005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第二批）》

的通知(制订)

     2005年4月25日正式批准国家标准(制订)立项

1.3　规范编制立项



u编制依据

u编制过程

u征求意见的处理

二、标准编制过程



l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
部令第24号—1992年12月30日发布并实行）

l 《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建
标［1996］第626号—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l 建设部“关于印发《2005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
订计划（第二批）》的通知”（建标函[2005]124号  
2005年4月25日）

l  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2001和《工业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统一标准》（正在
修编中）GB50252-1994的编制原则

l  参照《冶金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轧钢
设备》YB9249－93和《冶金机械设备安装工程质量检验
评定标准－轧机设备》YB9245－92

2.1　编制依据



l 冶金行业的特点和近年来轧机工艺技术的快速发展

l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组织召开的有关修订工作会议的精神

l 多年来轧机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的经验

l 有关兄弟单位和专家的意见

2.1　编制依据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01的编

制原则：

    “验评分离，强化验收，完善手段、过程控制”

l 验评分离  就是将原质量检验评定标准中质量检验与质量

评定的内容分开，将原施工及验收规范中施工工艺和质量

验收的内容分开，再将原质量检验评定标准中质量检验的

内容与原施工及验收规范中质量验收的内容衔接起来，形

成现行的×××机械设备工程安装验收规范。

      

2.1　编制依据



2.1　编制依据

行业强制性标准

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行业强制性标准

施工工艺标准 工程安装验收规范 评优标准

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标准体系结构示意图

国家强制性标准企业标准或行
业推荐标准

行业推荐标准



　　　原施工及验收规范中施工工艺的内容，可作

为企业标准或行业推荐标准；也可作为施工工艺

规范。

      原质量检验评定标准中质量评定的内容，可

作为企业安装工艺水平评价的标准；也可作为行

业推荐性标准，为社会及企业开展的工程评优活

动提供依据。

2.1　编制依据



l 强化验收  将原“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和“施工及验收规

范”中有关质量检验和验收的内容合并起来，所形成的新

的验收规范是强制性标准，只设“合格”一个质量等级，

是设备工程安装必须达到的最低的质量标准，是施工单位

必须达到的安装质量标准，建设单位也必须按其进行验收

。

l 完善手段  一是加强对设备材料及前道工序的检查，二是

完善验收检验的方法和内容，三是完善检测手段，避免或

减少人为因素影响。

l 过程控制  质量验收规范要提出控制要求，也要体现过程

控制。对质量体系、管理制度的要求，分项工程、分部工

程、单位工程的验收等都是过程控制。

2.1　编制依据



     标准编制历时3年半，共分为5个阶段

1  调研阶段（2003.2～2003.7）

    调查、了解，收集资料和修编意见

　　 2003年5月发出标准修改征求意见函50余件

        2003年7月编制出标准的样章提交桂林会议讨论

2  标准编制阶段（2003.8～2004.6）

    编制组编制标准，内部讨论修改，拿出征求意见稿

3  征求意见和修改阶段（2004.7～2005.5）

　　发出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根据反馈意见编制组讨论修改，形成送审稿

2.2　编制过程



4  审查修改阶段(2005.7～2005.11）    

    2005年6月15日 在上海召开专家审查会

     会后根据审查会意见编制组进行修改，相成报批稿

5  会审报批阶段(2005.12～2006.9)

    标准报批稿上报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2005年12月中国冶金建设协会组织标准会审

       会审后编制组再次进行修改

             2006年1月上报建设部审查、核对

　　　　  2006年9月6日发布

         

2.2　编制过程



l 2004年7月发出规范征求意见稿20份

l 截止2004年8月底共收到反馈意见12份 （一冶、二
冶、三冶、五冶、十七冶、十八冶、十九冶、宝治
、鞍建、马建、设备院、马钢院）

l 收集修改意见共计119条

     意见采纳61条

     未采纳57条

     审定会讨论后未采纳１条         

2.3　征求意见的处理



u标准的定位

u标准编制的指导思想

u标准的名称

u允差项目的精度要求

u检验方法与频次

u强制性条款的确定

三、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的定位（干什么用的？）

l 技术立法（强制性标准、尤其强制性条款）

l 政府对市场监管的有效手段

l 事故分析评定的依据

l 社会公众维护自身利益的依据

l 适应WTO规则的要求，规范冶金建设市场技术行为的依

据（技术壁垒，限制国外行业外企业的进入）

l 代表中国冶金建设行业的平均先进水平

l 标准的编制要体现科学性、先进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3.1 标准的定位



l 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建筑法》《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理》等

l 坚持科学发展观、创建和谐社会

     注重环保、发展循环型经济，倡导节约、建立节约

型社会。体现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就是合理利用资源，

尽量使用环保材料，节材、节水、节电。

l 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

l 充分考虑使用和维护的要求

l 标准的编制要体现科学性、先进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3.2 标准编制的指导思想



l 先进性

      规范中规定的指标要体现当前轧机工艺技术发展和冶金建设行

业发展的水平，指标确定要科学合理，即不能太高、又不能太低

，应是行业内的平均先进水平，行业内企业经努力均可达到。

l 科学性

      成熟可靠、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l 协调性

      一是规范自身章节之间、条款之间要协调，二是同其他国家、

行业现行标准之间要协调。 

l 可操作性

      文字表达严谨明确、文句简练、通俗易懂，便于理解；技术路

线简洁，便于使用。

3.2 标准编制的指导思想



原标准名称：

《冶金机械设备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轧机设备》
YB9245－92

《冶金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轧钢设备》
YB9249－93

新标准名称：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验收规范》 GB50386-2006

l “轧机”与“轧钢”，编制组认为“轧钢”有局限性，
因为标准还将适用于有色金属的轧制设备，所以称“轧
机设备”或“轧制设备”比较切切。

l 工程安装与其它标准的工程施工相对应 

3.3 标准的名称



   精度要求定位：

l   行业内的平均先进水平

l 　总体水平不低于原标准规范的要求

　　原《冶金机械设备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轧

机设备》YB9245－92 编制时，在总结分析当时冶金行

业轧机设备安装标准的基础上。参阅了当时引进工程中

日本和德国的安装标准，当时安装精度的定位是三者取

其高，这次新规范编制时，有的专家提出来标准能否适

当降低，这个意见没有采纳。一是轧机工艺技术的发展

（轧制速度越来越快、轧材精度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安

装精度只能提高，不能降低；二是行业水平不能降低。

3.4 允差项目的精度要求



　　新规范只规定“合格”一个质量等级，标准是否降低了

？

　　　原验评标准中分项工程质量检验项目分为三类，保

证项目、基本项目、允差项目，其重要程度依次降低。

l 保证项目 是对保证工程安全和正常的使用功能具有决定

性影响的检验项目。

l 基本项目 是对保证工程安全和正常的使用功能具有重要

影响的检验项目。

l 允差项目 是分项工程质量检验项目中规定有允许偏差范

围的项目。　　

3.4 允差项目的精度要求



　　新规范只有主控项目、一般项目两类质量检验项目。

l 主控项目  工程中对安全、卫生、环境保护和公众利益起决定性

作用的检验项目。

l 一般项目  除主控项目以外的检验项目。

     原验评标准中的保证项目在新规范中都作为主控项目来控制

；一些重要的基本项目这次也作为主控项目来控制，重要程度增

加了。另就机械专业本身来讲，无论是３个、 ２个质量检验指

标都要100%满足标准要求。

      标准中涉及到的工艺钢结构、工艺管道的合格标准，参照其

它标准对允许偏差项目的超差点这次也规定了极限偏差不能超过

允许偏差值的1.2倍,这是以前标准所没有的。

      因此新规范标准没有降低，而是提高了。

3.4 允差项目的精度要求



l 检验方法

     按照行业内企业平均先进水平，标准给出了检验器具和方法，

但不限制采用先进的检验器具和方法。

l 检验频度

     原验评标准的检验频度有 5%～10% 、 10%～20% 、 10%～30%

、 20%～30% 、 30%～50%、 40%～60% 、 50%～60% 、5% 、 10% 

、 20% 、 30%、 50%、 60%，划分了 13种检验频度。新标准做了

简化和统一，按照检查点的数量和重要程度共分5档：全数检查、 

30%、 20% 、10% 、 1% （仅限于原材料的抽查），并辅以最少抽

查数量，便于操作。取消了区间值，减少人为因素影响。

3.5 检验方法与频次



     强制性条款：是将直接涉及建设工程安全、人身健康

、环境保护和公共利益的技术要求，用法规的形式固定

下来，在工程建设中严格贯彻执行，不执行就是违法，

就要受到处罚。

强制性条款与标准其它条款的区别：
l 性质不同。是技术法规，为政府监督服务，政府监督部门监督执

法时使用。

l 发挥作用不同。重在过程监督。其它条款多事后监督。

l 内容重点不同。直接涉及安全、质量、环保、公众利益，不执行
会导致严重后果。

l 表现形式不同。程度副词更加严格（多用必须），条文含义应是
唯一理解，用黑体字表示。

3.6 强制性条款的确定



u标准框架

u标准内容变化情况

      

四、标准框架和内容变化情况



u标准框架:

      标准共分为 15章、４个附录、规范用词说明、条

文说明

   1  总则　 

   2  基本规定　

   3  设备基础、地脚螺栓和垫板

   4　设备和材料进场

   5　轧机主机列设备安装工程

   6　剪切机安装工程

   7  卷取机和开卷机安装工程

4.1 标准框架



   8　辊道安装工程

   9　冷床安装工程

   10　轧材运输设备安装工程

   11　翻转和移送设备安装工程

   12　矫直机安装工程

   13　活套设备安装工程

   14  加热炉安装工程

   15  轧机其他设备安装工程

4.1 标准框架



   附录A　轧机机械设备安装工程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附录B　轧机机械设备安装工程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附录C　轧机机械设备安装工程单位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附录D　设备无负荷试运转记录

　 

   本规范用词说明

　 

   条文说明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专用记录表  （127张）

4.1 标准框架



u 标准内容变化：是指新标准《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验

收规范》 GB50386-2006 同《冶金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

工及验收规范－轧钢设备》YB9249－93和《冶金机械设

备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轧机设备》YB9245－92

之间内容的变化，具体章节内容变化情况如下：

   1  总则

　 

   2  基本规定

　　　本章除保留了原标准中项目划分、验收标准、验收

程序和验收组织外，新增了一些质量管理的基本要求 。   

4.2  标准内容变化情况



 3  设备基础、地脚螺栓和垫板（全章为新增内容）

　3.1 一般规定

  3.2 设备基础

  3.3 地脚螺栓

  3.4 垫板

 4　设备和材料进场（全章为新增内容）

  4.1 一般规定

  4.2 设备

  4.3 原材料

4.2  标准内容变化情况



5　轧机主机列设备安装工程

 5.1 一般规定(新增内容)

 5.2 轧机底座安装

 5.3 轧机机架安装

 5.4 轧辊调整装置安装

 5.5 轧机传动装置安装

 5.6 轧机换辊装置安装

 5.7 轧机主机列设备试运转　

4.2  标准内容变化情况



6　剪切机安装工程

 6.1  一般规定(新增内容)

 6.2  剪切机底座安装

 6.3  钢坯剪切机机架安装

 6.4  钢坯剪切机换刃装置安装

 6.5  传动减速机安装

 6.6　飞剪机机架安装

     　　（取消夹送辊底座横梁安装的内容）          

 6.7　钢板剪切机安装

     　　（新增中厚板双边剪切机安装的内容）

 6.8  剪切机试运转     　

4.2  标准内容变化情况



7  卷取机和开卷机安装工程

7.1  一般规定(新增内容)

7.2  冷轧带钢卷取机、开卷机安装

7.3　冷轧回转式双卷筒带钢卷取机安装 （新增内容）         

7.4　热轧带钢卷取机、开卷机安装

    　　（新增带钢热连轧地下卷取机安装）

7.5  卷取机和开卷机试运转

    　　(内容组合做了调整，将原标准中冷轧带钢卷取机、开卷机

试运转与热轧带钢卷取机和开卷机试运转两节合并) 

7.6　卷取机和开卷机的辅助设备安装

7.7　卷取机和开卷机的辅助设备试运转　

4.2  标准内容变化情况



   8　辊道安装工程

   8.1 　一般规定(新增内容) 

   8.2　集中传动辊道安装　 

   8.3　单独传动辊道安装　

   8.4　升降、移动和摆动辊道安装

　　　　 （从集中传动辊道中分离出来，单独成节）　 

   8.5　辊道试运转

　　　　 （内容组合做了调整，将原标准中集中传动辊
道试运转和单独传动辊道试运转两节合并） 　 

   8.6　特殊辊安装　 

   8.7　特殊辊试运转

4.2  标准内容变化情况



9　冷床安装工程

 9.1 　一般规定(新增内容)

 9.2　旋转步进式齿条冷床安装

 9.3　旋转步进式齿条冷床试运转

 9.4　链式、绳式拖运机冷床安装

     （内容组合做了调整，将原标准中板坯分段水冷链式移送冷床

安装与钢管旋转链式移送冷床安装两节合并）

 9.5　链式、绳式拖运机冷床试运转（内容组合做了调整，同上条） 

 9.6　托轮斜轨步进式冷床安装（新增内容）

 9.7　托轮斜轨步进式冷床试运转（新增内容）

 9.8　轧材冷却台架安装 　

4.2  标准内容变化情况



10　轧材运输设备安装工程(本章共13条)

 10.1  一般规定(新增内容)

 10.2  步进梁式移送机安装 

 10.3  步进梁式移送机试运转

 10.4　钢卷链式运输机安装

　   （运输机名称由“鞍座式链式运输机”改为“钢卷链式运输机

”）

 10.5　钢卷链式运输机试运转

　   （运输机名称由“鞍座式链式运输机”改为“钢卷链式运输机

”）

 10.6  双链刮板式运输机安装

 11.7  双链刮板式运输机试运转

4.2  标准内容变化情况



10　轧材运输设备安装工程

 10.8  管材螺旋运输机安装

 10.9  管材螺旋运输机试运转　

 10.10 运锭车安装　

 10.11 运锭车试运转

     (原标准中板坯过跨台车安装一条内容删除,本节中也删除了板

坯过跨台车试运转的内容。)

 10.12 钢卷运输小车安装

 10.13 钢卷运输小车试运转         

4.2  标准内容变化情况



11 翻转和移送设备安装工程(本章共15条)

 11.1  一般规定(新增内容)

 11.2  推床安装

 11.3  推床试运转

 11.4　齿条式推钢机、出钢机安装

       （新增板坯加热炉齿条式出钢机的内容）

 11.5　齿条式推钢机、出钢机试运转

　     （新增板坯加热炉齿条式出钢机的内容）

 11.6　长行程装钢机安装    （新增内容）

 11.7　长行程装钢机试运转  （新增内容）　 

 11.8　长细轧材横向取(送)装置安装        

 11.9　长细轧材横向取(送)装置试运转        

4.2  标准内容变化情况



11 翻转和移送设备安装工程

 11.10　翻转机安装

        （新增钢板翻板机的内容）

 11.11　翻转机试运转

        （新增钢板翻板机的内容）

 11.12  回转台安装

 11.13　回转台试运转

 11.14　垛板机安装

 11.15　垛板机试运转

4.2  标准内容变化情况



12 矫直机安装工程

 12.1  一般规定(新增内容)

 12.2　压力矫直机安装

 12.3　辊式矫直机安装

       （辊式矫直机和张力矫直机内容分开,单独成条）

 12.4　张力矫直机安装

　     （张力矫直机和辊式矫直机内容分开,单独成条）

 12.5　斜辊式矫直机安装

 12.6　矫直机试运转

　

4.2  标准内容变化情况



13 活套设备安装工程

 13.1  一般规定(新增内容)

 13.2　活套钢结构安装

 13.3　活套车轨道安装

 13.4　摆动门安装

 13.5　活套车安装  （新增内容）

 13.6　活套带钢托辊和托辊车安装（新增托辊车内容）

 13.7　活套卷扬机安装

 13.8　活套设备试运转　

4.2  标准内容变化情况



14　加热炉安装工程（本章为新增内容） 

 14.1  一般规定

 14.2　步进式加热炉安装　 

 14.3　环形加热炉安装　 

 14.4　带钢连续式退火炉安装　 

 14.5　辊底式加热炉安装　 

 14.6　加热炉试运转

4.2  标准内容变化情况



15 轧机其它设备安装工程(本章共15条)

 15.1  一般规定(新增内容)

 15.2  锯机安装

 15.3  锯机试运转

 15.4  定尺机安装

 15.5  定尺机试运转

 15.6  打印机安装

 15.7  打印机试运转  

4.2  标准内容变化情况



15 轧机其他设备安装工程

 15.8　称量机安装

 15.9　称量机试运转

 15.10  打捆机安装

 15.11  打捆机试运转

 15.12  带钢自动焊机安装

 15.13  带钢自动焊机试运转

  15.14　热卷箱安装    （新增内容）

 15.15　热卷箱试运转  （新增内容）

4.2  标准内容变化情况



   注：轧机其他设备由于种类太多，本章难以收齐、

编全，尽管这次规范编制增加了热卷箱安装试运转的

内容，但相涂油机、去毛刺机、热火焰清理机、废料

抛出装置、带钢干燥器、焊缝探伤机、顶杆退入机、

链式脱棒机、油井管车丝机、钢管水压试验机、管端

加厚机等未收编进来。检查和验收时，设备技术文件

或设计技术文件有要求的按设备技术文件或设计技术

文件的要求进行检查和验收，没有要求的，可按规范

中类似设备的要求来套用。

 

4.2  标准内容变化情况



u   总则

u   基本规定

u  设备基础、地脚螺栓和垫板

u  设备和材料进场

u  轧机主机列设备安装工程

u   强制性条款

五、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1.0.1  为了加强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质量管理，统

一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的验收，保证工程质量，制订本

规范。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1  总则

释义：本章主要阐明了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验收规范的

编制宗旨、适用范围和主要相关标准，用技术立法的形式

，统一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质量验收的方法、内容和质

量指标，统一验收的程序和组织，促进企业加强管理，保

证工程质量，提高社会效益。为了更好的发挥标准的作用

，规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和与之相联系的主要相关标准。

　　本条文明确了编制本规范的目的。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和改扩建的轧机机械设备工

程安装质量的验收。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1  总则

释义： 本条明确了本规范的适用范围。（原评定标准没有

明确适用范围。）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验收规范不仅适用于碳钢、不

锈钢轧机机械设备新建及改扩建工程的质量检查与验收，

铜、铝材等轧机机械设备新建及改扩建工程和利旧轧机设

备拆迁、改建安装工程的质量检查与验收也可参照执行。

（国内）



 1.0.3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施工中采用的工程技术文

件、承包合同对安装质量的要求不得低于本规范的规定。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1  总则

释义：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施工中采用的工程技术

文件、承包合同文件对安装质量的要求不得低于本规范

的规定。当设计文件和承包合同对安装质量的要求高于

本规范的规定时（引进项目），验收时应以设计文件和

承包合同为准。(强制性标准、就高不就低原则)



 1.0.4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质量验收除应执行本规范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1  总则

   释义：本条文反映了其它相关标准、规范的作用。轧机
机械设备工程安装涉及的工程技术及安全环保方面很多，并
且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中除专业设备外，还有液压、润滑
和气动设备、起重设备、连续运输设备、除尘设备、通用机
械设备、各类介质管道制安、工艺钢结构制安、防腐、绝热
等。因此，轧机机械设备工程质量验收除应执行本规范的规
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本规范所引用的标准和规范均为国家和行业现行有效的标准和规范
，当引用的标准和规范修订时，应以修订后的版本为准。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释义： 本章是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验收规范的核

心内容，指引和统帅整个规范，明确了规范的编制思

路，对保证质量验收的有关方面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

。对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施工单位和施工现场提出

了要求；阐明了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分项工程、分

部工程、单位工程的划分；明确了工程验收的合格标

准、程序和组织。



 2.0.1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施工单位应具有相应的工

程施工资质，施工现场应有相应的施工技术标准，健全

的质量管理体系、质量控制及检验制度，应有经项目技

术负责人审批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作业设计等

技术文件。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释义：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是专业性很强的工程施工项
目，为保证工程施工质量，本条文规定对从事轧机机械设
备工程安装的施工企业进行资质和质量管理内容的检查验
收，强调市场准入制度。

      同时对施工现场质量管理体系、质量控制及检验制
度、施工技术标准、施工技术文件等提出了要求。



 2.0.2  施工图纸修改必须有设计单位的设计变更通知

书或技术核定签证。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释义：本条规定了施工要按图进行，必须满足设计

技术文件的要求。

　　施工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需要修改设计的情况，

本条文明确规定，施工单位无权任意修改设计图纸，

施工中发现的施工图纸问题，应及时与建设单位和设

计单位联系，修改施工图纸必须有设计单位的设计变

更通知单或技术核定签证手续。



 2.0.3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质量检查和验收，必须使

用经计量检定、校准合格的计量器具。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释义：本条规定了质量检查和验收必须使用经计量检定、

校准合格的计量器具，以保证检测数据的真实有效。

  注意：1 使用的计量器具的检测能力要与检测要求相一致。 

         2 使用的计量器具要在检定或校准有效期范围内。



 2.0.4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中从事施焊的焊工必须经

考试合格并取得合格证书，在其考试合格项目及其认可

范围内施焊。（强条1／11）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释义：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中的焊接质量直接关系工

程的安全使用，焊工是关键因素之一。本条文明确规定

从事本工程施焊焊工，必须经考试合格，方能在其考试

合格项目认可范围内施焊，焊工考试按现行行业标准《

冶金工程建设焊工考试规程》 YB/T9259　或国家现行其

他相关焊工考试规程的规定进行。

    为了操作者本身的安全、 特殊过程过程能力的保证。



  2.0.5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应按规定的程序进行，

相关各专业工种之间应交接检验，形成记录；本专业各

工序应按施工技术标准进行质量控制，每道工序完成后

，应进行检查，形成记录。上道工序未经检验认可，不

得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释义：  与轧机机械设备工程相关的专业很多，例如土

建专业、工业炉专业、电气专业等。各专业之间应按规

定的程序进行交接检查，例如土建基础完工后交设备安

装，设备安装完工后交工业炉砌筑，各专业之间交接时

，应进行检验，并形成质量记录。



 2.0.6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中设备的二次灌浆及其他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有关单位进行验

收，并应形成验收文件。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释义：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中的隐蔽工程主要是指

设备的二次灌浆、变速箱或齿轮箱的封闭、大型轴承座

的封闭等。二次灌浆是在设备安装完成并验收合格后，

对基础和设备底座间进行灌浆，二次灌浆的灌浆料及操

作程序应符合设计技术文件和国家现行标准《机械设备

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GB 50231 的规定。



 2.0.7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质量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

检基础上，按照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进行。分

项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的划分宜按表2.0.7的规定，

单位工程可按工艺系统或生产线进行划分，对于规模较大

、设备数量多的生产线，也可按入口段、工艺段、出口段

划分单位工程。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释义：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统一标准》

GB50252的规定，结合轧机机械设备工业的特点，本条文给出了轧机机

械设备工程安装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划分的原则。本条文

对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的划分是针对新建的轧机机械设备

工程的，对于扩建或改建的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划分时可根据工程实

际情况作适当调整。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划分目的：

      为了方便质量管理和控制工程质量，根据某项工程的特点，

将其划分为若干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以便于对其进行

质量控制和阶段验收。本规范未引入检验批、子分部、子单位工程

 

划分原则：

l分项工程：一般按设备的种类、台(套)、部件或施工工序划分。例

如：轧机底座、机架、钢板剪切机、推钢机工程安装等。而如小型

轧机、整体结构的轧机等，可作为一个分项工程，不必分底座、机

架两个分项工程。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l 分部工程：

    一般按设备所属的工艺系统或专业类别划分。例如：

冷连轧机组机械设备工程安装、热连轧横剪切机组机械设

备工程安装、连续涂层机组机械设备工程安装等。轧机机

械设备工程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除上述工艺机械设备分

部外，还有工业管道安装工程、工艺钢结构安装工程、工

业设备及管道防腐蚀工程、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液

压系统安装工程、气动系统安装工程、润滑系统安装工程

等分部工程。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l 单位工程：

    由各专业工程构成的、具备独立使用功能的工艺系统

或生产线均可划为单位工程。均可划为单位工程。例如：

冷连轧机组工程安装，连续退火机组工程安装、热连轧生

产线工程安装、热连轧厂的平整机组工程安装等。大型机

组可分为入口段、工艺段、出口段等单位工程。例如：冷

连轧机组入口段（设备）工程安装、冷连轧机组连轧区工

程安装、冷连轧机组出口段工程安装等。　　表2.0.7

l 本条文还强调工程质量验收是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的基

础上按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及单位工程进行。



 2.0.8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控项目检验必须符合本规范质量标准要求；

    2 一般项目检验结果：机械设备全部检查点(值)应符合
本规范质量标准要求，工艺钢结构应有80％以上的检查点(
值)符合本规范质量标准要求，且最大值不应超过其允许偏
差值的1.2倍；

    3 质量检查记录、质量证明文件等资料应完整。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允差项目的精度等级划分为两级：

    —Ⅰ级精度，如：板带轧机、带材连轧机(含粗轧与精
轧)、平整机、管材连轧机、高速线材轧机、型钢连轧机、
中厚板成品轧机等；

    —Ⅱ级精度，如：一般开坯机、钢坯轧机、穿孔机、焊
管轧机等。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释义：分项工程是工程验收的最小单位，是整个工程质

量验收的基础，本条文给出了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的条

件。

l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包括三部分内容：主控项目、一般

项目质量验收记录及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l   分项工程质量检验的主控项目是保证工程安全和使用

功能的决定性项目，必须全部符合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

不允许有不符合要求的检验结果；一般项目的检验也是重

要的，本条对机械设备工程和工艺钢结构工程的一般项目

分别给出了不同的验收要求。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分项工程一般项目验收合格要求：“机械设备全部

检查点(值)应符合本规范质量标准要求，工艺钢结构应

有80％以上的检查点(值)符合本规范质量标准要求，且

最大值不应超过其允许偏差值的1.2倍。” 工艺钢结构

工程验收要求参照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2001的分项工程验收规定。

  但这一要求决不是简单的照搬和套用，具体到每项

分项工程上，工艺钢结构的安装精度要求要远远高于建

筑钢结构的安装精度要求。以单层厂房钢结构柱子安装

精度要求和步进式加热炉炉体结构安装精度要求为例,

比较如下表所示: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单层厂房钢结构柱子
安装

 GB 50205

步进式加热炉炉体结
构安装

GB 50386

中心线 5.0 纵向1.0
横向2.0

标    高 有吊车梁 +3.0   -5.0
无吊车梁 +5.0   -8.0             

炉底梁上平面 ±2.0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l    质量验收记录及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应完整。

      包括图纸会审记录，设计变更，洽谈记录，设备基

础中间交接记录，设备基准线、基准点测量记录，设备

基础沉降观测记录，设备、构件、原材料质量合格证明

文件，焊工合格证编号一览表，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焊

接质量检验记录，设备安全装置检测报告等。

l 本条还将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允差项目的精度等级划

分为了两级，安装精度等级的划分原则是：轧制产品精

度的高低；安装误差对产品质量影响的大小；设备本身

性能对安装精度要求的高低；设备制造精度的高低等。



  2.0.9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分部工程所含分项工程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2 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3 设备单体无负荷试运转合格。

      4 设备的安全防护设施必须齐全、可靠，限位开关动作应准确无误。

            （强条2／11）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释义：  分部工程验收在分项工程验收的基础上进行。

本条给出了分部工程验收合格的条件。

      构成分部工程的各分项工程验收合格，质量控制资

料完整，设备单体无负荷试运转合格，设备的安全防护

设施必须齐全、可靠，限位开关动作应准确无误。



2.0.10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位工程所含分部工程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2 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3 设备无负荷联动试运转合格。

    4 观感质量验收应合格。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释义：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是轧机机械设备工程投入使

用前的最后一次验收，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验收，本条文

给出了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的条件。

      单位工程的验收除构成单位工程的各分部工程验收

合格，质量控制资料完整，设备无负荷联动试运转符合

设计、设备技术文件的要求外，还须由参加验收的各方

人员共同进行观感质量检查。



2.0.11  单位工程观感质量检查项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连接螺栓：螺栓、螺母与垫圈按设计配置齐全，紧固后螺栓应露出螺
母或与螺母平齐，外露螺纹无损伤，螺栓拧入方向除构造原因外应一致。

    2 密封状况：无明显漏油、漏水、漏气现象。

    3 管道敷设：布置合理，排列整齐美观。

    4 隔声与绝热材料敷设：层厚均匀，绑扎牢固，表面较平整。

    5 油漆涂刷：涂层均匀，无漏涂，无脱皮，无明显皱皮和气泡，色泽基
本一致。

    6 走台、梯子、栏杆：固定牢固，无明显外观缺陷。

    7 焊缝：焊缝较均匀，焊渣和飞溅物基本清理干净。

    8 切口：切口处无熔渣。

    9 成品保护：设备无缺损，裸露加工面保护良好。

    10 文明施工：施工现场管理有序，设备周围无施工杂物。

    以上各项随机抽查应不少于10处。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释义： 观感质量验收，往往难以定量，只能以观察、

触摸或简单的量测方法，由各个人的主观印象判断为合

格、不合格的质量评价，不合格的检查点，应通过返修

处理补救。

    本条文根据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的特点，给出了

10个观感质量检查项目和应达到的要求，检查时对代表

性的设备、项目及设备的重要部位都应检查到。对其评

价时先逐点评价，再逐项评价，最后综合评价。

    单位工程观感质量检查，其项目数量可根据各单位

工程验收时具体情况而定。



2.0.12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质量验收记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应按本规范附录A进行。

    2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应按本规范附录B进行。

    3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应按本规范附录C进行。

    4 设备无负荷试运转记录应按本规范附录D进行。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释义：  本条明确了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质量验收记

录的表式。



  2.0.13  工程质量不符合要求，必须及时处理或返工，

并应重新进行验收。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释义： 本条文给出了当质量验收不符合要求时的处

理方法。

     重要的是：不合格现象应在最初的验收单位—分项

工程质量验收时及时发现并处理，否则将影响到后续

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质量的验收。

     由于质量不符合要求，经返修或返工处理的工程，

必须重新按程序组织验收。



  2.0.14  工程质量不符合要求，且经处理和返工仍不能满

足安全使用要求的工程严禁验收。（强条3/11）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释义： 分部工程、单位工程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经

返修或返工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和主要使用功

能的，严禁验收。

      本条文为强制性条款。



   2.0.15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质量验收按下列程序组织进行。

       1  分项工程应由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组织施
工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工长）、质量检查员等进行验收。

       2 分部工程应由总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施工单
位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质量负责人等进行验收。

       3 单位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自行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检查评定，
并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验收报告。

       4 建设单位收到工程验收报告后，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
织施工（含分包单位）、设计、监理等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单位工程
验收。

       5 单位工程有分包单位施工时，总包单位应对工程质量全面负责，
分包单位应按本规范规定的程序对所承包的工程项目检查评定，总包单位
派人参加。分包工程完成后，应将工程有关资料交总包单位。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释义：  本条文规定了工程质量验收的程序和组织，分

项工程是工程质量的基础，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要加强

过程质量控制，坚持自检、互检：交接检“三检制”。

    在分项工程完成后，先由企业项目专职质量检查员对

工程质量进行检查评定（专检）。专检合格后，填好“分

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并由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和项目

专业技术负责人（工长）分别在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记录中

相关栏目签字，然后由监理工程师组织，按本条文规定程

序进行验收。

    分部工程应由总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组织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技术、质量负责人及有

关人员进行验收。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单位工程完成后，施工单位首先要依据质量标准，设计图纸等，组织

有关人员进行自检，并对检查结果进行评定，符合要求后向建设单位提交

工程验收报告和完整的质量控制资料，请建设单位组织验收。建设单位应

组织设计、施工单位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及施工单位的技术、质量负责人

和监理单位的总监理工程师参加验收。

    单位工程有分包单位施工时，总承包单位应按照承包合同的权利与

义务对建设单位负责，分包单位对总承包单位负责，亦应对建设单位负责

。分包单位对承建的项目进行检验时，总包单位应参加。检验合格后，分

包单位应将工程的有关资料移交总包单位。在建设单位组织工程质量验收

时，分包单位负责人应参加验收。

    有备案要求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将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和有关文件，报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3.1.1  本章适用于轧机机械设备基础及地脚螺栓和垫板

安装质量的验收。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3  设备基础、地脚螺栓和垫板

    释义：本条文明确了本章的适用范围。

      本章给出了设备基础、地脚螺栓和垫板安装质量

验收的标准。适用于轧机机械设备安装各分项工程。

编制规范时，为了统一规范格式、压缩规范的篇幅，

作为单独一章提出。



  3.1.2  设备安装前必须进行基础的检查验收，未经验收

合格的基础，不得进行设备安装。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3  设备基础、地脚螺栓和垫板

   释义：  轧机机械设备的基础工程，由土建单位施工，

土建单位应按现行国家有关标准验收后，向设备安装单

位进行中间交接，未经验收和中间交接的设备基础，不

得进行设备安装。



  3.1.3  轧机机械主体设备基础应做沉降观测，并形成

记录。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3  设备基础、地脚螺栓和垫板

   释义： 轧机主体设备重量大、安装精度要求高，设

备基础的沉降对安装精度的影响也较大。因此必须

在轧机主体设备就位前后，对设备基础进行定期的

沉降观测，并形成记录，经现场施工技术人员对沉

降观测记录进行分析，基础沉降趋于稳定后，轧机

主体设备方可找正。



  3.2  设备基础

Ⅰ  主控项目

  3.2.1  设备基础强度必须符合设计技术文件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基础交接资料。

  3.2.2  设备安装前，应按施工图并依据测量控制网绘制

中心标板及标高基准点布置图，按布置图设置中心标板及

标高基准点，并测量投点。连续生产线及其主体设备应埋

设永久性中心标板和标高基准点。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测量成果单，观察检查。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3  设备基础、地脚螺栓和垫板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2  基本规定

   释义： 设备安装前，应按施工图和测量控制网确定设备

安装的基准线。所有设备安装的平面位置和标高，均应以确

定的安装基准线为准进行测量。生产线的纵、横向中心线和

生产线上主体设备（如加热炉、轧机、剪切机、开卷机、卷

取机等）的中心线应埋设永久性中心线标板，主体设备旁应

埋设永久性标高基准点，使安装施工和今后维修均有可靠的

基准。

    永久性中心标板和永久性基准点在工程竣工验收后，要

移交工程接受单位供今后生产检修使用。因此要求采用铜材

或不锈钢材料制造，设置位置要在设备安装后能够继续使用

，设置要牢固并应予以保护和维护。



3.2  设备基础

Ⅱ  一般项目

  3.2.3  设备基础轴线位置、标高、尺寸和地脚螺栓位置
应符合设计技术文件和现行国家标准《机械设备安装工程
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GB 50231 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复测记录。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3  设备基础、地脚螺栓和垫板

   释义：设备安装前，安装单位要对设备基础的轴线位置、

标高、尺寸、地脚螺栓位置、预留孔洞位置和大小等进行

复测，以保证设备安装的质量及顺利进行。



3.2  设备基础

Ⅱ  一般项目

  3.2.4  设备基础表面和地脚螺栓预留孔中的油污、碎石
、泥土、积水等均应清除干净；预埋地脚螺栓螺纹和螺母
应保护完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3  设备基础、地脚螺栓和垫板

   释义： 本条文规定的检查项目应在设备吊装就位前完

成，以保证地脚螺栓埋设质量和设备二次灌浆的质量。



3.3  地脚螺栓

Ⅰ  主控项目

  3.3.1  地脚螺栓的规格和紧固必须符合设计技术文件要求。

      检查数量：抽查20%，且不少于4个。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尺量，检查紧固记

录，锤击螺母检查。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3  设备基础、地脚螺栓和垫板

  释义：  轧机机械设备的地脚螺栓，在设备生产运行时受
冲击力，涉及设备的安全使用功能。因此，将地脚螺栓的
规格和紧固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列入主控项目（原标准为基
本项目）。施工技术文件明确规定了紧固力值的地脚螺栓
，应按规定进行紧固，并有紧固记录。



3.3  地脚螺栓

Ⅱ  一般项目

  3.3.2  地脚螺栓上的油污和氧化皮等应清除干净，螺纹部
分应涂适量油脂。

      检查数量：抽查20％。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3  设备基础、地脚螺栓和垫板

  释义： 本条文的规定一是为了地脚螺栓的埋设质量，

二是保护地脚螺栓的螺纹不锈蚀。



3.3  地脚螺栓

Ⅱ  一般项目

  3.3.3  预留孔地脚螺栓应安设垂直，任一部分离孔壁的距离

应大于15mm，且不应碰孔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3  设备基础、地脚螺栓和垫板

释义：本条文给出了预留孔地脚螺栓的安装质量。



3.4  垫板

Ⅰ  主控项目

  3.4.1  座浆法设置垫板时，座浆混凝土 48h 的强度应达
到基础混凝土的设计强度。

      检查数量：逐批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座浆试块强度试验报告。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3  设备基础、地脚螺栓和垫板

   释义：本条文给出了座浆法设置垫板时的座浆混凝土强

度要求。明确提出座浆混凝土48小时的强度应达到基础

混凝土的设计强度，时间点、混凝土强度要求、检查数

量、方法更加清晰明了。



3.4  垫板

Ⅱ  一般项目

  3.4.2  设备垫板的设置应符合设计技术文件要求或现行国家
标准《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GB50231 的规
定。

      检查数量：抽查20%。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尺量、塞尺检查、轻击垫板。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3  设备基础、地脚螺栓和垫板

   释义： 设备垫板的设置方法（座浆法、压浆法、无垫板
等）、规格、数量等，设计技术文件有要求的应按设计技
术文件要求设置；设计技术文件无要求的，按现行国家标
准《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GB5023l的要
求设置。



3.4  垫板

Ⅱ  一般项目

  3.4.3  采用研磨法放置垫板时，混凝土基础表面应凿平，
混凝土表面与垫板的接触点应分布均匀。

      检查数量：抽查20％。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3  设备基础、地脚螺栓和垫板

  释义：国家标准《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

范》GB5023l 中未提到研磨法放置垫板的要求。考虑到

轧机设备工程安装有时要采用研磨法放置垫板，为此本

条文给出了研磨法放置垫板的要求。



   4.1.1  本章适用于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设备和材料的

进场验收。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4  设备和材料进场

  释义：本条文明确了本章的适用范围。

      本章给出了设备和材料进场验收的标准和要求。原规
范中只对设备的质量提出了要求，未提到原材料的检验。
设备和原材料质量对工程质量影响重大，本规范从加强过
程控制、严把质量入口关的角度，对设备的开箱检验、原
材料的进场检验提出了完善的、可操作性的验收要求。

      本章适用于轧机机械设备安装各分项工程。编制规范
时，为了统一规范格式、压缩规范的篇幅，作为单独一章
提出。



   4.1.2  设备搬运和吊装时，吊装点应在设备或包装箱的

标识位置，应有保护措施，不应因搬运和吊装而造成设备

损伤。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4  设备和材料进场

释义：本条文给出了设备搬运和吊装的要求。



   4.1.3  设备安装前，应进行开箱检查，形成检验记录，

设备开箱后应注意保护，并应及时进行安装。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4  设备和材料进场

 释义  设备安装前，设备开箱检验是十分重要的，建

设、监理、施工及厂商等各方代表均应参加，并应形成

检验记录。检验内容主要有：箱号、设备名称、设备型

号、设备规格、设备数量、设备表面质量、有无缺件和

损坏件，随机文件、备品备件、专用工具清点登记、混

装箱设备清点分类登记等。



   4.1.4  原材料进入现场，应按规格堆放整齐，并有防损

伤措施。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4  设备和材料进场

释义：本条文对原材料进场后的堆放和防损伤提出了要

求。 



4.2  设备

主控项目

   4.2.1  设备的型号、规格、质量、数量必须符合设计技
术文件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设备质量合格证明文件，观察检查。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4  设备和材料进场

释义：  设备必须有质量合格证明文件，进口设备应通

过国家商检部门的查验，具有商检证明文件。以上文件

若为复印件时，应注明原件存放处，并有抄件人签字和

单位盖章。



4.3  原材料

  主控项目

   4.3.1  原材料、标准件等其型号、规格、质量、数量、性能应符合设计技
术文件和现行国家产品标准的要求。进场时应进行验收，并形成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全数检查。实物抽查l％，且不少于5件
。设计技术文件或有关国家规范标准有复验要求的，应按规定进行复验。

       检查方法：检查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复验报告及验收记录，外观检查
或实测。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4  设备和材料进场

释义：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中所涉及的原材料、标准件等进场应进行验
收，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应全数检查，证明文件若为复印件时，应注明原件
存放处，并有经办人签字，单位盖章。对设计文件和现行国家有关标准规
定了复验和检验抽查比例的原材料，应按规定进行复验和检验；无规定的
宜按1％比例进行实物抽检，且不少于5件。验收记录应包括原材料规格，

进场数量，用在何处，外观质量等内容。



5.1   一 般 规 定

5.1.1  本章适用于单机架轧机和连轧机设备工程安装质
量的验收。

5.2　轧机底座安装

Ⅰ 一般项目

5.2.1　轧机底座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5.2.1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见表5.2.1。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5  轧机主机列设备安装工程

  释义： 5.1.1条给出了本章的适用范围。



   5.2.1条明确了轧机底座的检验方法和允许偏差应符合表5.2.1的规

定。　

     需要说明的是:轧机底座允许偏差项目的调整可能要进行两次。底

座本身调整完已验收合格，但在轧机机架安装后可能由于以下原因不

得不进行二次调整：由于基础的不均匀沉降造成已验收合格的轧机底

座和机架某些项目超差；轧机机架加工精度和底座安装精度的积累误

差引起机架的某些项目超差；轧机机架加工精度超差等。

     为了保证轧机更好地运行，机架的某些精度项目比起底座来显得

更为重要，为了确保机架的精度，需要对轧机底座进行二次调整，甚

至要发生牺牲底座的某些项目精度的现象。施工单位通过观测认为有

必要进行底座二次调整的，尤其是要发生牺牲底座的某些项目精度的

,事前一定要通报建设单位项目有关负责人和监理工程师，并经批准

后方可进行。调整结果要报监理工程师确认并作为工程验收时的质量

控制资料之一。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强制性条款



5.3　轧机机架安装

Ⅰ 主控项目

   5.3.1  机架固定螺栓的紧固力必须符合设计技术文
件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螺栓紧固记录。

  5.3.2  机架与上横梁和下横梁连接螺栓或热装螺栓的
紧固力应符合设计技术文件的规定，横梁无歪斜。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螺栓紧固记录，观察检查。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5  轧机主机列设备安装工程

 释义: 5.3.2条原为基本项目,本规范定为主控项目。



5.3　轧机机架安装

Ⅱ 一般项目

   5.3.3　机架固定螺栓的安设应做到垂直、固定可靠，
螺母、垫圈、底座间接触良好，紧固后螺栓应露出螺母
或与螺母齐平，外露螺纹无损伤，螺栓拧入方向除构造
原因外应一致。

      检查数量：抽查20％，且不少于4处。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5  轧机主机列设备安装工程

   释义 ：本条文给出了机架固定螺栓安设的要求及检

查的数量和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在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中，螺栓连

接极为普遍，数量很多，工作量大。在一些现行国家规范

中，对螺栓连接外露长度有不同的规定，常常成为工程验

收的争论点。螺栓连接的长度通常是经设计计算，按规范

优选尺寸确定的，外露长度不影响螺栓连接强度，因此本

规范对螺栓连接的螺栓型号、规格及紧固力作出严格要求

，而对外露长度不作量的规定，仅提出螺栓、螺母及底座

间接触良好，紧固后螺栓应露出螺母或与螺母平齐，外露

螺纹无损伤，螺栓拧入方向除构造原因外应一致的要求。

     此要求有利于螺纹的保护，且节约材料 。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强制性条款



5.3　轧机机架安装

Ⅱ 一般项目

  5.3.6　轧机机架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5.3.6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见表5.3.6。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5  轧机主机列设备安装工程

  

   释义： 5.3.6条明确了轧机机架的检验方法和允许偏差应符合表5.3.6

的规定。　

　     轧机机架窗口面垂直度、两机架窗口中心线的水平偏斜、机架窗口

在水平方向的扭斜、连轧机相邻两机架的平行度等项目检查测量时一般

应在机架窗口面上进行，但有些机架出厂时，衬板的固定螺栓采取特殊

的防松措施不宜拆卸，衬板与机架接触又很紧密，经监理工程师认可，

也可以在窗口衬板面上测量。旧设备应在机架窗口面上测量。



5.4　轧辊调整装置安装

Ⅰ一般项目

   5.4.1  齿轮传动和蜗轮蜗杆传动减速器的齿侧间隙、齿顶间隙、齿啮
合接触面积和传动轴轴向串动量应符合设计技术文件或《机械设备安装工
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GB 50231的要求，减速器各部密封良好。

      检查数量：抽查30％，且不少于1台。

      检验方法：检查安装质量记录，用着色法、压铅法、千分表和塞尺
检查。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5  轧机主机列设备安装工程

  

   释义： 本条文要求“齿轮传动和蜗轮蜗杆传动减速器的齿侧间隙、
齿顶间隙、齿啮合接触面积和传动轴轴向串动量应符合设计技术文件
或《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GB 50231的要求”。

      对于整体到货且出厂前经过试运转验收合格的减速机、齿轮机座
设备，业主或设计技术文件无要求的，可不做解体检查。二手设备经
整修验收合格且附有整修记录的，安装时也可以不做解体检查。

      本条文说明同样适用于本规范其他章节中同类内容的条文。



     本规范强制性条款共有11条,分布如下: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强制性条款

章 条（款） 小计
2. 基本规定 2.0.4条 、2.0.9条4款、 2.0.14条 3
7. 开卷机和卷取机安
装工程

7.5.1条5款 1

11. 翻卷和移送设备
安装工程

11.6.1条 1

14. 加热炉安装工程 14.2.1条、14.2.4条、14.3.1条、
14.4.1条、14.5.1条

5

15. 轧机其他设备安
装工程

15.12.1 1

合   计 11



  2 基本规定

  2.0.4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中从事施焊的焊工必须
经考试合格并取得合格证书，在其考试合格项目及其认
可范围内施焊。（1/11）

  2.0.9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4 设备的安全防护设施必须齐全、可靠，限位开关
动作应准确无误。 （2/11）

  2.0.14  工程质量不符合要求，且经处理和返工仍不能

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工程严禁验收。 （3/11）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强制性条款



   7.5　开卷机和卷取机试运转

   7.5.1　开卷机和卷取机试运转应符合下列规定：

      5　卷筒运转前，必须套好安全套，卷筒的外置轴承

架处于工作位置。（4/11）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强制性条款

释义：本条规定是为了确保开卷机和卷取机卷筒空负荷试

运转时设备安全和人身安全。需用的安全套一般随设备供

货，若不能随设备供货，则施工单位需自行准备。卷筒运

转时，卷筒的外置轴承架应处于工作位置，其目的是防止

卷筒在悬臂状况下旋转损坏设备。



   14.2  步进式加热炉安装

Ⅰ 主控项目

  14.2.4　步进水梁及其冷却水系统安装后、交付耐材施工，应按设计
技术文件规定进行水压试验。 （7/11）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试验记录。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强制性条款

释义：本条文规定是确保步进式加热炉设备安全使用的保证
，应严格执行。本规定有二层意思，一是步进水梁及其冷却
水系统在安装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安装焊口，所以必须要按设
计技术文件规定进行水压试验，试验时验收人员应旁站确认
。二是水压试验应在交付耐材施工前进行，不能在耐材施工
期间或施工后进行，以免无法检查及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1.6　长行程装钢机安装

Ⅰ 主控项目

      11.6.1　送钢杆的水冷却系统必须按设计技术文件的要求进行水压
试验，应无变形和泄漏现象。 （5/11）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试验记录。

14.2  步进式加热炉安装

Ⅰ 主控项目

  14.2.1　安装前，炉门框水冷梁、水冷炉门等水冷设备构件应按设计
技术文件规定进行水压试验。 （6/11）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试验记录。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强制性条款



   14.3  环形加热炉安装

Ⅰ 主控项目

   14.3.1　安装前，炉门框水梁、水冷炉门等水冷设备构件应按设计
技术文件规定进行水压试验。 （8/11）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试验记录。 

14.4  带钢连续式退火炉安装

Ⅰ 主控项目

   14.4.1  安装前，炉辊等水冷设备部件应按设计技术文件规定进行
水压试验。 （9/11）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试验记录。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强制性条款



   14.5  辊底式加热炉安装

Ⅰ 主控项目

   14.5.1  安装前，水冷炉辊、水冷炉门等水冷设备构件应按设计技
术文件规定进行水压试验。 （10/11）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试验记录。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强制性条款

    释义：本规范第11.6.1条、14.2.1条、14.3.1条、

14.4.1条、14.5.1条均是对送钢杆、水冷炉门、炉门框、水

冷炉辊等加热炉水冷设备构件提出的水压实验要求。要求这

些水冷设备构件在安装前，应按设计技术文件规定进行水压

试验。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强制性条款

      以上条款规定是确保相应设备安全使用的保证，
应严格执行。该类设备出厂前应进行水压试验，并随机提
交试验记录。设备安装前，安装单位在随机资料中若未见
到试验合格的试验记录或在开箱检验时发现设备有被碰、
压损伤、变形等迹象时，必须按设计技术文件的要求进行
水压试验。

      验收人员在验收时应注意以下三点：① 逐一检
查确认设备出厂前所进行水压试验的试验记录及试验是否
合格。② 逐一检查确认设备开箱检验记录及设备外观是
否有碰、压损伤、变形等现象。③ 若发现无设备出厂水
压试验记录的，或试验不合格的，或设备外观有被碰、压
损伤、变形现象的，或业主有特殊要求的均应按设计技术
文件的要求进行水压试验。试验时验收人员应旁站确认。 



   15.12　带钢自动焊机安装

Ⅰ 主控项目

   15.12.1　闪光对焊机基础的绝缘工程和固定机架与底座
间的绝缘，必须符合设计技术文件要求。 （11/11）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记录。

标准主要条款介绍

　       　  强制性条款

释义：本条款规定是确保闪光对焊机正常运行和安全使用

的保证，应严格执行。验收时验收人员应逐一检查试验记

录。



  附录A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A.0.1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应按表A.0.1进

行记录。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的每一分项工程都设计了专用表，如：

水平轧机机架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Ⅰ、表Ⅱ。

  附录B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B.0.1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应按表B.0.1进

行记录。

六、标准记录表式使用介绍



附录C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单位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C.0.1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应按表C.0.1

进行记录。

   C.0.2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单位工程质量控制资料应按表C.0.2

进行记录。

   C.0.３ 轧机机械设备工程安装单位工程观感质量验收应按表C.0.3

进行记录。

附录D　设备无负荷试运转记录

   D.0.1　轧机机械设备单体无负荷试运转应按表D.0.1进行记录

   D.0.2　轧机机械设备无负荷联动试运转应按表D.0.2进行记录

六、标准记录表式使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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