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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钢厂设备管理概述

钢厂自投产以来逐步发展成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

网络化、绿色环保、低碳节能型的具有现代化设备装备

水平的钢铁联合企业，要解决好设备一生管理和维修问

题是企业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不断研究的永恒课题，找出

驾驭生产设备最佳维修方式，推行零故障、零缺陷、零

事故终极目标为方向的设备管理，确保设备安全、稳定

、经济的运行，追求企业的整体效益，满足客户需求的

合格质量的产品服务，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



钢厂17个分厂年产量1200万t，保证设备安全、稳

定、经济运行并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合格产品。

钢厂生产线 （附表1 钢厂生产线）

一、钢厂设备系统现行组织体制





如何保证设备一生有效管理，实现安全、稳定、经

济运行并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合格产品？

如何管理？一抓组织，二抓设备管理，三抓消耗，

达到最佳效益。

设备如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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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钢厂机动部组织体制



二、钢厂机动部组织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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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备管理主要内容

1、设备技术管理和设备实物管理：

规划设计、选型购置、安装调试、（前期管理）

使用、维护、维修、（运行维修管理）

改造、更新、报废。（轮换报废管理）

2、设备经济管理和价值管理：

最初投资、维修费用、设备折旧、改造更新、报废处

理。



四、设备管理关联的主要业务

固定资产管理

设备基础管理 备品备件管理

检修管理

隐患事故管理

润滑管理

点检管理 工业建筑管理

设备管理

计量设备管理

高压电气设备管理

在线监测及故障诊断

特种设备管理



 1、保障最大：为产品服务、设备维修达标；

 2、成本最低：吨产品维修费用达到历史最低；

 3、安全事故为零：操作遵规、人身、

         设备事故为零；

 4、效率最高：设备综合效率最高。

五、设备管理的目标



六、以预知、状态维修为主的多种维修方式并存的维修策略



 1、规章制度、定额标准、图纸文档、台账记录等

 2、如何建立台账（计算机）

 3、设备基础管理应注意的：

                1】制度、标准、定额不健全；

                2】设备记录不全，有丢失；

                3】图纸、资料不全；

                4】人员技术水平受限等。

七、设备基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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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设备事故管理制度：

   1】设备事故分类：

          一般设备事故；企业厂矿拿出报告及处理意见。

          重大设备事故：企业厂矿拿出报告及处理意见交公司

                设备管理部门及公司主管领导批准后执行。

        特重大设备事故：公司组成事故调查组拿出报告及处理意

见。

  2】设备事故的经济损失：直接设备损失额度、停产时间。

  3】事故的分析与处理：责任者严格考核及处罚；行政处分直至

开除：构成刑事责任由司法办理。

八、隐患及事故管理



2、隐患及事故管理类型：
    1】设备异常：设备运行系统中偶发的不规则或反常。
    2】设备缺陷：设备或装置的功能受到局部影响或个别部件
          轻度损伤，但还可继续运行，称为缺陷。
    3】设备隐患：属潜在故障型难发现、故障时间或短或长。可
         引发故障、安全、质量等方面的缺陷。
    4】设备故障：指设备精度和功能降低型。设备部分或完全失
         去生产能力。
    5】设备事故：指设备精度超标丧失和功能停止型。设备因
         非正常损坏造成停产或效能降低；停机时间和经济损失超  
         过规定限额的。

八、隐患及事故管理



    3、设备事故预防为主：
        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异常、缺陷、隐患？
        又怎样才能及时处理隐患，防止事故发生？
        1】在线、离线设备状态监测及诊断。
        2】点巡检并制定维修拿出检修或定修计划及时根除隐患。
        3】设备状态异常、缺陷、隐患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4】人员状态素质和技术素质提高。
        5】推行全员全系统设备三反三查一实现活动。
           三反          +        三查         =       一实现
         反事故                 查制度              实现零事故
         反违章                 查认识              管理目标
         反隐患                 查整改

八、隐患及事故管理



九、事故案例

高线厂2#线双模块ACS6000装置
烧毁事故调查报告
一、事故概述：2007年10月11日12点01分，高线厂对2#线双模块高压开关进行合闸操作
时，ACS6000传动系统因重故障弧光短路起火烧毁，引起火灾，公司有关领导和相关部室
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和高线厂共同组织灭火，经全力抢救，大火于12点40分左右扑灭，避免
了事故的进一步扩大，公司直接经济损失约1000万人民币；大火扑灭后，机动部有关人员
就地对事故现场进行勘察、拍照和调查，现按公司领导要求成立本次事故调查小组，对事
故进行调查。
二、事故经过：10月11日上午2#高线准备投入双模块轧钢，第一次合闸9点左右操作工在
2#操作台远程操作，合上后保持几秒钟后跳闸，送了三次，随即A员工到传动室检查发现
ACS6000操作面板显示二次接地故障；将ACS6000由远程模式打到就地模式操作合闸，试
了两次，也是报同样故障；叫来xxx厂长后，再次送电，故障还是没有消除，于是两次致电
ABB并发去了故障信息，ABB答复并给予了指导；A员工等四人打开ACS6000柜子测试了
进、出线侧电缆绝缘电阻，没有问题，将高压开关摇到试验位置合闸后仍报过流故障，
决定将1#线的高压开关和2#线的互换，xxx厂长二人在传动室操作，二位员工在高压室监
视，12点01分36秒送电的瞬间发现柜子内有异响，并有火光冒出，迅速按下急停按钮，不
起作用，立即打电话马上分闸，打开高压柜门，手动按分闸按钮但是断路器没有断开后往
有报警声音的直流屏跑，听到低配室里有很大的啪啪声后往低配室方向跑，又停10KV进
线开关，操作10KV进线柜的转换开关进行电动分闸，断路器没有断开，再送上直流屏内
跳开的直流母线总开关后，12点03分56秒电动分开10KV进线开关，传动柜已经着火。



九、事故案例
三、对本次事故的分析意见
1、ACS6000系统存在重故障多次合闸未解除，事故后现场勘察整流单元柜后面和侧面被
电弧击穿共有五个大洞，短路故障是在ACS6000系统的整流单元（ARU）；根据ACS6000
系统原理，系统检测到重故障时，ON命令这时会发给传动装置所有的功率半导体管
（IGCT），在交流侧形成三相短路，产生大电流和传动装置发出的分闸命令跳开高压开
关，然后迅速封锁脉冲，关断三相短路电流，自我保护；但是由于ACS6000传动装置主回
路某些功率半导体损坏同时引发其他故障，根本无法封锁脉冲消除短路电流，自我保护不
起作用；同时故障瞬间系统中性点偏移，主回路系统电压升高，绝缘破坏导致拉弧放电起
火，并引起双模块高压开关柜内直流操作电源分路开关和该段直流母线总开关跳电，
ACS6000控制系统未发出跳闸信号，高压开关柜本身的速断、过流等保护也因为没有直流
电源而不起作用，这是导致本次火灾事故的直接原因；
2、高压开关没有按ABB要求具有直流电源欠压脱扣功能是导致2#高线双模块该级高压开
关最终失去所有保护，没有及时跳开的原因；
3、按照电力设计规程，在发生短路故障时，下级保护拒动未能分断时，上级开关保护应
该起后备保护作用而切除故障；但高线厂10KV进线6301开关和110KV三号变电站10KV
出线6301开关由于保护设置不合理而在本次事故中不能跳闸、不起作用；
4、对ACS6000系统的原理、维护、操作不熟悉，没有正确分析出多次合闸后均跳闸的原
因，错误地怀疑开关出现了问题，判断失误，这是导致本次事故操作方面的原因。
四、ACS6000产品缺陷：ACS6000自身保护不全，主回路无快速熔断器，无动力电源进
线开关，保护完全依赖于企业提供的10kv高压断路器，存在缺陷；另调试期间曾出现多次
故障：①UPS电源故障，烧掉出线保险，并损坏一块IGCT；②ACS6000系统电容柜内一
只中压滤波电容出现爆炸；③接地刀闸存在质量问题，电动分不开，后拆除刀闸接地线。



九、事故案例



九、事故案例



九、事故案例



九、事故案例



11、设备管理手段从手工管理发展到设备维修综合信息系统管、设备管理手段从手工管理发展到设备维修综合信息系统管
理，构筑了信息共享平台。设备基础数据和管理作业，通过统理，构筑了信息共享平台。设备基础数据和管理作业，通过统
一代码、标准、流程、表单和规范作业，实现了全过程的信息一代码、标准、流程、表单和规范作业，实现了全过程的信息
与知识资源共享，在信息化、数字化、云服务大平台上，实现与知识资源共享，在信息化、数字化、云服务大平台上，实现
了手机、计算机、互联网无线上线上网，有效控制和掌握设备了手机、计算机、互联网无线上线上网，有效控制和掌握设备
系统运行和管理，真正实现了人、机、物有效结合，降低了企系统运行和管理，真正实现了人、机、物有效结合，降低了企
业成本实现了企业效益最大化。业成本实现了企业效益最大化。

十、设备信息管理——实现信息共享



22、、设备信息化管理平台
    1]对于设备在线、离线监测项目和设备管理平台需求，采
用最新的状态监测系统和智能化维修分析决策支持系统。2】
该平台实现在线、离线、点检数据、工艺测量点、手工记录信
息等设备状态信息的共享；
    3】实现报警和设备故障信息的发布、设备故障分析和诊断
，并为维修决策和EAM系统提供依据。 
    4】充分整合现有网络、信息系统、物联网、互联网、无线
传感器网络等信息技术，构建一个钢铁企业综合信息化管理平
台。
    5】实现企业各子系统（ERP、EAM、MES、HR、HSE以
及能源等）无缝交换数据，达到信息全方位共享的目的，同时
也满足设备档案管理和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所有信息。

十、设备信息管理——实现信息共享



33、、 A类设备在线状态监测及预测性维修，设备管理全计算机化规范管理
。

十、设备信息管理——实现信息共享

   在H型钢厂实施A类设备状态监测及计算机化设备管理系统技改，实现了在线
状态监测及预测性维修，设备管理实现了全计算机化规范管理。

 2 台加热炉

 1 台BD轧机

 1 台飞剪

 11 台精轧机

 冷床（A、B区）

 1台矫直机

 3 台冷锯

 2 台定尺机

 码垛（A、B、C区）

H型钢厂A类设备



44、、 A类设备管理全计算机化规范管理。

1）、设备登记、设备树、分类及代码

十、设备信息管理——实现信息共享



2）、建立完善的备件清单，并实现备件与设备的有机关联（BOM），是
备件管理及优化的基础。

十、设备信息管理——实现信息共享



设备管理概述1

设备资产管理2



1、设备资产定义：用固定资金购买的各种机械、设备、电气
、仪器及建筑（构）物等建起的所有物质组成的称为固定资产
。一句话就是设备资产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固定资产。
    2、固定资产：
    1】有形固定资产：还有运输工具、大型机具、土地等。
    2】无形固定资产：商誉权、专利权、广告权、
                              知识产权等。  

一、设备资产



固定资产设备范围：
 生产线从头到尾所有设备；外围配套的所有各类管道等：配
套运输工具、吊具、专用工具等。
    1、构成固定资产设备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a、 能独立完成一道工序或提供某种效能、
       b、使用寿命在一年以上、
       c、 设备原值在规定限额以上。
     2、新投产前的生产准备设备备件和生产后机旁设备备件
都 是固定资产。

二、固定资产设备范围



3、低值易耗设备
      1】定义：价值低于固定资产规定额度，使用寿命低于一
年以下，称为低值易耗设备又称低值易耗品。
       2】低值易耗设备按功能、寿命、价值：
         低值设备：12mm电钻、手电钻、砂轮机等
         易耗设备：铁水包、钢水包、烘窑车、干燥车等
       3】 提高低值易耗设备使用效率和使用寿命：
        a、建立完善制度，正确使用保养。
        b、建立台账明确设备使用人员。
        c、违章考核，奖励评优。

二、固定资产设备范围



1、资产台账：(计算机管理台账上章讲过）
      1】  固定资产设备台账：
       a、设备量动态变化调拨、转移、 封存、租赁、变卖等。
       b、设备值动态变化原值、净值、 残值、折旧等。
       c、设备台账分类汇总清册。
       d、建立固定资产卡片（含设备）。
       e、公司设备管理部门负责全部设备资产台账。财务部门
负责设备台账价值管理。            
       f、公司二级单位、厂矿、车间负责建立分管的资产台账
及管理。
    2】低值易耗设备：
     a、分类汇总清册。
     b、建立低值易耗设备卡片。
     c、使用单位、部门直接负责。

三、资产台账编号和经济档案



2、资产编号
   1】固定资产建立必须有编号，不重、不丢有账有物。
   固定资产编号由公司设备管理部门总牵头负责，财务及有关
部门配合，其他部门无权更改。
    2】固定资产统一编号方法：一般采用7—14位数编码，把
固定资产总类号、分类号、细类号、顺序号可计算机管理。
     3】固定资产管理原则：设备管理部门管全部固定资产实
物，财务部门管全部固定资产账； 二级单位、厂矿代管分管
的全部固定资产实物。

三、资产台账编号和经济档案



3、设备的经济档案：汇集设备一生的经济活动。
       1】前期：可研性报告、初步设计、设计出图。
                  设备选型、设备购置、购置评估、设备合同。
                  设备制造监制、安装调试、试生产、交付生产、
                  交付工程设备决算资料及决算费用。 
       2】中后期：操作使用维护、设备重大事故及损失报告、                                                  
设备年维修费用、设备大修费用、 设备改造安装费用、设备
残值回收资金、设备备件储备资金、设备全寿命周期费用
      3】 经济档案突出设备费用管理： 设备原值、净值、残值
、折旧、增值。
       4】设备经济档：有经济资料、有实用价值，具有科学性
、系统性、使用性，应删繁就简；去粗存精。

三、资产台账编号和经济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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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备技术改造与改造后的设备的增值
    1】企业对陈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了设备装备水平，
      改造后设备的功能、效率有所增加，产品质量有所提高。
    2】改造后使设备价值发生变化，其价值必须并入设备原值
        ，使设备增值。
    3】改造后设备折旧和大修理费提存增加，补偿设备两类磨
       损的需要。
    4】设备增值计算：
   
    设备增值==增设装置及设施费—改造替换收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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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备封存：
1】原因：生产任务不足或其它原因停用半年以上设备。
2】封存期间暂停计提折旧，超过一年转为闲置设备。
3】封存设备：技术状态完好，零部件及附属装置完好。
                       就地封存。
                        封存前全面维护保养。防尘、防锈、防潮。
4】启封设备办手续，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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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备闲置：
    1】定义：设备长期停用，不能发挥经济效益，称为设备闲
        置。
    2】设备闲置：固定资金积压、
                          固定资产变相浪费
    3】设备闲置处理方法：调剂、租赁、变卖
                                        市场行为
                                        盘活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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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备租赁：
    1】设备租赁目的：使企业可少投资或不投资，见效快、收  
         益大、资金活。
    2】设备租赁：使企业设备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
    3】设备租赁费用计算：
     租赁费用==折旧费用+修理费+设备原值利息+手续费。
      最终由市场价甲乙双方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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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设备报废：是设备一生的最后环节，意味着设备资产的物
质价值基本结束，无使用价值。
设备报废时必须完成三个条件：
     1】设备报废的残值必须收回 。
     2】设备报废时其折旧余额应基本提完。 
     3】设备报废后台账应撤销。
7、设备转移：
     1】设备转移是企业内部资产流动形式，必须获得企业内
          部主管领导及设备部门批准同意后办理设备转移手续。
     2】设备转移造成的折旧费增减额必须进入成本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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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