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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载荷构成的差异                                                            表 4 

代号 ISO 5049/1：1994 2 FEM SECTION Ⅱ:1997 AS4324.1-1995 

主要载荷 

自重载荷 

自重载荷是指所有固定和可拆结

构部分的重力，即工作期间总是出

现的机械和电器设备以及支承结

构的载荷。 

自重载荷由所有在机器上的量和

位置不变且永久作用在设计的结

构或构件上的载荷组成。可视为基

本上等同于 ISO 5049 的自重载荷。

自重载荷处于完美状态的机器和

活动零件的质量（总是出现在运行

中）的综合组成。可视为基本上等

同于 5049 的自重载荷。 

物料载荷：输送机和取料机携带的载荷组成    

无取料装置由 m
3
/h 决定 

1）有流量限制器时按照限制器流

量确定； 

2）无限制器时按照最大截面乘以

速度计算，物料动安息角 20ºº。 

3）多单元递接系统下游单元流量

具有上游输送单元相同的流量运

能； 

4）多单元递接系统中所有下游流

量运能要大于或等于第一单元的

能力。 

由 m
3
/h 和最大密度加以确定 

有限制时按照受到限制载荷计算。

无限制时按照最大截面乘以速度

引起的设计能力计算。截面积按照

ISO 5048 计算动安息角 20º 

输送机物料横断面积，m2 与 物料密

度的乘积，γ   t/m3。 

F=Sx×γ 

γ-合同规定的最大密度。 

Sx -AS4324.1-1995规定的计算方法。

★（偏大） 

有取料装置 

无能力限制器时设计生产能力是

1.5 倍的额定满斗容量乘以最大卸

料次数。系数 1.5 考虑了斗子可能

多添装的容积。 

有能力限制器时为限制器的能力。

输送机载荷的动载系数 1.1 

等同于ISO 5049的相应物料载荷，

不过考虑加到皮带机上的动态载

荷要乘以 1.1 的系数。 

主要载荷F  t/m 必须利用下式加

以计算： 

 
 式中：Qth = 理论产量，t/h，利用

-AS4324.1-1995 规定的计算方法计

算。 

取料装置的载荷 

对于斗轮 所有装料斗 1/4 个料都

充满度为 100% 
同 ISO 5049  

标准未描述，按照 AS4324 附录 G

参考计算或与用户约定。 

主要载荷 

对于链斗： 

--- 所有与工作面接触的料斗 其

中 1/3 料斗充满度 1/3； 

---所有与工作面接触的料斗 其

中 1/3 料斗充满度 2/3； 

---所有与工作面接触的料斗 其

中 1/3 料斗充满度 100%。 

同 ISO 5049 同 ISO 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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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代号 ISO 5049/1：1994 2 FEM SECTION Ⅱ:1997 AS4324.1-1995 

 主要载荷 

料斗中的物料（ISO 5049 中此条应归属于取料装置中的载荷里） 

料斗中的物料等于密度乘以体积

（充满到料斗边缘） 

料斗内的物料重量通过密度乘以

体积（满溢）获得。 

挖掘装置内物料质量（AS4324.1 第

3.3.5 条） 

积垢载荷 

输送机积垢载荷：物料的 10%； 

斗轮上的 5cm 厚物料载荷；  

链斗上的积垢载荷按取料装置上

的载荷的 10%设计。并均匀分布在

整个臂架上。   

输送机积垢载荷：物料的 10%； 

斗轮上的 5cm 厚 最大密度物料

载荷。 

输送机积垢载荷： 物料的 10%； 

斗轮上的 5cm 厚 物料载荷； 

较粘物料为斗轮上的 10cm 厚 物料

载荷。对铲斗链，等同于 5049 均匀

分布活载荷的 10％。 

正常挖掘阻力与侧向力 

正常挖掘阻力 

按照集中载荷计算。作用在斗轮的

切削圆上。链斗则作用在工作面接

触部分的 1/3 处的点上。 

挖掘力作为集中载荷计算。作用在

斗轮的切削圆上。链斗则作用在工

作面接触部分的 1/3 处的点上。 

考虑集中载荷作用在切削环的最不

利点； 斗轮无需扣除斗内物料载荷

作用力。★（偏大） 

从电动机的额定功率、齿轮的传动

效率、切削刃圆周速度和提升物料

所需要的功率及（链斗）驱动链斗

所需功率而求得。 

挖掘力是作用在切削圆或斗链方

向的正常挖掘力有驱动电机的标

称功率，传动齿轮的效率，切削边

的圆周速度和提升物料所需的功

率获得。 

满载保护设定值对应功率值乘以不

确定系数。 

正常侧向力 

0.3 倍的正常挖掘阻力 0.3 倍的正常挖掘阻力 

不扣除提升斗内物料的功率的挖掘

阻力 0.3 倍和基于回转或走行计算

阻力的大值。（偏大） 

输送机上的作用力 

计算时尽可能考虑 皮带张力 链

斗张力的影响。 

只要对结构有影响计算时必须考

虑皮带张力链斗张力等。 

结构必须设计成能承受与输送机构

件相关的由于皮带张力、链条张力

等引起的力的效应。 

永久性动载荷效应 

在设备设计中一般加减速度小于

0.2m/s
2
不予考虑 

挖掘动态效应，转载点转载动态效

应、机械转动、振动给料机等仅考

虑局部效应。加减速度小于

0.2m/s
2
不予考虑。加速度与惯性

力引起的载荷使得循环次数低于

2×10
4 
其效应考虑为附加载荷。 

根据 AS4324.1 表 3.3.9 进行计算，

并给出相应的动态效应系数。 

设备倾斜载荷 

主要载荷 

设备在倾斜面工作时所受理分解

成平行与垂直与工作面的两个载

荷。 

工作面倾斜时重力转化成平行于

工作面与垂直于工作面的载荷。为

计算要增加 20%。 

由于工作平面引起的设计载荷，以

规格书确定最大倾斜为基准。一般

不超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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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代号 ISO 5049/1：1994 2 FEM SECTION Ⅱ:1997 AS4324.1-1995 

附加载荷 

工作时风载荷 

q=vw
2
/1600   q=0.25kN/m

2
 

vw=20m/s=72km/h 

q=(ρVs
2
)/2  q 空气动力风压，

kN/m
2 
；Vs设计风速 m/s；ρ空气密

度 常取 1.225 kg/m
3
。等同于 ISO 

5049   

风载荷必须按照澳大利亚标准AS 

1170.2计算。 

除均匀风载荷之外，还必须考虑非

均匀风载荷。 

其它风载描述在此省略 其它风载在此省略  

冰雪载荷 

在积垢载荷中已经考虑，用户未规

定特殊天气不做考虑。 

温带地区已经在积垢载荷中考虑

恶劣气候在合同中规定。 

合同要求的情况下，则必须考虑由

于雪、冰和冰雹引起的载荷。 

温度载荷 

特定条件下考虑温度载荷 特殊地区或膨胀系数不同时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同一部件

内采用膨胀系数非常不同的材料；

整个结构可能存在很大的温差等

情况下）需要考虑由于温度效应引

起的载荷。 

非正常挖掘阻力与侧向阻力 

斗轮电机启动转矩或力矩限制转

矩计算。 

1）斗轮与链斗没有加载 

只按照电动机启动转矩计算 

2）斗轮或链斗加载 

按照电机启动转矩的功率减去提

升功率计算。 

3）非正常挖掘侧向阻力按照非正

常挖掘阻力 0.3 倍计算。 

由加载到斗轮或链斗上的电机启

动转矩计算。 

a)斗轮与链斗不承载：不考虑提升

与移动物料所需功率，只按照电动

机启动或停止转矩计算。 

b) 斗轮与链斗承载满载：挖掘力

可减少到提升功率与移动物料的

功率。 

 

异常侧向挖掘力为异常挖掘力的

0.3 倍。 

非正常正向切削力： 
采用斗轮机构过载保护设定值对

应的功率乘以不确定系数，对设计

而言，斗轮上最大的异常挖取力无

需扣除提升斗内物料所需的力的

等效力。 

一般地可以达到2倍FEM计算值。

★（偏大） 

 

非正常侧向切削力： 
基于回转功率和走行功率计算。★

（偏大） 

摩擦阻力与运行阻力 

附加载荷 

a）只需要在摩擦阻力影响的长度

范围内计算摩擦阻力 

立式止推轴承球轴承μ=0.10 

滑动摩擦构件      μ=0.25 

b）计算运行阻力的摩擦力 

设备车轮     μ=0.03 

履带车轮     μ=0.10 

履带与地表   μ=0.60 

等同于 ISO 5049  

摩擦 

(a) 枢轴和球形轴套0.15 

(b) 滑动摩擦构件0.25. 

运行 车轮：滚动阻力0.03；  

 从动车轮与轨道之间牵引力

0.25. 

履带：履带车轮 0.10; 

履带与地表0.6； 

履带陷于泥沼时 0.9 

 

 

 



重工与起重技术 
HEAVY INDUSTRIAL & HOISTING MACHINERY  

续表 4 

代号 ISO 5049/1：1994 2 FEM SECTION Ⅱ:1997 AS4324.1-1995 

附加载荷 

设备偏斜运动产生的垂直于轨道的侧向力 

Hy=λN  

λ-----系数 

N ----- 计算零件应力时产生最大

应力的轮压值。平衡架取轮压之

和。计算支腿时取最大支腿支反

力。5049 图 3 图 4 

Hy=λVy  

Vy 为车轮或台车的最大载荷。一般

不超过 0.2 倍垂直轮压。 按根据 AS4324.1 标准计算，一般

不超过 0.2 倍垂直轮压。 

非经常性动载荷。 

附加载荷 

在寿命期限内启制动次数少于 2×

10
4
按照附加载荷计算。小于工作风

载荷时则惯性力可以忽略。 

等同于 ISO 5049 若惯性力为必须

考虑的力，则可忽略风效应。 

非永久性动态载荷效应引起的惯

性力作用效果小于风力可忽略不

计。非永久性动态效应超过风力的

情况下，若考虑强度，则风力可以

忽略不计。 

 

续表 4 

代号 ISO 5049/1：1994 2 FEM SECTION Ⅱ:1997 AS4324.1-1995 

特殊载荷 

溜槽的堵塞 

由物料堵塞产生的物料再扣除料

槽内的正常运行时物料并按照动

安息角计算。按照实际的散料重力

来计算。 

溜槽堵塞物料的重量应按溜槽容

积计算，并且考虑静安息角。要扣

除正常工作时溜槽中的物料。溜槽

堵料载荷就是实际的物料重量。 

溜槽堵料： 
计算溜槽内物料、静安息角物料以

及平台上的物料。 

斗轮或链斗在工作面上的停顿 

有安全装置时按照安全装置载荷

限定的 1.1 倍计算。无安全装置时

按照满载停顿载荷计算。 

斗轮装置或悬臂的静止载荷带有

安全装置时按照安全装置的 1.1 倍

计算。无安全装置时按照满载静止

载荷计算。 

AS4324.1-1995 中 无斗轮或链斗

在工作面上停顿的载荷。 

安全装置故障 

指物流限制器出现故障后物料的

载荷计算按照 ISO 5049/1：1994 2

内容计算。 

a）无取料装置，按照最大截面乘

以速度计算载荷。 

b）有取料装置按照都的标称能力

乘以最大卸料次数的 1.5 倍 。 

特殊活载荷(FF) (其每个单位均为

t/m) 必须利用下式加以计算： FF 

=Sm×γ 

式中：Sm输送机上物料的横断

面积，m
2
，γ合同规定最大松密度，

t/m
3
。Sm在AS4324.1-1995附录中有

说明★（偏大） 

特殊载荷 

走行机构的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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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轨道设备，台车的锁定时假定

车轮不再转动，台车与轨道之间存

在滑动摩擦系数位 0.25.任何车轮 

锁定时最大摩擦力不超过 0.25 摩

擦系数。 

运行装置的堵塞考虑发生故障时

台车与轨道之间存在 0.20 的摩擦

系数 。所有的堵塞按照在轨道上

打滑计算。 

走行轮卡阻：★ 
抗滑移系数0.33，计算走行驱动力

和惯性力，计算后的实际数值将比

前两个标准要大许多，接近FEM的

2倍。（偏大） 

斗轮机遇斜面侧向碰撞 

最大侧面碰撞力由回转安全联轴

器确定或若按动能计算 假定理论

制动距离为 30cm。 

碰撞斜坡产生的碰撞力由回转安

全联轴器确定或若按动能计算 假

定理论制动距离为 30cm。 

侧向碰撞： 
回转与走行时计算驱动及惯性载

荷的和。 

设备非工作风载荷 

见 ISO 5049 table 3 Wind speed 

and aerodynamic pressures 

见： FEM2 表  T2-1.3.6 OUT OF 

SERVICE AERODYNAMIC WIND 

PRESSURE 等同于 ISO 5049  

作用在机器上的风载荷必须按照

AS 1170.2 以许用应力方法的基本

风速(Vp)为基准加以计算。 

缓冲器载荷 

速度超过 0.5m/s 时计算缓冲器碰

撞力。 

速度低于 0.7m/s 不考虑缓冲器效

应。超过 0.7m/s 考虑缓冲器效应，

动能计算为额定速度的 0.7Vt 数值

上。结构上因缓冲器引起的载荷按

缓冲器的减速度计算。 

以额定运行速度和以均匀减速度

到零速从接触点到缓冲器全部组

合压缩的总能量（包括驱动系统的

旋转能量）和驱动力。 

地震载荷 

合同有规定时按照特殊载荷计算 
通常无需进行计算，但当地法律法

规有规定按照法规执行。 

地震效应引起的载荷必须按照 AS 

2121 计算并且称为特殊载荷。 

安装载荷 

特殊载荷 

某些情况下，需要计算安装时的自

重载荷的应力。 

通常，安装载荷小于运行载荷特殊

情况则要进行计算其强度。无风时

按照Ⅰ类载荷计算，有风则按照Ⅲ

类载荷计算应力。 

必须考虑可能由于安装或称量施

加的载荷。必须使机器免受由于具

有 AS 1170.2 中所提到的强度的风

引起的移动危险。 

 

在表 4 中，各个标准之间的相似或相同载荷

的定义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的 ISO 

5049/1：1994 2 相对于 FEM SECTION Ⅱ:1997 差

异相对比较小。而 AS4324.1-1995 相对于 ISO 

5049/1：1994 2 与 FEM SECTION Ⅱ:1997 差异性

就很大。更多的ISO 5049/1：1994 2与FEM SECTION 

Ⅱ:1997 差异在此不做更细致的描述。在此，就

AS4324.1-1995 相对于 ISO 5049/1：1994 2 差异

做进一步的补充如下： 

 

（1）关于松散物料密度 ( bulk density) 

澳洲标准 AS4324.1-1995 的 3.1 松散物料密

度中描述为设备材料强度和稳定性的计算必须

以被搬运物料最大可能的松散物料密度为基

准。容积的计算必须以被搬运物料最小可能的

松散物料密度为基准。AS4324.1-1995 的附录 H

中单独列出一章为运送物料的密度作来为设计时

的参考值。 

实际上，在设计中 AS4324.1-1995 标准就要

求斗轮的体积能力、皮带的输送体积能力先按照

小密度

确定其体积能力，然后再用大密度计算其结

构域机构的强度、功率以及整机的稳定性。这样，

当现场松散物料的密度达到最大值时其设备的实

际能力会非常大。设备的设计与制造的成本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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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增加。否则，当松散物料密度大时强度、功

率及稳定性会计算不能通过。 

松散物料密度是设备载荷的重要决定因素。 

松散物料密度是设计制造与业主需要重点讨

论的重大事项。松散物料密度会给成本带来重大

影响。 

松散物料密度在合约签订之前需要约定，合

同签订后合同不变更时松散物料密度不可随意变

更。松散物料密度变更时将需要同时变更设计周

期与制造周期。 

 

（2）关于澳洲标准 AS4324.1 与 ISO 5049/1：

1994 2 等同的几个载荷分量变化情况 

在澳洲标准 AS4324.1-1995 中： 
斗轮上粘料的积垢载荷为 10cm 厚物料载荷。

载荷数值要比 ISO 5049/1：1994 2 加大 100%。 

正常挖掘阻力、正常侧向力、非正常挖掘阻力与

侧向阻力、走行机构的锁定、皮带上的物料等都

要比 ISO 5049/1：1994 2 定义的要增大大约 100%。

甚至增加到 ISO5049 标准计算方法结果的 1.5 到

2 倍。   

    澳洲标准 AS4324.1 中非正常侧向切削力是

基于回转功率和走行功率的计算。  

走行机构的锁定在 AS 4324 中采用的方法假

设这些载荷是由于一台正在运行的机器一侧突然

受阻并在 300 mm 内停止的某个动态事故产生的。

此时，需要考虑事故，包括惯性效应的动力学。

通过对比，ISO 5049 只考虑不对称施加摩擦限制

传动力时的准静态情况。 

缓冲器载荷的原则是轨道式机器应安装有缓

冲器，机器能在以大车全速（100%）碰撞缓冲器

情况下不发生事故。缓冲器碰撞载荷中既要考虑

惯性力，还要考虑电机的传动力。 
 

（3）关于澳洲标准 AS4324.1-1995 与 ISO 

5049/1：1994 2 对比增加的几个载荷分量情况 

澳洲标准 AS4324.1 新增的触地力。并分别按

照斗轮或悬臂 10%、20%及 100%触地力进行计算。

这一工况的引入对强度计算、稳定性计算是一个

十分恶劣的工况。无形中加大了设备的制造成本，

也加大了设计的计算工作量。 

塌方掩埋荷载是指斗轮在取料过程中因料堆

的塌方导致大量的物料落到斗轮和悬臂上导致设

备的载荷的增加，在 AS4324.1 标准中称作为额

外载荷。额外载荷的具体数值等要在合同附件或

技术规格书中与业主约定。  

斗轮装置脱落荷载是澳洲标准AS4324.1中对

于堆取料机十分重大的载荷。载荷的产生是由于

斗轮整体、或斗轮体与料斗、或斗轮减速机与电

机脱落导致的悬臂上的载荷的变化，以及对设备

的整体与局部的强度、稳定性的影响。这种载荷

情况所包含的动机是由于有关几个这种事故经历

造成的结果。斗轮装置脱落载荷计算后通常不能

通过，需考虑防脱落措施或者是与第三方审查公

司交涉。 
臂架端头的碰撞（正面碰撞）载荷是对整机

的强度与稳定性影响较大的载荷。一般取可能出

现的走行与回转驱动力和惯性力之和的大值。ISO 
5049 要求考虑惯性效应或者传动转矩而不是两个

都考虑。AS 4324 包括强调回转和非回转两个机

构运行的载荷情况。 
安装和称量载荷。是安装期间或称量期间施

加的载荷。在安装期间，必须使机器免受由于具

有 AS 1170.2 中所提到的强度的风引起的移动危

险。整机或回转以需称重，考核重心和重量。 

维修载荷。必须考虑可能在特殊维修作业（例

如：更换回转支承、更换台车）期间产生的载荷。

在维修期间，必须使机器免受由于具有AS 1170.2
中所提到的强度的风引起的移动危险。 

3.2.3 疲劳载荷    

对于疲劳估算，AS 4324、ISO 5049 和 BG
所有这些规范都要求应该考虑正常工作载荷(AS 
4324 和 ISO 5049 为情况 I 或 BG 规范为情况 H)。
但是，如何组合疲劳载荷分量的详细标准变化相

当大，特别是 ISO 5049 所涉及的这一问题非常简

短。在 AS 4324 中，有关如何考虑疲劳载荷的陈

述要清晰得多。 
AS 4324 规定了应该考虑的各个载荷分量并

建议针对任何规定的机器用这些分量产生可表示

正常运行时发生的周期变动的载荷情况谱。 
就疲劳载荷而言，AS 4324 还在另一个方面

不同，这是因为所采用的疲劳载荷修改系数只考

虑了挖掘载荷和物料活动载荷的可变性。因此，

疲劳当量值小于适于工况 I 强度验算的相应最大

值。 

3.2.4 载荷组合   

与 ISO 5049 及 FEM 一样，源于这两个标准

的 AS 4324 对不同的载荷分量应该视为在组合中

如何作用提供了指南。AS 4324 标准的表 3.7 中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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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了 38 个载荷分量的 22 种合成的载荷组合以及

有关安全系数和稳定裕度的相关资料。因为 AS 
4324 中包括的载荷分量数量较多，所以该表比

ISO 5049 中相应的表的内容更多、更复杂。其中

还包括了疲劳载荷组合 载荷工况 F/I，为疲劳载

荷的组合。 

3.3 结构材料使用上的差异性 

和大多数其他结构标准不同，由于承认材料

在一些散料搬运设备结构件中相对通用，所以 AS 
4324 允许使用高强度结构钢。 

但是，由于也承认这种钢对焊接处的脆性断

裂和疲劳更敏感，所以使用高强度材料(规定为极

限拉伸强度超过 550 MPa 或屈服强度超过 450 
MPa 的材料)与对足够韧性要求结合起来。 

在结构件的破坏可能会影响整个机器安全或

人身安全的情况下，或者在可靠性尤为重要的情

况下，超过550 MPa极限抗拉强度或超过450 MPa
实际屈服强度的材料性能必须通过对取自构件制

造时实际采用的材料试样进行试验加以确定。所

需的试验必须符合相关的澳大利亚标准，并且必

须包括能确定以下性能的试验： 
(a) 在低于(Tdesign − 15°C)和0°C温度下的摆

锤式冲击能。 
(b) 在低于(Tdesign − 15°C)和0°C温度下的摆

锤试验试样上韧性断裂区的百分比。 
(c) 20°C时的极限抗拉强度。 
(d) 20°C时的屈服强度。 
(f) 20°C时的延伸率。 
(g) 20°C时的面积收缩率。 
 
材料的这些实验会加大设备制造的成本与周

期。 

3.4 关于设备的能力 

设备的能力是指移动散料设备所具有的输送

能力。如堆料能力、取料能力等。 
在 ISO 5049 与 FEM 中并未直接描述设备的

能力问题，在 AS 4324 也未直接对设备的输送能

力进行描述。但是，AS 4324 在散料密度计算、

载荷计算、活载荷计算等多处的计算方法不同于

ISO 5049 与 FEM，其结果会直接改变着最后所完

成设计的设备的实际的能力。 
AS  4324 设计原则导致皮带运输能力和斗轮

能力都特别大，大约是采用其他标准所设计设备

输送能力的两倍左右。 

相对的就有设备的几何尺寸、自重、驱动功

率等都变大。 

3.5 澳洲标准 AS 4324.1 的冗余设计思想 

相对于其他标准，澳洲标准 AS 4324.1 的冗

余设计思想主要表现在俯仰系统的拉杆、钢丝绳

卷扬系统与液压油缸系统。其原则是一个拉杆破

坏了、一个钢绳断了、一个油缸故障了设备仍可

以维持在原处而不会出现设备倾覆等重大事故的

发生。这些冗余设计的思想在实现时会产生一些

负面的作用。如实现困难或无法实现；加大设备

制造成本或牵扯到相关其它零部件规格尺寸过大

等问题。 

3.6 机器的质量和重心。 

澳洲标准 AS 4324.1 要求机器制造完成后，

必须精确确定刚竣工的机器的质量和重心。 
订购规格书应该推荐所使用的称重方法和竣

工机器的实际质量和质量分布的范围和检定。整

个机器的称重或至少机器上部结构的称重是最佳

方法。称重设备和技术应该确保精度为 1　 ％。 
如果制造质量超过静态载荷计算时所用质量

大于 5％的话，则必须重新验算应力。 
必须以所测量的载荷为基准重新验算稳定

性。如果未满足稳定性要求的话，则必须对机器

重新配重。 

3.7 关于若干载荷计算的可行性存在质疑 

其他相关标准中没有特殊增加载荷，而澳洲

标准 AS 4324.1 增加了许多特殊的载荷。如斗轮

装置脱落载荷、斗轮或悬臂触地、缓冲器全速碰

撞并吸收惯性与驱动载荷、侧向碰撞载荷、正面

碰撞载荷。在某些产品设计中即使增大成本也难

以实现或不能实现。这些需要与第三方详细沟通

与研究。 
载荷的解读与理解因多方面原因容易出现差

异。所以，某些载荷尚需尽早与第三方沟通达成

形成共识的解读。 

4、标准执行的潜在风险 

和执行其它标准与规范不同。澳洲标准 AS 
4324.1 的严格性会造成设计与制造各个阶段的成

本与周期的变化。而成本与周期是构成商业风险

的总和。往往一个工况或一个工况下某个系数的



重工与起重技术 
HEAVY INDUSTRIAL & HOISTING MACHINERY  

差异就能导致设计方案的重大变化。任何可能的

设计参数与形式的变更都有潜在的危机发生的可

能。甚至，某些危机会无法补救。 

5、正确认识澳大利亚 AS 4324.1-1995 标准应用  

澳大利亚标准第 1 部分 AS 4324.1 于 1995 年

9 月出版。澳大利亚标准委员会用了大约 18 年时

间才逐渐制定和重新起草完成。 
AS 4324 标准比以前的规范更严格、更精确，

而在某些方面更保守。 
1)第一个原则是以机器设计和制造时包括某

种结构改变通常所花费的成本远比发生事故或故

障后维修或更换机器少得多的概念为基准。  
2)第二个基本原则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让

机器依靠电气保护装置实现其整个结构的完整性

是不明智的。对于某些种类的机器，设计一种在

不依靠电气保护装置能幸存的实际可行的结构是

不可能的。为完全避免对依靠任何形式的电气保

护的依赖，提供所需的附加结构件相对会简单和

廉价。 
3）第三个基本原则并且可能是最重要的基本

原则就是，对于故障可能会对生命或人员全身安

全，特别是机器操作人员造成重大危害的结构件

而言，适于采用更保守的方法。 
澳洲 AS 4324.1-1995 标准是由众多业主或用

户提出来的，从使用者的思想出发，参考欧洲工

程师们编写的 ISO 与 FEM 标准，经澳洲的学者教

授们改编与添加部分内容，接受多年现场的事故

与经验教训，广泛征得业主讨论形成的，偏重于

安全的且略偏离工程的，采用此标准设计制造设

备成本高昂的，用于澳洲矿山与码头的移动式散

料连续搬运设备—钢结构设计规范—标准。

AS4324.1 更多的内容是一个安全标准而不是一个

设计标准，设备的安全性需要政府部门的审核通

过，设备才能投入运行。澳洲 AS 4324.1-1995 标

准强调的是严肃性而非先进性，标准的出发点更

多的是考虑现场设备运行时设备与人员的可靠与

安全。澳洲 AS 4324.1-1995 标准的执行中澳洲的

业主会充分提供必要的设计时间与审查时间。为

产品的设计提供较充裕与必要的资金支持来保证

设计质量。 
 
澳大利亚 AS 4324.1-1995 标准执行的认识： 
澳大利亚 AS 4324.1-1995 标准是移动式散料

连续搬运设备设计与制造的圣经，是进入澳洲的

规范与许可，是市场准入证与检验标准，是第三

方审查与检验的依据，代表着高成本，代表着设

计制造商技术的全公开。 
出口澳洲产品具有强制性，必须执行； 
出口澳洲产品在制度上就已经确立了其标准

的严肃性； 
设计与制造产品和第三方审查公司就该标准

交流的长期性。从签约到设计，再到制造，最后

再到安装与调试等；总时间最长需要几年时间。

合同执行是在与第三方设计审查的争吵中完成。 
执行该标准时所有设计方的技术与文件需要

向第三方审查公司全部公开；  
设备安装调试验收时的称重真实、正确性检

验； 
执行澳大利亚AS 4324.1-1995 标准是接受向

澳洲出口的一种必须的供货模式。 
执行时容易在技术与经济上容易进入一个循

环的怪圈里，工作需要慎重行事。 
 
出口澳洲连续散料输送移动设备是执行澳洲

AS 4324.1-1995 标准的开始，是遵守澳洲国家规

则的开始，是进入澳洲市场的前提条件。从连续

散料输送移动设备进入澳洲市场开始就不能脱离

AS 4324.1-1995 标准的要求与约束。 

6、出口移动式散料连续搬运设备钢结构设计规范

采用设计标准的建议 

除非设备应用在澳洲本土或设备应用在澳洲

以外甲方是澳洲客户。否则，原则上不采用澳洲

标准 AS4324.1-1995《移动式散料连续搬运设备 
钢结构设计规范》设计散料装卸机械。 

移动式散料连续搬运设备欧洲的客户应以

FEM 标准应为重要首选用标准。 
移动式散料连续搬运设备出口到世界上其他

国家的客户应尽可能选用国际标准，即 ISO 
5049/1：1994 2. 《移动式散料连续搬运设备 钢
结构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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