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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似乎早已成为众多汽保企业生产举升机的首要标准，但汽保领域鱼龙混杂，
不能排除无良企业急功近利，置安全如儿戏。

汽车举升机安全之忧

文/本刊记者 臧允浩

2011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质

款新型的举升机，
“前前后后需要一年的时

车举升机出问题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一定都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间”，对于这类技术难度不是很高的机械化

是大事故，但还是挺危险的，等于头顶上时

委员会发布了《GB27695-2011汽车举升

设备，这个时间的确不短。

刻悬着一颗石头。” 通常起重机械操作规

机安全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并规定于

然而，国外对 举升机的生 产要求更 加

程要求吊具下严禁站人，而举升机维修人员

2012年12月1日起执行。《规程》由中国机

严格，甚至在追求安全性上达到了苛刻的程

的工作空间正是在维修车辆的下面，危险程

械工业联合 会提出，全国起重机 械标 准化

度。汤英告诉记者：“国外的产品可能会为

度较大。“如果举升机质量不合格、维修人

技术委员会归口，重 庆 市特 种设 备质 量 安

了提高设备的安全性而增加一个保护部件，

员又操作不当，这无疑更令危险加倍”，这

全中心、国家起重 运输机械质量监督检验

为此，他们甚至不惜高昂的成本。比如一个

位维修人员称。

中心负责起草。如今，距离《规 程》施行还

1400元人民币的举升机，其保护部件的价钱

汽 车举升机安装基 础不牢、自锁装 置

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此前，业内一直依据

可能会达到4000元人民币。”这种安全生产

失效、立柱或拖臂变形、板式链断裂、液压

交通部出台的《JT/T 155-2004 汽车举升

观念除了与生产厂家的生产理念有关外，也与

油路爆裂、汽车拖垫打滑等均可诱发举升机

机》，即所谓的行标作为汽车举升机的制造

国外的法律环境有深刻的关系，汤英称，
“在

事故。这除了要求举升机生产企业在这些环

标准。一般而言，行标所制定的标准都要高

国外，一旦出了事赔偿起来都是天文数字”。

节格外注意外，还需要一定的行业监管。然

于国标，但此行标系推荐性标准，而新国标

中一汽保集团最早以生产烤漆房而进

而，到目前为止，汽车举升机类产品未实行

入汽保领域，随着公司业务范围的不断扩

生产许可证或制造许可证制度，市场准入门
槛近乎缺失。

则具有强制性。
由于举升机与安全生产密切相关，一旦

张，举升机 生 产已经 成为其一项 重 要的业

出现举升机质量问题，便会诱发重大安全事

务。据悉，中一汽保集团旗下拥有中大、中

在《GB27695-2011汽车举升机安全

故。长期以来，业内关于加强举升机监管、

一、中仕、中大科技四个品牌，除了中大科技

规 程》施行以前，业内仅有2004年出台的

强制认证、提高生产标准的呼声甚高，国标

偏向销售业务外，其它三个品牌均有大量的

《JT/T 155-2004 汽车举升机》，该标准只

的出台无疑为汽车举升机的制造标准划清

举升机研发、生产业务。

了底线。但安全大于天，举升机的安全问题

路特利举升机(海门)有限公司中国区销

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生产、使用、监

售总监的沙斌称“我们公司的举升机都要进

管任何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保障汽车举

行的百分百检测，而不是抽检，而且每一个摇

升机的安全之路，依然很长。

臂都要加载其设计载荷的125%进行检测。
达到这个标准，产品才能上市。”路特利公司

松弛的生产标准

是全球知名的举升机制造商，全球第一台举

“举升机 和其它设 备不一样，安 全 性

升机便出自路特利。在谈及一款合格举升机

非常重要”，中一汽保集团技术中心副总经

应该具备怎样的特点时，沙斌强调，
“安全是

理汤英告诉记者，举升机的生产除了要严格

最重要的，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厂家都在举升

按照交通部的标准去做以外，还要进行超负

机上出过一些事故，我们应该引以为戒，必须

荷的试验，比如说举升机是四吨位的，那么

在保证举升机安全的基础上进行生产。”

测试时就会负载五吨甚至六吨的重量，这期

安全，似乎早已成为众多汽保企业生产

间，举升机部件不能出现变形。此外，举升

举升机的首要标准，但汽保领域鱼龙混杂，

机还要进行一千次的举升试验，这期间，举

不能排除无良企业急功近利，置安全如儿戏

升机 不能有变形或 异常情况，更不能更 换

的现象。一位从事维修工作30余年的维修

部件。而按照这样的流程去研发并生产出一

从业人员告诉记者：
“在国内很多维修厂，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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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特种设备的管理，从设计、制造、安装、改

机。市面上，几千块钱的举升机很多，那些生

造、维修、使用、检验检测及监督检查方面

产厂家除了产品质量不是很好外，售后也很

严格执行国务院颁布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糟。有些厂家甚至一两年就倒闭了，更谈何

条例》规定，并按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有关

售后？”

起重机械的规章制度严格管理。
路特利地藏举升机

一位大众品牌4S店的维修人员告诉记

如果这些建议都能付诸实施，无疑会为

者：“对于设备，我们更为关心的是售后服

举升机安全生产工作带来极大保障。而新国

务，就怕买了(设备)以后，哪里出了问题，厂

标的出台，让业内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家不及时修理。设备坏了，会影响工作，造成
不菲的损失。”举升机是各类维修厂不可或

低门槛的隐患
行业准入门槛低、生产标准宽松，再加

在举升机的举升下完成。
“如果举升机坏了，

上举升机制造技术要求不是很高，这为大量

接下来的维修工作可能难以为继”，这位维

企业进入汽车举升机生产领域创造了天然

修人员说。

的便利。
路特利小剪举升机

缺的设备之一，极大部分的维修工作都需要

根据业内不完全统计，我国举升机生产

沙斌告诉记者：
“目前国内举升机行业

厂家大约有一百多家。除去一些较为知名的

是推荐标准，不具有强制效力。中国汽车保

门槛很低，前期投入资金少，技术难度不高，

品牌外，很多举升机厂家名不见经传，生产

修设备行业协会副会长钟阳告诉记者：
“一

也没有严格的监管，所以有很多企业涉足这

条件、技术标准、经营管理乏善可陈，但是，

般而言，涉及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范畴

一领域。这个行业目前处于一种群雄割据的

刺激他们的无疑是巨大的市场需求，沙斌告

的，国家会出台强制性标准，强制性标准具

状态，很多厂家不是依赖产品质量赢得市场

诉记者：
“据我估算，国内举升机方面的市

有法的属性，换言之就是必须严格按照标准

份额，而是依赖于低廉的价位，这往往是以

场需求大概是每年6~8万台”，这样的需求

执行。但推荐标准也不等于可以不执行，这

削弱质量为代价的。”

对于100多家企业而言当然不能算多，但这

以二柱举升机为例，除了少部分进口品

些企业更多的是面向国外销售举升机，国内

汤英告诉记者：
“虽然是推荐标准，但

牌，二柱式举升机的市场价从5000元到1万

人口红利、廉价资源带来的价格优势，令这

是在行业内早已形成共识，如果企业不按照

余元为较合理价格，而市场上竟然还有低于

些汽 车举升机的海 外之 路意外的顺畅。然

这个标准执行，客户就不买你的帐，他们会

5000元的举升机在售。沙斌告诉记者：
“如

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举升机具备了较高的

以这个推荐标准对产品进行必要的检验。”

此低廉的价格，厂家在举升机选材上就不可

安全和技术标准，
“出口国外的汽车举升机

能有好的选择，制作工艺就更难说了。”

都要经过入口地的相关认证，但很多认证都

属于行业内的最低标准。”

业内一般都参照《JT/T 155-2004 汽

不具有针对性，未必能在汽车举升机安全标

车举升机》拟定自己的企业标准，多数情况

对于消费者而言，低廉的价格仍然有着

下，企业标准都高于交通部推荐标准。沙斌

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沙斌说：
“很多消费者抱

称“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关于汽车举升机的生

有侥幸心理，他们觉得买一款贵的设备，不如

虽然现在的举升机的生产厂家良莠不

产标准，我国的标准跟美国的ANSI标准基

花同样的钱多买几款便宜的，从量上而言他

齐、鱼龙混杂，但未来也许会形成一个崭新

本一致，因为该标准就是我们参与制定的。

们自认为占到了便宜。”然而，事情远没有这

的局面。沙斌告诉记者：
“举升机在未来几

我们企业的生产标准与交通部颁布的标准

么简单，很多消费者在购买了这类低劣产品

年会有个 优胜 劣汰的过程，没有品牌影响

相比，往往要高出很多。”

后，除了要承担安全的风险外，还会面临各种

力，没有质量优势的企业会难以为继，慢慢

推荐标准与强制标准虽然只有一字之

各样的问题。一位维修厂的老板告诉记者，

的只会剩下一些能进行规模化生产的大型

别，但其实质性差别却不言而喻。强制性标

一年前自己以3000元的价格购入了一台举升

企业。”

准具有推荐性标准无可比拟的强制效力，而

机，刚开始时工作很正常，可没过多久就出现

朱军也同样认可这种趋势：
“举升机目

推荐性标准更多的依赖于行业自律和良好的

了液压装置漏油的问题，他多次致电生产厂

前来讲已 经 没什么利润了，据 有关 数 据 显

市场氛围。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认为，目前

家，但得到的答复总是各种搪塞之词。

示，卖一台举升机只要再做三次售后服务就

准上提出更高的要求”，沙斌说。

汽车举升机采用的标准的弊端已渐渐显露，

本刊专家委员会委员、知名汽修专家朱

没有利润了，唯有能进行批量生产的企业才

其内容要求较现在技术相比偏少，有关部门

军告诉记者：
“似乎什么厂家都敢生产举升

能赚到钱。虽然说举升机的准入门槛低，谁

应尽快将该标准推荐为国家标准中的强制性

机，没有严格的法规要求企业具备怎样的资

都能做，但是做出来可能要无利可图了。”

标准，并补充一些相关标准。甚至有人呼吁

质才 能做。一些生产其它汽保设备的厂商

举升机的批量生产需要大量的工艺装

将汽车举升机类产品作为起重机械的一种纳

为了配套销售汽保设备，也会自己生产举升

备、严格的作业流程、科学有效的车间管理，

2012/11· 汽车维修与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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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英说：
“我们现在的生产达到了完善的工

理处负责辖区内汽车维修行业、驾驶培训行

车喷烤漆房安全专项治理的通知》(以下简

装生产标准，这也是投入不菲的，往往需要

业、汽车综合性能检测及维修零配件业务的

称《通知》)要求，开展相关工作。据记者

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购置相关设备”，对于小作

规划、协调、监督、服务等工作。

查阅该《通知》后发现，该通知规定“凡

某维修管理处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本市(北京)申请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的企

“除了检查新开办的维修企业是否符合开业

业，按申请的经营范围，需要配备汽车喷烤

条件，维管处还要对辖区内的维修厂进行年

漆房设备的，汽车喷烤漆房设备必须符合

在某品牌汽车的4S店里，记者注意到

度质量信息考核。”考核主要是针对维修厂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行业标准《汽车喷烤漆

举升机的一侧的柱子上贴有安全操作规定、

的总体设备情况，但没有专门针对单项设备

房》(JT/T324-2008)，并经交通产品认证

举升机日常维护保养规范、举升机负责人姓

的考核，据该名负责人介绍：“考核时要看

合格。不能出具交通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报告

名、举升机日检记录等一系列规范。店内的

维修厂的总体情况，看一下维修厂各项设备

的汽车喷烤漆房设备，不得进入本市机动车

一位技术总监告诉记者：“我们企业对举升

的工作状态。就举升机而言，我们主要看举

维修市场。”此项规定无疑为汽车喷烤漆房

机有严格的检查和保养规定，两名维修人员

升机工位上有没有操作规程，是否有专人维

品牌的进入北京市场设置了门槛，同时极大

负责一台举升机，他们每天都要在开工前对

护，是否有维修保养的记录，设备运行是否

的保障了汽车喷烤漆房的安全达标。从中交

举升机进行例行日检”。记者看到，日检记

正常。”至于一款设备有多大的隐患、有哪

(北京)交通产品认证中心网站公布的信息来

录下详细写明了检验事项，包括检查各润滑

些缺陷则不属于考核范围之内。

看，目前获得中交认证的喷烤漆房产品有近

坊式的生产企业而言，只能望洋兴叹。

有限的监管

点的润滑油状况、安全机构是否正常、电器

一位综合维修厂的负责人向记者坦言：

机关是否正常、是否有异响等一系列事项，

“维修管理处的考核内容有限，一款设备是

与汽车喷烤漆房的相关认证制度不同的

“如果维修人员发现举升机存在问题就要及

否安全达标，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多留心，事

是，汽车举升机的认证似乎缺乏强制效力。

时停机，并向机电维修组申报维修。”据该

关自身安全的问题，不得不重视。”

许多业内人士甚至不知道该认证制度已经施
行，目前上榜的企业也寥寥无几，但有知情

技术总监介绍，4S店内设有专门的机电维
修组，专门负责故障设备的维修。

20余种。

认证制度初行

人士透露，关于汽车举升机认证的申请一直
在进行，未来获得认证的企业会越来越多。

由于举升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容易

目前，国内缺乏对于举升机的权威认证

引发安全问题，多数维修厂家都很重视举升

制度，但据悉，中国(北京)交通产品认证中

钟阳告诉记者：“一般而言，认证制度

机日常管理工作，但是否都像一些4S店一

心目前正在按照《JT/T 155-2004 汽车举

都有相关的配套法规与其一起实施，这样才

样做到慎之又慎则很难说。一位维修从业人

升机》进行举升机产品的认证工作。记者在

能起到较好的作用，形成对未认证产品的市

员向记者透露：“很多维修厂都是有问题时

中交认证中心的网站上看到，中一汽保集团

场准入限制。”而目前似乎依然没有类似的

才修，平时也不怎么注意保养，保养也仅限

是目前唯一一家获得认证的公司。

相关法规发布，未经认证的汽车举升机产品

中交(北京)交通产品认证中心有限公

于擦擦洗洗。”

依然在市场上销售。

朱军告诉记者：
“在中国，举升机的维修

司，英文简称CCPC，是在交通运输部领

对于认证制度，沙斌表示：“认证制度

保养较为简单，一般仅限于涂抹润滑油、检

导和支持下，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

必须具有一定的效力，不能让认证的产品和

查设备大体运行情况，几乎不耗费费用。但

会批准，具有第三方独立地位的权威性交通

未认证的产品没有区别。比如说，我耗费人

在国外一些维修厂，设备的维修保养费用则

产品认证机构。交通产品认证中心成立于

力物力获得了产品认证，但是其他厂家的产

很高昂，工厂的设备管理部门每天都会对举

2006年10月，由交通部科学研究院、交通

品没有认证仍还在市场上销售，那就没有多

升机进行检查，另外举升机上的钢丝在用了

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

大意义了。”沙斌认为，唯有具有强制性的

一段时间后就会变得越来越细，国外在这方

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相关政策规定，交通产

认证才有价值，这既可以保护优秀的企业，

面有严格的规定，钢丝绳必须定期更换。”

品认证中心在“政府指导、认证机构实施、

又能打击那些无良企业。

如果在设备保养上疏于细节仅算小问

检验机构技术支持、社会监督”的交通产品

上述知情人士说，虽然目前关于汽车举

题，那么安全操作意识缺乏则是致命的，据

认证工作体系中，按照“突出专业、服务行

升机的认证制度缺乏强制性，但一些4S店

悉，有相当多的举升机事故，都与维修人员

业、独立公正、规范高效”的原则开展产品

和高端维修企业已经有意选择获得认证的产

操作不当有关。提高维修企业的人员素质，

认证工作。

品，这关键是一种意识。

保障维修企业的安全作业，仅仅依靠维修企

相对于汽车举升机而言，汽车喷烤漆

业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这还需要相关部门的

房的认证工作则推行较早，有关信息显示

监管。目前，我国的维修厂都分别归各地的

中交(北京)交通产品认证中心自2010年3月

维修管理处管辖，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管

份便按照《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关于开展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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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举升机的认证之路依然有很长的
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