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施工附着升降脚手架管理暂行规定
建建[2000]230 号
2000 年 10 月 16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的方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加强建筑施工附
着升降脚手架（以下简称“附着升降脚手架”）的管理，保证施工安全，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高层、 超高层建筑工程结构上使用的由不同形式的架体、附着支承结
构、升降设备和升降方式组成的各类附着升降脚手架。
第三条 各类附着升降脚手架的设计、制作、安装、使用和拆卸都必须执行本规定，并应遵守相
关现行国家和行业的规程、规范、标准和规定。
第四条 建设部对附着升降脚手架实行统一管理。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
本辖区内附着升降脚手架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设计计算
第五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的设计应执行本规定和《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J9）、《钢结构设计规
范》（GBJ17）、《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 （GBJ18）、《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J10）、《编
制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的统一规定》（修订稿）以及其它有关标准。
第六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的架体结构和附着支承结构应按“概率极限状态法”进行设计计算， 承
载力设计表达式为：
γＯＳ≤Ｒ
式中：γＯ－结构重要性系数，取 0.9；
S－荷载效应；
R－结构抗力。
第七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升降结构中的升降动力设备、吊具、索具，按“容许应力设计法”进行
设计计算，执行本规定和有关起重吊装的现行规范，计算表达式为：
σ≤〔σ〕
式中：σ－设计应力
〔σ〕－容许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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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的各组成部分应按其结构形式、工作状态和受力情况，分别确定在使用、
升降和坠落三种不同状况下的计算简图，并按最不利情况进行计算和验算。必要时应通过整体模型
试验验证脚手架架体结构的设计承载能力。
第九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设计中荷载标准值应分使用、升降及坠落三种状况按以下规定分别确
定：
1. 恒载标准值ＧK
包括架体结构、围护设施、作业层设施以及固定于架体结构上的升降机构和其它设备、装置的
自重，其值可按现行《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J9）附录一确定。对于木脚手板及竹串片脚手板，取
自重标准值为 0.35 KN／平方米。
2. 施工活荷载标准值ＱK
包括施工人员、材料及施工机具等自重；可按施工设计确定的控制荷载采用，但其取值不得小
于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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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施工按二层同时作业计算， 使用状况时按每层 3KN／m 计算，升降及坠落状况时按每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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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KN/m 计算；装修施工按三层同时作业计算， 使用状况时按每层 2KN／m 计算， 升降及坠落状况
2

时按每层 0.5KN/m 计算。
3. 风荷载标准值 WK 按下式计算：
ＷK＝ｋμ8.μZＷο
ｋ－风压折减系数，在取当地基本风压值时，取 0.7；
μ8－脚手架风荷载体型系数，按表 1 选用
脚手架风荷载体型系数

表1

背靠建筑物状况

全封闭

敞开、开洞

μ8

1.0 Φ

1.3Φ

表中：Φ为脚手架封闭情况确定的挡风系数。
脚手架挡风面积
Φ＝
脚手架迎风面积

当用彩条布做脚手架围挡时，取Φ＝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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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Z——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按现行的《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J9）的规范取用；
（GBJ9）的规定取用；升降及坠
ＷO——基本风压， 使用状况下按现行的《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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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状况可取 0.25KN／m 。
第十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各组成部分的设计应按表 2 的规定计入相应的荷载计算系数。
荷载计算系数

表2

应计入的计算系数
设计项目

设计方法
使用工况

架 构架

(γGγQΦ),γ′m

体 竖向主框架

γ1（γGγQΦ）

升降及其坠落工况

γ2（γGγQΦ）

结 水平梁架
概率极限状态法
构
附着支承结构
防倾、防坠落装置
升降动力设备

γ2
容许应力法

索具、吊具

表中:

γ1

γ2

γG－永久荷载分项系数，一般取 1.2，但当有利于抗倾覆验算时，取 0.9;
γQ－可变荷载分项系数，取 1.4；
Φ－可变荷载组合系数，取 0.85;
γ′m－结构抗力调整系数， 按《编制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的统一规定》（修订

稿）确定；
γ1，γ2－荷载变化系数，γ1＝1.3,γ2＝2.0
第十一条 采用"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时， 按承载力极限状态设计的计算荷载取荷载的设计值；
按使用极限状态设计的计算荷载取荷载的标准值。
第十二条 索具、吊具按表 2 的规定进行设计计算时，其安全系数的取值参照相关的设计规范确
定，但升降机构中使用的索具、吊具的安全系数不得小于 6.0。
第十三条 对于升降动力设备， 其容许荷载的取值参照相关的设计规范确定，当无规定时可取
其额定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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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螺栓连接强度的设计值应按表 3 取用；
2

螺栓连接强度设计值(N/ｍｍ )

表3

b
钢号

抗拉ｆ

b
抗剪ｆ

t
Ｑ235

t

170

130

第十五条 受压构件的长细比应不大于 150。
受弯构件的容许挠度应不超过表 4 规定的允许值：
受弯构件的容许挠度值

表4

构件类别

容许挠度

大横杆 、小横杆

L/150

水平支承结构

L/200

其他受弯构件

L/300

第十六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架体的脚手架构件部分的设计执行 《编制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
术标准的统一规定》（修订稿）。
第十七条 附着支承结构的平面布置必须依据安全要求和工程情况审慎设计，避免出现超过其设
计承载能力的工作状态。
第三章 构造与装置
第十八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的架体尺寸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架体高度不应大于 5 倍楼层高；
2. 架体宽度不应大于 1.2m；
3. 直线布置的架体支承跨度不应大于 8m； 折线或曲线布置的架体支承跨度不应大于 5.4m；
4. 整体式附着升降脚手架架体的悬挑长度不得大于 1/2 水平支承跨度和 3m；单片式附着升降
脚手架架体的悬挑长度不应大于 1/4 水平支承跨度；
5. 升降和使用工况下， 架体悬臂高度均不应大于 6.0m 和 2/5 架体高度。
6. 架体全高与支承跨度的乘积不应大于 110m２。
第十九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应具有足够强度和适当刚度的架体结构；应具有安全可靠的能够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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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结构特点的附着支承结构；应具有安全可靠的防倾覆装置、防坠落装置；应具有保证架体同步
升降和监控升降荷载的控制系统；应具有可靠的升降动力设备；应设置有效的安全防护，以确保架
体上操作人员的安全，并防止架体上的物料坠落伤人。
第二十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的架体结构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架体必须在附着支承部位沿全高设置定型加强的竖向主框架，竖向主框架应采用焊接或螺栓
连接的片式框架或格构式结构，并能与水平梁架和架体构架整体作用，且不得使用钢管扣件或碗扣
架等脚手架杆件组装。竖向主框架与附着支承结构之间的导向构造不得采用钢管扣件、碗扣架或其
它普通脚手架连接方式；
2. 架体水平梁架应满足承载和与其余架体整体作用的要求，采用焊接或螺栓连接的定型桁架梁
式结构；当用定型桁架构件不能连续设置时，局部可采用脚手架杆件进行连接，但其长度不能大于
2m，并且必须采取加强措施，确保其连接刚度和强度不低于桁架梁式结构。主框架、水平梁架的各
节点中，各杆件的轴线应汇交于一点；
3. 架体外立面必须沿全高设置剪刀撑，剪刀撑跨度不得大于 6.0m；其水平夹角为 45°～60°,
并应将竖向主框架、架体水平梁架和构架连成一体；
4. 悬挑端应以竖向主框架为中心成对设置对称斜拉杆,其水平夹角应不小于 45°；
5. 单片式附着升降脚手架必须采用直线形架体。
第二十一条 架体结构在以下部位应采取可靠的加强构造措施：
1. 与附着支承结构的连接处；
2. 架体上升降机构的设置处；
3. 架体上防倾、防坠装置的设置处；
4. 架体吊拉点设置处；
5. 架体平面的转角处；
6. 架体因碰到塔吊、 施工电梯、物料平台等设施而需要断开或开洞处；
7. 其它有加强要求的部位。
第二十二条 物料平台必须将其荷载独立传递给工程结构。在使用工况下，应有可靠措施保证物
料平台荷载不传递给架体。物料平台所在跨的附着升降脚手架应单独升降，并应采取加强措施。
第二十三条 附着支承结构必须满足附着升降脚手架在各种工况下的支承、防倾和防坠落的承力
要求，其设置和构造应符合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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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附着支承结构采用普通穿墙螺栓与工程结构连接时，应采用双螺母固定， 螺杆露出螺母应不
少于 3 扣。垫板尺寸应设计确定，且不得小于 80mm×80mm×8mm；
2. 当附着点采用单根穿墙螺栓锚固时， 应具有防止扭转的措施；
3.附着构造应具有对施工误差的调整功能，以避免出现过大的安装应力和变形；
4. 位于建筑物凸出或凹进结构处的附着支承结构应单独进行设计，确保相应工程结构和附着支
承结构的安全；
5. 对附着支承结构与工程结构连接处混凝土的强度要求应按计算确定，并不得小于 C10；
6. 在升降和使用工况下， 确保每一架体竖向主框架能够单独承受该跨全部设计荷载和倾覆作
用的附着支承构造均不得少于二套。
第二十四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的防倾装置必须与竖向主框架、附着支承结构或工程结构可靠连
接，并遵守以下规定：
1.防倾装置应用螺栓同竖向主框架或附着支承结构连接，不得采用钢管扣件或碗扣方式；
2.在升降和使用两种工况下，位于在同一竖向平面的防倾装置均不得少于二处，并且其最上和
最下一个防倾覆支承点之间的最小间距不得小于架体全高的 1/3；
3. 防倾装置的导向间隙应小于 5mm。
第二十五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的防坠落装置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1.防坠落装置应设置在竖向主框架部位，且每一竖向主框架提升设备处必须设置一个；
2.防坠装置必须灵敏、可靠，其制动距离对于整体式附着升降脚手架不得大于 80mm，对于单片
式附着升降脚手架不得大于 150mm；
3. 防坠装置应有专门详细的检查方法和管理措施， 以确保其工作可靠、有效；
4、 防坠装置与提升设备必须分别设置在两套附着支承结构上，若有一套失效，另一套必须能
独立承担全部坠落荷载。
第二十六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的升降动力设备应满足附着升降脚手架使用工作性能的要求，升降
吊点超过两点时，不能使用手拉葫芦。升降动力控制台应具备相应的功能，并应符合相应的安全规
程。
第二十七条 同步及荷载控制系统应通过控制各提升设备间的升降差和控制各提升设备的荷载
来控制各提升设备的同步性，且应具备超载报警停机、欠载报警等功能。
第二十八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的安全防护措施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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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架体外侧必须用密目安全网(≥800 目/100cm )围挡；密目安全网必须可靠固定在架体上；
2. 架体底层的脚手板必须铺设严密， 且应用平网及密目安全网兜底。应设置架体升降时底层
脚手板可折起的翻板构造，保持架体底层脚手板与建筑物表面在升降和正常使用中的间隙，防止物
料坠落；
3. 在每一作业层架体外侧必须设置上、 下两道防护栏杆(上杆高度 1.2m，下杆高度 0.6m)和挡
脚板(高度 180mm)；
4.单片式和中间断开的整体式附着升降脚手架，在使用工况下，其断开处必须封闭并加设栏杆；
在升降工况下，架体开口处必须有可靠的防止人员及物料坠落的措施。
第二十九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在升降过程中，必须确保升降平稳。
第四章 加工制作
第三十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构配件的制作， 必须具有完整的设计图纸、工艺文件、产品标准和
产品质量检验规则；制作单位应有完善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确保产品质量。
第三十一条 制作构配件的原、 辅材料的材质及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并按规定对其进行验证
和检验。
第三十二条 加工构配件的工装、 设备及工具应满足构配件制作精度的要求，并定期进行检查。
工装应有设计图纸。
第三十三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构配件的加工工艺， 应符合现行有关标准的相应规定，所用的螺
栓连接件，严禁采用钣牙套丝或螺纹锥攻丝。
第三十四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构配件应按照工艺要求及检验规则进行检验。对附着支承结构、防
倾防坠落装置等关键部件的加工件要有可追溯性标识， 加工件必须进行 100％检验。构配件出厂时，
应提供出厂合格证。
第五章 安装、使用和拆卸
第三十五条 使用前，应根据工程结构特点、施工环境、条件及施工要求编制"附着升降脚手架
专项施工组织设计"，并根据本规定有关要求办理使用手续，备齐相关文件资料。
第三十六条 施工人员必须经过专项培训。
第三十七条 组装前， 应根据专项施工组织设计要求，配备合格人员，明确岗位职责，并对有
关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第三十八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所用各种材料、工具和设备应具有质量合格证、材质单等质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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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应按相关规定对其进行检验。不合格产品严禁投入使用。
第三十九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在每次升降以及拆卸前应根据专项施工组织设计要求对施工人员
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第四十条 整体式附着升降脚手架的控制中心应设专人负责操作,禁止其他人员操作。
第四十一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在首层组装前应设置安装平台，安装平台应有保障施工人员安全的
防护设施，安装平台的水平精度和承载能力应满足架体安装的要求。
第四十二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1．水平梁架及竖向主框架在两相邻附着支承结构处的高差应不大于 20mm；
2.竖向主框架和防倾导向装置的垂直偏差应不大于 5‰ 和 60mm；
3.预留穿墙螺栓孔和预埋件应垂直于结构外表面，其中心误差应小于 15mm。
第四十三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组装完毕,必须进行以下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升降操作：
1. 工程结构混凝土强度应达到附着支承对其附加荷载的要求；
2.全部附着支承点的安装符合设计规定，严禁少装附着固定连接螺栓和使用不合格螺栓；
3. 各项安全保险装置全部检验合格；
4. 电源、 电缆及控制柜等的设置符合用电安全的有关规定；
5. 升降动力设备工作正常；
6. 同步及荷载控制系统的设置和试运效果符合设计要求；
7. 架体结构中采用普通脚手架杆件搭设的部分， 其搭设质量达到要求；
8. 各种安全防护设施齐备并符合设计要求；
9.各岗位施工人员已落实；
10. 附着升降脚手架施工区域应有防雷措施；
11. 附着升降脚手架应设置必要的消防及照明设施；
12. 同时使用的升降动力设备、同步与荷载控制系统及防坠装置等专项设备，应分别采用同一
厂家、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
13. 动力设备、控制设备、防坠装置等应有防雨、防砸、防尘等措施；
14. 其它需要检查的项目。
第四十四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的升降操作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1. 严格执行升降作业的程序规定和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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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严格控制并确保架体上的荷载符合设计规定；
3. 所有妨碍架体升降的障碍物必须拆除；
4、所有升降作业要求解除的约束必须拆开；
5. 严禁操作人员停留在架体上， 特殊情况确实需要上人的，必须采取有效安全防护措施，并
由建筑安全监督机构审查后方可实施；
6. 应设置安全警戒线， 正在升降的脚手架下部严禁有人进入，并设专人负责监护；
7. 严格按设计规定控制各提升点的同步性， 相邻提升点间的高差不得大于 30mm，整体架最大
升降差不得大于 80mm；
8. 升降过程中应实行统一指挥、 规范指令。升、降指令只能由总指挥一人下达，但当有异常
情况出现时，任何人均可立即发出停止指令；
9. 采用环链葫芦作升降动力的， 应严密监视其运行情况，及时发现、解决可能出现的翻链、
绞链和其它影响正常运行的故障；
10. 附着升降脚手架升降到位后，必须及时按使用状况要求进行附着固定。在没有完成架体固
定工作前，施工人员不得擅自离岗或下班。未办交付使用手续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四十五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升降到位架体固定后,必须通过以下检查项目：
1.附着支承和架体已按使用状况下的设计要求固定完毕；所有螺栓连接处已拧紧；各承力件预
紧程度应一致；
2. 碗扣和扣件接头无松动；
3. 所有安全防护已齐备；
4. 其它必要的检查项目。
第四十六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的使用必须遵守其设计性能指标，不得随意扩大使用范围；架体上
的施工荷载必须符合设计规定，严禁超载，严禁放置影响局部杆件安全的集中荷载，并应及时清理
架体、设备及其它构配件上的建筑垃圾和杂物。
第四十七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在使用过程中严禁进行下列作业：
1. 利用架体吊运物料；
2. 在架体上拉结吊装缆绳（索）；
3. 在架体上推车；
4. 任意拆除结构件或松动连结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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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拆除或移动架体上的安全防护设施；
6. 起吊物料碰撞或扯动架体；
7. 利用架体支顶模板；
8. 使用中的物料平台与架体仍连接在一起；
9. 其它影响架体安全的作业。
第四十八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在使用过程中， 应按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每月进行一次全面安全检
查，不合格部位应立即改正。
第四十九条 当附着升降脚手架预计停用超过一个月时，停用前采取加固措施。
第五十条 当附着升降脚手架停用超过一个月或遇六级以上大风后复工时，必须按第四十四条的
要求进行检查。
第五十一条 螺栓连接件、 升降动力设备、防倾装置、防坠落装置、电控设备等应至少每月维
护保养一次。
第五十二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的拆卸工作必须按专项施工组织设计及安全操作规程的有关要求
进行。拆除工程前应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拆除时应有可靠的防止人员与物料坠落的措施，
严禁抛扔物料。
第五十三条 拆下的材料及设备要及时进行全面检修保养，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必须予以报
废：
1. 焊接件严重变形且无法修复或严重锈蚀；
2.导轨、附着支承结构件、水平梁架杆部件、竖向主框架等构件出现严重弯曲；
3. 螺纹连接件变形、磨损、锈蚀严重或螺栓损坏；
4. 弹簧件变形、失效；
5. 钢丝绳扭曲、 打结、断股，磨损断丝严重达到报废规定；
6. 其它不符合设计要求的情况。
第五十四条 遇五级（含五级）以上大风和大雨、大雪、浓雾和雷雨等恶劣天气时，禁止进行升
降和拆卸作业。并应预先对架体采取加固措施。夜间禁止进行升降作业。
第六章 管 理
第五十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从事附着升降脚手架工程的施工单位实行资质管理，未
取得相应资质证书的不得施工; 对附着升降脚手架实行认证制度，即所使用的附着升降脚手架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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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鉴定或者委托具有资格的单位进行认证。
第五十六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工程的施工单位应当根据资质管理有关规定到当地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办理相应审查手续。
第五十七条 新研制的附着升降脚手架应符合本规定的各项技术要求，并到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办理试用手续，经审查合格后，只可批在一个工程上试用，试用期间必须随时接受当地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试用成功后，再按照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取得认证资格，方可投入正式使用。
第五十八条 对已获得附着升降脚手架资质证书的施工单位实行年检管理制度，有下列情况之一
者，一律注销资质证书：
1.使用与其资质证书所载明的附着升降脚手架名称和型号不一致者；
2. 有出借，出租资质证书、转包行为者；
3. 严重违反本规定，多次整改仍不合格者；
4. 发生一次死亡 3 人以上重大事故或事故累计死亡达 3 人以上者；
第五十九条 异地使用附着升降脚手架的， 使用前应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建筑安全监督
机构办理备案手续，接受其监督管理。
第六十条 工程项目的总承包单位必须对施工现场的安全工作实行统一监督管理，对使用的附着
升降脚手架要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采取解决措施。
附着升降脚手架组装完毕，总承包单位必须根据本规定以及施工组织设计等有关文件的要求进
行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升降作业。分包单位对附着升降脚手架的使用安全负责。
第六十一条 附着升降脚手架发生重大事故后， 应当严格保护事故现场，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
故扩大和组织抢救工作，并立即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抢救人员需移动现场物
件时，应做出标志，绘制现场简图并做出书面记录，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有条件的应拍照或
录相。
第六十二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建筑安全监督机构应当加强对附着升降脚手架工程的监
督检查，确保安全生产。
第六十三条 本规定由建设部建筑管理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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