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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交通强国建设，按照《交通运输部办公
厅关于印发平安交通三年攻坚行动方案（2018—2020 年）的通知）》（交办安
监〔2018〕86 号）的要求，坚持以安全生产、人身财产安全为中心，树立安全
发展理念，深化平安交通建设工作。
2019 年 4 月 28 日，交通运输部下达了 2019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第一
批）的通知（交科技函〔2019〕267 号），《公路桥梁塔柱施工平台及通道安全
技术要求》被列为 2019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制修订项目（计划编号：JT
2019—24），归口单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安质司。
（二）标准起草单位
《公路桥梁塔柱施工平台及通道安全技术要求》由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
限公司主编，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星宇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参
与起草编制。
（三）主要工作过程
2019 年 3 月，确定编制单位及人员，成立标准编写组。
2019 年 4 月，组织讨论工作大纲，制定工作方案与分工安排，收集相关资
料，开展前期标准研究基础工作。
2019 年 5 月，完成公路桥梁塔柱施工安全相关技术调研，召开编制小组内
部研讨会，完成工作大纲及标准草案编制。在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召开了公
路水运工程施工安全应急标准编制工作督导会，对工作大纲及标准草案进行了
评审。
2019 年 6 月~2019 年 9 月，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各章节主要内容编制及汇
总。
2019 年 10 月~2020 年 4 月，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草稿编制，主编单位完成
内部评审及相关修改完善工作。
2020 年 11 月，主编单位组织召开标准审查会，邀请专家对征求意见稿草稿
内容逐条审核。
2021 年 1 月，交通运输部安质司组织召开安质司公路处行业标准督导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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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明确本标准适用于混凝土塔柱施工，不涉及钢塔施工相关内容。
2021 年 2 月~2021 年 8 月，召开编制小组内部研讨会，结合专家意见，修
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正式稿。
（四）主要起草人及所做的具体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成员：张鸿、欧阳效勇、张永涛、何超然、黄灿、彭鹏、
孙刘洋、陈平、王杰、覃宗华、崔银秋、徐洲、黄剑锋、李送根、李育才。
上述同志承担的主要工作如下：
表1

主要起草人及承担主要工作表

起草人

起草单位

主要工作

张 鸿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负责标准编制的具体策划和组
织协调，总体负责第 4 章基本原则相关内容
编写及审查；

欧阳效勇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体负责第 3 章术语相关内容编写及审查；

张永涛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何超然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黄灿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彭 鹏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孙刘洋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陈 平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王杰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覃宗华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崔银秋

中交星宇科技有限公司

徐洲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黄剑锋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李送根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李育才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体负责第 5 章爬升式施工平台相关内容编
写及审查；
总体负责第 6 章固定式施工平台相关内容编
写及审查；
总体负责第 7 章施工通道相关内容编写及审
查；
负责第 5.1 节、第 5.2 节、第 5.3 节爬升式施
工平台设计、制作等相关内容编写；
负责第 5.4 节、第 5.5 节、第 5.6 节爬升式施
工平台安装、使用、拆除等相关内容编写；
负责编制说明编写；
负责第 7.1 节、第 7.2 节施工通道一般规定、
设计等相关内容编写；
负责第 6.3 节、6.4 节固定式施工平台制作、
安装等相关内容编写；
负责第 7.3 节、第 7.4 节施工通道内容编写；
负责第 5.3 节爬升式施工平台设计等相关内
容编写
负责第 6.5 节、第 6.6 节固定式施工平台使
用、拆除等相关内容编写；
负责第 6.1 节、第 6.2 节固定式施工平台一
般规定、设计等相关内容编写；
负责第 7.3 节、第 7.4 节施工通道制作、安
装等相关内容编写；
负责第 7.5 节、第 7.6 节施工通道使用、拆
除等相关内容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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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及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编制原则
1. 一致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国家标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
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规定要求编写。本标准的内容与国家相关标准、条例保持
一致，符合国家有关政策，满足国家颁布的强制性条文要求，并尽可能与现行
公路工程行业标准、涉及桥梁施工和高处作业的各行业标准等相关标准协调一
致。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贯彻安全与开发并重，注重节能和环境保护，依靠
科技进步，降低工程造价，体现科学性、先进性、经济性、合理性。
2. 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通过调研、分析、研究现有国家及行业标准在高处作业施工和高处
施工平台、通道安全技术要求方面的现有研究成果，分析总结其优点和不足，
针对塔柱施工工艺和施工条件/环境的特殊性，结合交通运输行业桥梁工程生产
作业特点，开展公路桥梁塔柱施工平台及通道安全技术要求标准的研究和编制。
本标准通过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式完善编制内容。通过典型事故调研分析
和施工现场安全技术调研，经过理论分析，从人—物—环等多个方面入手，建
立健全了公路桥梁工程混凝土塔柱施工采用的施工平台与临时通道的安全技术
要求。
3. 操作性原则
根据使用部位、施工方法等不同，对施工平台及通道进行分类。从设计、
制作、安装、使用、拆除等各工序入手，明确具体的安全技术要求。
标准中相关表述统一，术语表述前后一致，避免出现重复矛盾。
（二）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
爬升式施工平台、固定式施工平台、施工通道共 7 个章节。
1. 范围
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在本章中明确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及适
用的范围。
本标准从施工平台及通道各工序环节入手，一一梳理出其中可能存在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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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风险，规定了公路桥梁塔柱施工平台及通道设计、制作、安装、使用、拆除
等过程的安全技术要求。
目前公路桥梁索塔、墩柱绝大多数以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主，钢结构、钢—
混结构极为少见，相关研究资料和实践经验并不充足，因此本标准仅使用于混
凝土索塔及墩柱施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性引用文件是指本标准中引用的某文件或条款，它们与本标准中的规
范性技术要素具有同等效力。在使用本标准时，除了应遵守本标准的规定外，
还应满足“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引用的文件或其条款要求。通过引用其它有关
标准，将相关技术内容纳入本标准中，以保持各个标准技术内容的协调性。
以规范化的成文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文件或标准，主要涉及以下标准：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1591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3091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GB/T 3766

液压传动 系统及其元件的通用规则和安全要求

GB 4053.1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钢直梯

GB 4053.2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 2 部分：钢斜梯

GB/T 7935

液压元件通用技术条件

GB/T 13793 直缝电焊钢管
GB/T 34023 施工升降机安全使用规程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194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

GB 50202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661

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1210

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

JB/T 10205 液压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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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G F90

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

JTG 3363

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

JTG/T 3650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本章节主要对标准中出现的专用名词和词语进行解释和说明。
（1）施工平台的分类及定义
索塔塔身、墩柱施工时，通常采用翻模、悬臂挂架模板、液压爬模施工。
采用爬模法施工时，施工平台多固定在模板上。采用悬臂挂架模板、液压爬模
施工时，施工平台通常与模板系统结合形成整体，通过预埋件附着固定在混凝
土塔柱上，利用起重设备或液压设备向上爬升。
索塔横梁、墩柱系梁施工时，施工平台形式多样，其支撑体系可分为两大
类，包括落地式的钢管支架和梁柱式支架，以及固定在塔柱上的抱箍、剪力销、
托架（牛腿）。
参照《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 中操作平台的分类
方法，将塔柱施工平台分为两大类，爬升施工平台和固定式施工平台。
3.1 爬升式施工平台
主要依据《液压爬升模板工程技术标准》JGJ/T 195—2018 中 2.1.1 和 2.1.2
中对于液压爬模的定义，去除模板系统相关内容。
3.2 固定式施工平台
参照《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 落地式操作平台和
悬挑式操作平台的定义，补充固定在塔柱、翻模模板上的平台。主要说明其与
爬升式施工平台的不同，特点为其安装固定在特定部位。
（2）施工通道的分类及定义
索塔、墩柱施工时，需设置人员从地面到达作业面或一个作业面到达另一
作业面的施工通道。
依据《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JTG F90—2015 中第 5.7.10 条 “高处
作业上下通道应根据现场情况选用钢斜梯、钢直梯、人行塔梯，各类梯子安装
应牢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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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塔柱施工特点，施工通道不仅有上下通道，还涉及人员从施工升降机
到达施工平台、从单个塔柱到达另一个塔柱、以及不同部位施工平台之间的水
平通道。
施工升降机作为特种设备，相关标准规范已经十分完善，本标准不再将施
工升降机作为施工通道的一种。
3.3 施工通道
参照《机械安全 接近机械的固定设施 第 2 部分：工作平台和通道》 GB⁄T
17888.2—2020 中通道的定义，主要说明施工通道的目的为“供作业人员通行”，
根据通行方向分为两大类“上下通道”和“水平通道”，常见的施工通道有
“钢直梯、钢斜梯、人行塔梯、悬挑式水平通道等”。
3.4 钢直梯
主 要 依 据 《 固 定 式 钢 梯 及 平 台 安 全 要 求 第 1 部 分 ： 钢 直 梯 》 GB
4053.1—2009 中术语 3.1 的定义，结合塔柱施工特点，突出其安装部位为“固定
在塔柱或临时结构上”，分类为“上下通道”。
3.5 钢斜梯
主 要 依 据 《 固 定 式 钢 梯 及 平 台 安 全 要 求 第 2 部 分 ： 钢 斜 梯 》 GB
4053.2—2009 中术语 3.1 的定义，结合塔柱施工特点，突出其安装部位为“固定
在塔柱或临时结构上”，分类为“上下通道”，与水平面倾角范围从 30°~75°扩
大为 0~75°。
3.6 人行塔梯
参照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标准《高处作业临时人行通道安全技
术管理指南》中标准装配型高处作业临时人行通道的定义，以及人行塔梯相关
使用说明书，根据其装配化结构的特点，突出其分类为“上下通道”，简要说
明其结构组成，将其定义为：“由多个定型梯段接高形成的上下通道，单个梯
段为塔架、踏步、防护设施等组成的框架结构”。
3.7 悬挑式水平通道
塔柱施工时，水平通道通常一端通过预埋件固定在塔柱上或焊接在临时结
构上，为悬臂结构。参照《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 中
2.1.9 术语定义，将其定义为：“以悬挑形式固定在构筑物上的水平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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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连（附）墙件
主要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 130—2011 中
2.1.5 术语定义，结合其在塔柱施工时的作用和特点，将其定义为：“连接塔柱
主体结构与横梁施工平台、施工通道等附着结构物起稳定作用的构件” 。
4. 基本原则
本章节条款主要为公路桥梁塔柱施工平台及通道施工涉及的原则性和共性
要求。包括：
施工方案、作业人员、设计、警示标志、防护设施要求、设备设施配置、
使用前中后注意事项、不利条件应对措施、周转使用等。
本章节条款主要内容依据如下：
4.1 提出施工方案的相关要求。主要依据《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JTG
F90—2015 附录 A，桥梁塔柱施工属于危险性较大的工程，应按要求编制专项施
工方案。施工平台及通道是确保塔柱施工安全的基本条件，参照《建筑施工高
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 第 3.0.1 条，因此要求施工方案中应包含施
工平台及通道的具体布置、安拆方法及技术要求、高处作业安全技术措施等内
容。
4.2 提出作业人员的相关要求。主要依据《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JTG
F90—2015 第 3.0.4 条和第 8.13.1 条，对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劳动保护、身体
健康状况、持证上岗作出规定。
4.3 提出施工平台及通道设计的相关要求。参照《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
术规范》JGJ 80—2016 第 6.1.1 条，施工平台及通道属于重要的临时结构工程，
易导致发生群死群伤事件，需要进行专项设计，出具详细的设计图纸，并进行
必要的设计验算。
4.4~4.6 提出施工平台及通道上配置的安全防护设施、警示标志、衔接设施、
消防设施、照明设施、临时用电设施的相关要求。主要依据《公路工程施工安
全技术规范》JTG F90—2015 第 3.0.8 条、3.0.14 条、《整体爬升钢平台模架技
术标准》JGJ 459—2019 第 10.8.1 条、《液压爬升模板工程技术标准》JGJ 195
—2018 第 9.0.19 条。
4.7 提出施工平台及通道使用前、使用期间的验收及检查要求。主要依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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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 第 3.0.4 条，高处作业施工前，应
检查高处作业的安全标志、工具、仪表、电气设施和设备，确认其完好后，方
可进行施工。
4.8 提出施工平台及通道使用的安全措施要求。主要依据《公路工程施工安
全技术规范》JTG F90—2015 第 8.13.1.5 条 索塔施工应设警戒区，通往索塔人
行通道的顶部应设防护棚，以及第 8.13.2.4 条，横梁与索塔采用异步施工时，上
部索塔、下部横梁均应采取防止高处坠落和物体打击的安全措施。
4.9 提出施工平台及通道安装和使用的安全措施要求。混凝土塔柱施工时，
涉及预埋件数量及种类较多，施工过程中易发生遗漏，则施工平台将很难按设
计要求安装至指定位置，参照《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2020 第
5.3.2 条和《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 80—2016 第 3.0.11 条，规定
塔柱施工时应建立预埋件清单及验收制度。
4.10 提出施工平台及通道安装和使用的安全措施要求。主要依据《公路工
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JTG F90—2015 第 5.7.3 条中第 1 款，高处作业现场所有
可能坠落的物体均应预先撤除或固定。
4.11~4.12 提出施工平台及通道在特殊自然条件下的相关要求。主要依据《建
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 80—2016 第 3.0.8 条，当遇有 6 级以上强
风、浓雾、沙尘暴等恶劣气候，不得进行露天攀登与悬空高处作业。雨雪天气
后，应对高处作业安全设施进行检查，当发现有松动、变形、损坏或脱落等现
象时，应立即修理完善，维修合格后方可使用。
4.13 提出施工平台及通道周转使用的相关要求。主要依据《建筑施工脚手
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 51210—2016 第 4.0.13 条，周转使用的脚手架杆件，
构配件应制定维修检验标准，每使用一个安装拆除周期后，应及时检查、分类、
维护、保养，对不合格品应及时报废。

5. 爬升式施工平台
本章节条款主要针对以下内容提出：
爬升式施工平台设计、制作、安装、使用、拆除过程中的安全技术要求。
本章节条款内容主要依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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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一般规定
5.1.1 提出爬升式施工平台设计、制作的基本要求。主要依据《液压爬升模
板工程技术标准》JGJ 195—2018 第 3.0.3 条，爬模装置应由专业厂家设计、制
作，应进行产品制作质量检验。
5.1.2 针对索塔及墩柱不同结构形式（独柱型、A 型、H 型、钻石型）、施
工工艺（施工节段高度等）、作业条件（风速、大风天数等），爬升式施工平
台的结构布置形式、设计荷载均做相应的调整，特作出本条规定。主要依据《公
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2020 第 15.2.3 条第 5 款。
5.1.3 提出液压自爬升式施工平台爬升的基本要求。主要依据《整体爬升钢
平台模架技术标准》JGJ 459—2019 第 3.4.6 条，整体钢平台模架爬升阶段及作
业阶段宜采用信息化控制技术。
5.1.4 提出液压自爬升式施工平台安装、使用、拆除的基本要求。主要依据
《液压爬升模板工程技术标准》JGJ 195—2018 第 8.2.1 条，液压控制系统操作
人员应进行专业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操作，严禁其他人员操作。以及《液压
爬升模板工程技术标准》JGJ 195—2018 第 9.0.3 条，爬模装置的安装、操作、
拆除应在专业厂家指导下进行。
5.1.5 塔柱施工周期较长，本条款主要说明爬升式施工平台使用期间的定期
检查、保养和维护。主要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 80—2016
第 3.0.12 条。
5.1.6 主要针对租赁的爬升式施工平台，提出设计单位、租赁单位、安装单
位、使用单位的责任。主要依据《租赁模板脚手架维修保养技术规范》 GB 50829
—2013 第 3.2.6 条及第 3.3.3 条。
5.1.7 提出爬升式施工平台应对风荷载的要求。主要依据《整体爬升钢平台
模架技术标准》JGJ 459—2019 第 3.1.5 条和第 3.1.6 条，整体钢平台模架在安装
与拆除阶段、爬升阶段、作业阶段的风速超过设计风速限值时，不得进行相应
阶段的施工。
5.2 设计
5.2.1~5.2.2 提出爬升式施工平台与塔吊、施工升降机、施工通道之间相互关
系的要求。主要依据《液压爬升模板工程技术标准》JGJ 195—2018 第 9.0.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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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体爬升钢平台模架技术标准》JGJ 459—2019 第 6.3.1 条。
5.2.3 提出针对塔柱特殊位置，爬升式施工平台应采取针对性的处理措施。
主要依据《液压爬升模板工程技术标准》JGJ 195—2018 第 4.1.1 条第 4 款及第
5.2.7 条。
5.2.4 提出操作平台的布置位置及构造要求。主要依据《液压爬升模板工程
技术标准》JGJ 195—2018 第 5.1.4 条和第 5.1.5 条，爬模装置设计应满足施工工
艺要求，每层操作平台的使用功能应明确，并应考虑到施工操作人员的工作条
件，钢筋绑扎应在模板上口的操作平台上进行。爬模装置应设置栏杆、护栏网、
翻板、爬梯、防火通道、与施工升降机相连的专用吊架等安全防护设施。
5.2.5 提出爬升式平台各组成构件之间连接方式的要求。爬升式施工平台需
在高处进行安装拆除作业，为减少高处作业工作量，降低安全风险，构件之间
宜采用便于安拆的连接形式。主要依据《整体爬升钢平台模架技术标准》JGJ
459—2019 第 3.1.2 条和第 6.1.1 条。
5.2.6 提出爬升式施工平台自身结构设计计算的基本要求。主要依据《液压
爬升模板工程技术标准》JGJ 195—2018 第 3.0.1 条，采用液压爬升模板施工时
应编制爬模施工方案，进行爬模装置设计与工作荷载计算：对承载螺栓、导轨
等主要受力部件应按施工、爬升、停工三种工况分别进行强度、刚度及稳定性
计算。
5.2.7 提出爬升式施工平台埋件系统设计计算的基本要求。主要依据《液压
爬升模板工程技术标准》JGJ 195—2018 第 5.2.3 条和附录 B。
5.2.8 主要说明，爬升式施工平台受风荷载影响较大，因此设计时应充分考
虑风荷载影响因素。主要依据《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2020 第
15.2.2 条第 5 款。
5.3 制作
5.3.1 提出爬升式施工平台制作的基本要求。主要依据《液压爬升模板工程
技术标准》 JGJ 195—2018 第 6.1.1 条。
5.3.2~5.3.3 主要提出爬升式施工平台制作时原材料的相关要求。主要依据
《液压爬升模板工程技术标准》 JGJ 195—2018 第 4.2.5 条。
5.3.4 主要说明，塔柱施工时，爬升式施工平台使用周期较长，因此需做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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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处理。主要依据《液压爬升模板工程技术标准》 JGJ 195—2018 第 6.1.6 条。
5.3.5 提出液压设备的基本要求。主要依据《液压爬升模板工程技术标准》
JGJ 195—2018 第 5.1.6 条和 《整体爬升钢平台模架技术标准》 JGJ 459—2019
第 7.3.10 条。
5.3.6~5.3.8 提出爬升式施工平台构件制作、焊接、验收的要求。主要依据《液
压爬升模板工程技术标准》JGJ 195—2018 第 6.1.3 条、第 6.1.4 条和第 6.1.5 条。
5.3.9 提出爬升式施工平台构件出厂时需提供的相关资料。主要依据《整体
爬升钢平台模架技术标准》 JGJ 459—2019 第 7.5.1 条。
5.4 安装
5.4.1 提出爬升式施工平台安装前的准备工作。主要依据《整体爬升钢平台
模架技术标准》JGJ 459—2019 第 8.2.1 条。
5.4.2 提出爬升式施工平台分块安装时的相关要求。主要依据《整体爬升钢
平台模架技术标准》JGJ 459—2019 第 3.3.2 条。
5.4.3 提出爬升式施工平台安装时的相关要求。主要依据《液压爬升模板工
程技术标准》JGJ 195—2018 第 7.2.1 条。
5.4.4 提出液压自爬升式施工平台液压系统安装时的相关要求。主要依据《液
压爬升模板工程技术标准》JGJ 195—2018 第 7.2.8 条。
5.4.5~5.4.6 提出爬升式施工平台安装后的验收内容和验收要求。主要依据
《液压爬升模板工程技术标准》JGJ 195—2018 第 7.3.1 条和《整体爬升钢平台
模架技术标准》JGJ 459—2019 第 8.3.2 条。
5.5 使用
5.5.1 提出爬升式施工平台使用期间的相关要求。主要依据《液压爬升模板
工程技术标准》JGJ 195—2018 第 9.0.5 条。
5.5.2 提出爬升式施工平台使用期间的相关要求。主要依据《公路工程施工
安全技术规范》JTG F90—2015 第 5.7.31 条。
5.5.3 提出爬升式施工平台使用期间的相关要求。主要依据《液压爬升模板
工程技术标准》JGJ 195—2018 第 9.0.15 条。
5.5.4 提出爬升式施工平台使用期间的相关要求。主要依据《液压爬升模板
工程技术标准》JGJ 195—2018 第 9.0.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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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5.6 提出爬升式施工平台爬升作业的相关要求。主要依据《公路工程
施工安全技术规范》JTG F90—2015 第 8.9.5 条。
5.5.7~5.5.11 提出爬升式施工平台爬升作业的相关要求。主要依据《公路工
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JTG F90—2015 第 8.2 条。
5.5.12 提出爬升式施工平台使用期间周转材料的检查要求。主要依据《公路
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JTG F90—2015 第 8.9.5 条。
5.5.13 提出液压自爬升式施工平台使用期间液压系统的检查要求。主要依据
《液压爬升模板工程技术标准》JGJ 195—2018 第 10.0.4 条。
5.5.14 提出爬升式施工平台遭遇恶劣气候时的要求。主要依据《液压爬升模
板工程技术标准》JGJ 195—2018 第 9.0.12 条。
5.6 拆除
5.6.1 主要说明，爬升式施工平台需在高空拆除，宜大块整体拆除，然后在
地面解体，减少高空作业工作量。主要依据《液压爬升模板工程技术标准》JGJ
195—2018

第 7.4.2 条和《整体爬升钢平台模架技术标准》JGJ 459—2019 第

8.4.1 条。
5.6.2~5.6.9 提出爬升式施工平台拆除过程的作业要求。主要依据《液压爬升
模板工程技术标准》JGJ 195—2018

第 7.4.1~7.4.3 条。

6. 固定式施工平台
本章节条款主要针对以下内容提出：
固定式施工平台设计、制作、安装、使用、拆除过程中的安全技术要求。
本章节条款内容主要依据如下：
6.1 一般规定
6.1.1 提出固定式施工平台设计及施工方案的基本要求。主要依据《建筑施
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 第 6.1.1 条。
6.1.2 提出固定式施工平台安拆时安全警戒的要求。主要依据《建筑施工高
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 第 7.1.2 条。
6.1.3 提出固定式平台的防护要求。主要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
规范》JGJ 80—2016 第 7.1.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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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提出固定式施工平台日常检查的要求。主要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
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 第 6.1.5 条。
6.2 设计
6.2.1 提出固定式施工平台的高度/位置要求。主要依据《机械安全 接近机
械的固定设施 第 2 部分：工作平台和通道》GB/T 17888.2—2020 第 4.2.1 条。
6.2.2 主要说明固定式施工平台的结构组成，便于下文引用。
6.2.3~6.2.4 提出固定式施工平台自身结构及预埋件设计计算的基本要求。主
要依据《公路桥涵工程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2020 第 5.1.2 条第 2 款、第
15.2.2 条第 5 款和第 15.2.3 条第 1 款。
6.2.5 主要说明固定式施工平台支撑体系的分类，便于下文引用。
6.2.6 提出钢管支架、梁柱式支架的构造要求。主要依据《公路桥涵工程施
工技术规范》JTG/T 3650—2020 第 15.5.3 条。
6.2.7 提出钢管支架的构造要求。主要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
范》JGJ 80—2016 第 6.3.1 条。
6.2.8 提出钢管支架的构造要求。主要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
范》JGJ 80—2016 第 6.3.2 条。
6.2.9~6.2.11 提出钢管支架、梁柱式支架的构造要求。主要依据《铁路混凝
土梁支架法现浇施工技术规程》 TB10110—2011 第 4.5.5 条。
6.2.12~6.2.13 提出钢抱箍和剪力销的设计验算要求。主要依据交通运输部公
路局《高速公路标准化技术指南 第四分册 桥梁工程》2012 年版 第 5.2.1 条。
6.2.14 提出托架的构造要求。主要依据《公路桥涵工程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2020 第 5.2.5 条。
6.2.15 提出托架的构造要求。主要依据《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JTG
F90—2015 第 8.9.4 条和《公路桥涵工程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2020 第
5.2.4 条。
6.2.16 提出托架的构造要求。主要依据《公路桥涵工程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2020 第 5.2.5 条。
6.2.17 提出预留孔式牛腿支撑体系的设计计算要求。主要依据《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 50010—2010 的要求“在集中荷载作用处，尚应按本规范第 6. 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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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 。
6.2.18 提出纵横梁系的构造要求。主要依据《铁路混凝土梁支架法现浇施工
技术规程》 TB10110—2011 第 4.5.5 条。
6.2.19 提出操作平台的构造要求。主要依据《铁路混凝土梁支架法现浇施工
技术规程》 TB10110—2011 第 4.5.7 条。
6.3 制作
6.3.1~6.3.3 提出固定式施工平台原材料的要求。主要依据《铁路混凝土梁支
架法现浇施工技术规程》 TB10110—2011 第 6.2.1 条和《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
技术统一标准》GB 51210—2016 第 4.0.1 条、第 4.0.2 条。
6.3.4 提出立柱的加工要求。主要依据《铁路混凝土梁支架法现浇施工技术
规程》 TB10110—2011 第 4.5.5 条第 5 款、第 5.4.2 条第 1 款。
6.3.5 提出钢抱箍的加工要求。主要依据交通运输部公路局《高速公路标准
化技术指南 第四分册 桥梁工程》2012 年版 第 5.2.1 条，抱箍连接板处受力较
大，且连接板由于开孔部分削弱，因此应设置加劲板。
6.3.6 提出托架的制作要求。主要依据《公路桥涵工程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2020 第 5.4.1 条。
6.3.7 提出纵横梁系的制作要求。主要依据《铁路混凝土梁支架法现浇施工
技术规程》 TB10110—2011 第 4.5.5 条第 6 款。
6.3.8 提出脚手板的质量要求。主要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
准》GB 51210—2016 第 4.0.6 条.
6.3.9 提出构件间采用普通紧固件连接的要求。主要依据《钢结构工程施工
规范》GB 50755—2012 第 7.3.1 条和第 7.3.2 条。
6.3.10 提出构件间采用焊接连接的要求。
6.4 安装
6.4.1 提出固定式施工平台安装的基本要求，应遵守设计图纸和施工方案的
相关要求。主要依据《公路桥涵工程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2020 第 5.4.2
条第 1 款。
6.4.2 提出对地基基础的验收要求。设计有地基基础时，除对施工平台结构
进行验收外，还需在施工平台安装前，对地基基础进行检查验收。主要依据《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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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混凝土梁支架法现浇施工技术规程》第 5.2.1 条第 7 款和《建筑施工高处作业
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 第 6.3.6 条第 2 款。
6.4.3 提出钢管支架的安装要求。主要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
标准》GB 51210—2016 第 9.0.4 和第 9.0.5 条。
6.4.4 提出梁柱式支架的安装要求。主要依据《铁路混凝土梁支架法现浇施
工技术规程》 TB10110—2011 第 5.4.2 条。
6.4.5~6.4.6 提出钢抱箍和剪力销的安装要求。主要依据交通运输部公路局
《高速公路标准化技术指南 第四分册 桥梁工程》2012 年版 第 5.2.1 条。
6.4.7 提出托架的安装要求。主要依据《公路桥涵工程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2020 第 5.4.2 条。
6.4.8 提出纵横梁系的安装要求。主要依据《铁路混凝土梁支架法现浇施工
技术规程》 TB10110—2011 第 5.4.5 条。
6.4.9 提出操作平台的安装要求。主要依据《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
JTG F90—2015 第 5.7.5 条。
6.4.10 提出固定式施工平台安装后验收的相关要求。主要参照《住房城乡建
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
通知》》（建办质〔2018〕31 号）中第七节关于危大工程验收人员的相关要求。
6.4.11 提出固定式施工平台支撑体系预压的相关要求。主要依据《公路桥涵
工程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2020 第 5.4.3 条。
6.5 使用
6.5.1~6.5.3 提出了固定式施工平台使用期间的相关要求。主要依据《建筑施
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 51210—2016 第 11.2.1 条、第 11.2.8 条。
6.5.4 提出了固定式施工平台监测的相关要求。主要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
安全技术统一标准》第 11.1.5 条。
6.5.5 提出了固定式施工平台遭遇恶劣天气及长期停用的相关要求。主要依
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第 11.1.6 条和《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
技术规范》JGJ 80—2016 第 6.3.6 条第 3 款。
6.6 拆除
6.6.1~6.6.2 提出了固定式施工平台拆除时间、拆除顺序的要求。主要依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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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桥涵工程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2020 第 5.5.1 条、第 5.5.6 条。
6.6.3~6.6.5 提出了固定式施工平台拆除的作业要求。主要依据《公路工程施
工安全技术规范》JTG F90—2015 第 5.7.29 条和《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
标准》第 9.0.8 条和第 9.0.10 条。

7. 施工通道
本章节条款主要针对以下内容提出：
施工通道设计、制作、安装、使用、拆除过程中的安全技术要求。
本章节条款内容主要依据如下：
7.1 一般规定
7.1.1 提出施工通道设计的基本要求。主要依据《公路桥涵工程施工技术规
范》JTG/T 3650—2020 第 12.2.3 条第 1 款。
7.1.2~7.1.4 提出各类施工通道的使用条件和相关要求。主要依据《公路工程
施工安全技术规范》JTG F90—2015 第 8.9.2 条和《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
规范》JGJ 80—2016 第 5.2.3~5.2.4 条。
7.1.5 提出施工通道上安全设施的相关要求。主要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
安全技术规范》第 4.1.1 条。
7.1.6 针对塔柱施工过程中，交叉作业较多，提出施工通道上方防护棚的相
关要求。主要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第 7.1.2 条。
7.1.7 提出施工通道的检修要求。主要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
范》第 3.0.8 条和第 3.0.12 条。
7.1.8 提出施工通道安拆的基本原则。主要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
术规范》第 7.1.2 条。
7.2 设计
7.2.1 提出了施工通道的设计原则。主要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
规范》第 3.0.13 条。
7.2.2 提出了施工通道的构造要求。主要依据《机械安全 接近机械的固定设
施 第 2 部分：工作平台及通道》GB/T 17888.2—2020

第 4.2.2 条。

7.2.3~7.2.4 提出了施工通道设计计算的内容和要求。主要依据《安徽省公路

16

水运工程施工人员上下通道技术规程》DB 34/T 1982—2013 第 5.1.1 条。
7.2.5 提出了钢直梯的构造要求。主要依据《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
JTG F90—2015 第 5.7.12 条。
7.2.6 提出了钢斜梯的构造要求。主要依据《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
JTG F90—2015 第 5.7.11 条。
7.2.7 提出了人行塔梯构造要求。主要依据《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
JTG F90—2015 第 5.7.14~5.7.16 条。
7.2.8 提出了连墙件的构造要求。主要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
标准》GB 51210—2016 第 8.3.3 条。
7.2.9 提出悬挑式水平通道的构造要求。主要依据《机械安全 接近机械的固
定设施 第 2 部分：工作平台及通道》GB/T 17888.2—2020

第 4.2.2 条和第 4.2.4

条。
7.3 制作
7.3.1 提出施工通道制作的准备工作要求。主要依据《安徽省公路水运工程
施工人员上下通道技术规程》DB 34/T 1982—2013 第 6.1.1 条。
7.3.2~7.3.3 提出施工通道原材料的验收要求。主要依据《安徽省公路水运工
程施工人员上下通道技术规程》DB 34/T 1982—2013 第 6.1.2 条和第 6.1.3 条。
7.3.4~7.3.5 提出了施工通道制作的质量要求。主要依据《固定式钢梯及平台
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钢直梯》GB 4053.1—2009 第 4.4.1 条和第 4.4.2 条。
7.3.6 提出了施工通道防腐蚀的要求。主要依据《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
求 第 1 部分：钢直梯》GB 4053.1—2009 第 4.5.2 条。
7.4 安装
7.4.1 提出施工通道安装的准备工作要求。主要依据《安徽省公路水运工程
施工人员上下通道技术规程》DB 34/T 1982—2013 第 6.1.4 条。
7.4.2~7.4.4 提出施工通道安装的安装顺序、作业要求。主要依据《安徽省公
路水运工程施工人员上下通道技术规程》
DB 34/T 1982—2013 第 6.3.1~6.3.4 条。
7.4.5 提出了施工通道安装后的验收要求。主要依据《安徽省公路水运工程
施工人员上下通道技术规程》DB 34/T 1982—2013 第 7.2.4 条。
7.5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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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提出了施工通道挂牌公示的要求。主要依据部分省份高速公路施工标
准化的相关要求。
7.5.2 提出了人员通行的要求。主要根据典型安全事故原因分析报告，严禁
人员跑跳，可防止发生共振，降低安全风险；另外限制一次性进入人数，有利
于应急撤离。
7.5.3~7.5.4 提出了施工通道使用期间的维修检查要求。主要依据《安徽省公
路水运工程施工人员上下通道技术规程》DB 34/T 1982—2013 第 7.3.2 条。
7.6 拆除
7.6.1~7.6.2 提出了施工通道拆除的准备工作要求。主要依据《安徽省公路水
运工程施工人员上下通道技术规程》DB 34/T 1982—2013 第 6.4.1 条。
7.6.3~7.6.5 提出了施工通道拆除的拆除原则、拆除顺序、作业要求。主要依
据《安徽省公路水运工程施工人员上下通道技术规程》DB 34/T 1982—2013 第
6.4.2 条、第 6.4.3 条。

三、预期经济、社会效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数据统计，2018 年全国房屋
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按照类型划分，高处坠落事故 383 起，占总数的 52.2%。
施工平台及通道是公路桥梁塔柱施工等高处作业的必要辅助设施，与施工人员
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相关。本标准的编制对于公路工程桥梁施工领域安全生产保
障具有重要作用。
编写组充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将国际标准、技术指南、国家标准中精华的
技术资料转化为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保证本标准的技术水平和国际先进水
平保持一致。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促进我国施工企业、建设单位的安全体系
建设工作，进一步提升公路桥梁工程安全管理水平，更好发挥标准的规范作用。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现浇标准的程度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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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国家法律、法规和现行标准的规定，符
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现行相关标准保持了一致。
本标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管理条
例》、《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国
家及行业管理部门有关政策制度的相关要求。
本标准与《高处作业分级》GB 3608—2008、《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钢直梯》GB 4053.1—2009、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 2 部分：
钢斜梯》GB 4053.2—2009、《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 51210—
2016、《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JTG F90—2015、《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
范》JTG/T 3650—2020、《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 等
现有规范相关要求保持一致。
本标准适用于公路桥梁混凝土索塔及墩柱施工，针对塔柱施工时常见施工
平台及通道的设计、制作、安装、使用、拆除等施工环节，提出相关安全技术
要求。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暂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七、标准过渡期的建议
建议设置 6 个月的标准实施过渡期，便于熟悉和使用标准。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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