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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全面推广的背景下，高层建筑的

施工有了更加明显的技术优势。施工中要保证设备长期处

于紧绷状态，倘若发现出现松动的迹象，就要进行拉紧处

理。然而，我们不能忽略该项设备在使用过程中的风险，

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做好安全控制。从源头上降低安全风

险的发生概率，更好地提升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使用性能。

1    基本特征

1.1    安全性

在地面完成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组装之后，可以有

效减少传统脚手架在高空进行拆装的作业弊端。与此

同时，还可以通过防坠落防倾斜装置达到自动化控制

的目的，避免因人为失误而带来的各种风险，确保系

统的防错能力达到更高的标准，提升脚手架的安全性。

1.2    经济性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具有较好的节电性能，符合环

保性的根本需求，进而提升建筑工程整体的节电效率。

除此之外，该项结构的消耗钢材的数量较少。根据相

关统计，和传统的脚手架相比较，综合的节约成本能

够达到 45% 左右。

1.3    效率性

在地面完成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组装之后，可以直

接将建筑整体的主体结构连接在空中，随着施工进度

的不断推进，楼层也逐步升高。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可

以通过自身的系统做好升降机构的提升，不需要进行

额外的拆装作业，更好地保证施工项目的整体效率。

1.4    适用性

常规脚手架在使用的过程中，一般会要控制整体的层

高在 50m 之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满足当前高层建

筑和超高层建筑的建设整体需求。至于附着式升降脚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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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以通过自身的调节来满足不同高度的建筑，尤其是随

着建筑高度的提升，其整体的适用性也会增强。

1.5    美观性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整体外观比较符合人的审美原

则，造型简洁规范，打破了传统脚手架外观无序的状态，

更加直观地呈现出建筑工程的安全文明效果。

2    基本构造

2.1    支撑系统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应该在建筑的外部结构上进行集

中固定，按照基本的操作原则，合理控制固定脚手架。

固定结束之后，不需要对脚手架进行上升和下降的处

理。除此之外，还要保证脚手架的承受荷载力，更好

地提升整体的稳固性。

2.2    架体结构

作为悬空式脚手架范畴内的架体结构，它要结合工

程项目的具体高度确定，一般情况下，附着式升降脚

手架的高度要维持在 4 层楼高左右。为了达到更好的

安全效果，一般不会超过 5 层楼高。

2.3    动力系统

脚手架动力系统一般由 4 个部分组成，依次是提升

底座、升降机械、挑梁和螺栓。要合理控制底座的安装

位置，保证框架底端的完整性，作为升降过程中荷载

力机械的整体部分，底座上需要设置其他部分的拉环，

并将升降机械安装在合适的位置上。至于下部分的安

装要结合适当的挂环原则，完成指定的升降操作处理。

2.4    防倾系统

在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施工的过程中，经常面临着倾

斜和倒塌这两种现象，这给整体的施工带来了严重威

胁。在分析脚手架受力情况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防倾

斜主要指的是合理控制水平方向的脚手架并对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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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处理，尤其是在实施的过程中，脚手架一般不会

出现严重的倾斜现象。建筑物和脚手架之间要保持适当

的距离，避免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确保其处于稳定

运行的状态。在使用脚手架的过程中，考虑到荷载力

的不均匀性，加上不固定的偏离方向，一些高层建筑

可能会受到外部风力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使用附

着式升降脚手架的施工环节，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

这就需要将防倾斜系统安装在脚手架内部，这样可以

提升内部的安全性，使其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倘若

脚手架的升降系统能够融合到其中，那么会更好地强

化整体的防倾斜效果。

3    脚手架准备及安装

3.1    安装准备

在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装之前，要结合平面图的具

体设计内容，确定最终的安装位置和安装数量。在具

体的安装位置上，要做好螺栓的预埋工作。螺栓的预

埋位置务必要结合设计要求全面推进，合理控制误差。

等到所有的安装部件准备妥当之后，要选择合适的辅

助材料和系统部件。考虑到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高度

相对较高，因此，在指定的范围内要做好适当的处理

选择。在正式安装之前一般要由下至上进行集中安装，

在保证底层落地结构稳固之后，才可以进行后期的各

项安装操作。

3.2    安装步骤

其具体安装步骤如下：

第一步，在浇筑周围将钢脚手架进行搭建处理。结

合建筑的标准层进行搭设，将宽度控制在 90cm 左右。

一般的搭设高度维持在 4 层半的高度即可，也就是常见

的 14.4m。在搭设位置确定之后，应该首先建立一个工

作平台，以脚手架的架面作为主要的基准，依次安装

相关的部件，至于水平位置上的桁架，要通过一定的

静置观察后，才可以与脚手架实现连接。在该施工环节，

一般会选择塔吊进行相关步骤的操作。

第二步，结合由下至上的施工顺序将框架进行搭

设，通过硬拉结的方式固定建筑。

第三步，等到混凝土的实际强度满足整体需求之

后，应该及时拆除梁模板，然后在各个部位进行安装

处理，并做好承重装置的合理控制。

4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提升的安全措施

4.1    提升前检查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在提升前主要检查如下内容：

（1）对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整体框架结构、连接结

构、升降结构、防倾斜装置和防坠落装置进行全面检查，

看其是否存在异常现象；

（2）等到建筑主体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强度达到要求

之后，要保证附着支撑荷载力的要求符合规范；

（3）对支撑点的位置进行合理选择和检查，看其是

否符合安装规范，并确认拉杆、穿墙螺栓的结构情况

以及磨损情况；

（4）电线、电缆以及控制柜的设置看其是否符合要

求规范，确保其处于正常的运转状态下；

（5）检查施工区域的安全防护是否到位，消防设施

是否安装，照明设施是否正常运行；

（6）全面检测起重设备是否达到吊装的具体需求，

确认设备的检验资格证书是否在有效的范围之内；

（7）相关操作人员的资格证书和安全培训记录要进

行二次确认，使其能够真正做到持证上岗的工作要求。

4.2    作业提升的注意事项

作业提升的注意事项如下：

（1）在作业提升的环节中，所有的施工人员应该

全面远离架体。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必须进行上架处理，

要配备相关的保护措施，做好安全防护工作，提升人

员的安全性；

（2）在距离脚手架 5m 处拉起安全警戒线，并做好

警示牌的搭设，安排相关的巡护人员进行安全巡视，禁

止外人进入警戒区范围内；

（3）在提升脚手架的过程中，操作人员要对其进行

固定，并按照一次完成的工作步骤，不能在中途进行

断离；

（4）遇到极端恶劣的天气时，要严禁进行提升作业。

4.3    架体提升

4.3.1    提升工序顺序

提升工序顺序如图所示。

（1）与相关的技术人员做好安全技术交底工作；

（2）全面清除架体周围的障碍物，与此同时，确保

架体和建筑结构之间处于相对无接触的悬空状态；

（3）对预埋件进行复核处理，确保其提升的有序性

和稳定性；

（4）检查电动葫芦丝链条的松紧程度，维持脚手架

呈匀速上升的状态。如果发现电动葫芦出现了严重的

故障或者不同步的现象，应该将相关的情况反馈给控

制室，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做好相关的检查工作，

及时排除故障。等到故障排除之后，还需要进行预提

升处理，看其是否达到相关的要求，只有这样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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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后期的提升作业。

4.3.2    保障措施的组织

通过以下几方面，来保障措施的组织：

（1）选择合适的专业技术人员附着相关的吊装工

作，并进行有效地协调管理；

（2）在提升的环节中，总指挥发出指令，然后通过

不同的工序进行汇报。如果出现严重的异常，要做好

及时的沟通；

（3）附着提升的团队一定要持有相关的操作证件，

与此同时还要做好系统性的培训，才能够真正上岗。

5    使用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全控制措施

5.1    严格控制脚手架相关材料的使用

在搭设脚手架的环节中，要选择合适的钢管材料和

相关的部件。全面控制钢管的尺寸，硬度和重量等参数，

并做好相关的工程标准匹配工作。在选择钢管材料时，

一定要严格按照相关的设计方案进行。在选择脚手架扣

件材料的环节中，务必要保证日常的检查工作，禁止以

次充好的现象发生。倘若出现了有问题的构建，相关

部门一定要做好返厂或销毁处理，不能进行二次使用。

提升脚手架连接的牢固度，更好地保证整体的稳定效

果。从脚手架的连接部件来看，一般会选择型材和管材。

按照具体的墙体结构以及形状，选择合适的连墙部件。

5.2    电动葫芦平稳运行的保证

如何更好地保证电动葫芦平稳运行，需要从以下几

方面着手：

（1）如果发现不足就需要处理，及时添加润滑油以

确保其润滑性，避免出现严重的磨损，更好地保证整

体的平稳度；

（2）在正式使用前及时清理周围的起重链，消除表

面的污垢，避免零部件出现严重受损的情况；

（3）做好提升前的准备工作，消除可能影响起重链

条的各种因素；

（4）确保电动葫芦的垂直度，只有在垂直的状态下

才可以开展相关的使用处理；

（5）将行程量进行控制，一般保证余量要超过 0.5m；

（6）在使用的环节，禁止一切撞击敲打行为，如果

出现了异常和发烫的状况，应该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

（7）在使用结束之后，需要在电动葫芦表面喷洒防

锈油，并使用彩布条将其打包，保护电动葫芦不会受

到外界因素的影响。

5.3    保障用电安全

保障用电安全，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为了更好地进行维修和检修附着式升降脚手

架，需要搭配相关的专线，与此同时在架体上设置指

定的电源控制柜，此外还要将相关的电线电缆放置在

架体上；

（2）通过专用控制柜，控制电动葫芦的各项动作，

选择三相五线的接线方式同步进行启动和停止各项操

作，避免出现严重的故障；

（3）对不同的控制箱柜体，接线接头等不进行防水

处理，然后做好相关的过载保护工作，如若出现严重

的故障要进行报警处理，实现自动断电保护；

（4）在每次提升之前要及时确认输送电压，保证各

项电压满足需求，如果电线电缆相对较长，还要确认

其状态，避免其外观出现严重的破损，提升电能的传

输安全性；

（5）信号接收之后，通过按电铃的方式做好现场的

准备工作，等到现场没有故障之后，才可以将电机进

行启动；

（6）完成各项工作后，及时关闭电源；

（7）每日检查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电源情况和漏电

保护装置；

（8）合理控制电架空线和脚手架之间的距离（见

表）。如果出现特殊情况时，需要及时增加安全屏障和

警告标志。

5.4    提高脚手架的防雷、防风性能

（1）防雷安全措施：在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周围设置

镀锌钢筋避雷针，焊接的长度要大于 1m。此外，要做

好脚手架的接地工作，一般会选择圆钢和建筑体的全

图    提升工序顺序

表    安全距离控制

外电架空线
电压 /kV

＜ 1 1 ～ 10 35 ～ 110 154 ～ 220 300 ～ 500

最小安全操
作距离 /m

4 6 8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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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焊接，进而更好地提升整体的稳固性，焊接长度一

般要超过 50mm。在正式提升之前要做好接地线的断开

处理工作，等到相关的位置符合规范之后，才能够进

行重新连接。遇到雷雨天气时，立即停止作业，并组

织相关的人员离开架体。

（2）防风安全举措：随时关注周围的气象变化，如

果出现严重的大风气象，要对架体进行加固处理。

5.5    日常维护保养

在参与作业的人员进行建筑工程施工操作时，经

常和脚手架进行接触并使用。倘若在使用期间，施工

人员随意对脚手架进行改造，会使得搭建的规范性减

弱，甚至影响到最终的安全性，引起难以避免的安全

事故。因此，在使用脚手架的过程中，相关的工作人

员和监督人员要做好定期的维护清理工作，及时做好

检修，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如果发现存在严重的问

题，应该立刻停止工作，并将其进行检修处理。避免

脚手架出现立竿悬空的现象，并保证脚手架整体的垂

直度，扣件的螺栓要处于拧紧的状态，钢管不能出现

压板和裂痕，尤其是在脚手板的位置，避免出现严重

的松动和悬挑。及时和相关的技术人员做好沟通工作，

处理可能存在的风险问题，尽最大可能消除潜在的安全 
隐患。

5.6    安全检查

单位安全主管部门要做好起升降脚手架的自检制

度，尤其是面对较大的安全隐患时，要向相关部门填

写意见整改通知书。在安装使用之前，主动向质检局

特种设备监督管理部门提交申请，等到申请得到回复

之后才可以使用。质检局如果发现特种设备存在严重

的安全隐患，会立刻下达隐患整改通知书，直到最终

风险消除，才能够进行后期的各项施工操作。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工程项目施工阶段，附着式升降脚手

架的提升和使用安全性作为一项系统性的工作，在实

践阶段必须要规范各个工序的控制要点，以及对涉及

的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附着式

升降脚手架的功能满足项目建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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