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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高处安装作业的安全管理探究
白 杰 戴玉帅 倪胜利 徐 兵 吴动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上海 200120）

摘 要 钢结构安装是目前建筑行业的主流应用技术之一，保证其安装时的安全性是工程的重点之一，只有在施

工过程中抓好安全措施的落实和监控，才能确保施工过程的安全和顺利。本文就我国某交通银行新同城数据中心

项目施工并结合现场实际情况，从明确安全指标、落实安全责任到制定安全管理计划、加强施工过程控制等方法

对钢结构高空安装方面应当采取的措施进行阐述，希望能为相关工程作业的安全管理措施方面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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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我国某交通银行新同城数据中心项目的

工程特点，从实际出发，重点阐述安全管理，以期能

为其他同类项目施工安全管理提供借鉴。

1 工程概况

该项目位于上海市闵行区，基地东至召楼路，西

至吉电电子，南至联川路，北至联航路。钢结构形式

均为钢框架结构，主要由箱型钢管柱、箱型钢梁以

及 H型钢梁。钢结构材质主要为 Q355B，其中有少量

Q235B，最大板厚为 40mm，总建筑面积 98836m2，总

用钢量约 16000t。

2 进行危害辨识和风险评价并制定防范措施

针对钢结构高空安装就业施工过程风险较高的问

题，项目部对本次施工就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依照

HSE整体实施方案，提出了 HSE在本次施工中对控制

风险的高要求，项目经理组织相关施工团队对施工过

程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和有害因素进行了详细缜密的辨

识与评价，最大限度的减少高空就业等施工中可能出

现的危险，比如能在地面焊接的绝不在高空中进行作

业。具体将施工分为两个阶段，即地面阻焊与高空对

接安装，进而将高处施工又划分为两大环节。针对项

目的第二处作业中，对有害因素识别的相关专业人员，

对其可能发生的危险或有害因素，详细的分为 30余项，

对其中危害程度较大的安全风险预知列出了一系列清

单（如表 1）。对每项可能会发生危险的环节均进行预

防措施与应急方案，确保在施工过程中一旦发生意外，

尽可能的为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提供最大的保障。

3 从资源资质抓起把好安全准入关

在劳动力选择方面，属于特殊工种人员必须做到

持证上岗，如果没有上岗资质一律不得录用。项目部

必须严格按照国家以及地方企业的规定标准，对特殊

工作人员所拥有相关资质进行严格审核，如焊工和起

重工等人员必须持有相关上岗证件，否则一律不可录

用。而对一般就业人员的选择，如对登高作业人员的

素质、身体状况以及技术精湛程度等等方面也应进行

严格的把控 [1]。

参加本次工程的就业人员均经过安全教育培训，

以及身心健康相关的检查，确保作业人员状况优良并

考试合格才可获取就业入场证，尤其登高就业人员必

须满足登高作业相关的要求。

4 钢结构工程施工中的安全防护

4.1 对高空坠物伤人问题的预防

在对钢结构施工过程中，安装人员应当将所携带

的相关零件工具，放入专用的工具袋中，以防在作业

过程中零件从高空掉落。高空作业人员在相互传递工

具时，应当首先将自身的安全保护绳进行加固，切记

不可相互抛掷，以免坠落伤人。在执行安装作业时，

不允许将相关零件钩挂或者堆放到安装构件上，零件

的相互传递应当放置在工具袋中进行传递。在起吊时，

应平稳起吊避免其左右摇晃，在结构构件固定之前，

不允许解开吊装设施，防止构件掉落的可能。

在对钢结构进行吊装作业时，因大多数的钢梁为

不规则的工字型，其帮扎固定点位容易脱落。所以需

要一个专用的吊装悬挂点进行连接，并采用相应的螺

栓和工字钢梁的上弦进行连接。在起吊时，不能速度

过快，杜绝猛吊和快吊。当结构安装完毕后，应及时

对构件的链接情况进行反复核查，确认安全后再对吊

钩和锁具进行装卸。

4.2 对高空坠楼问题的预防

安装人员所使用的工具，应用安全绳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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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重大危险源清单

序号 危险有害因素及主要后果 风险程度 控制措施

1
未对有害危险源及时辨别与评估，无安全技术措
施及应急方案，开工前未进行安全交底，容易造
成危险事故的发生

重大
开展危险因素辨识讨论并制定方案，及时且
认真的进行技术交底

2
用电设备未经检验或未对设备进行日常检查、维
护等工作无法及时发现其安全隐患，极易发生电
泄露，容易造成危险事故的发生

重大
对用电设备进场前进行安全隐患检查，对正
在使用的用电设备进行日常规范的查检工作，
发现问题不拖拉及时整改

3
吊车超过检验有效期，严重违反国家设备使用安
全规定，容易造成危险事故的发生

重大
吊车进场前认真查验其报验资料，对照实物
与检查表进行查验

4
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违反国家安全生产条例，
容易造成危险事故的发生

重大
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接受入场培训
并考试及格；加强现场安全规范监督，检查
作业人员资格

5
未使用或不正确使用相关作业的个人安全防护工
作，如：高空作业安全带不合格或不系安全带以
及不正确佩戴等，极易造成危险事故的发生

重大
为各岗位人员配备安全专业的个人防护品，
高空作业人员必须提前检查安全带，加强前
期培训与施工现场的监督

6
脚手板在使用中未进行捆扎、固定，高空作业无
挂靠点，易发生高处坠落，造成危险事故的发生

重大
选择安全合格的钢角板，严格采用符合要求
的钢丝绳进行捆扎，设置生命线，加强现场
的安全监督

7
平台作业时，所堆放物品过重或受力不均，易坍
塌，产生危险事故

重大
在作业平台处严禁堆放重物，要求工作人员
不能扎堆站立，加强施工过程的安全监督

8
在吊起物下随意走动，易被坠物砸伤打击，容易
造成危险事故的发生

重大
起吊现场拉警戒线，起吊时，无关人员撤离
至安全区域

9
固定吊车时，水平支角未完全固定好，或支腿垫
板安装不规范易发生吊车倾倒，造成危险事故的
发生

重大
吊车停放在吊装半径内，严格把控各支腿垫
质量合格

10
吊绳和钢丝绳等安全护具不符合安全要求或使用
不合格吊索工具，易发生高空坠落或被吊物等损
坏，造成危险事故的发生

重大
使用经专业工程师计算的吊索工具，对正在
使用的吊索进行安全检验

谨防发生坠落、对于像螺栓垫片类型的部件，应放置

在专用的工具袋中。任何零件与工具在高空作业中都

有可能发生坠落的危险，必须对任何可能发生掉落的

物品进行加固。另外，在切割、焊接时，其产生的碎

片和火花等可能伤人，所以针对这一问题要采取相应

的防护措施。

4.3 对吊装后机构失稳的预防

在对结构构件吊装布置安装完成后，先确定位置

是否准确，确认固定后可以卸除吊钩，在对其安装稳

固完成后可将其余固定设施或装置卸除。在对钢结构

的盖顶进行安装时，应先做好支撑工作，安装牢固并

对屋面的支撑系统进行安装，其目的是增加整个顶盖

的稳定性和牢固性。对于一些较为细长且较大的构件，

在对其临时固定之前，需要将绳索家底锚固。对接安

装完毕后，达到设计要求的结构体系，检查全部的间

接螺栓，使其筋骨达到设计要求，保证其空间的稳定性。

4.4 施工其他方面的安全防护

4.4.1 关于临时用电方面 

在建筑施工过程中，需要应用到许多电力设备，

这便涉及到了施工过程中的临时用电情况，因此，在

钢结构的安全防护体系中，防触电也是十分重要的安

全防护内容之一。建筑工地中多用于对高压电进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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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供电，一旦发生事故，其后果将非常的严重。特别

是高空作业中，一旦发生触电便会伴随高空坠落的危

险同时发生的可能，对人身安全造成了极大地威胁，

所以，对临时用电方面一定要多加重视，反复进行检查，

将可能发生的危险消灭于萌芽之中。

4.4.2 关于防火防爆方面 

建筑工地属于一种较为复杂的工程建设，在施工

过程中会出现非常多的设备和材料的应用，其中不乏

出现一些易燃易爆物品，这便给高空作业等工程的作

业带来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工地的防火措施一定

要健全且完善，保证事故发生后能采取有效的补救方

案，尽可能的将损失降低到最低 [2]。

5 制定安全管理计划

5.1 明确安全管理工作目标，落实安全管理

责任

本次工程根据上级单位下达的环境、职业健康管

理指标，并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确定安全目标。将人

身安全作为重点任务的指标与项目管理的总目标，严

格把控危险的发生率，最大程度降低对人身安全造成

威胁的情况发生率 [3]。

5.2 制定、贯彻安全施工措施

根据实际工程施工的特点，严格把控每一项施工

措施审查与交底工作的完成度。对各大项目的危险源

进行辨认与评价后，及时制定相关的预防与把控工作。

5.3 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强化安全意识和习惯

对每一个参与到本次工程建设的人员进行安全培

训教育，对项目部班组以及各个施工单位进行专业且

全面的安全知识与技能培训。充分的利用标语、手册

等形式，将安全意识深入到内个人的心中。培养作业

人员的安全作业习惯，严格负责地对施工安全技术交

底，做到交底人与被交底人均确认无误且签字后再开

始后续的施工作业 [4]。

5.4 合理安排施工时机

在施工过程中保持与项目部、设备管理等部门的

密切沟通，针对施工措施与方案进行协调，保证在规

定工期内，高效有序的完成施工作业任务，在另一方

面也可确保安全方案的针对性与实际操控性。

6 落实管理计划，加强过程控制

6.1 强化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行为

重点强化和管理相关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提高

作业人员的知识水平与实践操作能力，增加对安全防

护设施经济与精力方面的投入，有效的防止危险的发

生，切实改善作业人员的工作环境。

6.2 加强监督、检查

按时检查不仅是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措施，同时也

是消除隐患、风险的实际措施，这样做才能最大程度

的降低危险发生的可能性。严格地通过执行定期安检、

不定期安检以及突击抽查等方法进行检查，对施工地

点重点危险环节进行认真负责的危险排查工作，将一

切安全隐患于萌芽中消除，将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为

首要原则 [5]。

6.3 加强施工过程安全控制

在吊装前应当及时对吊装设备、吊装半径以及安

全位置等作业参数进行编制，明确钢结构搭建的安全

技术的重点与保证施工安全的一系列措施。在高空进

行焊接与防腐蚀作业时，要了解高空作业的危险因素

一般可包括：高空坠落、触电和物体打击等。严格控

制这些因素可能发生的概率，确保高空作业的安全性，

避免危险事故的发生。

7 结语

当下的作业形式十分的严峻，为了加强工程作业

过程中的安全管理，公司还特意派了专业的安全监察

人员到现场指导作业，并严格做到，一旦发现安全隐

患等问题，立即停止作业，并高效的下达整改指令，

限期整改。整改结束并验收合格后，才可允许继续施工，

只有秉持如此认真负责的态度才可确保将事故隐患的

萌芽扼杀，确保工期的顺利结束，在此工程中通过加

强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与行为、加强施工作业过程中

对安全的严格控制，才实现了零事故发生率的任务目

标，该项目也被评为公司安全管理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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