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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吊及施工升降机的安全管理探讨
赵　禹

（泰兴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泰州 泰兴 225400）

摘　要　最近几年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现代城市建设的标准越来越高。其中建筑行业的

迅速发展，人们对施工安全也更加重视，工程建设中每个环节的施工都需要进行把控，从而确保工程建设的安全。

建筑行业在开展建设的过程中会用到许多大型机械设备，这些机械都具备一定危险性，如果管理不当，则很有可

能造成一些安全隐患，导致发生安全事故。而塔吊及施工升降机都是工程建设中的大型机械设备，因此在使用时

需要对塔吊和施工升降机开展安全方面的管控，以此降低建设过程中由塔吊和施工升降机引起的安全事故的可能

性。本文针对塔吊和施工升降机当前在建设过程中的施工现状进行相关的分析阐述，并对其安全管理方面提出了

相应的措施，以期能对促进工程建设过程中质量安全的提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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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发展促使城市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建

设的要求标准愈来愈高，而这些建筑工程的建设需要

大型机械设备的参与，大型机械设备会帮助其完成工

程的顺利建设。其中塔式起重机，也可将其简称为塔

吊，和升降机都是大型施工设备，其运输效率要高得多，

相对价格也比较低，起升也比较高，在工程建设中的

运用十分普遍 [1]。但其同时也具备一定的危险性，会影

响相关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安全事故的发生，

对财产经济方面造成一定损失 [2]。所以，对塔吊和施工

升降机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管理已经逐渐成为相关部

门人员高度重视的问题，希望以此来预防其造成的大

型机械事故。

1 塔式起重机及升降机使用现状

塔吊和施工升降机在工程建设中，如若相关技术

工作人员对其操作不当、出现失误、对安全方面未进

行管理、安全管理意识比较薄弱或者其安全管理的工

作没有落实到位等，这些都会影响工程建设中的质量

安全性，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最后引起安全事故的

频发。如何加强其建设过程中安全管控塔吊和升降机，

预防和降低事故发生的频率，将从当前现状进行一定

分析，并且对其提供使用过程中的安全管控措施，营

造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施工环境。

塔吊和升降机在工程建设中的使用极为普遍，而

大型机械设备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的发生，尽管随着

时代发展，有关部门对大型施工设备的使用非常普遍，

但仍存在一些相关安全事故 [3]。所以下文将会对塔吊和

升降机在建设过程中的使用现状进行相关分析。

1.1 起重机械相关的安全分析

塔吊、升降机等大型施工设备，在工程建设中，

会发生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致使事故的发生。而这

些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在于人，相关工作人员在开展

施工操作时，其施工操作不规范，且并未按照有关部

门的实施条例进行开展建设，且对塔吊、升降机的安

全管控方面的措施并不多，或尚且没有对其安全管控

进行落实，使得整个建设过程充满了安全隐患，威胁

人们的身体健康。其次，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对塔吊、

施工起重机等大型机械没有开展相关的检修维护操作，

只负责使用，对后续检修环节并不重视，导致机械容

易出现问题，进而导致在工程建设中，使用塔吊、施

工升降机等起重机械出现磨损，影响施工状态，导致

安全隐患的存在。塔吊、升降机等机械在使用过程中

没有任何安全方面的相关管理，其管理措施不到位，

而相关起重机械随着机械技术的不断发展，其规格不

断变化，相关部门及企业对其专业技术水平愈发重视，

相关技术工作人员必须经过对起重机械的技术培训，

经过正常技术考核后，增强相关技术人员对工程建设

中的安全意识，如此方能进行该工作，且在工程建设

中必须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等开展工作，

保证整个过程的顺利进行。倘若没有相关的安全管控

对策，便会致使施工中的安全隐患不断增加，因此需

要相关的安全管控对策，定时对其进行监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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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关专业人才的缺乏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塔吊和升降机等大型施工

设备的规模不断扩大，而与其技术相关的专业人员却

增加人数较少。社会不断发展，但对起重机械地从事

人员关注度却不高，对其认同度较低，致使该方面的

专业人才不多。其次，塔吊、升降机等机械技术人员，

其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这个问题会大大降低人们对成

为起重机械相关的技术人才的积极性。还有其薪资水

平相对不足，这是影响培养塔吊、施工升降机相关的

专业技术人员的直接原因。从事相关专业的人员十分

匮乏，人才资源严重不足，因此，综合这些情况，有

关部门对人才缺乏的现象也非常关注，许多企业也随

之关注机械安全管理的情况，并培养相关人才，以促

进工程建设中机械的安全管理。

以上便是对塔式起重机及升降台等机械的安全现

状相关的分析阐述，接下来会对塔式起重机械相关的

安全管理展开逐一分析。塔吊在进入工程建设的地点

前，安全的管理人员会作出一定的安全事故应急方案，

对施工场地、机械设备等都进行仔细的检查，预防出

现安全方面的问题。

2 资料管理

塔吊、施工升降机在工程建设运用前，应该对其

相关文件资料进行检验，并合理管理文件资料。相关

文件资料包含塔式起重机的租赁协议、工程建设的设

计图纸、工程建设方案、安全生产书等资料，都需要

进行一定的检验管理，科学、合理地检验整理这些相

关资料。其相关资料非常多，每个资料都非常重要，

必须全面检验管理资料，不能漏掉任何资料，以此保

证塔式起重机、升降机等施工机械设备的合理使用，

防止出现废弃大型机械被重复使用，或者一个机械被

重复利用的现象，进而将资料交给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工程负责人对此进行登记签字，塔吊、升降台便可正

式运用施工。这个环节是对其相关资料方面的安全管

理，如此便能促进塔式起重机在工程建设中的安全运

用，预防留下任何安全隐患，人们对塔式起重机和升

降台等大型机械设备的制备运用到废弃状态都能进行

相关检测。[5]

3 安装管理

工程建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其建设过程中包

含着很多环节，必须运用大型机械设备开展相关建设。

运用起重机械施工，会涉及很多有关工程建设、施工

机械的相关资料，相关人员要对其进行检验看是否符

合工程建设的需求，并检验塔吊和升降台的拼装部件

是否达到工程的要求。经以上操作确认无误后，便能

对其进行安装环节，安装环节也是对塔吊、升降台开

展安全管理的重点关注环节，首先要先去有关部门去

办理相关的安装告知流程。[6]

相关工作人员应该重视安装环节的操作，相关安

全管控人员要对此过程进行监管，并将安装范围配置

警戒线。安装过程应该在相关技术人员按照机械产商

的有关施工设备的安装、拆卸说明书进行指导安装。

安装、拆卸的过程中，要对工程建设的周围环境进行

一定的查看，结合机械设备的相关装卸图纸，防止对

周围的环境造成损害，严格做好相关防护工作，防止

损坏其高压线，影响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对社会经

济造成一定的损害。负责安装的工作人员监测其在天

气、建设地点、障碍等方面的情况下无法安全完成拼

装时，便可终止安装过程。相关负责的安全工作人员

必须紧密联系工程建设范围中所有人员，及时对其发

出安全相关的预警。安全负责人还需要对协助塔吊工

作的其他大型机械进行一定管控，预防其拆、装过程

中出现安全事故。有关部门的监测人员要对整个过程

中的操作细节都进行监管。

安装操作完成后，便可对其各种角度进行相关检

验，看其机械角度、各种系统的装置是否达到要求的

标准，没有经过检验的机械设备，不可运用其进行施工，

对出现问题的情况则需要完成相关书面文件，规定时

间令其进行修改。

4 使用过程管理

经过对其中机械设备的安装方面进行监控，进而

对其进行安全管控，合格后可进行后续操作。塔吊在

进入工程建设的地方前，负责安全方面的工作人员便

会加强对塔吊设备的检验，检验其规格型号及出厂商

等，并结合其出厂商提供的相关文件，对机械施工设

备的安全性进行一定检验，看其是否达标，进而保证

不会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出现安全方面的问题。相关

技术人员对该机械及相关部件进行检验，检验机械是

否存在磨损，要谨慎完成每一个环节的操作，为后续

这些相关机械的施工打下良好基础，保证工程建设的

顺利完成，提高工程建设中的安全性。[7]

对塔吊、升降台的相关资料、设备进行全面的检

验，是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但若是负责安全

方面的工作人员，只关注其设备的质量安全是否达标，

关注相关资料是否完善，同样会引起相关机械发生变

化，造成安全方面的问题出现。所以，塔式起重机在

工程建设中的运用，施工操作出现问题，或出现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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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在其运用过程中也需

要开展严格把控，确保操作过程的顺利进行。其中，

操作过程中的安全管控可分为塔机、升降机等几部分

的安全管控。

塔机在工程建设的施工操作中，应对其开展相关

的保护设置、安全报警的设置及其他相关装置。根据

塔机的额定起重力矩和 /或额定起重量的比例关系对报

警机制进行调控，比例不同，安全警报装置出现的情

况也不同。还有，任何类型的塔机，其钢丝绳的紧松

状态变化，可能会引起卷筒乱绳现象及反卷的现象，

如此可对其开展相关设置，以控制吊钩的下降，进而

防止造成安全隐患。通过多种相关机械设置的结合，

对塔机进行相关安全管控工作，确保其塔机在施工操

作中的安全性。

施工操作中，塔式起重机相关机械的运用状况对

其十分重要，相关安全管理的人员也会对此进行相关

安全防控。其中，升降台在工程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其也具备一定危险性，施工操作时的升降机方面的

安全防控也是建设过程中运用时关注的重点，负责安

全的相关工作人员，会对其每个楼层的层门进行安全

方面的监测管控。对每个楼层的层门高度方面结合实

际图纸进行严格把控，确保其符合工程设计中的要求

规范。且对每个楼层中层门的相关距离数据都需要进

行把控，包括层门与地面的间隙、护脚板高度、层门

两侧的护栏高度等，要结合实际工程建设，对此进行

管控，加强安全方面的管理。除了以上对各种高度、

宽度等数据方面的把控，还应该对其开展相关装置，

例如呼叫系统的安装，倘若没有呼叫系统，那么相关

技术工作人员在进行施工操作时，便需要打开层门向

下呼叫，这会影响导致相关技术工作人员处于危险之

中，稍有不慎便会造成高空掉落的危险事故，因此，

设置呼叫系统是非常有必要的，会对促进其工程建设

中施工的质量安全，降低施工风险性。施工升降台在

操作过程中进行一定的安全管控，使得相关工作人员

的安全保障进一步提高。[8]

5 退场管理

工程建设中，对于大型机械设备的安全管理是一

种必然趋势，越来越多的有关部门及相关企业对此问

题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上文对其资料、安装及运用过

程中都对其管理措施进行一定分析，从而促进塔吊、

施工升降机方面的治安管控。而大型机械在施工操作

中的使用，需要让这些大型机械进行退场处理，而大型

机械退场时也需要进行管控，防止出现安全问题。

在退场前，升降机、塔机在使用过程中，相关负

责的工作人员会对其进行相关记录，对其钢丝绳的相

关部位进行相关检验记录，及时发现问题，并对其做

好维护修养的工作，保证大型机械可以正常运行。同

样在机械设备退场时，也应该对其做好相关检修工作，

保证机械的质量安全性，才可进行相关的拆卸工作，

拆除时必须和安装时一样，严格按照出厂商提供的图

纸进行有序拆卸，不能打乱顺序，随意拆卸，那样会

造成一定安全隐患，极易引发机械部件高空掉落等事

故，开展拆卸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必须具备专业技能证

书，才可以进行其拆卸工作。塔式起重机在退出工地

时，对于其周边环境也要进行查看，对杂物进行清理，

防止机械被杂物所影响，对退场情况造成失控，且关

注周边建筑，避免对其造成影响，避免对人们的生活

造成不便，促进整个工程建设中的安全管理状况。

6 结语

人们对于建设行业中的安全问题愈来愈重视，而

大型机械设备的安全管控更是其重点内容。为了促进

工程建设的完成，对塔吊、升降机进行安全方面的管

控，相关负责人员要严格进行科学、合理的监督管控，

降低或避免因其产生的安全事故，进而保障相关工作

人员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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