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施工安全事故典型案例分析

每一次事故都是一次教训

每一张图片都是一次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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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国建筑施工安全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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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建筑业较大以上事故分类统计

事故类型
起重
机械

钢结构
坍塌

气体
中毒

吊篮
坠落

模板支撑
坍塌

基坑边坡
坍塌

脚手架
坍塌

事故起数 4 1 1 1 6 8 1

起数占比 18.18 4.55 4.55 4.55 27.27 36.36 4.55

死亡人数 15 4 3 3 32 25 3

人数占比 17.65 4.71 3.53 3.53 37.65 29.41 3.53



事故类型
起重
机械

钢网架
坍塌

淹溺
事故

高处
坠落

模板支撑
坍塌

基坑边坡
坍塌

脚手架
坍塌

事故起数 7 1 1 1 8 8 1

起数占比 29.63 3.7 3.7 3.7 29.63 29.63 3.7

死亡人数 26 4 3 3 30 25 3

人数占比 27.66 4.26 3.19 3.19 31.39 26.6 3.19

2016年建筑业较大以上事故分类统计



2017年上半年，全国共发

生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

较大事故16起、死亡58人，

比去年同期事故起数增加9

起、死亡人数增加34人，

同比分别上升128.57%和

141.67%；

2017年(上）建筑业较大以上事故分类统计



2017年全国共发生房屋市

政工程生产安全较大事故

23起、死亡90人，比2016

年事故起数减少4起、死亡

人数减少4人，分别下降

14.81%和4.26%，未发生

重大及以上事故。

2017年建筑业较大以上事故分类统计



2018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较大及以上事故13起、死亡52人，比

2017年同期事故起数减少3起、死亡人数减少6人，同比分别下降18.75%和10.34%。

2018年(上）建筑业较大以上事故分类统计



2018年，全国共发生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较大及以上事故22起、死亡87人，

与上年相比，事故起数减少1起、下降4.3%，死亡人数减少3人、下降3.3%。

2018年建筑业较大以上事故分类统计



2018年，全国27个地区已制定《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令第37号）的实施细则，江苏、江西、甘肃、青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未制定

实施细则。各地共组织开展《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宣传贯彻活动

14718次，累计参加104544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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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补充的主要内容(危大工程范围)

类型 建办质〔2018〕31号 江西省实施细则

基坑工
程

（一）开挖深度超过3m（含3m）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
降水工程。
（二）开挖深度虽未超过3m，但地质条件、周围环境和地下管线复杂，
或影响毗邻建、构筑物安全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
程。

（一）开挖深度超过3m（含3m）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
降水工程。
（二）开挖深度虽未超过3m，但地质条件、周围环境和地下管线复杂，
或影响毗邻建、构筑物安全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
程。

模板工
程及支
撑体系

（一）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滑模、爬模、飞模、隧道模等工程。
（二）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5m及以上，或搭设跨度10m
及以上，或施工总荷载（荷载效应基本组合的设计值，以下简称设计
值）10kN/m2及以上，或集中线荷载（设计值）15kN/m及以上，或
高度大于支撑水平投影宽度且相对独立无联系构件的混凝土模板支撑
工程。
（三）承重支撑体系：用于钢结构安装等满堂支撑体系。

（一）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滑模、爬模、飞模、隧道模等工程。
（二）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5m以上，或搭设跨度10m以
上，或施工总荷载（荷载效应基本组合的设计值，以下简称设计值）
10kN/㎡以上，或集中线荷载（设计值）15kN/m以上，或高度大于
支撑水平投影宽度且相对独立无联系构件的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
（三）特殊部位的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地下室中板及顶板，或雨篷，
或屋面挑檐，或屋顶构架，或独立柱（墩），或后浇带。
（四）承重支撑体系：用于钢结构安装等满堂支撑体系。

起重吊
装及安
装拆卸
工程

（一）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10kN及以上的起重
吊装工程。
（二）采用起重机械进行安装的工程。
（三）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工程。

（一）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10kN以上的起重吊
装工程。
（二）采用起重机械进行安装的工程。
（三）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工程。

脚手
架工
程

（一）搭设高度24m及以上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包括采光井、
电梯井脚手架）。
（二）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程。
（三）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四）高处作业吊篮。
（五）卸料平台、操作平台工程。
（六）异型脚手架工程。

（一）搭设高度24m以上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包括采光井、电梯井
脚手架）。
（二）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程。
（三）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四）高处作业吊篮。
（五）卸料平台、操作平台工程。
（六）门式脚手架工程。
（七）新型及异型脚手架工程。

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包括：采用自制起重设
备、设施进行起重作业；2台（或以上）起重设
备联合作业；流动式起重机带载行走；采用滑
排、滑轨、滚杠、地牛等措施进行水平位移；
采用绞磨、卷扬机、葫芦或者液压千斤顶等方
式进行提升；人力起重工程。



• 2018年8月7日，贵州一工地发生一起九台吊车抬吊钢网架两台折臂、一台侧翻的重大事故。钢网架重量50吨，

提升高度30米，由8台吊车(现场9台吊车，侧方1台并未参与吊装)进行协同吊装，看似安全措施到位，但还是

发生了意外，让人痛惜和震惊。





江西省补充的主要内容(危大工程范围)

类型 建办质〔2018〕31号 江西省实施细则

拆除、爆
破工程

可能影响行人、交通、电力设施、通讯设施或其它建、构筑物安全
的拆除工程。（原超危工程）

可能影响行人、交通、电力设施、通讯设施或其它建、构筑物安全的拆
除工程。

暗挖工程 采用矿山法、盾构法、顶管法施工的隧道、洞室工程。 采用矿山法、盾构法、顶管法施工的隧道、洞室工程。

其它 （一）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二）钢结构、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三）人工挖孔桩工程。
（四）水下作业工程。
（五）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预制构件安装工程。
（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可能影响工程施

工安全，尚无国家、行业及地方技术标准的分部分项工程。

（一）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二）钢结构、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三）人工挖孔桩工程。
（四）水下作业工程。
（五）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预制构件安装工程。
（六）6m上边坡施工。
（七）桥梁工程施工（含架桥）。
（八）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可能影响工程施工安全，
尚无国家、行业及地方技术标准的分部分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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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补充的主要内容(超过一定范围危大工程范围)

类型 建办质〔2018〕31号 江西省实施细则

基坑工程 开挖深度超过5m（含5m）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
降水工程。

（一）开挖深度超过5m（含5m）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
工程。
（二）开挖深度虽未超过5m，但地质条件、周围环境和地下管线复杂，或
影响毗邻建、构筑物安全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

模板工程
及支撑体
系

（一）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滑模、爬模、飞模、隧道模
等工程。
（二）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8m及以上，或搭设跨
度18m及以上，或施工总荷载（设计值）15kN/m2及以上，
或集中线荷载（设计值）20kN/m及以上。
（三）承重支撑体系：用于钢结构安装等满堂支撑体系，承受
单点集中荷载7kN及以上。

（一）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滑模、爬模、飞模、隧道模等工程。
（二）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8m以上，或搭设跨度18m以上，或
施工总荷载（设计值）15kN/㎡以上，或集中线荷载（设计值）20kN/m以
上。
（三）特殊部位的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地下室中板及顶板，或雨篷，或
屋面挑檐，或屋顶构架，或高度8m以上独立柱（墩）。
（四）承重支撑体系：用于钢结构安装等满堂支撑体系，承受单点集中荷
载7kN以上。

起重吊装
及安装拆
卸工程

（一）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100kN
及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
（二）起重量300kN及以上，或搭设总高度200m及以上，或
搭设基础标高在200m及以上的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工程。

（一）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100kN以上的起重
吊装工程。
（二）起重量超过200kN的单机起重吊装工程，或两台以上起重机械的抬
吊安装工程。
（三）起重量300kN以上，或搭设高度60m以上，或搭设基础标高在60m
以上的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工程。

脚手架
工程

（一）搭设高度50m及以上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
（二）提升高度在150m及以上的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程或附
着式升降操作平台工程。
（三）分段架体搭设高度20m及以上的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一）搭设高度30m以上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
（二）提升高度在80m以上的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程或附着式升降操作平
台工程。
（三）分段架体搭设高度20m以上的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四）其他用于80m以上建（构）筑物的各类脚手架工程。
（五）30m以上卸料平台、操作平台工程。



9·29江西九江脚手架倒塌事故

2017年9月29日凌晨2时30

分左右，***有限公司炼铁厂烧结

二车间180m2烧结脱硫塔在检修

过程中，脱硫塔内脚手架发生局

部坍塌，造成2人死亡，18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300万元。



江西省补充的主要内容(超过一定范围危大工程范围)

类型 建办质〔2018〕31号 江西省实施细则

拆除、爆
破工程

（一）码头、桥梁、高架、烟囱、水塔或拆除中容易引起有毒有害
气（液）体或粉尘扩散、易燃易爆事故发生的特殊建、构筑物的拆
除工程。
（二）文物保护建筑、优秀历史建筑或历史文化风貌区影响范围内
的拆除工程。

（一）码头、桥梁、高架、烟囱、水塔或拆除中容易引起有毒有害气
（液）体或粉尘扩散、易燃易爆事故发生的特殊建、构筑物的拆除工程。
（二）文物保护建筑、优秀历史建筑或历史文化风貌区影响范围内的拆
除工程。

暗挖工程 采用矿山法、盾构法、顶管法施工的隧道、洞室工程。 采用矿山法、盾构法、顶管法施工的隧道、洞室工程。

其它 （一）施工高度50m及以上的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二）跨度36m及以上的钢结构安装工程，或跨度60m及以上的
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三）开挖深度16m及以上的人工挖孔桩工程。
（四）水下作业工程。
（五）重量1000kN及以上的大型结构整体顶升、平移、转体等施
工工艺。
（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可能影响工程施工安
全，尚无国家、行业及地方技术标准的分部分项工程。

（一）施工高度50m以上的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二）跨度36m以上的钢结构安装工程，或跨度60m以上的网架和索
膜结构安装工程。
（三）开挖深度12m以上的人工挖孔桩工程。
（四）水下作业工程。
（五）重量1000kN以上的大型结构整体顶升、平移、转体等施工工艺。
（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可能影响工程施工安全，
尚无国家、行业及地方技术标准的分部分项工程。

拆除倒塌视频.mp4


2018年，各地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实施重点监督检查，检查工程共计320155

项，查处违法行为共计11302起，其中,未编制或论证专项施工方案1430起、未按专项施

工方案施工4367起，处罚企业共计8161个，处罚人员共计4675名，累计罚款约1.02亿

元，共对56个企业实施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处罚。



关于对中标集团总包建设有限公司等2家单位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中违规施工情况的通报

京建发〔2019〕21号





序号 时间 地区 类型
死亡人

数

1 2019年1月23日 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 塔吊倒塌事故 4

2 2019年1月25日 浙江省金华东阳市 模板坍塌事故 5

3 2019年2月26日 安徽省铜陵市 塔吊倒塌事故 3

4 2019年2月24日 四川宜宾市 塔吊倒塌事故 3

5 2019年3月21日 四川成都 钢筋笼坍塌事故 4

6 2019年3月21日 江苏扬州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坍塌 7

7 2019年3月24日 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 高处坠落事故 3

8 2019年4月10日 江苏扬州 基坑坍塌事故 5

9 2019年4月25日 河北省衡水市 施工升降机坠落事故 11

10 2019年5月4日 甘肃省庆阳市 管沟土方坍塌事故 4

11 2019年5月30日 广西南宁 模板坍塌事故 3

12 2019年5月28日 山东青岛 施工升降机坠落事故 3

13 2019年5月16日 上海市长宁区 厂房坍塌事故 12

14 2019年6月16日 河北廊坊市 基坑边坡坍塌事故 3

15 2019年7月8日 深圳福田区 提升拆除工程发生局部坍塌 3

16 2019年8月3日 河南郑州 高处坠落事故 3

17 2019年8月28日 河南郑州 塔吊事故 3

18 2019年9月26日 四川成都 基坑边坡坍塌 3

19 2019年10月21日 贵州省毕节市 边坡垮塌事故 5

20 2019年10月25日 湖南省张家界 高处坠落 4

21 2019年10月28日 贵州省贵阳市 垮塌事故 8

22 2019年11月26日 云南省凤庆县 隧道坍塌 12

23 2019年12月1日 广东广州 坍塌事故 3



第二章
建筑施工安全事故相关理论



空难事故发生后，几乎所有航空业

内人士都提到一个关于飞行安全的“海

恩法则”。这个法则简单地说就是：每

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

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

隐患。

事故背后有征兆，征兆背后有苗头，轰轰烈烈的大检

查不是解决安全事故的最佳方式

海恩法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5%E9%87%8D%E4%BA%8B%E6%95%85/519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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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概况、施工平面布置、
施工要求和技术保证条件。

（二）编制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标准、规范及图纸
（国标图集）、施工组织设计等。

（三）施工计划：包括施工进度
计划、材料与设备计划。

（四）施工工艺技术：技术参数、
工艺流程、施工方法、检查验收
等。

（五）施工安全保证措施：组织
保障、技术措施、应急预案、监测监
控等。

（六）劳动力计划：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等。

（七）计算书及相关图纸。

二、关于专项施工方案内容
（一）工程概况：危大工程概况和特点、

施工平面布置、施工要求和技术保证条件；
（二）编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标准、规范及施工图设计文件、
施工组织设计等；

（三）施工计划：包括施工进度计划、
材料与设备计划；

（四）施工工艺技术：技术参数、工艺
流程、施工方法、操作要求、检查要求等；

（五）施工安全保证措施：组织保障措
施、技术措施、监测监控措施等；

（六）施工管理及作业人员配备和分工：
施工管理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
种作业人员、其他作业人员等；

（七）验收要求：验收标准、验收程序、
验收内容、验收人员等；

（八）应急处置措施；
（九）计算书及相关施工图纸。

专项方案中明确
相关人员职责，
并强调验收相关
内容。

修订的主要内容(专项方案内容)



高大模板施工案例

某工程：最大跨

度 18m, 最 大 梁

高 2.2m 。 抢 工

期，事先没有高

支模专项方案，

由班组自行搭设！



五个专家看了现场：
认为安全隐患很严重，
拒绝论证、签字！

为抢工期，施工总
包方组织五个加固小组，
加固一天，支架内部无
法加固。

强行浇筑混凝土，
导致大梁底立杆严重弯
曲、下挠变形，侥幸完
成浇筑。

班组凭经验搭设



⚫2018年8月31日9时37分许，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龙溪香岸住宅小区三期项目地下车库工

程发生一起模板支撑脚手架坍塌事故，造成6人死亡、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980万元。

典型案例



8月31日上午8时左右，大元建业组织人员开始在龙溪香岸三期地下车库出入口处区域浇筑顶板混凝

土。9时30分左右，在该区域混凝土基本浇筑完成时，施工班组发现模板跑浆，班组长带领工人下去堵漏。

在堵漏过程中发现架体下沉，随之安排工人进行架体加固。9点37分，一名工人（王东兴）用千斤顶对底

部工字钢进行顶撑，造成架体失稳，发生模板支架整体坍塌（坍塌面积20多平方米）。事故发生时，4名

混凝土工在顶板作业，6名木工在底部加固模板支架，2名木工在事故区域之外寻找加固材料。坍塌事故发

生后，在顶板作业的混凝土工坠落，在底部加固模板支架的6名木工被掩埋后致死亡（王东兴、刘建国、

李向阳、李友志、李刘艳、尚成志）。

事故过程





第三章
模板工程安全事故案例分析



⚫ 2018年6月24日下午16:40时许，上海市奉贤区海湾镇海农公路-海兴路路口东南角的##项目售

楼处6层屋面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出现模架坍塌，坍塌面积约300平方米，现事故造成1人死亡，

9人不同程度受伤。

典型案例



于2018年3月12日取得施工许可证，建筑面积75138平方米，其中地下建筑面积

13293平方米，工程包含7栋18层的单体建筑（5#-6#、8#-12#），一栋4层建筑（13#），

一栋一层建筑（31#）和一栋6层建筑（32#）。32号楼（实际功能为售楼处）为事故发生

工程，设计为6层装配式建筑，事故发生部位在5层与6层的南侧挑空部位

项目概况：



6月24日上午6时30分，丰和公司泥工班组开始对海湾碧桂园32#楼6层进行混凝土浇筑，

浇捣方向为由北向南，泥工班组长陈磊带领泥工班共13个人负责具体的施工作业，其中1人

在楼下放料，12人在楼层上作业。由于泵车停靠在32#楼西侧20米左右的围墙外，泵车大臂

长度62米，在浇筑完整个6-F轴与9-A轴北侧部分后，泵车大臂无法覆盖到剩余部位，因此

在下午14时许，泵车移位到了32#楼的西南角继续作业，16时30分许，由于在靠近6-F轴的

部位，泵车大臂覆盖范围仍然有限，所以在7、E轴位置先堆了一部分混凝土，再将这些混凝

土往7-8、F轴那个方向推匀过去，就在混凝土振动棒振捣7-8轴间400mm×1300mm的F轴

混凝土梁时，该区域钢管支撑发生变形坍塌，叠合板和混凝土伴随坍塌滑落。当时坍塌区域

有10名泥工班组作业人员，有6人直接被叠合板掩埋，4人及时逃出受到了轻微擦伤。其余2

人由于在进行混凝土表面收光工作未坠落。

事故发生经过：



部分主梁、次梁梁底未按 “梁底每根立杆承担0.24m3混凝土的体积”的原则布置梁底立杆。

支模架的构件搭设未按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钢管扣件式模板垂直支撑系统安全技术规程》

（DG/TJ08-16-2011）的规定执行，水平杆、剪刀撑局部缺失、扫地杆全部未设。由于以上诸多

问题的存在，当混凝土由西向东浇至于7-8轴间400mm×1300mm的F轴时，该梁底扣件失效，梁

底立杆失稳，而后梁侧立杆扣件失效，立杆失稳。F轴梁段垮塌进而拖动该梁西南已浇区域近210

㎡的模架坍塌。

直接原因：

解析：为何梁底每根立杆承担0.24m3，根据相关事故报告其梁底存在扣件传力，根据DG/TJ08-16-

2011（其他规范亦通）单扣件其抗滑能力在8kN，双扣件其能力为12kN，但是考虑扣件本身腐蚀等因

素一般要对荷载进行一定折减，故很多规范规定扣件传力立杆规定取值不大于12kN，特别是超危工程规

定在10kN。



（1）黄**，中天公司项目负责人。作为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

建议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2）王**，中天公司生产经理。作为现场直接负责验收和联系混凝土泵站的责任人对事故发生

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3）夏**，中天公司项目安全员。作为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建议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责任处罚：

解析：住建部令[2018]第37号第十七条 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对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现

场监督，对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的，应当要求立即整改，并及时报告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应当及

时组织限期整改。



构造措施 剪刀撑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条文说明：

6.9.3~6.9.5满堂支撑架整体稳定试验证明，增加竖向、水平剪刀撑，可增加架体刚度，提高脚

手架承载力。在竖向剪刀撑顶部交叉点平面设置一道水平连续剪刀撑，可使架体结构稳固。设置剪刀

撑比不设置临界荷载提高26%~64%（不同工况），剪刀撑不同设置，临界荷载发生变化，所以根据

剪刀撑的不同设置给出不同的承载力，给出满堂支撑架不同的立杆计算长度系数（附录C）。

构造措施 剪刀撑



《扣件式钢管模板支架剪刀撑研究》——葛召深（财企[2006]376号）

• 支架的承载能力随剪刀撑设置的加强而提高，按斜框格占总框格的比例而言，占5%左右时应力可提

高30%左右，占15%~20%时应力可提高1.5倍左右，大于15%时未见有显著提高。剪刀撑上表面应

力的急剧变化与支架倒塌破坏状态一致，说明剪刀撑是支架破坏前的最后支撑，剪刀撑及其旋转扣

件也支撑不住时，支架将被破坏。

• 现场测试结果并不像实验室测试结果一样，在极限状态以前几乎不受力，而是剪刀撑应力出现了持

续增长结果偏大的现象。在现场无法避免诸多不利情况时，剪刀撑的搭设对模板支架的稳定尤为重

要。

• 随着剪刀撑设置密度的降低、高支模稳定承载力明显下降。支架在每4步加1道水平剪刀撑或竖直剪

刀撑每隔3排设置时，承载力达到极限，再增大搭设密度，承载力未见有明显提高。

• 水平剪刀撑的设置对整个架体的稳定承载力影响明显，若不设置剪刀撑或剪刀撑设置过少，将大大

削弱支架的承载力。

构造措施 剪刀撑

课件链接素材/扣件式钢管模板支架剪刀撑研究.pdf


 《碗扣式高支撑体系中剪刀撑的设置

对变形的影响》——赵越

 竖向剪刀撑的布置对提高架体稳定承载力

的作用明显，并且显著减小架体中节点的

竖向位移。

 横向剪刀撑的布置对减小架体中节点的横

向位移效果明显，限制架体横向变形，保

证平面内刚度。

构造措施 剪刀撑

碗扣式高支撑体系中剪刀撑的设置对变形的影响_赵越.pdf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表B.12：

◼支架构造

水平杆未连续设置，扣5分

◼支架稳定

立杆伸出顶层水平杆的长度超过规范要求，每处扣2

分

 《扣件式钢管模板支架可调支托试验》—

—刘 莉，王 博，吴金国，赵东旭（基金项目：

JGJ162—2008，沈阳建筑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水平杆构造措施



《模板支架倒塌的原因及预防措施》——林伊宁

◼水平分力

◼最危险部位

《某超重模板支架施工及变形监测技术》——朱永清

水平杆构造措施

素材/模板支架倒塌的原因及其预防措施.pdf
素材/某超重模板支架施工及变形监测技术_朱永清.pdf


《扫地杆对扣件式钢管脚手架结构承载力的影响》——卓新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表B.12：

◼ 支架基础：

未按规范要求设置扫地杆，扣5分

水平杆构造措施



⚫ 2017年3月27日14时35分，

湖北省麻城市五脑山国家

森林公园仙山牡丹博览园

水上乐园综合楼工程（以

下简称事故工程）施工现

场发生一起模板支架坍塌

较大事故，造成施工人员9

人死亡，6人受伤。直接经

济损失900万元。

典型案例











事故发生经过

• 2016年11月事故工程塔楼屋顶模板支架系统搭设完毕。

• 2017年1月24日除塔楼11m标高以上部分梁柱及屋顶混凝土未浇筑外，其他结构工程全部完成。事故工程

因资金问题和邻近春节等原因停工。2月28日，麻城市住建局建设市场管理监察中队执法人员鲍城建到事

故工程现场查看，发现工程停工后即离开。

• 2017年3月下旬郑**、邹**、姜**等经过协商，决定事故工程复工。3月25日，姜**让姜**通知相关人员复

工；3月26日，伍**安排颜宏和、库**到施工现场将模板及支架进行了检查加固；3月27日8时许，周*组织

17人到现场开始浇筑混凝土，14时35分发生了模板支架坍塌事故。

• 截止事故发生时，事故工程无监理单位，未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办理土地审批、规划、招投标、勘察设计、

图纸审查、施工许可、质量安全监督等手续。



• 3月27日8时许，周*组织人员开始浇筑塔楼屋顶混凝土，浇筑顺序自西南角、西北角、东北角、东南角顺

时针依次浇筑框架柱和梁，然后浇筑塔楼屋顶屋面井字梁，最后自塔楼屋顶正中顶端向四周浇筑屋面板。

• 塔楼屋顶总浇筑作业面积约225㎡（15×15），梁、板钢筋模板重15.3吨，混凝土浇筑量为160m3，事发

时浇筑混凝土132 m3，约316.8吨，事发时作业面施工总荷载为14.46KN/㎡。现场浇筑方式为泵送混凝

土，输送设备为一台汽车泵，振捣设备为两台震动泵。塔楼屋顶浇筑共有18人作业，散布在屋顶四个坡面

的多个部位，其中混凝土浇筑工16人，木工2人。

• 27日12时30分，18名施工人员完成框架柱、梁混凝土浇筑后即午间休息；13时30分，15名施工人员

（另外3人未上塔楼屋顶）继续浇筑屋面井字梁和屋面板；14时35分，框架柱、梁浇筑完成，屋面井字梁

浇筑基本完成；在进行第14车混凝土的浇筑时（10m3/车，总混凝土浇筑量约132m3），东南角模板突

然出现坍塌，随即整个模板支架系统快速向中部塌陷，所有屋顶施工人员随坍塌的混凝土、钢筋及模板支

架系统一同坠落，并被坍塌物掩埋。

事故发生经过



混凝土浇筑原则：分层，对称，均匀

a.斜屋面先浇筑下部；

b.先垂直结构后水平结构；

c.大于6m先进行结构柱浇筑，2天后进

行水平结构浇筑；（柱底部钢筋完成，

架体搭设完成，上部钢筋为绑扎）；



直接原因

⚫一是企业及五脑山管理处（事业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

⚫二是政府及相关监管部门未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责任。

管理原因

⚫ 模板支架搭设不符合规范要求，架体承载力不足以承载施工荷载，搭

设模板支架所用的钢管和扣件等材料质量不合格，混凝土浇筑工序不

当。逐渐增加的荷载超过模板支架的承载能力，导致模板支架失稳坍

塌，人员坠落，造成伤亡。





质量

模板支架宜采用φ48.3×3.6mm的钢管，壁厚不得小于3.24mm；也可采用

φ48×3.5mm的钢管，壁厚不得小于3.0mm。同一模板支架应采用同一规格的钢管。

要 求 壁 厚
3.5mm 的 钢
管实际厚度不
足2.8mm。

要 求 壁 厚
3.5 毫 米 的
钢 管 只 有
2.8毫米。

材料选择





可调托撑及可调底座的螺杆外径不得小于36mm，直径与螺距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梯形螺纹 第2部分：直径与螺距系列》GB/T5796.2

和《梯形螺纹 第3部分：基本尺寸》GB/T5796.3的规定。

可调托撑的螺杆与支架托板焊接及可调底座的螺杆与底板焊接应牢固，

焊缝高度不得小于 6mm；螺杆与螺母旋合长度不得少于 5 扣，螺母

厚度不得小于 30mm。

可调托撑受压极限承载力不应小于 45kN。（浙江50KN）

可调托撑支托板侧翼高不宜小于 30mm，侧翼外皮距离不宜小于

110mm，且不宜大于 150mm。支托板长不宜小于 90mm，板厚不应

小于 5mm。

可调底座的底板长度和宽度均不应小于 150mm，厚度不应小于 5mm。

可调托撑和可调底座
直径要求36毫
米，实际测量
只有28毫米。

质量材料选择



材料选择 性能



⚫江西丰城电厂三期扩建工程，江西省电力建设重点工程。截至2016年11月24日22时，

确认事故现场74人死亡，2人受伤。



支模架体系失效因素分析

模板支架体系失效

设计方面 施工方面

计算理论不完善 设计方案不当 搭设方面 材料方面

计算错误 荷载取错 施工管理 超载

主要责任人：总工程师、项目部技术负
责人、项目总监、监理

主要责任人：项目经理、施工
员、安全员、监理

file:///E:/专业讲座/安全讲座/李继刚安全培训/李继刚安全讲座/施工现场支模架存在的主要问题.doc


➢专项方案编制不合理

➢钢管和扣件质量低劣

➢模板支撑搭设不规范

➢施工现场管理不到位

事故原因分析



扣件式架体计算依据

相同纵横向间距，

步距前提下，其稳

定性计算结果相差

约3倍



事故原因分析

➢专项方案编制不合理

➢钢管和扣件质量低劣

➢模板支撑搭设不规范

➢施工现场管理不到位







➢专项方案编制不合理

➢钢管和扣件质量低劣

➢模板支撑搭设不规范

➢施工现场管理不到位

事故原因分析











➢专项方案编制不合理

➢钢管和扣件质量低劣

➢模板支撑搭设不规范

➢施工现场管理不到位

事故原因分析





立杆、横杆间距过大且超载使用导致立杆失稳

（1）脚手架的临界荷载随立杆横距加大而降低，由1.2m增加到

1.5m时临界荷载将下降11.35%  

（2）步距由1.2m增加到1.8m时临界荷载将下降26.1%

（数据皆为实验所得）









序号 常见表现

1 不编制方案，任由工人凭经验搭设

2 按一般满堂脚手架做法搭设重载和高大支架

3 不对进场材料进行检查验收

4 “来者不拒”，使用不合格、有变形和缺陷的材料

5 不设扫地杆或设置过高

6 不控制立杆的伸出长度

7 不控制可调支座丝杆的直径和工作长度

8 立杆采用搭接接长

9 临时加设悬空（连在横杆上）支顶立杆

10 横杆直接承传重型梁板荷载

习惯性安全隐患



序号 常见表现

11 相接架体构架尺寸不配合，横杆不能拉通

12 随意去掉构架结构横杆和斜杆（剪刀撑）

13 节点未按规定要求装设和紧固

14 立杆底部不设座、垫，部分立杆悬空或不稳

15 架体垂直和水平偏差过大

16 随意改变浇筑工艺和程序

17 在局部作业面上集中过多的人员和机具

18 盲目使用、随意增加架面荷载

19 未经监理同意，就进行搭设和浇筑

20 不设专人进行搭设和浇筑安全监护

习惯性安全隐患



第四章
非常规工程模板搭设经验交流



典型工程一



典型工程一



典型工程一



典型工程二



典型工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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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工程二



典型工程二



典型工程二



典型工程三



典型工程三



第五章
脚手架工程安全事故案例分析



典型案例一



根据国家《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有

关规定：进行高空作业时，脚手架等高空附

属物，必须严格的保持平衡，只有在施工完

全完成后，才能逐步拆除。不难看出，先行

拆除保持平衡的绳索属于明显的违规操作，

而这一项违规操作是夺取21条年轻生命的直

接原因。

典型案例一



典型案例一



典型案例一



»滑模施工负责人自行加工非标准井架，未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专项设计，制作粗糙，

使用前未经检验及验收。

»使用的施工方案未经监理审批，施工中也未认真按方案组织作业。

»拆卸作业前没有进行技术交底，对关键部位也没有进行检查。

»施工和监理单位未能履行其相应的职责，项目经理部负责人、监理人员均不在现场，且

无专职安全员，现场安全管理混乱。

»井架拆除作业所用人员，大部分是临时招募的本地农民工，未进行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

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意识差。

事故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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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37号令规则：

• 滑模施工负责人自行加工非标准井架，未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专项设计，制作粗糙，使用前

未经检验及验收；

（违反第二十一条：对于按照规定需要验收的危大工程，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当组织相关人

员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经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及总监理工程师签字确认后，方可进入下

一道工序。）

• 使用的施工方案未经监理审批，施工中也未认真按方案组织作业。

（违反第十一条：专项施工方案应当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并由总

监理工程师审查签字、加盖执业印章后方可实施。）

• 拆卸作业前没有进行技术交底，对关键部位也没有进行检查。

（违反第十五条：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编制人员或者项目技术负责人应当向施工现场管理人

员进行方案交底。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当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并由双方和项目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共同签字确认。）



• 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第六监理部没有认真履行监理职责，对井架拆除方案未进行审查，

现场监理工作不到位，没能及时发现重大的安全隐患。

（违反第二十一条：监理单位应当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需签字确认后，

方可进行施工。 第十八条: 监理单位应当结合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监理实施细则，并

对危大工程施工实施专项巡视检查。 第十九条: 监理单位发现施工单位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

施工的，应当要求其进行整改；情节严重的，应当要求其暂停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监理单位应当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和工程所在地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

• 河南省#筑工程公司未对滑模作业队的资质、从业人员的资格进行审查，现场没有配备专职

安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落实，对信益二期工程安全管理失控。

（违反第十七条：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对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现场监督）

违反37号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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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区管委会作为政府派出机构，没有认真履行政府赋予的规划建设等方面的行政管理职责，导致

安全监管缺位。

（违反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所属施工安全监督机构，应

当根据监督工作计划对危大工程进行抽查）

• 二期工程指挥部在有关建设手续未办理完备的情况下开工建设，且要求施工单位把合同约定的工期

110天压缩到71天，严重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违反第十六条：因规划调整、设计变更等原因确需调整的，修改后的专项施工方案应当按照本规

定重新审核和论证。涉及资金或者工期调整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约定予以调整。 ）

违反37号令规则：



根据上面所违反条例：按照37号令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三

十九条相关处罚：其中对施工单位第三十二条及第三十四条各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30日，第三十四条及

第三十五条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元以

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其中对监理单位第三十七条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除上述外：根据查明的事实，法院依法分别判处刘某、邓某有期徒刑4年零6个月，

分别判处董某、郭某、孙某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分别判处马某、程某有期徒刑

3年，缓刑3年。

违反37号令规则：



2020年5月23日广东河源龙川镇发生一起脚手架较大安全事故，事故造成8人死亡，1人轻伤！

典型案例二



直接原因（初步调查）

⚫ 作业脚手架搭设不符合规范要求，采用的

竹脚手架+钢管脚手架（支撑架）混搭形式。

屋面花架多为外悬挑结构造型，搭设外架前应该考虑

屋面花架造型，采取合理的脚手架形式，或者在花架施工

前采用三角型钢架搭设花架独立支撑体系。如未提前考虑

到位，为了施工方便、节约成本，胆大包天的施工单位会

默认或者直接要求工人将花架模板搭设在外脚手架上，当

花架混凝土浇筑时，荷载激增造成立杆失稳严重超载变形，

引发安全事故！



采用外架作为支撑架体。





其他案例



脚手架其他条件相同，仅拉结点的竖向间距由
3.6m扩大为7.2m时，临界荷载会大幅下降，其下
降值为33.88%。



• 钢管扣件质量不符合要求

• 施工荷载超过设计值

• 脚手板铺设存在安全隐患

• 连墙装置违规拆除

• 立杆基础未硬化

• 架体与建筑物间未封闭

• 违章指挥和操作

• ……

常见非技术原因分析



脚手架错误图例



脚手架错误图例



脚手架错误图例



脚手架错误图例



脚手架错误图例



• 荷载取值错误

• 荷载组合和计算未按最不利工况

• 不清楚计算公式成立的构造要求

• 地基承载力取值随意

• 非标构件按标准构件计算

• ……

常见技术原因分析



第六章
施工机械安全事故案例分析



⚫2019年4月25日上午7时20分左右，河北衡水市翡翠华庭项目1#楼建筑工地，发生施工升降机轿厢（吊

笼）坠落的重大事故，造成11人死亡、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1800万元。。





事故查处：



事故查处：



2018年1月21日16时30分许，安

徽省阜阳市太和县河西李小洼安置区

12#楼工程一施工升降机在拆除时发生

坠落，造成3名施工人员死亡。

2018年1月24日15时许，河南省

许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塘坊李新家园

5#楼工程一施工升降机在拆除时发生

坠落，造成4名施工人员死亡。

3天2起升降机坠落事故致7死亡，临近春节更需注意安全



广东海珠7·22事故

2017年7月22日18时30

分许，海珠区振兴大街16号中

交集团南方总部基地B区项目

发生一起塔吊倾斜倒塌事故，

事故造成7人死亡、2人重伤，

直接经济损失847.73万元。



事故原因：

经调查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部分顶升工人违规饮酒后作业，未佩戴安全带；在塔吊

右顶升销轴未插到正常工作位置，并处于非正常受力状态下，顶升人员继续进行塔吊顶升作

业，顶升过程中顶升摆量内外腹板销轴孔发生严重的屈曲变形，右顶升爬梯首先从右顶升销

轴端部滑落；右顶升销轴和右换步销轴同时失去对内塔身荷载的支承作用，塔身荷载连同冲

击荷载全部由左爬梯与左顶升销轴和左换步销轴承担，最终导致内塔身滑落，塔臂发生翻转

解体，塔吊倾覆坍塌。



责任追究：

责任追究共对55名事故责任人和8家涉事企业提出处理意见：检察机关批准对7名涉嫌犯罪

的人员（5名企业人员、2名公职人员）实施逮捕；对26人（9名企业人员、17名公职人员）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或其他问责处理；由企业对15名企业人员根据内部管理规定处理；对3家事故企

业和7名企业人员给予行政处罚；对5家涉事企业作出处理。

责任认定：

调查认定这是一起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认定事故塔吊安装顶升单位、事故塔吊承租使用

单位、工程监理方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认定多家涉事企业不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事故预

防措施缺失；认定行业主管部门及属地政府安全生产监管不力。



浙江宁波3·23塔吊倒塌事故

2018年3月23日13时10分左右，位于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吴陆周村，由**集团有限公司承

建的鄞州新城区钟公庙地段YZ07-06（B-1、B-3）地块总承包工程工地内发生一起塔吊坍塌事故，

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24万元。



事故经过：

2018年3月23日12时左右，位于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吴陆周村的华侨城地块总承包

工程工地内，10#、11#塔吊在进行日常吊装作业。13时10分左右，11#塔吊驾驶员孙某接

到10#塔吊指挥员杨某通过对讲机发出的起吊钢筋指令。孙某接到指令后操作11#塔吊将起重

臂转入与南侧偏西位置10#塔吊的交叉作业区域，之后11#塔吊起重臂前段在向北侧回转作业

时，与10#塔吊未收到限位位置的起升钢丝绳发生干涉，干涉后起重臂继续发生相对转动，

导致10#塔吊钢丝绳及吊钩滑轮缠绕住11#塔吊起重臂，11#塔吊起重臂弯折，整体摇晃失稳

后向平衡臂方向倾覆倒塌。驾驶员孙某从11#塔吊驾驶室里掉落，被卡在垮塌变形的塔吊残

骸中。

2018年3月20日，华侨城地块总承包工程工地发生一起11#塔吊大臂碰到10#塔吊钢丝

绳的事故，未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事后，施工单位对10#、11#塔吊操作班组及现场带班工

人进行了口头教育。



直接原因：

1.11#塔吊驾驶员孙某安全意识淡薄，在违规接受其他组塔吊指挥员指挥且未确认作业环境安全的情况下

冒险作业，导致11#塔吊作业过程中起重臂与10#塔吊起升机构发生了严重干涉，致使11#塔吊整体倒塌。

2.由施工单位施工建设的11#塔吊基础存在缺陷，导致事故时，上承台混凝土发生开裂，加速了11#塔吊整

体倒塌。

间接原因：

1.施工单位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协调管理不到位，未对进场工人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未及时发现

和纠正塔吊交叉指挥等冒险作业行为，对此前发生的类似事故未引起足够重视，落实整改与防范措施不到位。

2.**公司落实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未对派遣工人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

行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和纠正塔吊交叉指挥等冒险作业行为，对此前发

生的类似事故未引起足够重视，落实整改与防范措施不到位。

3.**公司履行监理职责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塔吊基础存在缺陷、塔吊工人未经技术交底和安全培训、塔吊班组

冒险作业、群塔作业曾发生碰撞存在事故风险、监控系统无法正常使用等安全隐患。



• 基础荷载取值错误

• 地基承载力取值随意

• 计算未按最不利工况

• 非标附着杆计算

• 力矩限制器存在设计缺陷，灵敏度较差

• ……

塔吊工程常见技术原因分析



• 旧标准节当作预埋节

• 基础施工质量问题

• 安拆违反操作规程

• 附着不及时或不按照说明书加设

• 结构疲劳脆化

• 大面积陈旧裂缝

• 非主流塔机制造缺陷

• 安全保护装置失效

• 违章指挥和违规操作

• 台风时大臂未解锁

• ……

塔吊工程常见非技术原因分析



承台做小、整机倾覆



复核基础的符合性。

承台做小、桩承载力不足



钢平台直接与出厂年限较长的标准节相连，塔机受冲击后标准节
连接处全部断裂. 连接处的结构刚度严重突变

格构柱钢平台直接安装标准节



旧标准节当作预埋节



• 原厂定制过渡节，使过渡节的刚度逐渐平缓变化，上下两个连接面的截面性质分别与钢平台和标准

节相适应，有效减小应力集中现象。使用标准节的使用工况与设计工况一致，不降低标准节的使用

寿命。

预防措施



格构柱钢平台设计构造和焊接质量

全部仰焊缝几乎全部为虚焊案例 钢平台与格构柱的焊接未设加筋板，且全部焊缝几乎都为虚焊的事故案例



大面积陈旧裂缝致倒塔



老旧塔机受冲击倒塔



非主流厂塔机制造缺陷倒塔



塔吊工程现场检查注意要点：

检查

基础部分

结构及

连接

附着及

锚固连接

吊钩及

钢丝绳

安全保护

装置



基础部分



结构及连接部位的检查

结构部位由基础节、标准节、外套架、上下回转总成、驾驶室、起重臂、平衡臂、塔

帽，连接形式分为：销轴连接和螺栓连接两种形式。



使用中塔机标准节裂缝20例



使用中塔机标准节裂缝20例





附着及锚固链接

擅自加长
变形严重

材料混用

非原厂附墙框



安全保护装置



吊钩及钢丝绳







• 地承载力复核确认。汽车起重机站位和行驶区域面的地面平整度及承载力，应经计算确认。

特别是负载率较高的工况作业时的检查、观察。





第七章
常见错误经验解析



• 1、立杆间距过大时，梁底增加1根立杆

• 2、较大截面的梁一定比较小的危险

• 3、后浇带拆模后回顶即可

• 4、悬挑脚手架主梁锚固越长越有利

•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