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指南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委，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安全管理，提升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安全生产水平，我部组织编

写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指南》。现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参照执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2021 年 12 月 8 日

附件 1：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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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
编制指南

一、基坑工程

（一）工程概况

1.基坑工程概况和特点：

（1）工程基本情况：基坑周长、面积、开挖深度、基

坑支护设计安全等级、基坑设计使用年限等。

（2）工程地质情况：地形地貌、地层岩性、不良地质

作用和地质灾害、特殊性岩土等情况。

（3）工程水文地质情况：地表水、地下水、地层渗透

性与地下水补给排泄等情况。

（4）施工地的气候特征和季节性天气。

（5）主要工程量清单。

2.周边环境条件：

（1）邻近建（构）筑物、道路及地下管线与基坑工程

的位置关系。

（2）邻近建（构）筑物的工程重要性、层数、结构形

式、基础形式、基础埋深、桩基础或复合地基增强体的平面

布置、桩长等设计参数、建设及竣工时间、结构完好情况及

使用状况。

（3）邻近道路的重要性、道路特征、使用情况。

（4）地下管线（包括供水、排水、燃气、热力、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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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消防等）的重要性、规格、埋置深度、使用情况以及

废弃的供、排水管线情况。

（5）环境平面图应标注与工程之间的平面关系及尺寸，

条件复杂时，还应画剖面图并标注剖切线及剖面号，剖面图

应标注邻近建（构）筑物的埋深、地下管线的用途、材质、

管径尺寸、埋深等。

（6）临近河、湖、管渠、水坝等位置，应查阅历史资

料，明确汛期水位高度，并分析对基坑可能产生的影响。

（7）相邻区域内正在施工或使用的基坑工程状况。

（8）邻近高压线铁塔、信号塔等构筑物及其对施工作

业设备限高、限接距离等情况。

3.基坑支护、地下水控制及土方开挖设计（包括基坑支

护平面、剖面布置，施工降水、帷幕隔水，土方开挖方式及

布置，土方开挖与加撑的关系）。

4.施工平面布置：基坑围护结构施工及土方开挖阶段的

施工总平面布置(含临水、临电、安全文明施工现场要求及

危大工程标识等)及说明，基坑周边使用条件。

5.施工要求：明确质量安全目标要求，工期要求（本工

程开工日期、计划竣工日期），基坑工程计划开工日期、计

划完工日期。

6.风险辨识与分级：风险因素辨识及基坑安全风险分级。

7.参建各方责任主体单位。

（二）编制依据

1.法律依据：基坑工程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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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件、标准、规范等。

2.项目文件：施工合同(施工承包模式)、勘察文件、基

坑设计施工图纸、现状地形及影响范围管线探测或查询资料、

相关设计文件、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报告、业主相关规定、

管线图等。

3.施工组织设计等。

（三）施工计划

1.施工进度计划：基坑工程的施工进度安排，具体到各

分项工程的进度安排。

2.材料与设备计划等：机械设备配置，主要材料及周转

材料需求计划，主要材料投入计划、力学性能要求及取样复

试详细要求，试验计划。

3.劳动力计划。

（四）施工工艺技术

1.技术参数：支护结构施工、降水、帷幕、关键设备等

工艺技术参数。

2.工艺流程：基坑工程总的施工工艺流程和分项工程工

艺流程。

3.施工方法及操作要求：基坑工程施工前准备，地下水

控制、支护施工、土方开挖等工艺流程、要点，常见问题及

预防、处理措施。

4.检查要求：基坑工程所用的材料进场质量检查、抽检，

基坑施工过程中各工序检验内容及检验标准。

（五）施工保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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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保障措施：安全组织机构、安全保证体系及相应

人员安全职责等。

2.技术措施：安全保证措施、质量技术保证措施、文明

施工保证措施、环境保护措施、季节性施工保证措施等。

3.监测监控措施：监测组织机构，监测范围、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监测频率、预警值及控制值、巡视检查、信息反

馈，监测点布置图等。

（六）施工管理及作业人员配备和分工

1.施工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如项目负

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量员、各班组长等）。

2.专职安全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名单及岗位职

责。

3.特种作业人员：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人员名单及岗位职

责。

4.其他作业人员：其他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

（七）验收要求

1.验收标准：根据施工工艺明确相关验收标准及验收条

件。

2.验收程序及人员：具体验收程序，确定验收人员组成

（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监测等单位相关负责人）。

3.验收内容：基坑开挖至基底且变形相对稳定后支护结

构顶部水平位移及沉降、建（构）筑物沉降、周边道路及管

线沉降、锚杆（支撑）轴力控制值，坡顶（底）排水措施和

基坑侧壁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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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应急处置措施

1.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成与职责、应急救援小组组成与

职责,包括抢险、安保、后勤、医救、善后、应急救援工作

流程、联系方式等。

2.应急事件（重大隐患和事故）及其应急措施。

3.周边建（构）筑物、道路、地下管线等产权单位各方

联系方式、救援医院信息(名称、电话、救援线路)。

4.应急物资准备。

（九）计算书及相关施工图纸

1.施工设计计算书(如基坑为专业资质单位正式施工图

设计,此附件可略)。

2.相关施工图纸：施工总平面布置图、基坑周边环境平

面图、监测点平面图、基坑土方开挖示意图、基坑施工顺序

示意图、基坑马道收尾示意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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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板支撑体系工程

(一）工程概况

1.模板支撑体系工程概况和特点：本工程及模板支撑体

系工程概况，具体明确模板支撑体系的区域及梁板结构概况，

模板支撑体系的地基基础情况等。

2.施工平面及立面布置：本工程施工总体平面布置情况、

支撑体系区域的结构平面图及剖面图。

3.施工要求：明确质量安全目标要求，工期要求（本工

程开工日期、计划竣工日期），模板支撑体系工程搭设日期

及拆除日期。

4.风险辨识与分级：风险辨识及模板支撑体系安全风险

分级。

5.施工地的气候特征和季节性天气。

6.参建各方责任主体单位。

（二）编制依据

1.法律依据：模板支撑体系工程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标准、规范等。

2.项目文件：施工合同(施工承包模式)、勘察文件、施

工图纸等。

3.施工组织设计等。

（三）施工计划

1.施工进度计划：模板支撑体系工程施工进度安排，具

体到各分项工程的进度安排。

2.材料与设备计划：模板支撑体系选用的材料和设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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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场明细表。

3.劳动力计划。

（四）施工工艺技术

1.技术参数：模板支撑体系的所用材料选型、规格及品

质要求，模架体系设计、构造措施等技术参数。

2.工艺流程：支撑体系搭设、使用及拆除工艺流程支架

预压方案。

3.施工方法及操作要求：模板支撑体系搭设前施工准备、

基础处理、模板支撑体系搭设方法、构造措施（剪刀撑、周

边拉结、后浇带支撑设计等）、模板支撑体系拆除方法等。

4.支撑架使用要求：混凝土浇筑方式、顺序、模架使用

安全要求等。

5.检查要求：模板支撑体系主要材料进场质量检查，模

板支撑体系施工过程中对照专项施工方案有关检查内容等。

（五）施工保证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安全组织机构、安全保证体系及相应

人员安全职责等。

2.技术措施：安全保证措施、质量技术保证措施、文明

施工保证措施、环境保护措施、季节性施工保证措施等。

3.监测监控措施：监测点的设置、监测仪器设备和人员

的配备、监测方式方法、信息反馈、预警值计算等。

（六）施工管理及作业人员配备和分工

1.施工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如项目负

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量员、各班组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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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职安全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名单及岗位职

责。

3.特种作业人员：模板支撑体系搭设持证人员名单及岗

位职责。

4.其他作业人员：其他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

（七）验收要求

1.验收标准：根据施工工艺明确相关验收标准及验收条

件。

2.验收程序及人员：具体验收程序，确定验收人员组成

（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监测等单位相关负责人）。

3.验收内容：材料构配件及质量、搭设场地及支撑结构

的稳定性、阶段搭设质量、支撑体系的构造措施等。

（八）应急处置措施

1.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成与职责、应急救援小组组成与

职责,包括抢险、安保、后勤、医救、善后、应急救援工作

流程、联系方式等。

2.应急事件（重大隐患和事故）及其应急措施。

3.救援医院信息(名称、电话、救援线路)。

4.应急物资准备。

（九）计算书及相关图纸

1.计算书：支撑架构配件的力学特性及几何参数，荷载

组合包括永久荷载、施工荷载、风荷载，模板支撑体系的强

度、刚度及稳定性的计算，支撑体系基础承载力、变形计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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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图纸：支撑体系平面布置、立（剖）面图（含剪

刀撑布置），梁模板支撑节点详图与结构拉结节点图，支撑

体系监测平面布置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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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工程

（一）工程概况

1.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工程概况和特点：

（1）本工程概况、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工程概况。

（2）工程所在位置、场地及其周边环境(包括邻近建（构）

筑物、道路及地下地上管线、高压线路、基坑的位置关系)、

装配式建筑构件的运输及堆场情况等。

（3）邻近建（构）筑物、道路及地下管线的现况（包

括基坑深度、层数、高度、结构型式等）。

（4）施工地的气候特征和季节性天气。

2.施工平面布置：

（1）施工总体平面布置：临时施工道路及材料堆场布

置，施工、办公、生活区域布置，临时用电、用水、排水、

消防布置，起重机械配置，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场地等。

（2）地下管线(包括供水、排水、燃气、热力、供电、

通信、消防等)的特征、埋置深度等。

（3）道路的交通负载。

3.施工要求：明确质量安全目标要求，工期要求（本工

程开工日期和计划竣工日期），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工程计

划开工日期、计划完工日期。

4.风险辨识与分级：风险因素辨识及起重吊装、安装拆

卸工程安全风险分级。

5.参建各方责任主体单位。

（二）编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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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依据：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工程所依据的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标准、规范等。

2.项目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吊装设备、设施操作手

册（使用说明书），被安装设备设施的说明书，施工合同等。

3.施工组织设计等。

（三）施工计划

1.施工进度计划：起重吊装及安装、加臂增高起升高度、

拆卸工程施工进度安排，具体到各分项工程的进度安排。

2.材料与设备计划：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工程选用的材

料、机械设备、劳动力等进出场明细表。

3.劳动力计划。

（四）施工工艺技术

1.技术参数：工程的所用材料、规格、支撑形式等技术

参数,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设备设施的名称、型号、出厂

时间、性能、自重等，被吊物数量、起重量、起升高度、组

件的吊点、体积、结构形式、重心、通透率、风载荷系数、

尺寸、就位位置等性能参数。

2.工艺流程：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工程施工工艺流程图，

吊装或拆卸程序与步骤，二次运输路径图，批量设备运输顺

序排布。

3.施工方法：多机种联合起重作业（垂直、水平、翻转、

递吊）及群塔作业的吊装及安装拆卸，机械设备、材料的使

用，吊装过程中的操作方法，吊装作业后机械设备和材料拆

除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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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操作要求：吊装与拆卸过程中临时稳固、稳定措施,

涉及临时支撑的,应有相应的施工工艺，吊装、拆卸的有关

操作具体要求，运输、摆放、胎架、拼装、吊运、安装、拆

卸的工艺要求。

5.安全检查要求：吊装与拆卸过程主要材料、机械设备

进场质量检查、抽检，试吊作业方案及试吊前对照专项施工

方案有关工序、工艺、工法安全质量检查内容等。

（五）施工保证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安全组织机构、安全保证体系及人员

安全职责等。

2.技术措施：安全保证措施、质量技术保证措施、文明

施工保证措施、环境保护措施、季节性及防台风施工保证措

施等。

3.监测监控措施：监测点的设置，监测仪器、设备和人

员的配备，监测方式、方法、频率、信息反馈等。

（六）施工管理及作业人员配备和分工

1.施工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如项目负

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量员、各班组长等）。

2.专职安全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名单及岗位职

责。

3.特种作业人员：机械设备操作人员持证人员名单及岗

位职责。

4.其他作业人员：其他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

（七）验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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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验收标准：起重吊装及起重机械设备、设施安装，过

程中各工序、节点的验收标准和验收条件。

2.验收程序及人员：作业中起吊、运行、安装的设备与

被吊物前期验收，过程监控（测）措施验收等流程（可用图、

表表示）；确定验收人员组成（建设、设计、施工、监理、

监测等单位相关负责人）。

3.验收内容：进场材料、机械设备、设施验收标准及验

收表,吊装与拆卸作业全过程安全技术控制的关键环节,基

础承载力满足要求，起重性能符合，吊、索、卡、具完好，

被吊物重心确认，焊缝强度满足设计要求，吊运轨迹正确，

信号指挥方式确定。

（八）应急处置措施

1.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成与职责、应急救援小组组成与

职责,包括抢险、安保、后勤、医救、善后、应急救援工作

流程、联系方式等。

2.应急事件（重大隐患和事故）及其应急措施。

3.周边建构筑物、道路、地下管线等产权单位各方联系

方式、救援医院信息(名称、电话、救援线路)。

4.应急物资准备。

（九）计算书及相关施工图纸

1.计算书

（1）支承面承载能力的验算

移动式起重机（包括汽车式起重机、折臂式起重机等未

列入《特种设备目录》中的移动式起重设备和流动式起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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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进行地基承载力的验算；吊装高度较高且地基较软弱时，

宜进行地基变形验算。

设备位于边坡附近，应进行边坡稳定性验算。

（2）辅助起重设备起重能力的验算

垂直起重工程，应根据辅助起重设备站位图、吊装构件

重量和几何尺寸，以及起吊幅度、就位幅度、起升高度，校

核起升高度、起重能力，以及被吊物是否与起重臂自身干涉，

还有起重全过程中与既有建构筑物的安全距离。

水平起重工程，应根据坡度和支承面的实际情况，校核

动力设备的牵引力、提供水平支撑反力的结构承载能力。

联合起重工程，应充分考虑起重不同步造成的影响，应

适当在额定起重性能的基础上进行折减。

室外起重作业，起升高度很高，且被吊物尺寸较大时，

应考虑风荷载的影响。

自制起重设备设施，应具备完整的计算书，各项荷载的

分项系数应符合《起重机设计规范》GB3811 的规定。

（3）吊索具的验算

根据吊索、吊具的种类和起重形式建立受力模型，对吊

索、吊具进行验算，选择适合的吊索具。应注意被吊物翻身

时，吊索具的受力会产生变化。

自制吊具，如平衡梁等，应具有完整的计算书，根据需

要校核其局部和整体的强度、刚度、稳定性。

（4）被吊物受力验算

兜、锁、吊、捆等不同系挂工艺，吊链、钢丝绳吊索、



— 15 —

吊带等不同吊索种类，对被吊物受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应根

据实际情况分析被吊物的受力状态，保证被吊物安全。

吊耳的验算。应根据吊耳的实际受力状态、具体尺寸和

焊缝形式校核其各部位强度。尤其注意被吊物需要翻身的情

况，应关注起重全过程中吊耳的受力状态会产生变化。

大型网架、大高宽比的 T 梁、大长细比的被吊物、薄壁

构件等，没有设置专用吊耳的，起重过程的系挂方式与其就

位后的工作状态有较大区别，应关注并校核起重各个状态下

整体和局部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

（5）临时固定措施的验算

对尚未处于稳定状态的被安装设备或结构，其地锚、缆

风绳、临时支撑措施等，应考虑正常状态下向危险方向倾斜

不少于 5°时的受力，在室外施工的，应叠加同方向的风荷

载。

（6）其他验算

塔机附着，应对整个附着受力体系进行验算，包括附着

点强度、附墙耳板各部位的强度、穿墙螺栓、附着杆强度和

稳定性、销轴和调节螺栓等。

缆索式起重机、悬臂式起重机、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

机、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等起重机械安装工程，应附完

整的基础设计。

2.相关施工图纸：施工总平面布置及说明，平面图、立

面图应标注明起重吊装及安装设备设施或被吊物与邻近建

（构）筑物、道路及地下管线、基坑、高压线路之间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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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关系及相关形、位尺寸（条件复杂时，应附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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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脚手架工程

（一）工程概况

1.脚手架工程概况和特点：本工程及脚手架工程概况，

脚手架的类型、搭设区域及高度等。

2.施工平面及立面布置：本工程施工总体平面布置图及

使用脚手架区域的结构平面、立（剖）面图，塔机及施工升

降机布置图等。

3.施工要求：明确质量安全目标要求，工期要求（开工

日期、计划竣工日期）,脚手架工程搭设日期及拆除日期。

4.施工地的气候特征和季节性天气。

5.风险辨识与分级：风险辨识及脚手架体系安全风险分

级。

6.参建各方责任主体单位。

（二）编制依据

1.法律依据：脚手架工程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标准、规范等。

2.项目文件：施工合同(施工承包模式)、勘察文件、施

工图纸等。

3.施工组织设计等。

（三）施工计划

1.施工进度计划：总体施工方案及各工序施工方案,施

工总体流程、施工顺序及进度。

2.材料与设备计划：脚手架选用材料的规格型号、设备、

数量及进场和退场时间计划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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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劳动力计划。

（四）施工工艺技术

1.技术参数：脚手架类型、搭设参数的选择，脚手架基

础、架体、附墙支座及连墙件设计等技术参数，动力设备的

选择与设计参数，稳定承载计算等技术参数。

2.工艺流程：脚手架搭设和安装、使用、升降及拆除工

艺流程。

3.施工方法及操作要求：脚手架搭设、构造措施（剪刀

撑、周边拉结、基础设置及排水措施等），附着式升降脚手

架的安全装置（如防倾覆、防坠落、安全锁等）设置,安全

防护设置,脚手架安装、使用、升降及拆除等。

4.检查要求：脚手架主要材料进场质量检查，阶段检查

项目及内容。

（五）施工保证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安全组织机构、安全保证体系及相应

人员安全职责等。

2.技术措施：安全保证措施、质量技术保证措施、文明

施工保证措施、环境保护措施、季节性施工保证措施等。

3.监测监控措施：监测组织机构，监测范围、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监测频率、预警值及控制值、巡视检查、信息反

馈，监测点布置图等。

（六）施工管理及作业人员配备和分工

1.施工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如项目负

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量员、各班组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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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职安全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名单及岗位职

责。

3.特种作业人员：脚手架搭设、安装及拆除人员持证人

员名单及岗位职责。

4.其他作业人员：其他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与脚手架

安装、拆除、管理有关的人员）。

（七）验收要求

1.验收标准：根据脚手架类型确定验收标准及验收条件。

2.验收程序：根据脚手架类型确定脚手架验收阶段、验

收项目及验收人员（建设、施工、监理、监测等单位相关负

责人）。

3.验收内容：进场材料及构配件规格型号，构造要求，

组装质量，连墙件及附着支撑结构，防倾覆、防坠落、荷载

控制系统及动力系统等装置。

（八）应急处置措施

1.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成与职责、应急救援小组组成与

职责,包括抢险、安保、后勤、医救、善后、应急救援工作

流程、联系方式等。

2.应急事件（重大隐患和事故）及其应急措施。

3.救援医院信息(名称、电话、救援线路)。

4.应急物资准备。

（九）计算书及相关施工图纸

1.脚手架计算书

（1）落地脚手架计算书：受弯构件的强度和连接扣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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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滑移、立杆稳定性、连墙件的强度、稳定性和连接强度；

落地架立杆地基承载力；悬挑架钢梁挠度；

（2）附着式脚手架计算书：架体结构的稳定计算（厂

家提供）、支撑结构穿墙螺栓及螺栓孔混凝土局部承压计算、

连接节点计算；

（3）吊篮计算：吊篮基础支撑结构承载力核算、抗倾

覆验算、加高支架稳定性验算。

2.相关设计图纸

（1）脚手架平面布置、立（剖）面图（含剪刀撑布置），

脚手架基础节点图，连墙件布置图及节点详图，塔机、施工

升降机及其他特殊部位布置及构造图等。

（2）吊篮平面布置、全剖面图，非标吊篮节点图（包

括非标支腿、支腿固定稳定措施、钢丝绳非正常固定措施），

施工升降机及其他特殊部位（电梯间、高低跨、流水段）布

置及构造图等。



— 21 —

五、拆除工程

（一）工程概况

1.拆除工程概况和特点：本工程及拆除工程概况，工程

所在位置、场地情况等，各拟拆除物的平面尺寸、结构形式、

层数、跨径、面积、高度或深度等，结构特征、结构性能状

况，电力、燃气、热力等地上地下管线分布及使用状况等。

2.施工平面布置：拆除阶段的施工总平面布置(包括周

边建筑距离、道路、安全防护设施搭设位置、临时用电设施、

消防设施、临时办公生活区、废弃材料堆放位置、机械行走

路线,拆除区域的主要通道和出入口）。

3.周边环境条件

（1）毗邻建（构）筑物、道路、管线（包括供水、排

水、燃气、热力、供电、通信、消防等）、树木和设施等与

拆除工程的位置关系；改造工程局部拆除结构和保留结构的

位置关系。

（2）毗邻建（构）筑物和设施的重要程度和特殊要求、

层数、高度（深度）、结构形式、基础形式、基础埋深、建

设及竣工时间、现状情况等。

（3）施工平面图、断面图等应按规范绘制，环境复杂

时，还应标注毗邻建（构）筑物的详细情况，并说明施工振

动、噪声、粉尘等有害效应的控制要求。

4.施工要求：明确安全质量目标要求，工期要求（本工

程开工日期、计划竣工日期）。

5.风险辨识与分级：风险因素辨识及拆除安全风险分级。



— 22 —

6.参建各方责任主体单位。

（二）编制依据

1.法律依据：拆除工程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标准、规范等。

2.项目文件：包括施工合同(施工承包模式)、拆除结构

设计资料、结构鉴定资料、拆除设备操作手册或说明书、现

场勘查资料、业主规定等。

3.施工组织设计等。

（三）施工计划

1.施工进度计划：总体施工方案及各工序施工方案,施

工总体流程、施工顺序。

2.材料与设备计划等：拆除工程所选用的材料和设备进

出场明细表。

3.劳动力计划。

（四）施工工艺技术

1.技术参数：拟拆除建、构筑物的结构参数及解体、清

运、防护设施、关键设备及爆破拆除设计等技术参数。

2.工艺流程：拆除工程总的施工工艺流程和主要施工方

法的施工工艺流程；拆除工程整体、单体或局部的拆除顺序。

3.施工方法及操作要求：人工、机械、爆破和静力破碎

等各种拆除施工方法的工艺流程、要点，常见问题及预防、

处理措施。

4.检查要求：拆除工程所用的主要材料、设备进场质量

检查、抽检；拆除前及施工过程中对照专项施工方案有关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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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内容等。

（五）施工保证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安全组织机构、安全保证体系及相应

人员安全职责等。

2.技术措施：安全保证措施、质量技术保证措施、文明

施工保证措施、环境保护措施、季节施工保证措施等。

3.监测监控措施：描述监测点的设置、监测仪器设备和

人员的配备、监测方式方法、信息反馈等。

（六）施工管理及作业人员配备和分工

1.施工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如项目负

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量员、各班组长等）。

2.专职安全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名单及岗位职

责。

3.特种作业人员：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人员名单及岗位职

责。

4.其他作业人员：其他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

（七）验收要求

1.验收标准：根据施工工艺明确相关验收标准及验收条

件。

2.验收程序及人员：具体验收程序，确定验收人员组成

（施工、监理、监测等单位相关负责人）。

3.验收内容：明确局部拆除保留结构、作业平台承载结

构变形控制值；明确防护设施、拟拆除物的稳定状态控制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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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应急处置措施

1.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组成与职责、应急救援小组组成与

职责,包括抢险、安保、后勤、医救、善后、应急救援工作

流程、联系方式等。

2.应急事件（重大隐患和事故）及其应急措施。

3.周边建构筑物、道路、地上地下管线等产权单位各方

联系方式、救援医院信息(名称、电话、救援线路)。

4.应急物资准备。

（九）计算书及相关施工图纸

1.吊运计算,见“三、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工程”的计

算要求，移动式拆除机械底部受力的结构承载能力计算书，

临时支撑计算书，爆破拆除时的爆破计算书。

2.相关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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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暗挖工程

（一）工程概况

1.暗挖工程概况和特点：工程所在位置、设计概况与工

程规模（结构形式、尺寸、埋深等）、开工时间及计划完工

时间等。

2.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与工程有关的地层描述

（包括名称、厚度、状态、性质、物理力学参数等）。含水

层的类型，含水层的厚度及顶、底板标高，含水层的富水性、

渗透性、补给与排泄条件，各含水层之间的水力联系，地下

水位标高及动态变化。绘制地层剖面图，应展示工程所处的

地质、地下水环境，并标注结构位置。

3.施工平面布置：拟建工程区域、生活区与办公区、道

路、加工区域、材料堆场、机械设备、临水、临电、消防的

布置等，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告危大工程名称、施工时间

和具体责任人员，危险区域安全警示标志。

4.周边环境条件：

（1）周边环境与工程的位置关系平面图、剖面图，并

标注周边环境的类型。

（2）邻近建（构）筑物的工程重要性、层数、结构形

式、基础形式、基础埋深、建设及竣工时间、结构完好情况

及使用状况。

（3）邻近道路的重要性、交通负载量、道路特征、使

用情况。

（4）地下管线（包括供水、排水、燃气、热力、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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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消防等）的重要性、特征、埋置深度、使用情况。

（5）地表水系的重要性、性质、防渗情况、水位、对

暗挖工程的影响程度等。

5.施工要求：明确质量安全目标要求，工期要求（本工

程开工日期、计划竣工日期），暗挖工程计划开工日期、计

划完工日期。

6.风险辨识与分级：风险因素辨识及暗挖工程安全风险

分级。

7.参建各方责任主体单位。

（二）编制依据

1.法律依据：暗挖工程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标准、规范等。

2.项目文件：施工合同(施工承包模式)、勘察文件、设

计文件及施工图、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报告、安全风险评估

报告、地下水控制专家评审报告等。

3.施工组织设计等。

（三）施工计划

1.施工进度计划：暗挖工程的施工进度安排，具体到各

分项工程的进度安排。

2.材料与设备计划等：机械设备配置，主要材料及周转

材料需求计划，主要材料投入计划、物理力学性能要求及取

样复试详细要求，试验计划。

3.劳动力计划。

（四）施工工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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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参数：设备技术参数（包括主要施工机械设备选

型及适应性评估等，如顶管设备、盾构设备、箱涵顶进设备、

注浆设备和冻结设备等）、开挖技术参数（包括开挖断面尺

寸、开挖进尺等）、支护技术参数（材料、构造组成、尺寸

等）。

2.工艺流程：暗挖工程总的施工工艺流程和各分项工程

工艺流程。

3.施工方法及操作要求：暗挖工程施工前准备，地下水

控制、支护施工、土方开挖等工艺流程、要点，常见问题及

预防、处理措施。

4.检查要求：暗挖工程所用的材料、构件进场质量检查、

抽检，施工过程中各工序检查内容及检查标准。

（五）施工保证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安全组织机构、安全保证体系及相应

人员安全职责等。

2.技术措施：安全保证措施、质量技术保证措施、文明

施工保证措施、环境保护措施、季节施工保证措施等。

3.监测监控措施：监测组织机构，监测范围、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监测频率、预警值及控制值、巡视检查、信息反

馈，监测点布置图等。

（六）施工管理及作业人员配备和分工

1.施工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如项目负

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量员、各班组长等）。

2.专职安全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名单及岗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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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3.特种作业人员：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人员名单及岗位职

责。

4.其他作业人员：其他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

（七）验收要求

1.验收标准：根据施工工艺明确相关验收标准及验收条

件。

2.验收程序及人员：具体验收程序，确定验收人员组成

（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监测等单位相关负责人）。

3.验收内容：暗挖工程自身结构的变形、完整程度，周

边环境变形，地下水控制等。

（八）应急处置措施

1.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成与职责、应急救援小组组成与

职责,包括抢险、安保、后勤、医救、善后、应急救援工作

流程、联系方式等。

2.应急事件（重大隐患和事故）及其应急措施。

3.周边建构筑物、道路、地下管线等产权单位各方联系

方式、救援医院信息(名称、电话、救援线路)。

4.应急物资准备。

（九）计算书及相关施工图纸

1.施工计算书：注浆量和注浆压力、盾构掘进参数、顶

管(涵)顶进参数、反力架（或后背）、钢套筒、冻结壁验算、

地下水控制等。

2.相关施工图纸：工程设计图、施工总平面布置图、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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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环境平面（剖面）图、施工步序图、节点详图、监测布置

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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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一）工程概况

1.建筑幕墙安装工程概况和特点：本工程及建筑幕墙安

装工程概况，幕墙系统的类型、划分区域，幕墙的安装高度、

幕墙的形状、幕墙材料的大小和重量、总包提供的安装条件、

幕墙工程危大内容等。

2.施工平面及立面布置：本工程施工总体平面布置图，

包括幕墙工程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典型节点图等。

3.施工要求：明确质量安全目标要求，工期要求（本工

程开工日期、计划竣工日期），幕墙工程开始安装日期及完

成日期。

4.幕墙工程周边结构概况及施工地的气候特征和季节

性天气。

5.风险辨识与分级：风险辨识及幕墙工程安全风险分级。

6.参建各方责任主体单位。

（二）编制依据

1.法律依据：建筑幕墙安装工程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标准、规范等。

2.项目文件：施工合同(施工承包模式)、勘察文件、施

工图纸等。

3.施工组织设计等。

（三）施工计划

1.施工进度计划：幕墙工程总体施工顺序及进度、各幕

墙施工措施介绍和施工顺序及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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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材料与设备计划：幕墙工程所用材料及幕墙施工临时

设施所用材料和设备的规格型号、数量及进场和退场时间计

划安排。

3.劳动力计划。

（四）施工工艺技术

1.技术参数：幕墙类型、安装操作设施的选择，基础、

架体、附墙支座及连墙件设计等技术参数，动力设备的选择

与设计参数。

2.工艺流程：幕墙材料及组件运输，安装设施的安装、

使用及拆除工艺流程。

3.施工方法及操作要求：幕墙安装操作设施搭设前施工

准备、搭设方法、构造措施（如剪刀撑、周边拉结等），安

全装置（如防倾覆、防坠落、安全锁等）设置,安全防护设

置,拆除方法等。

4.检查要求：幕墙工程所用的材料进场质量检查，阶段

检查项目及内容。

（五）施工保证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安全组织机构、安全保证体系及相应

人员安全职责等。

2.技术措施：安全保证措施、质量技术保证措施、文明

施工保证措施、环境保护措施、季节性施工保证措施等。

3.监测监控措施：监测内容，监测方法、监测频率、监

测仪器设备的名称、型号和精度等级,监测项目报警值,巡视

检查、信息反馈，监测点平面布置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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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施工管理及作业人员配备和分工

1.施工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如项目负

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量员、各班组长等）。

2.专职安全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名单及岗位职

责。

3.特种作业人员：幕墙安装操作设施搭设的持证人员名

单及岗位职责。

4.其他作业人员：其他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

（七）验收要求

1.验收标准：根据幕墙安装临时设施的设计及要求编写

验收标准及验收条件。

2.验收程序及人员：根据幕墙安装临时设施的设计要求

及使用要求确定幕墙安装验收阶段、验收项目及验收人员

（建设、施工、监理、监测等单位相关负责人）。

3.验收内容：进场材料及构配件规格型号，构造要求，

组装质量，连墙件及附着支撑结构，防倾覆、防坠落、荷载

控制系统及动力系统等装置。

（八）应急处置措施

1.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成与职责、应急救援小组组成与

职责,包括抢险、安保、后勤、医救、善后、应急救援工作

流程及应对措施、联系方式等。

2.应急事件（重大隐患和事故）及其应急措施。

3.救援医院信息(名称、电话、救援线路)。

4.应急物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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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计算书及相关施工图纸

1.幕墙工程计算书：计算依据、计算参数、计算简图、

控制指标及幕墙安装操作设施及运输设备的各构部件、基础、

附着支撑的承载力验算，索具吊具及动力设备的计算等。

2.相关设计图纸：幕墙安装操作设施及运输设备的布置

平面图、剖面图，安全防护设计施工图，基础、预埋锚固、

附着支撑、特殊部位、特殊构造等节点详图，幕墙构件堆放

平面图及堆放大样、幕墙吊装运行路线及运输路线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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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工挖孔桩工程

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使用人工挖孔桩：

1.开挖深度范围内分布有厚度超过 2m 的流塑状泥或厚度超

过 4m 的软塑状土。

2.开挖深度范围内分布有层厚超过 2m 的砂层。

3.有涌水的地质断裂带。

5.地下水丰富,采取措施后仍无法避免边抽水边作业。

6.高压缩性人工杂填土厚度超过 5m。

7.开挖面 3m 以下土层中分布有腐植质有机物、煤层等可能

存在有毒气体的土层。

（一）工程概况

1.人工挖孔桩工程概况和特点：

（1）工程基本情况：桩数、桩长、桩径、桩的用途（护

坡桩、抗滑桩、基础桩等）。

（2）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情况及桩与地层关系：地形

地貌、地层岩性、地下水、地层渗透性，桩与典型地层剖面

图关系等情况。

（3）工程环境情况：工程所在位置、场地及其周边环

境情况，地表水、洪水的影响等情况。

（4）施工地的气候特征和季节性天气。

（5）主要工程量清单。

2.施工平面布置：临时施工道路及材料堆场布置，施工、

办公、生活区域布置，临时用电、用水、排水、消防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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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械配置等。

3.施工要求：明确质量安全目标要求，工期要求（本工

程开工日期、计划竣工日期），人工挖孔桩工程计划开工日

期、计划完工日期。

4.人工挖孔桩设计：平面布置图、护壁剖面图、节点大

样图等。

5.风险辨识与分级：风险因素辨识及人工挖孔安全风险

分级。

6.参建各方责任主体单位。

（二）编制依据

1.法律依据：人工挖孔桩工程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标准、规范等。

2.施工图设计文件：招标文件、勘察文件、设计图纸、

现状地形及影响范围管线探测或查询资料、业主相关规定等。

3.施工组织设计等。

（三）施工计划

1.施工进度计划：人工挖孔桩工程施工进度安排，具体

到各分项工程的进度安排。

2.材料与设备计划等：人工挖孔桩工程选用的材料、机

具和设备进出场明细表。

3.劳动力计划。

（四）施工工艺技术

1.技术参数：挖孔桩孔径、深度、钢筋笼重量、混凝土

数量等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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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艺流程：施工总体流程、施工顺序,重点包括挖孔

桩分区、分序跳挖要求。

3.施工方法：开挖方式、出土用垂直运输设备(电动葫

芦等)、钢筋笼安装、混凝土浇筑等。

4.操作要求：人工挖孔桩工程从开挖到浇筑的有关操作

具体要求。

5.检查要求：人工挖孔桩工程主要材料进场质量检查、

抽检，过程中对照专项施工方案有关检查内容等。

（五）施工保证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安全生产小组、各班组组成人员。

2.技术保障措施：安全组织机构、安全保证体系及相应

人员安全职责，安全检查相关内容，有针对性的安全保证措

施（防坍塌、防高坠、防物体打击），孔内有害气体检测及

预防措施，地下水抽排及防止触电安全措施，施工及检查人

员上下安全通行措施等。

3.监测监控措施：必要的护壁沉降监测，影响区内环境

监测，巡视检查，信息反馈等。

（六）施工管理及作业人员配备和分工

1.施工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如项目负

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量员、各班组长等）。

2.专职安全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名单及岗位职

责。

3.特种作业人员：人工挖孔桩工程的特种作业人员持证

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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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作业人员：其他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

（七）验收要求

1.验收标准：人工挖孔桩工程各有关验收标准及验收条

件。

2.验收程序及人员：具体验收程序，验收人员组成（建

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监测等单位相关负责人）。

3.验收内容：依据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要求，包括防坍

塌措施（护壁高度、厚度、配筋及搭接）、防中毒和窒息措

施、防高坠措施、防物体打击措施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

（八）应急处置措施

1.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成与职责、应急救援小组组成与

职责,包括抢险、安保、后勤、医救、善后、应急救援工作

流程、联系方式等。

2.应急事件（重大隐患和事故）及其应急措施。

3.周边建（构）筑物、道路、地下管线等产权单位各方

联系方式、救援医院信息(名称、电话、救援线路)。

4.应急物资准备。

（九）计算书及相关施工图纸

1.施工设计计算书：垂直运输设备计算，钢筋笼吊装计

算书。

2.相关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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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钢结构安装工程

（一）工程概况

1.钢结构安装工程概况和特点：

（1）工程基本情况：建筑面积、高度、层数、结构形

式、主要特点等。

（2）钢结构工程概况及超危大工程内容：钢结构工程

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典型节点图、主要钢构件断面图、

最大板厚、钢材材质和工程量等，列出超危大工程。

2.施工平面布置：临时施工道路及运输车辆行进路线，

钢构件堆放场地及拼装场地布置，起重机械布置、移动吊装

机械行走路线等，施工、办公、生活区域布置，临时用电、

用水、排水、消防布置等。

3.施工要求：明确质量安全目标要求，工期要求（本工

程开工日期、计划竣工日期），钢结构工程计划开始安装日

期、完成安装日期。

4.周边环境条件：工程所在位置、场地及其周边环境（邻

近建（构）筑物、道路及地下地上管线、高压线路、基坑的

位置关系）。

5.风险辨识与分级：风险辨识及钢结构安装安全风险分

级。

6.参建各方责任主体单位。

（二）编制依据

1.法律依据：钢结构安装工程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标准、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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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文件：施工合同(施工承包模式)、勘察文件、施

工图纸等。

3.施工组织设计等。

（三）施工计划

1.施工总体安排及流水段划分。

2.施工进度计划：钢结构安装工程的施工进度安排，具

体到各分项工程的进度安排。

3.施工所需的材料设备及进场计划：机械设备配置、施

工辅助材料需求和进场计划，相关测量、检测仪器需求计划，

施工用电计划，必要的检验试验计划。

4.劳动力计划。

（四）施工工艺技术

1.技术参数：

（1）钢构件的规格尺寸、重量、安装就位位置（平面

距离和立面高度）。

（2）选择塔吊及移动吊装设备的性能、数量、安装位

置；确定移动起重设备行走路线、选择吊索具、核定移动起

重设备站位处地基承载力、并进行工况分析。

（3）钢结构安装所需操作平台、工装、拼装胎架、临

时承重支撑架、构造措施及其基础设计、地基承载力等技术

参数。

（4）季节性施工必要的技术参数。

（5）钢结构安装所需施工预起拱值等技术参数。

2.工艺流程：钢结构安装工程总的施工工艺流程和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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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程工艺流程（操作平台、拼装胎架及临时承重支撑架体

的搭设、安装和拆除工艺流程）。

3.施工方法及操作要求：钢结构工程施工前准备、现场

组拼、安装顺序及就位、校正、焊接、卸载和涂装等施工方

法、操作要点，以及所采取的安全技术措施（操作平台、拼

装胎架、临时承重支撑架体及相关设施、设备等的搭设和拆

除方法），常见安全、质量问题及预防、处理措施。

4.检查要求：描述钢构件及其它材料进场质量检查，钢

结构安装过程中对照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有关工序、工艺等过

程安全质量检查内容等。

（五）施工保证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安全组织机构、安全保证体系及相应

人员安全职责等，明确制度性的安全管理措施，包括人员教

育、技术交底、安全检查等要求。

2.技术措施：安全保证措施（含防火安全保证措施）、

质量技术保证措施、文明施工保证措施、环境保护措施、季

节施工保证措施等。

3.监测监控措施：监测组织机构，监测范围、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监测频率、预警值及控制值、巡视检查、信息反

馈，监测点布置图等。

（六）施工管理及作业人员配备和分工

1.施工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项目负责

人、项目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量员、各班组长等）。

2.专职安全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名单及岗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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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3.特种作业人员：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人员名单及岗位职

责。

4.其他作业人员：其他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

（七）验收要求

1.验收标准：根据施工工艺明确相关验收标准及验收条

件（专项施工方案，钢结构施工图纸及工艺设计图纸，钢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安全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其

它验收标准）。

2.验收程序及人员：具体验收程序，验收人员组成（建

设、施工、监理、监测等单位相关负责人）。

3.验收内容：

（1）吊装机械选型、使用备案证及其必要的地基承载

力；双机或多机抬吊时的吊重分配、吊点位置及站车位置等。

（2）吊索具的规格、完好程度；吊耳尺寸、位置及焊

接质量。

（3）大型拼装胎架，临时支承架体基础及架体搭设。

（4）构件吊装时的变形控制措施。

（5）工艺需要的结构加固补强措施。

（6）提升、顶升、平移（滑移）、转体等相应配套设

备的规格和使用性能、配套工装。

（7）卸载条件。

（8）其它验收内容。

（八）应急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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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组成与职责、应急救援小组组成与

职责,包括应急处置逐级上报程序，抢险、安保、后勤、医

救、善后、应急救援工作流程、联系方式等。

2.应急事件（重大隐患和事故）及其应急措施。

3.周边建（构）筑物、道路、地下管线等产权单位各方

联系方式、救援医院信息(名称、电话、救援线路)。

4.应急物资准备。

（九）计算书及相关图纸

1.计算书：包括荷载条件、计算依据、计算参数、荷载

工况组合、计算简图（模型）、控制指标、计算结果等。

2.计算书内容：吊耳、吊索具、必要的地基或结构承载

力验算、拼装胎架、临时支撑架体、有关提升、顶升、滑移

及转体等相关工艺设计计算、双机或多机抬吊吊重分配、不

同施工阶段（工况）结构强度、变形的模拟计算及其它必要

验算的项目。

3.相关措施施工图主要包括：吊耳、拼装胎架、临时支

承架体、有关提升、顶升、滑移、转体及索、索膜结构张拉

等工装、有关安全防护设施、操作平台及爬梯、结构局部加

固等；监测点平面布置图；施工总平面布置图。

4.相关措施施工图应符合绘图规范要求，不宜采用示意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