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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塔式起重机操作使用规程

JG/T 100一99

(原标准编号 ZBJ 80012一89)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塔式起重机 (以下简称起重机)的工作人员及其在作业中的指挥、使用、

操作、拆装和维修的要求C

    本标准适用于轨道式、轮胎式、履带式、附着式、爬升式和固定式起重机

    2 引用标准

    GB 5144 塔式起重机安全规程

    GB 5031塔式起重机性能试验规范和方法
    GB 5306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管理规则

    GB 5082起重吊运指挥信号

    GB 3811 起重机设计规范

    GB 6720 起重机司机安全技术考核标准

    GB 5972 起重机械用钢丝绳检验和报废实用规范
    GB J232 电气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3 起重机的司机、拆装工、指挥人员 (信号工)及指挥信号

    严禁起重机司机 (以下简称司机)、拆装工、指挥人员酒后作业。

    3.1 起重机司机

    3.1.1 司机应年满18周岁，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

    3.1.2 每年须对司机进行一次身体检查，患有色盲、矫正视力低于1.0、听觉障碍、心

脏病、贫血、美尼尔症、癫痈、眩晕、突发性昏厥、断指等妨碍起重作业的其它疾病者，不

能做司机工作。

    3.1.3 司机必须经过省、市级劳动部门或其指定的单位进行培训，也可以由专业 (技
工)学校培训。培训时间不得少于六个月。培训的内容应包括基础理论知识和实习操作两个

部分

    3.1.3.1 基础理论知识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750个课时 ((5个月)

    培训的科目应包括下列内容:

    a.机械基础知识及简单的机械制图知识;

    b.起重机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c.原动机及电气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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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操作和使用起重机所必需的力学知识;

    P.液压传动的基本知识;

    f，物体重量目测:

    9.吊具、索具的种类、选择、使用方法、报废标准及吊重的捆扎方法;

    h.指挥信号;

    1.有关登高作业、电气安全、消防及有关的一般救护知识;

    J.有关法规、法令、标准、规定等
    3.1.3.2 实习操作的时间不得少于150个课时 (】个月)

    实习操作应包括以下内容:

    。对所使用的起重机的操作安装、拆除、顶升、爬升、附着及锚固;

    卜.对所使用的起重机的一般电气故障的判断和排除;

    。.对所使用的起重机的机械传动故障的判断和排除;

    d.一般的日常维修技术
    3.1.4 对司机培训期满后，省、市劳动部门应按GB 6720中2.2和2.3条的规定考核和

发证

    3.1.5 除主管部门安排的实习学员外，严禁没取得操作证的人员操作起重机

    注:实习学员是指在本规程3.1.3条中所规定的在培训司机的学校、培训班里学习的学员

    3.1.6 实习学员操作起重机时，在操作的全过程中，必须有该起重机司机的监护和指

导

    3.1.7 对于连续一年以上未操作起重机的司机、企业主管部门必须注销其操作证:如

再操作起重机，必须经过省、市级劳动部门重新考试合格并取得操作证。

    对于取得操作证的司机，省、市级劳动部门或其指定的单位，应每两年按GB 6720中第

3章的规定进行复审
    3.1.8未经主管部门批准，司机不得允许非本台起重机司机操作。

    3.1.9 司机在正常作业中，应只服从佩带有标志的指挥人员的指挥信号，对其他人员

发布的任何信号严禁盲从。
    3.1.10在作业中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司机不得操作起重机;

    a.指挥信号辨别不清;

    卜.会造成事故的指挥;
    。.不符合起重机性能的指挥;

    d，用不符合GB 5082中规定的旗语、手势、音响的指挥信号。

    3.1.11在作业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指挥人员，只有一个指挥人员发出指挥信号时，方

可操作。凡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指挥人员同时发出信号时，不得操作。
    在作业的全过程中，必须有指挥人员指挥才能操作。严禁无指挥操作，更不允许不服从

指挥信号，擅自操作

    3.2 起重机的拆装工人

    3.2.1拆装工人必须是年满18周岁的男性公民，并应具备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

    3.2.2 拆装工人必须经过省、市级劳动部门或其指定的单位培训，也可以由专业 (技

工)学校培训，培训时间不少于6个月。培训内容应包括基础理论知识和实习操作两部分
    3.2.3 拆装工人必须经过6个月以上专门的培训 (4个月以上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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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以L的实习)并经省、市级劳动部门考试合格后，发给作业证者方可担任拆装工作1

    3.2.3.1 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培训的时间不少于600个课时 (4个月)。

    培训的科目应包括以下内容:

    a.与起重作业有关的力学知识;

    h.液压传动基本知识;

    〔.电气基础知识;

    d.起重机的一般构造及工作原理;

    e.起重机的拆装、顶升、爬升、附着锚固等有关工艺过程和方法;

    f.物体重量目测;

    9.吊具、索具的种类选择、使用方法、报废标准及重物的捆扎方法;
    h.起重作业技术;

    1.指挥与信号;

    J.有关登高作业、电气安全、消防及简单的安全救护知识;
    k.有关法规、法令、标准、规定等。

    3.2.3.2 实习的时间不少于300个课时 (2个月)

    实习应包括以下内容:

    a.不少于三个机型的拆卸和安装;

    h.指挥用其他起重机对塔式起重机的拆卸、安装作业;

    。.选择吊索具;

    d.钢丝绳的卡固、编插及用压板、楔形套、锥套等方法固定钢丝绳;

    e.大部件在运输车辆上的装卸。

    3.2.4 拆装工人培训期满后，省、市级劳动部门应按GB 5306中5.4.1条的规定考核发

证。

    3.2.5 每个拆装工人在每次拆装作业中，必须了解自己所从事的项目、部位、内容及

要求 对所拆装的部件必须做到:

    a.准确地了解其重量;

    b.吊点位置;

    c.选择合适的吊挂位置;

    d.正确的选择吊具和索具。
    3.2.6各拆装工人必须在指定的专门指挥人员的指挥下作业，其他人不得发出指挥信

号。

    3.2.7拆装工在进人工作现场时，必须带安全帽，登高作业时还必须穿防滑鞋、系安

全带、穿工作服、带手套等。

    3.2.8 作业前，拆装工人必须对所使用的钢丝绳、链条、卡环、吊钩、板钩、耳钩等

各种吊具和索具按有关规定做认真检查。合格者方准使用，不准超载使用。

    3.2.， 起重作业中，不允许把钢丝绳和链条等不同种类的索具混合用于一个重物的捆

扎或吊运

    3.3 指挥人员 (信号工)

    3.3.1在拆装起重机的作业过程中，必须指定专门的指挥人员，并在其指挥下工作。
    3.3.2指挥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经考试合格并由持有主管部门发给指挥证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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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患有色盲、耳聋、矫正视力低于1.0、心脏病、高血压、美尼尔症、癫痛等疾病

者，不能从事指挥工作

    3.3.4 在起重机作业中，指挥人员是唯一的直接发布号令者，严禁无证人员指挥

    3.3.5 指挥人员在作业中，必须佩带有符合GB 5082中5.2.9条所规定的标志

    3.3.6 指拌人员必须了解所指挥作业的起重机性能

    3.3.7 作业中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指挥人员指挥同一台起重机作业时:
        所有指挥人员必须佩戴相同标志;

    h.各指挥人员必须使用同一种指挥信号;
    。 作业中，只允许一个人对司机的操作发出指挥信号，严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对

司机发出指挥信号 其他指挥人员只能互相传递指挥信号 利用通讯设备进行指挥时，所有

的指挥人员所使用的通讯设备中，只允许有一个与司机使用的通讯设备的频率相同;
    d.指挥人员之间必须有良好的配合，特别是在起重机作业中，由一个指挥人员转人另

一个指挥人员指挥时，相互交接的指挥人员必须事先联系好后方能交接，绝对不允许二个人

同时指挥、间断指挥或无指挥作业

    3.3.8 指挥人员必须了解每项作业的内容和要求

    3.3.， 指挥人员在作业中应按GB 5144中3.2, 3.4条及GB 5972的有关规定，检查所

用的钢丝绳和吊钩，不合格者严禁使用。

    3.3.10 起重机的工作条件不符合有关安全规定时，指挥人员不得指挥作业。
    3.3.11 指挥人员要监督本职所辖范围的作业人员带安全帽、系安全带、穿工作服和工

作鞋

    3.3.u 在作业现场，各种指挥信号只能用来指挥起重机作业，严禁他用。
    3.3.13 指挥人员在作业中，必须集中精力从事专项的指挥工作，不得做其它任何兼项

工作

    3.4 对指挥信号的要求:
    3.4.1 起重作业中所用的各种指挥信号通讯种类，必须符合GB 5082及GB 3811中

5.10.3条的有关规定。指挥人员在作业中必须位于司机听力或视力所及的明显处，不允许进

入司机的盲区和隔音区指挥。

    3.4.2 所采用的指挥信号，必须清晰可辨，随时都可传出指挥信号。

    3.4.3 起重机作业开始之前。指挥人员与司机必须互相约定所采用的指挥信号种类

    3.4.4 起重机在运转过程中，不准中途改用未经约定的指挥信号种类。在需要更换时，

必须使起重机停止运转，指挥人员与司机取得联系，并经双方认可方可更换。

    3.4.5 在作业中，各种指挥信号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两种信号配合使用。

    4 起兹机的使用

    4.1起重机的使用条件
    4.1.1 必须持有国家颁发的塔式起重机生产许可证 (经省级以上鉴定合格的新产品除

外)

    4.1.2 有出厂合格证、使用说明书、电气原理图及布线图、配件目录以及必要的专用

随机工具等。
    4.1.3 对于购人的旧起重机应有两年内完整的运转履历书及有关修理资料。在使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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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各部分 (金属结构件、机构、电气、操纵、液压系统、安全装置等)进行检查、试验、

保证其工作可靠

    4.1.4 大修出厂的起重机要有出厂检验合格证C

    4.1.5 对于停用时间超过一个月的起重机在启用时，必须做好各部润滑调整、保养、

检查

    4.1.6 对所使用的起重机 (购人新的、旧的、大修出厂的以及停用一年以上的起重机)

应按说明书提供的性能，根据起重机生产国家的有关标准或GB 5031第3一5章中的规定进

行检查、试验，并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试验报告

    4.1.7 起重机的各种安全装置、仪器、仪表必须齐全。

    4.2使用前的准备
    4.2.1 在进入工地施工前，使用起重机的部门必须向起重机管理部门及司机提供起重

机工作场地及轨道基础铺设的方案;主要作业对象及内容;最大起吊重物和放置部位等施工

任务交底书

    4.2.2 对于需要起重机爬升、附着锚固的施工工程以及起重机易装难拆的工地，在使

用前必须制定出符合有关安全规定的拆除的方案

    4.3 轨道的铺设
    4.3.1 起重机轨道的铺设必须符合使用说明书中的有关规定。

    4.3.2 起重机轨道的铺设必须保证安全作业。与其有关的各种安全距离、基础的制作

和轨道的铺设，均须符合GB 5144第8章中的规定。

    4.3.3起重机的接地必须牢固可靠，其接地电阻不大于4Qa
    4.3.4 轨道的铺设长度与夯实的基础长度相一致，严禁在未经夯实的部份延伸铺设轨

道C

    4.3.5 碎石基础的碎石粒径应为20一40mm，含土量不大于20%，以保证对路基排水、

透气和摩擦力的要求

    4.3.6 在距轨道两端钢轨不小于lm处，可靠地安装防止起重机出轨的止挡装置，止挡

装置应使电缆在卷筒上至少保持有一圈的长度，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有足够的强度;

    h.高度不小于行走轮直径的2/3;

    c. 应有一定的缓冲作用。

    4.3.7 大车行走限位器碰块安装应牢固，且符合以下要求:

    a.碰块的形状、尺寸、材料与设计图纸一致;

    h.碰块的安装位置应与止挡装置保持足够的距离。

    c. 碰块上应涂有鲜明的红色警示标志。

    4.3.8基础和轨道铺好后，须经使用单位主管部门按本规程验收合格后，方可安装起

重机。

    5 起重机的作业

    5.1 作业前的检查
    5.1.1 交接班时要认真做好交接手续，检查机械履历书、交班记录及有关部门规定的

记录等填写和记载得是否齐全。当发现或怀疑起重机有异常情况时，交班司机和接班司机必

须当面交接，严禁交班和接班司机不接头或经他人转告交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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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松))F夹轨器，按规定的方法将夹轨器固定好，确保在行走过程中，夹轨器不卡

轨

    5.1.3 轨道及路人妇旅安全可靠

    5.1.3.1 清除行走轨道土的障碍物
    5.1.3.2 用目力对轨道进行宏观检查，止挡装置应齐全，并安装牢固可靠:轨道的坡

度、两轨的高差、平行度以及钢轨接头处都应符合使用说明书中的规定;鱼尾板应无裂纹，

联接螺栓不应松动 如发现有可疑情况，应利用仪器按照GB 5144中8.6条的有关规定检

查

    5.1.3.3 凡糟朽、腐烂的枕木及断裂、疏松的混凝土轨枕必须立即更换

    5.1.3.4 路基如有沉陷、溜坡、裂缝情况，应将起重机开到安全部位停止使用.

    5.1.3.5 每月及暴雨后用仪器按GB 5144中第8章及说明书中的有关规定检查路基和轨

道，并及时修整

    5.1.4 起重机各主要螺栓应联接紧固，主要焊缝不应有裂纹和开焊c

    5.1.5按有关规定检查电气部分C
    5.1.5.1按有关要求检查起重机的接地和接零保护设施。

    5.1.5.2 在接通电源前，各控制器应处于零位
    5.1.5.3操作系统应灵活准确 电气元件工作正常，导线接头、各元器件的固定应牢

固，无接触不良及导线裸露等现象
    5.1.5.4 工作电源电压应为380 t 20V,

    5.1.6 检查机械传动减速机的润滑油量和油质。

    5.1.， 检查制动器。
    5.1.7.1 检查各工作机构的制动器应动作灵活，制动可靠

    5.1.7.2 检查液压油箱和制动器储油装置中的油量应符合规定，并且油路无泄漏。

    5.1.8 吊钩及各部滑轮、导绳轮等应转动灵活，无卡塞现象，各部钢丝绳应完好，固

定端应牢固可靠。

    5.1.9 按使用说明书检查高度限位器的距离。

    5.1.10 检查起重机的安全操作距离必须符合GB 5144中8.3, 8.4, 8.5条的规定。

    5.1.11 对于有乘人电梯的起重机，在作业前应做下列检查:

    。.各开关、限位装置及安全装置应灵活可靠;

    1，.钢丝绳、传动件及主要受力构件应符合有关规定;
    。.导轨与塔身的联接应牢固，所有导轨应平直，各接口处不得错位，运行中不得有卡

塞现象 梯笼不得与其它部分有刮碰现象。导索必须按有关规定张紧到所要求的程度，且牢

固可靠
    5.1.12起重机遭到风速超过25m/s的暴风 (相当于9级风)袭击，或经过中等地震后，

必须进行全面检查，经主管技术部门认可，方可投人使用

    5.1.13 司机在作业前必须经下列各项检查，确认完好，方可开始作业。

空载运转一个作业循环;

试吊重物;

    (、，核定和检查大车行走、起升高度、幅度等限位装置及起重力矩、起重量限制器等安

全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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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4 对于附着式起重机，应对附着装置进行检查

    5.1.14.1塔身附着框架的检查:
    a.附着框架在塔身节上的安装必须安全可靠，并应符合使用说明书中的有关规定

    I,.附着框架与塔身节的固定应牢固;

    。.各联接件不应缺少或松动

    5.1.14.2 附着杆的检查:
    u.与附着框架的联接必须可靠;

    b.附着杆有调整装置的应按要求调整后锁紧;

    〔.附着杆本身的联接不得松动

    5.1.14.3 附着杆与建筑物的联接情况:

    a.与附着杆相联接的建筑物不应有裂纹或损坏;

    卜.在工作中附着杆与建筑物的锚固联接必须牢固，不应有错动;

    。.各联接件应齐全、可靠

    5.2 作业

    5.2.1 司机必须熟悉所操作的起重机的性能，并应严格按说明书的规定作业，不得斜
拉斜拽重物、吊拔埋在地下或枯结在地面、设备上的重物以及不明重量的重物

    5.2.2 起重机开始作业时，司机应首先发出音响信号，以提醒作业现场人员注意

    5.2.3 重物的吊挂必须符合有关要求

    5.2.3.1严禁用吊钩直接吊挂重物，吊钩必须用吊、索具吊挂重物
    5.2.3.2 起吊短碎物料时，必须用强度足够的网、袋包装，不得直接捆扎起吊C

    5.2.3.3 起吊细长物料时，物料最少必须捆扎两处，并且用两个吊点吊运，在整个吊

运过程中应使物料处于水平状态。

    5.2.3.4 起吊的重物在整个吊运过程中，不得摆动、旋转。不得吊运悬挂不稳的重物，

吊运体积大的重物，应拉溜绳。

    5.2.3.5 不得在起吊的重物上悬挂任何重物
    5.2.4 操纵控制器时必须从零档开始，逐级推到所需要的档位。传动装置作反方向运

动时，控制器先回零位，然后再逐档逆向操作，禁止越档操作和急开急停。

    5.2.5 吊运重物时，不得猛起猛落，以防吊运过程中发生散落、松绑、偏斜等情况

起吊时必须先将重物吊起离地面0.5m左右停住，确定制动、物料捆扎、吊点和吊具无问题

后，方可指挥操作。
    5.2.6 司机应掌握所操作的起重机的各种安全保护装置的结构、工作原理及维护方法、

发生故障时必须立即排除。司机不得操作安全装置失效、缺少或不准确的起重机作业。

    5.2.7 司机在操作时必须集中精力，当安全装置显示或报警时，必须按使用说明书中

的有关规定操作

    5.2.8 不允许起重机超载和超风力作业，在特殊情况下如需超载，不得超过额定载荷

的10%，并由使用部门提出超载使用的可行性分析及超载使用申请报告，报告应包括下列

内容:

    a.作业项目、内容;

    b.超载作业的吊次和超载值;

    C.超载的计算书及超载试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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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安全措施;

    P，作业项目和使用部门负责人签字。

    设备主管部门和主管技术负责人对上述报告审查后应签署意见并签字

    5.2.8.1超载使用，必须选派有经验的司机操作。
    5.2.8.2 超载作业前要做如下准备:
    a.检查吊、索具;

    }。.检查重物吊挂;

    。，安全措施;

    d.按照审核批准超载使用的起重量和试验程序做超载试验。

    5.2.8.3 选择有经验的指挥人员指挥作业。
    5.2.8.4 设备主管部门做好记录，并保存三年，记录的内容应包括5.2.8条的内容

    5.2.9 在起升过程中，当吊钩滑轮组接近起重臂5m时，应用低速起升，严防与起重臂

顶撞

    5.2.10 严禁采用自由下降的方法下降吊钩或重物。当重物下降距就位点约Im处时，

必须采用慢速就位
    5.2.11起重机行走到距限位开关碰块约3m处，应提前减速停车

    5.2.12作业中平移起吊重物时，重物高出其所跨越障碍物的高度不得小于lm,

    5.2.13 不得起吊带人的重物，禁止用起重机吊运人员。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或为了完成

其它安全的作业情况下，风力不超过4级，在起重机吊具上设有专用乘人装置并采取如下措

施时方可运送人员:

    a.由主管部门技术负责人批准;
    b，仔细检查起重机各机构运转和各制动器的动作，必须灵活可靠;

    c.检查钢丝绳和吊索具均为完好;

    d.防止专用的乘人装置的转动和滑落;

    e.搭乘的人员必须系安全带;

    f.下降搭乘装置时，必须用动力下放。

    5.2.14 作业中，临时停歇或停电时，必须将重物卸下，升起吊钩。将各操作手柄

(钮)置于“零”位。如因停电无法升、降重物，则应根据现场与具体情况，由有关人员研

究，采取适当的措施。

    5.2.15起重机在作业中，严禁对传动部分、运动部分以及运动件所及区域做维修、保

养、调整等工作。

    5.2.1‘作业中遇有下列情况应停止作业:
    a.恶劣气候:如:大雨、大雪、大雾，超过允许工作风力等影响安全作业;

    b.起重机出现漏电现象;

    C.钢丝绳磨损严重、扭曲、断股、打结或出槽;

    d.安全保护装置失效;
        各传动机构出现异常现象和有异响;

    f.金属结构部分发生变形;

    8.起重机发生其它妨碍作业及影响安全的故障。
    5.2.17 钢丝绳在卷筒上的缠绕必须整齐，有下列情况时不允许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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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爬绳、乱绳、啃绳;

    b.多层缠绕时，各层间的绳索互相塞挤
    5.2.18 司机必须在规定的通道内上、下起重机。上、下起重机时，不得握持任何物

件

    5.2.19 禁止在起重机各个部位乱放工具、零件或杂物，严禁从起重机上向下抛扔物
口

目口 。

    5.2.20 多机作业时，应避免各起重机在回转半径内重叠作业。在特殊情况下，需要重

叠作业时，必须符合GB 5144中8.5条的规定

    5.2.21采用多机抬吊时，必须遵守有关规定。
    5.2.21.1 由使用部门提出多机抬吊的可行性分析及包括以下内容的抬吊报告:

    a.作业项目和内容;

    卜.抬吊的吊次;

    C.抬吊时各台起重机的最大起吊重量、幅度;

    d.各台起重机的协调动作方案和指挥;

    P.详细的指挥方案;

    f.安全措施;

    9.作业项目和使用部门负责人签字。
    设备主管部门和主管技术负责人对报告审查后签署意见并签字。

    5.2.21.2 每台抬吊的起重机所承担的载荷不得超过本身80%的额定能力。

    5.2.21.3 必须选派有经验的司机和指挥人员作业，并有详细的书面操作程序

    5.2.22起升或下降重物时，重物下方禁止有人通行或停留。

    5.2.23 司机必须专心操作，作业中不得离开司机室;起重机运转时，司机不得离开操

作位置
    5.2.24 起重机作业时禁止无关人员上下起重机，司机室内不得放置易燃物和妨碍操作

的物品，防止触电和发生火灾。

    5.2.25 司机室的玻璃应平整、清洁，不得影响司机的视线。

    5.2.26 有电梯的起重机，在使用电梯时必须按说明书的规定使用和操作，严禁超载和

违反操作程序，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a.乘坐人员必须置身于梯笼内，不得攀登或登踏梯笼其它部位，更不得将身体任何部

位和所持物件伸到梯笼之外。

    b.禁止用电梯运送不明重量的重物。

    c.在升降过程中，如果发生故障，应立即停车并停止使用。

    d.对发生故障的电梯进行修理时，必须采取措施，将梯笼可靠的固定住，使梯笼在修

理过程中不产生升降运动

    5.2.27 夜间作业时，应该有足够照度的照明。

    5.2.28 对于无中央集电环及起升机构不安装在回转部分的起重机，回转作业必须严格

按使用说明书规定操作。

    5.2.29 在同一工程中，起重机需要先行走后固定，在固定作业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必须使起重机行走到固定使用的基础上。

将夹轨器锁紧并用专门的止挡装置将所有行走台车可靠地挡固在轨道上，不得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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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方向的移动。应切断大车行走系统的电路。

    5.2.30 在作业中临时停电，司机必须将所有手柄拉到零位，并将总电源切断

    5.3 每班作业后的要求
    5.3.1 当轨道式起重机结束作业后，司机应把起重机停放在不妨碍回转的位置

    5.3.2 凡是回转机构带有止动装置或常闭式制动器的起重机，在停止作业后，司机必

须松开制动器。绝对禁止限制起重臂随风转动

    5.3.3动臂式起重机将起重臂放到最大幅度位置，小车变幅起重机把小车开到说明书

中规定的位置，并且将吊钩起升到最高点，吊钩上严禁吊挂重物G

    5.3.4 把各控制器拉到零位，切断总电源，收好工具，关好所有门窗并加锁，夜间打

开红色障碍指示灯。
    5.3.5 在一个工地上如有一台以上起重机时，其相互位置应符合GB 5144一94中的规

定

    5_3.6 凡是在底架以上无拦杆的各个部位做检查、维修、保养、加油等工作时必须系

安全带

    5.3.7填好当班履历书及各种记录。

    5.3.8 锁紧所有的夹轨器。
    6 起重机的拆装、升降塔身及锚固作业

    6.1起重V,的拆装
    6.1.1起重机的拆装、升降塔身及锚固等作业，必须由经过专门培训并取得作业证的

人员完成

    6.1.2 对于拆装的起重机，拆装工人必须遵照下列原则:

    a. 了解起重机的性能;
    b 必须详细了解并严格按照说明书中所规定的安装及拆卸的程序进行作业，严禁对产

品说明书中规定的拆装程序做任何改动。

    。，熟知起重机拼装或解体各拆装部件相连接处所采用的联接形式和所使用的联接件的

尺寸、规定及要求。对于有润滑要求的螺栓，必须按说明书的要求，按规定的时间，用规定

的润滑剂润滑

    d. 了解每个拆装部件的重量和吊点位置。

    6.1.3作业过程中，拆装工人必须对所使用的机械设备和工具的性能及操作规程有全

面了解，并严格按规定使用。
    6.1.4 安装起重机的过程中，对各个安装部件的联接件，必须特别注意要按说明书的

规定，安装齐全、固定牢靠，并在安装后做详细检查。

    6.1.5在安装或拆卸带有起重臂和平衡臂的起重机时，严禁只拆装一个臂就中断作业

    6.1.6 在紧固要求有预紧力的螺栓时，必须使用专门的可读数的工具，将螺栓准确地

紧固到规定的预紧力值。

    6.1.7拆装起重机的电气部分，必须按照国家劳动人事部门的规定，由持有国家规定

的部门发给的电工操作证的正式电工或他同由他带领的电气徒工进行.严禁其他人拆装。

    6.1.8在安装起重机时，必须将大车行走限位装置及限位器碰块安装牢固可靠。
    6.1.9安装起重机时，必须将各部位的栏杆、平台、护链、扶杆、护圈等安全防护零

部件装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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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0 在拆除因损坏而不能用正常的方法拆卸的起重机或拆除缺少工作平台、栏杆和

安全防护装置的起重机时，必须有经技术安全部门批准的确保安全的拆卸方案。

    6.1.11安装完毕的起重机，必须使各工作机构能正常工作。

    6.2 升降塔身
    6.2.1 自升式起重机在升降塔身时，必须按说明书规定，使起重机处于最佳平衡状态，

并将导向装置调整到规定的间隙。

    6.2.2 在升降塔身的过程中，必须有专人仔细注意检查，严防电缆被押拉、刮碰、挤

伤等

    6.2.3 凡有下列情况时，不得进行塔身升降作业

    a.作业高度处的风力超过说明书中的规定;
    b.在雨、雪、大雾等容易打滑的环境里;

    c. 在烟雾熏呛的环境里。

    6.3 附着锚固
    6.3.1需要附着的起重机，使用部门必须事先按说明书的要求做出方案，写出包括下

述内容的书面材料:

    a.各道附着装置之间的距离;

    卜.与建Al勿水平附着的距离;

    c.与建筑物的联接形式;

    d.各种特殊要求。
    6.3.2 附着杆的安装和拆卸应符合要求。
    6.3.2.1 在安装和拆卸附着杆时，必须使起重机处于顶升时的平衡状态，且使两臂位

于与附着方向相垂直的位置。

    6.3.2.2在安装每一道附着杆时，不得任意升高塔身，必须保证在未附着前起重机的

自由高度部分符合产品的有关规定。
    6.3.2.3在拆卸附着杆时，必须先降落塔身，使起重机在拆除这道附着杆后形成的自

由高度符合产品的有关规定。

    6.3.2.4 分段拼接的附着杆，各联接件如螺栓、销轴等必须安装齐全，各联接件的固

定要符合要求。
    6.3.2.5 建筑物与附着杆之间的联接必须牢固，保证起重机作业中塔身与建筑物不产

生相对运动。需要在建筑物上打孔与附着杆联接时，在建筑物上所开的孔径应和与它相联接

的销子 (螺栓)的直径相称。
    6.3.3 附着后，最高附着点以下的塔身轴线垂直度偏差不大于相应高度的2/100000

    6.3.4各道附着框架与塔身之间的联接应符合要求。

    6.3.4.1各道附着点的高度，必须严格遵照说明书的规定。
    6.3.4.2 附着框架在相应的塔身节的联接位置，不应超过规定的误差，附着框架应保

持水平，不应偏斜。

    6.3.4.3对于塔身在附着框架相联处有辅助装置的起重机在锚固时，必须将其安装齐

全。

    6.3.4.4 附着框架与塔身节之间应按规定的方法固定牢靠，不应松动。

    7 起重机的维修与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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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保养

    起重机作业中，司机除了对临时出现的故障进行排除和修理外，每天必须停机对机械认

真地做一次例行保养，并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部位、周期和润滑剂做好润滑。

    7.2 维修

    起重机发生故障后，必须及时排除与维修。

    7.3 大修
    7.3.1起重机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运转后应进行大修，大修间隔最长不应超过15000h.

    7.3.2大修时必须做到:
    a.起重机的所有可拆零件全部拆卸、清洗、修理或更换;

    b，更换润滑油;

    c.所有电机应拆卸、解体、维修;

    d_更换老化的电线和损坏的电气元件;

    e.除锈、涂漆;
    f.对拉臂的钢丝绳或拉杆按GB 5972的规定进行检查和更换;

    9.起重机上所用的各种仪表应按有关规定维修、校验、更换。
    7.3.3大修出厂时，起重机应达到产品出厂时的工作性能，并应有检验合格证。

    7.4 零部件的代用及改装
    在各种场合的修理中，未经生产厂的同意，不得采用任何代用件及代用材料。严禁修理

单位自行改装。

    7.5停用时的维护
    长时间不使用的起重机对各部位做好润滑、防腐、防雨处理后停放好，每年做一次检

查。

    8 其 他

    8.1起重力矩限制器的调试
    起重机每到一工地，在作业前必须按GB 5144中4.2条的规定对起重力矩限制器进行调

试。

    8.2 重大事故
    凡发生倾覆、摔臂、折臂、脱轨、塔帽脱落事故，不论有无人身伤害及经济损失大小，

必须按重大事故处理。

    8.3 严禁发生的情况
    8.3.1在安装好的起重机的各部金属结构上安装或悬挂标语牌、广告牌等挡风物件。

    8.3.2做为其它设备的地锚或牵绳等的固定装置。

    8.3.3将起重机的各部分与电焊机地线相连。
    8.3.4 在起重机上安装或固定其它电气设备、电气元件及开关柜。

    8.3.5将起重机的工作机构、金属结构、电气系统做为其它设备的附属装置等。

    8.4 工地照明灯在起重机上的安装
    一般情况下，不得在起重机上安装工地照明灯，如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安装时，必须由安

装照明的部门向起重机的上级主管安全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按GB J232的有关规定安

装

    8.5安全装置及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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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重机上所使用的安全装置及各种仪表应按有关规定，定期标定、维修、报废更新，不

受起重机大修间隔时间的限制。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建设部北京建筑机械综合研究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机械施工公司负责起草。

本标准委托长沙建筑机械研究所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