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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加强施工现场的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预防特种设备事故的发

生，提高公司的特种设备的管理水平，特定此手册。 

  本手册所指的运架梁设备包括：1、900 吨架桥机；2、900 吨运梁

车；3、50 吨龙门吊；4、10 吨龙门吊。以上设备都属特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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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T 架桥机管理办法 

  为保证架桥机安全运行，提高利用率，促进操作人员及监护人员工

作精细化、程序化，实行军事化指挥的管理模式，特定此办法。 

1、 架桥机是特种设备，因此，设备必须在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

记证后才能使用，配备的操作人员及相关人员必须取得相应

的上岗资格证书才能上岗，项目部定期对操作人员进行培训。 

2、 架桥机配备的司机及监护人员实行定岗定人，不得任意调换。 

3、 架桥机配备的人员要加强沟通，相互配合，在作业过程中实

行军事化管理，各岗位人员坚守岗位，不得私自离岗。 

4、 架桥机各岗位人员实行交接班制度，交接记录上要有交班人

员和接班人员的签字。 

5、 每班作业前，由队长及指挥负责将各班所有的作业人员集中

进行安全讲话，讲话完毕，由指挥命令各岗位人员迅速就位

各自的岗位，进行作业前的安全检查，对照各自的安全检查

表的内容，逐项落实，在确认各部位正常后，在检查表上签

字并汇总，同时上指挥报告检查完毕，各系统正常。    

6、 指挥接到各岗位人员的报告后，指挥各工序人员进行正常操

作。 

7、 操作过程中，各岗位人员对监护部位认真观察，听到异常响

声，机身抖动、脱漆、和发现异味、异常噪音等情况直接向

指挥报告，报告的语言要简明扼要，并做好应急处理。 

8、 各岗位的人员必须遵守岗位职责，严禁违章操作，各岗位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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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应的操作，必须听从指挥，不得听从其他人员的命令。 

9、 作业后，各岗位人员进行检查，确认各机构处于安全状态后，

向指挥汇报，然后集中由指挥分配人员进行保养，其他人员

进行工序转换准备。 

10、 架桥机的安全防护人员必须在每班前对场地危险地方挂警示

线，在工作中严禁闲杂人员进入现场。 

11、 架桥机每天应由队长组织人员在闲暇时间进行彻底保养。 

12、 除每班前岗位人员的常规检查外，每周由队长组织所有操作

人员进行一切全面系统的检查，发现有安全隐患及时整改。 

13、 项目部管理人员负责保存架桥机的各种技术资料，架桥队队

长填写架桥机的维修、保养记录。 

14、 岗位因公外出人员的岗位人员变换，所更换的人员也必须持

有操作证上岗，而应是提前随岗工作一个班次后再接任。无

证人员严禁上岗，本机等岗位缺人员也绝不得整机启动使用。 

15、 架桥机停放地点应有人监护，严禁非工作人员攀爬架桥机及

进入操作室。架桥机停留时应采取防滑措施。 

16、 架桥机上不得堆放易燃物，并注意做好防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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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桥机各岗位人员设置 

  为保证 900T 架桥机安全运行，并精干操作人员，根据架梁工况和

过孔工况下各岗位的需求情况实编如下人员岗位人员： 

架梁工况： 

指挥 1 名          后尾卷扬机监护 1 名 

司机 1 名          前小车监护 1 名 

前小车及前横梁滑轮监护 1 名 

前支腿监护 4 名    后支腿监护 4 名 

发电机司机 1 名    现场安全防护 2 名 

小计：1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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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桥机安全操作过程 

一、 一般操作规程 

   架桥机和他的配套设备都属于大型的起重设备，国家所有有关起

重安全操作规程和强制性的规定要求均适用于本设备。 

1. 机组人员必须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严禁无证操作。 

2. 机组人员必须经过体检合格并经过架桥机操作运行的技术培

训，熟悉和本岗位有关的操作要领及所有的安全注意事项。 

3. 机组人员在作业前、作业中、作业后必须严格执行本岗位的所

有安全措施，启动前应及时向其他同事发出安全警示信号，并

注意其他同事的回答信号。 

4. 机组人员在作业中必须集中精力，严禁在作业中聊天、阅读、

饮食、嬉闹及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5. 严禁串岗、擅离职守、饮酒。 

6. 机组人员必须穿工作服，佩戴安全帽，高空作业系安全带，穿

防滑鞋，冬季施工采取保暖防冻措施。 

7. 机组人员必须有专人指挥，指挥信号统一，多岗位人员分工必

须明确，保持协调一致。 

8. 机组人员必须保持相对稳定。 

9. 禁止与工作无关人员进入起吊、架梁现场，禁止在架梁机主梁

上方、到梁上往下随意抛物品。 

10. 禁止不按说明书要求随意维修设备，禁止对部件功能进行修改。 

11. 禁止对起吊程序进行修改，禁止随意改变或调整安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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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禁止在超过规定的天气气候的情况下使用架桥机，禁止在雨雪

天气运行架桥机，当场测试风力达到 6 级或有中雨雪天气，应

停止作业。并做好设备防护工作。 

13. 禁止照明条件不具备、能见度低的情况进行架桥作业。 

14. 遵守现场设备和司机室上的所有安全警示。 

15. 遵守所有配备、使用、保养手册中的指令。 

16. 对吊具、钢丝绳、制动装置、限位开关、防护栏和安全网等重

要安全设备应有专人进行监控，定期填写报告表。 

17. 架梁作业区域应设置明显的警告标志及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二、作业前规定 

1. 操作者上班前严禁喝酒，并应有充足的睡眠，不应连续疲劳

作业。 

2. 作业前必须严格认真交接班。 

3. 交接班人员应共同对主要安全装置如：制动器，限位开关，

紧急制动开关，墩台顶面的安全及四周的安全网进行检查。 

4. 操作者必须确定本人在安全状态，设备也在良好状态。 

5. 操作者必须确定没有其他人员处于危险状态中。 

6. 操作者必须确定工作区无障碍物，确保起吊，操作和行进具

有足够的空间。 

7. 检查泵站各项参数均在正常范围内。 

8. 检查钢丝绳处于张紧状态，卷筒，滑轮内钢丝绳缠绕正常。 

9. 检查发电机，电器装置和所有机件处于完好状态后，控制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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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零位，鸣铃后方可开机。 

三、作业中规定 

1 禁止在载荷悬吊的情况下操作人员离开。禁止起吊荷载在空

中长时间停留，禁止在悬吊的荷载下穿行，停留。 

2 禁止触摸正在旋转的滑轮，移动的钢丝绳及起吊状态下的吊

具。 

3 禁止用架桥机拖拉牵引翻转重物。 

4 禁止用架桥机吊与地面连接的荷载。 

5 禁止用钢丝绳直接吊装荷载。 

6 禁止将吊具放在地上或被起吊的重物上。 

7 禁止多部操作时快速变化步骤。 

8 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 

9 架设过程中必须保持主梁的水平度。 

10 工作人员一旦发现其他人员有危险，必须紧急制动。 

11 架桥机发现部件损坏或有损坏，必须停机。 

12 起吊时不允许超过额定速度起吊。 

13 架桥机运行时避免摆动、摇晃。 

14 行驶过程中，在接近桥梁或接近终止位置应减速。 

15 运行期间应有专人监护。 

四、作业后规定 

1. 架桥机停止工作后，必须将停机制动器处于工作状态。 

2. 吊钩升起，所有控制手柄处于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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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规定进行保养。 

4. 当停机时（无论是正常的工作结束，还是因为安全原因、紧急

情况、故障停机），负责人和安全员应最后检查其他工作人员

是否执行了所有的例行安全检查。 

5. 派专人值班看守。 

            架桥机各岗位人员的职责 

                 指挥职责 

1. 负责架桥机的统一指挥，并监督各岗位人员进行操作前的检

查及作业后的保养工作。 

2. 负责架桥机各种工况作业前的准备工作的协调，合理组织各

工序的衔接。 

3. 负责在架梁作业中注意各监护人员的信号，出现各种紧急情

况，进行判断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并将指令发给操作司机。 

4. 负责梁片就位后，后序工作的组织协调。 

5. 负责架桥机的日常停机后的安全检查，确认架桥机处于安全

状态。 

6. 配合架桥机安全员做好现场的安全防护。 

 

 

专职安全员职责 

1. 积极宣传和认真贯彻有关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规、制度等，

推动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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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常深入施工现场进行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向有关领导汇

报，采取措施，防范未然。有利制止违章作业。 

3. 负责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特种作业人

员的安全技术培训工作以及新职工和调换工种的工人上岗前的

“三级教育”及民工安全教育。及时制止无证操作行为。 

4. 制定防寒和防暑降温措施，并监督执行。 

5. 组织定期安全检查，解决安全生产问题，对事故隐患提出整改措

施或整改通知书，并监督执行。 

6. 负责施工现场危险标志的警示，安全标语牌的制作和宣传工作，

参加工伤事故的调查、分析和处理会议。 

7. 按时上报安全生产各类报表，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台账。 

  

                      司机职责 

1. 负责架桥机的正确操作。 

2. 听从指挥的信号及时作出各种正确的操作，在紧急情况下按急停

开关。 

3. 操作中信号不明或可能引起事故时，应暂停操作。 

4. 操作司机必须遵守架桥机架梁的“十不架”和起重吊装“十不吊”。 

5. 负责日常控制室的卫生，电柜的保养，电脑的维护，以及爬梯的

简单保养。 

6. 负责架桥机操作前各种操作按钮、信号灯、指示及操作手柄的安

全检查，确认无误后在安全表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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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负责架桥机作业后，将电源总开关及总电源断路器置于关闭位置。 

                 卷扬机监护人员职责 

1. 负责卷扬机构各连接件螺栓、钢丝绳、制动器、液压泵站的安全

检查，确认无误后，在检查表上签字。 

2. 负责架桥机在运行中卷扬机构、液压刹车、液压泵站及钢丝绳排

绳情况的监护，发现异常紧急处理，并将信号发送给指挥。 

3. 配合操作司机监护控制电柜及各电线、电缆。 

4. 负责卷扬机各电机的减速机、钢丝绳、液压刹车盘及液压泵站的

日常维护保养。 

5. 完成领导安排的临时工作。 

     

                 发电机司机岗位职责 

1. 熟悉发电机的操作程序及安全操作规程。 

2. 负责发电机的日常维护和保养，保证发电机的正常运行。 

3. 负责发电机主电缆的防护，放置电缆破损漏电。 

4. 负责发电机转移时的拆除安装及电瓶的维护。 

5. 听从指挥安排合理使用发电机，不浪费油料。 

6. 做好发电防雨、防撞、防损工作。 

7. 负责发电机的日常维护及根据说明书要求的定期保养。 

8. 完成领导安排的临时工作。 

 

                架桥机指挥流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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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机前，操作司机要注意各电柜内电器组件是否完好，有无线头

脱落，异常气味，并确认各接触器、开关处于正确位置，做好开

机前的准备，听到指挥命令后，进行鸣铃警示，然后正确是顺序

先后操作。 

2. 工作中，架桥机有异常情况，迅速停止各种动作，直至听到指挥

的再次操作命令为止。 

3. 架桥机过孔，前到梁过孔等工序完成后，应及时将电源关闭，知

道下一部操作需要电源时，才启动相应的电源开关。 

4. 架桥机作业后，操作司机要对驾驶室搞好卫生，闲杂物品、工具

严禁放在驾驶室内，同时对电器柜做好防护，、保养工作，定期进

行清洁除尘工作。 

                  卷扬机监护人员工作流程要求 

1. 开机前，检查卷扬机钢丝绳盘绕正常，液压刹车盘处于抱死状态，

同时，在各运动中没有杂物，确认各机构正常后，将检查的情况

告诉指挥。 

2. 架桥机作业时，坚守岗位，时刻注意刹车盘的工作情况、如发现

异响、制动不灵、制动带或轴承等温度剧烈上升、钢丝绳盘绕等

异常情况及时告诉操作司机及指挥员。 

3. 架桥作业后，做好保养工作，各轴承、轴头处注润滑脂，固紧各

连接部位松动螺栓。 

4. 定时检查液压泵站的液压油情况，并进行补充或更换。 

5. 定期检查各减速机内的油品，事情补充或更换。 



 13 

6. 协助操作司机做好做好各电柜的保养防护工作。 

           900 吨运梁车安全操作规程 

  本规范依据《KSC-900 混凝土箱梁运输车操作说明》及《KSC-900

混凝土箱梁运输车维护说明》编制，适用于所有与从事运梁台车操作

相关的人员，进行运梁台车操作前必须完整阅读本规范，并严格遵守

各项规定。 

1. 进行运梁台车操作时，必须配备经过培训合格的下列专业人

员：现场总监一名，负责对运梁台车运行进行全方位的安全监

督；操作人员三名，负责对运输台车操作机相关工作。 

2. 运输台车各危险部位应贴有安全警示标志，并保证安全标志完

整，清洗可见，紧急装置能正常工作。 

3. 驾驶人员必须以安全、负责的态度操作运梁台车，必须保持车

内整洁，不得携带无关物品进入操作室，每次操作完成后必须

保证控制室内设备完好，并填相关设备使用记录。 

4. 驾驶人员操作前应配合相关人员详细检查运梁台车各部件是

否正常，如螺栓是否松动或断裂，压抑=压管线是否有缠绕，

发动机是否有异常噪音或震动，结构是否发生变形，控制室内

相关设备有误异常等。 

5. 驾驶人员由于视线易被车体遮挡，难以发现危险区域，进行启

动、行走、转向等操作前必须先鸣笛三次示警，发动机在预热

十五分钟后，且经过现场总监举手示意允许后方可进行正常运

梁及相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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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在运行中发现安全隐患，如部位温度升高、异常噪音、异

常气味、润滑剂异常泄露、结构变形等，或紧急情况，如大风

或暴雨等，必须立即停车，在排除隐患或意外征得现场总监的

同意之前，运梁台车必须停止运行。 

7. 在运梁车运梁时，操作人员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不得在悬吊的

混凝土箱梁下停留，听到运梁车发出警报信号后必须立即撤离

危险区域。 

8. 运梁台车在驶入架桥机时，由于空间非常狭小，为了防止发生

碰撞、挤压等事故，运梁台车必须以爬行是速度行驶。 

9. 进行喂梁作业时，由于主控制室正好处在混凝土箱梁下部，为

防止造成人员伤亡，监控过程只能在付=副控制室内进行。 

10. 运梁台车只有在停止运行后，方可打开或卸下保护装置，对于

可能存在的高压的部分，如压缩空气管路、压缩空气罐，液压

管路及转向液压油缸等，必须先进行卸荷后，方可进行拆卸。 

11. 定期检查运梁车电力设备，如发现损伤，应立即派专业人士修

复，日常运行过程中，应锁紧配电箱，不得随意打开电力设备

的保护罩，对于可能带电部位的操作，必须先切断电源并保证

操作规程中不会再被接通后，方能进行。 

                运梁车司机岗位职责 

1. 运梁车配备操作司机一名，指挥一名，防险监护二名。 

2. 驾驶员负责班前的检查工作，包括发动机机油、冷却液，正常启

动后并观察仪表盘各读数是否在正常范围，轮胎压力、制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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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正常。 

3. 负责在各工况下运梁车的正确操作。 

4. 负责运梁车行驶中出现紧急情况的处理。 

5. 负责运梁车作业后停放在安全的地方，同时将车辆制动器、电源

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6. 负责运梁车的日常“十字作业法”保养（润滑、紧固、调整、防

腐、清洁）。 

7. 熟悉掌握运梁车的安全操作规程。 

8. 负责按说明书要求的间隔小时对运梁车的相应的保养。 

 

指挥及防险人员的岗位职责 

1. 运梁车的指挥人员负责在装梁时将梁体装设稳妥，在载梁行驶中

将出现的各种情况及时反馈给司机。 

2. 监护人员在运梁行驶中，运梁车行驶路线范围内无障碍物及人员，

且对路面有误尖锐的对象及时清除。出现紧急情况及时搬动支腿

上的紧急按钮。 

3. 指挥及防护人员在运梁车行驶中注意观察运梁车是否有异常噪

音、异常气味以及三漏现象，如有及时报告司机停机检查。 

4.  运梁车喂梁时负责监护运梁车与架桥机天车同步移动情况，发现

问题及时反馈给司机。 

5. 运梁车到达架桥机后部时，注意监护与架桥机的安全距离，到达

适当位置时的支腿支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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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门吊安全操作规程 

一、班前检查准备工作： 

1. 根据当班工作任务，指挥、监护及操作人员必须分工明确，按时

到位。 

2. 当班指挥检查机组人员身体和精神状态是否良好，个人防护用品

及通讯工具是否装备到位。 

3. 检查气象条件及作业场地，严禁在 6 级以上大风暴雨、大雾、沙

尘暴等天气下作业。 

4. 当班司机必须在作业前半小时对设备进行班前检查，并逐项填写

检查记录，发现问题及时向现场领导指挥或主管工程师汇报，未

经班前检查禁止作业。 

二、 作业注意事项 

1. 工作时应集中精力，听从指挥，严格执行操作呼唤应答制度，

严禁在无指挥或信号不明的情况下操作设备；设备处于启动状

态时，操作司机禁止离开操作室。 

2. 执行各项操作前，必须按喇叭 35 秒，提醒作业区域人员注意

安全。 

3. 遵守“十不吊”原则，保证所吊物品平稳，安全的起升或下降，

操作司机有权拒绝危机人员、设备安全的违章指挥或命令。 

4. 严禁在设备运行过程中对各转动部位进行润滑、修理、调整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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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装吊作业时，禁止无关人员进入作业区域，禁止在起吊重物下

穿行、停留。 

6. 设备起吊或运行过程中，遇到危机人员、设备安全时应立即按

下急停按钮，必须在查明停机原因并完全排除后方能重新启动

设备继续作业， 

三、 班后注意事项 

1. 关闭控制箱门、切断总电源、关好操作室门，连接好避雷针线。 

2. 按规定对设备进行日常保养维护，特别是运转部位润滑脂的加

注。 

3. 填写运转记录，应详细记录当班作业内容、运转时间、故障及

排除情况，维护保养情况等。 

4. 龙门吊停止作业后应停放在规定区域并将夹轨器夹住，以免影

响其他作业。 

四、 其他注意事项： 

1. 保养维护作业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 设备停机断开主电源并锁好司机室。 

（2） 运转部位冷却到环境温度。 

（3） 在主控制柜上悬挂维修保养作业禁止合闸。 

2. 大风、沙尘暴来临前应做好防风措施，并做好电器、液压等系

统的防护工作。 

3. 在沙尘暴或强降雨雪过程对设备进行前面检查（尤其是电气控

制系统和重要是结构焊接、联接部位）确认无误后，方能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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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龙门吊操作司机职责 

1. 服从领导的正确指挥，安全、优质、高效、低耗的完成本职工作。 

2. 做好龙门吊及其随机工具的保管，安全正确使用。 

3. 认真学习并严格执行龙门吊安全操作规程，维护保养规程及有关

规章制度，参加操作技术交流，不断提高操作技术水平。 

4. 及时准确的填报龙门吊维护、保养、换件记录，龙门吊运转及进

度记录，认真及时向专职工程师或工地领导反映使用中出现的问

题和故障，以便迅速采取措施解决，确保龙门吊随时机况良好。 

5. 认真掌握和提高龙门吊的操作技能和维修技术。 

6. 严禁酒后作业，带病操作，并保证应有充分的睡眠。 

7. 必须遵守起重装吊“十不吊”。 

8. 完成领导临时安排的任务。 

一、 高处作业“十严禁” 

1. 严禁患有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癫痫、贫血、弱视、以及其

他不适合高空作业的疾病者，从事高出作业。 

2. 严禁酒后高空作业。 

3. 严禁高空作业赤脚、穿硬底鞋、拖鞋、高跟鞋，必须穿防滑鞋、

佩戴安全帽和安全带。 

4. 严禁在一个物体上系挂多个安全带或几个人系在一根安全绳上。 

5. 严禁临边作业不设防护栏和安全网。 

6. 严禁作业人员跟随起重对象及运输工具材料的设备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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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严禁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进行高空作业。 

8. 严禁以喊话代替指挥。 

9. 遇有高压架空电路时，严禁侵入安全限界。 

10. 严禁在高空作业时抛掷工具及材料，必须用工具包或材料袋用绳

索提取。 

二、 起重装吊“十不吊” 

1. 被吊物重量超过机械性能允许范围不吊。 

2. 信号不清不吊。 

3. 吊物下方有人不吊。 

4. 吊物上站人不吊。 

5. 埋在地下物不吊。 

6. 斜挂斜牵物不吊。 

7. 散物捆绑不牢不吊。 

8. 立式构件、大模板等不用卡环不吊。 

9. 零碎物无容器不吊。 

10. 吊装物重量不明不吊。 

三、 架桥机“十不架” 

1. 新建线路未压道、桥头线路未加固不架。 

2. 架桥机未经鉴定或设备不良不架。 

3. 架梁人员未经培训或架梁人员分工不明不架。 

4. 指挥部统一、信号不一致不架。 

5. 架桥机通过地段，有障碍、侵线不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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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气候恶劣妨碍瞭望操作，夜间照明不足不架。 

7. 安全措施未落实不架。 

8. 架梁通过临时性未经验算又未采取措施不架。 

9. 架设新型梁或在特殊的墩、台上架设，无特殊架梁方案不架。 

10. 桥梁未经检查合格不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