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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编制准备



前言

为什么塔吊基础要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为什么有的塔基方案需要专家论证



材料准备

地质勘查报告

塔吊说明书

工程基础设计图

工程各层地下室结构设计图

工程基坑围护设计图

工程上部主体轮廓线



塔吊基础常见类型选择



塔式起重机型号分类及表示方法

分类 组别 型号 特性 代号 代号意义
主参数

名称 单位表示法

塔

式

起

重

机

国内

塔式

起重机

Q、T
（起、塔）

轨道式

固定式

—
Z（自）

X（下）

K（快）

QT
QTZ
QTX
QTK

上回转式塔式起重机

上回转自升式塔式起重机

下回转式塔式起重机

快速安装式塔式起重机

额定起重
力矩

kN·m×10-1

固定式G（固） — QTG 固定式塔式起重机

内爬升式P（爬） — QTP 内爬升式塔式起重机

轮胎式L（轮） — QTL 轮胎式塔式起重机

汽车式Q（汽） — QTQ 汽车式塔式起重机

履带式U（履） — QTU 履带式塔式起重机

国外

塔式

起重机

TC（英语T—起重机；C—塔） 最大起重臂长度（m）、臂端的起重量（KN）

例：QTZ80(TC5610)，QTZ100(TC5613)，QTZ160(TC6020)



塔吊选型分析

旋转半径（工作幅度）
塔吊旋转半径即塔吊吊钩最远点到标准
节的距离。装配式塔吊地下室阶段对覆
盖范围要求大，主体施工阶段对塔吊起
重能力要求高，但只要求覆盖主体。

起重高度
塔吊安装高度一般要求比建筑物高出10
米左右也就是2-3个标准节；群塔作业
时要求相邻塔吊塔臂高差大于2m，但

是最好也是保证2个标准节高度。

起重量
起重量×工作幅度=起重力矩，一般起重

力矩要控制在额定起重力矩的75%以下；
起重量=单个PC构件重量+吊具重量（包

括挂钩、钢丝绳、钢扁担等）。



桩基础

适用条件:当地基为软弱土层，采用浅基础不能满足塔机
对地基承载力的要求，且考虑复合地基成本较大时。
优点:布置灵活，受场地限制较小。
构造要求:基桩宜均匀对称布置，且不宜少于4根，边桩
中心至承台边缘的距离不宜小于d或截面边长，桩间距宜
控制在3倍桩直径及以上;当桩间距小于3倍桩直径时，桩
间侧阻力需要进行折减(0.8) ;桩心距离承台边缘不得小于
桩直径或边长，且桩边缘距承台边缘不得小于250mm。
桩深入持力层粉≥2d，砂土≥1.5d， 碎石≥1d。

JGJ/T187-2019



1. 天然板式基础
① 矩形
② 正方形

其它常见塔吊基础类型



2. 天然梁式基础
① 有底板
② 无底板

适用条件:现场场地条件不错，允许塔 吊作大尺寸
板式基础。且地基承载力较好。
优点:当工程地质勘察报告中提供的土层地耐力
(地基承载力)达到塔吊使用说明书中要求的地基
承载力要求。一般工程技术人员可以直接选用塔
吊厂家提供的塔吊使用说明书中所附的基础图。
构造要求:基础高度不宜小1200mm。节点处应采
用加腋构造。

其它常见塔吊基础类型



3. 格构式钢平台
① 回形钢梁
② 四小平台板
③ ……

其它常见塔吊基础类型



 4.  格构式砼平台基础
① 矩形板式
② 十字交叉梁式

其它常见塔吊基础类型



其它常见塔吊基础类型



其它常见塔吊基础类型



其它常见塔吊基础类型



5.  爬升式基础
① 附着于钢结构
② 附着于砼结构

其它常见塔吊基础类型



6.  装配式基础
① 移动式

其它常见塔吊基础类型



6.  装配式基础
② 配重式

其它常见塔吊基础类型



6.  装配式基础
③ 赵式
④ 鑫塔

其它常见塔吊基础类型



塔吊基础定位与构造分析



塔吊站位分析

满足塔吊覆盖面和供应面的要求
塔吊的旋转半径尽量覆盖至施工作业
面；塔吊旋转半径内尽量不要有生活
或办公区域，否则生活区需要另外做
安全防护；还应考虑后期施工电梯的

的位置。

满足群塔作业的要求
群塔作业时要求相邻塔吊塔臂最远端
与相邻塔吊塔身2m以上，塔臂高差大
于2m，但是最好也是保证2个标准节

高度。

满足与高压线、脚手架的安全距离
YD/T 2164.1-2010《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技术要

求 第1部分：钢塔架》



塔吊站位分析

满足塔吊基础设置的要求
塔吊设置在基坑内，标准节避免与上
部结构梁重叠；塔机布置在地下室结

构范围外避免与主体基础重叠。

满足塔吊后期安装附着的要求
塔吊离主体结构外立面的距离3-4米；
塔吊附着固定的位置及附着杆的角度。

满足塔吊拆除的要求
塔吊后期拆卸时，在主体完工后塔吊
能自由落下，避免拆除时出现臂摆和
建筑主体、相邻塔吊、施工电梯、外
架等相碰撞；拆卸底层是汽车吊是否
能够进入；运输车辆是否能够进入。



塔吊基础的具体做法
各塔吊基础的做法，可采用图纸并配以文字的方式说明。若有多台塔吊可采用表格的形式阐述。

组合式塔吊基础由灌注桩+格构式钢柱或钢管柱+混凝土承台或型钢平台组合而成。

灌注桩应说明：桩径、桩中心距、有效桩长、桩顶标高、桩端持力土层及进入长度要求、成渣厚度要求，桩的

配筋（主筋、螺旋箍筋及加密范围、加强筋）、混凝土强度等级；

钢格构柱应说明：截面尺寸、插入灌注桩内的长度、钢格构柱全长；分肢角钢型号、缀板钢板型号尺寸间距；

格构柱支撑（含水平剪刀撑）所用的型钢型号、间距；焊缝要求；钢格构柱与桩主筋的连接要求；

上承台应说明：若采用混凝土承台，则明确混凝土强度等级、承台大

小、配筋，以及钢格构柱与混凝土上承台的连接要求。若采用钢平台，则

应明确钢板的厚度、尺寸，以及与钢格构柱的连接加强措施；

下承台应说明：明确灌注桩顶构造承台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承台大小、

配筋。下承台与地下室底板隔离的措施；

塔身底节（基础节或预埋节）与混凝土上承台（或钢平台）的连接做

法。



Ø 基桩可采用预制混凝土桩、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混凝土灌注桩或钢管

桩等，宜采用与工程桩同类型的基桩。桩直径不宜小于700mm。

Ø 基桩钢筋的配置应符合计算和构造要求。纵向钢筋的最小配筋率，对

于灌注桩宜为0.20%~0.65%(小直径桩取高值)；对于预制桩不宜小于

0.8%；对于预应力混凝土管桩的预应力钢筋不宜小于0.45%。纵向钢

筋应沿桩周边均匀布置，其净距不应小于 60mm，非预应力混凝土桩

的纵向钢筋不应小于8C12。圆形截面桩的箍筋应采用螺旋式，直径不

应小于6mm，间距宜为200mm~300mm。桩顶以下5倍基桩直径范围内

的箍筋间距应加密，间距不应大于 100mm。当基桩属抗拔桩或端承桩

时，应等截面或变截面通长配筋。灌注桩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35mm，水下灌注桩主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50mm，预制桩

主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30mm。

Ø 混凝土灌注桩的强度等级不应小于C25，混凝土预制桩的强度等级不应

小于C30，预应力混凝土桩的强度等级不应小于C40。

桩基



Ø 承台宜采用截面高度不变的矩形板式或十字形梁式承台，截面高度不宜小于1200mm，且应满足塔机使用说明

书的要求。基桩宜均匀对称布置，且不宜少于4根，边桩中心至承台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桩的直径或截面边长，

且桩的外边缘至承台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250mm。十字形梁式承台的节点处应采用加腋构造。

Ø 板式承台基础上下面配筋应根据计算或构造要求确定，钢筋直径不应小于12mm，间距不应大于 200mm，上下层

钢筋之间应设置竖向架立筋，宜沿对角线配置暗梁。十字形承台应按两个方向的梁分别配筋，承受正负弯矩的

主筋应按计算配置，箍筋直径不宜小于 8mm，间距不宜大于 200mm。

Ø 基础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30，垫层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0，混凝土垫层厚度不应小于100mm。

塔吊说明书中对板式桩基础的规定

承台



构造要求：

l b≥1200mm；

l 混凝土强度≥C30；

l 最小配筋率≥0.15%；

l c ≥ �，且c − �/2≥250mm；

l 基础高度≥1200mm；

l 桩数不宜小于4根。

承台



Ø 格构式钢立柱的布置应与下端的基桩轴线重合，且宜采用焊接四肢组合式对称构件，

截面轮廓尺寸不宜小于400mmx400mm，分肢宜采用等边角钢，且不宜小于

100mmx10mm;缀件应采用缀板式。格构式钢柱宜伸入承台厚度的中心。

Ø 缀件与格构式钢柱分肢应电焊连接，缀件与分肢搭接的长度不宜小于分肢截面宽度

的一半，否则应采用节点板连接。对缀板宜采用绕角焊，对缀条宜采用三面围焊。

角焊缝的焊脚尺寸h不宜小于 5mm，且不宜大于缀件的厚度。

缀板高度：                         � ≥
2
3

�1

缀板厚度：             � ≥ 1
40

b1且� ≥ 8��

缀板间距：                         �1 ≤ 2�1

格构柱



1 格构式钢柱上端伸入混凝土承台的锚固长度应满足
抗拔和抗冲切要求，分肢角钢可采用焊接竖向锚固
钢筋的连接构造，宜在邻接承台底面处焊接承托角
钢(规格同分肢)。品茗安全计算软件固定锚入长度
为上承台厚度的一半。

2 预埋于基础中的塔机基础节锚栓或预埋节，应符合
塔机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构造及材质要求。承台厚度
要符合塔吊说明书的要求。

3 当桩径小于800mm 时，基桩嵌入承台的长度不宜小
于50mm;当桩径不小于 800mm 时，基桩嵌入承台的
长度不宜小于 100mm。

1

2

3

4

4 钢格构柱下端伸入灌注桩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2.0m，
且不宜小于格构式钢柱截面长边的5倍，分肢角钢应
与基桩的纵筋焊接。



5

6

7

5 • 应随着基坑土方的分层开挖，及时在钢立柱外侧四
周设置竖向型钢剪刀撑及水平剪刀撑。

• 型钢剪刀撑斜杆的截面积宜大于格构式钢桂分肢的
截面 积，剪刀撑斜杆的夹角宜按45°~60°布置，
与钢柱分肢及缀件的连接焊缝厚度不宜小于 6mm，
绕角焊缝长度不宜小于 200mm。当格构式钢柱的净
长度超过4.5m时，应设置水平型钢剪刀撑，水平剪
刀撑的竖向间距不应超过4m，其构造要求同竖向型
钢剪刀撑。

• 格构式钢柱连接水平型钢剪刀撑的节点处宜设置横
隔板，且应放大连接型钢剪刀撑的节点缀板。

6 需要注意的是，编制塔吊基础方案时参考的地勘报告
中，土层信息都是绝对标高，而地下室图纸结构往往
都是相对标高。方案编制时要注意标高的统一，灵活
换算，切勿混淆。

7 该处的100mm指的是下承台上表面与地下室底板下表面
之间的空隙，通常采用细石混凝土垫层隔离。



组合式基础为例

塔吊基础计算



计算原则

塔式起重机混凝土基础程技术标准》

JGJT187-2019,条文说明3.0。2：

塔机在独立状态时，所承受的风荷裁等水平

荷载及倾覆力矩、扭矩对基础的作用效应最大。

附着状态（安装附墙装置后）时，塔机虽然

增加了标准节自重，但对基础设计起控制作用的

各种水平荷裁及倾覆力矩、扭矩等主要由附墙装

置承担，故附着状态可不计算。

本条是塔机基础设计的基本原则。

G0=251kN

G1=37.4kN
G2=3.8kN

G3=19.8kN

G4=89.4kN

6.3m

11.8m 11.5m

22m

Qmax=60kN
Qmin=10kN

50mRQmin=

RG1=

RQmax=RG4=

RG3=

H
0
=
4
0
m



塔吊独立状态下
最大起吊高度

塔
机
独
立
状
态
计
算
高
度

最大起吊高度：吊臂离地的高度，塔吊说明书

上有文字说明；

计算高度：基础顶面至塔帽的高度，如果是锥

形塔帽，取一半高度。



塔机说明书

塔机独立最大起吊高度

塔机传递至承台荷载标准值



塔机说明书



塔机说明书



    在平面图中找出塔吊

基础所在位置的探点，若

相距不远可以选用相近探

点，或在剖面图中折中预

估；若相距太远，则必须

补探。

塔基探点定位



通过地质剖面图或柱

状图可以获取信息：持力

层深度、地下水深度、自

然地面绝对标高、桩基穿

过的各层土体及厚度。

探孔名称

地下水距
地表深度探孔深度

该点绝对标高

塔基土层分析



土
层
编
号

持
力
层
土
体

持
力
层
黄
海
高
程

持
力
层
深
度

持
力
层
厚
度

       对持力层的选择、桩端进入持力层的深度，可以参考地勘
报告中对工程桩的要求。
       JGJ187中：桩端全断面进入持力层的深度，对于黏性土、
粉土不宜小于2d； 对于砂土不宜小于1. 5d ；对于碎石类土不
宜小于1d。（d为桩径）

※具体参数以实际图纸为主。



用于塔吊
基础计算
的土体力
学参数

品茗安全计算软件塔吊地基参数设置



文本方案编制与绘图



48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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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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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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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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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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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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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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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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工程地点、工程规模、总建筑面积、结构类型、层数(地上、地下)、

总高度等，群体建筑应介绍各单位工程的层数和高度。

工程自然地坪标高、±0.00 相对于黄海高程的标高，基础底板标高、厚度，工

程桩类型。基坑围护及挖土的基本情况。

工程参建各方，包括工程建设、设计、监理、勘察、围护设计、基坑监测、

施工总承包等单位的具体名称。

工程周边环境情况。重点介绍塔吊覆盖范围内周边建筑物情况，架空线路情

况，塔吊基础周边地下管线情况，相邻在施工程及其塔吊布置情况(包括塔吊数量、

编号、塔吊基础桩类型、有效长度、直径等)。

场地各层土质及其埋深情况，各层土的物理、力学指标情况，地下水情况及

地下水对结构的影响，基础（基坑底）所在土层，不良地质分布情况等。

工程的目前施工现状。



第二章   编制依据

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工程设计图纸（含会议纪要）、勘察报告、围护设计方案

（含专家论证意见及论证后的设计修改回复）;

2、相关的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地方标准;

3、各级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管理文件;

4、塔机生产厂家提供的说明书;

5、企业内部管理体系、程序性文件等;

6、经批准的施工组织总设计。



第三章   塔吊参数和平面布置

1、说明塔吊选型结果，包括各台塔机厂家、型号、安装臂长、初始

安装高度、最终安装高度等；

2、塔吊厂家提供的基础荷载参数；

3、各台塔吊的平面具体位置布置（应能满足群塔作业的安全距离要

求），塔吊基础位置最近的勘探孔位编号（该孔位应作为塔吊桩的承载

力计算依据）。塔吊基础与承台、地梁、工程桩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塔

吊基础与围护结构的相互关系。



第四章   塔吊基础的具体做法
各塔吊基础的做法，可采用图纸并配以文字的方式说明。若有多台塔吊可采用表格的形式阐述。

组合式塔吊基础由灌注桩+格构式钢柱或钢管柱+混凝土承台或型钢平台组合而成。

灌注桩应说明：桩径、桩中心距、有效桩长、桩顶标高、桩端持力土层及进入长度要求、成渣厚

度要求，桩的配筋（主筋、螺旋箍筋及加密范围、加强筋）、混凝土强度等级；

钢格构柱应说明：截面尺寸、插入灌注桩内的长度、钢格构柱全长；分肢角钢型号、缀板钢板型

号尺寸间距；格构柱支撑（含水平剪刀撑）所用的型钢型号、间距；焊缝要求；钢格构柱与桩主筋的

连接要求；

上承台应说明：若采用混凝土承台，则明确混凝土强度等级、承台大小、配筋，以及钢格构柱与

混凝土上承台的连接要求。若采用钢平台，则应明确钢板的厚度、尺寸，以及与钢格构柱的连接加强

措施；

下承台应说明：明确灌注桩顶构造承台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承台大小、配筋。下承台与地下室底

板隔离的措施；

塔身底节（基础节或预埋节）与混凝土上承台（或钢平台）的连接做法。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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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塔吊基础施工及验收  
第一节    塔吊基础的施工时机、塔吊的安装时间

第二节    灌注桩施工及钢格构柱制作安装

除一些常规施工方法外，还应阐述格构柱垂直度、格构钢柱四个立面的平面度的

保证措施。

第三节    上承台或柱顶钢平台的施工

应包括预埋节或基础节预埋件施工技术措施或者塔身底节与钢平台的连接施工技

术措施。

第四节    土方开挖及格构柱支撑安装施工

第五节    下混凝土承台的施工

第六节    施工质量控制及验收要求

分别阐述灌注桩、格构柱、承台、预埋等的质量控制及检查验收要求。



基础的钢筋绑扎后，应做隐

蔽工程验收，验收合格后方

可浇筑混凝土。隐蔽工程应

包括塔吊基础节的预埋件或

预埋节等。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柱端中心线对轴线的偏差 20 用吊线和钢尺检查

柱基准点标高 ±10 用水准仪检查

柱轴线垂直度 0.5H/100且≤35 用经纬仪和钢尺检查

注：表中H为格构式钢柱的总长度。

表-钢立柱安装的允许偏差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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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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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计算书

1、桩承载力验算（抗压承载力、抗拔承载力、桩配筋验算）；

2、格构柱验算；

3、承台（混凝土承台或钢平台）验算。



第十章   附图和附件

1、塔吊基础（桩、格构柱、钢平台、承台等）做法图纸、节点详图；

2、施工总平面布置图（明确各塔吊的位置）；

3、各塔吊桩位、基础具体位置图（应标注与轴线的尺寸）；

4、塔吊基础与支护结构、塔吊基础与地下室结构的相互关系图；

5、勘探孔平面布置图、各塔吊对应的勘探孔剖面图；

6、地基土物理力学性质参数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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