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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印发《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

生产标准化管理图集》的通知

京建发〔2017〕107 号

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委，东城、西城区住房城市建设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局，各集团、总公司，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国务院安委会科技创安战略方针，有效提升施工现场标准化水平，实现创安、提质、添绿、

增效的目标，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组织编制了《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图集》（以
下简称《图集》），在全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施工照明、绿色施工、施工机具、消防设施、
生活区管理、脚手架、安全教育培训、智能化安全管理系统等方面进一步推广应用标准化、定型化的设
备和设施。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本《图集》中加“★”符号代表申报创建“北京市绿色安全样板工地”时必须应用的项目。市、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进行“北京市绿色安全样板工地”现场验收时应对照本《图集》进行检查，未严格按照《图
集》施工的不得被评为“北京市绿色安全样板工地”。
二、本《图集》中加“☆”符号代表在全市施工现场推荐应用的项目，鼓励全市在施及新开工的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结合实际情况，自行选择应用。
三、施工单位按照《图集》进行施工时应坚持“安全、环保、节能、回收”的原则。
四、建设单位应督促施工单位积极按照《图集》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施工，并保障开展安全生产标

准化施工的必要费用。监理单位应监督施工单位按照《图集》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施工管理。

特此通知。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7 年 3月 24



附件：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图集

                                                                  

编  制  说  明
    
为加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和绿色施工管理工作，切实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全面提高安全

生产和绿色施工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根据《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结
合本市工程项目实际情况，编制《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图集》。
本图集主要内容包括：1. 防护设施；2. 照明设施；3. 绿色施工；4. 施工机具；
5. 消防设施；6. 生活区管理；7. 脚手架；8. 安全教育培训；9. 智能化安全管理系统。
一、《图集》编写原则
1.在满足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范、标准要求的同时，力求做到简单实用，便于维护、可周转、工具化。
2. 充分考虑到项目成本及全市标准化施工管理水平的差异，每项标准化设施（系统）确定了 1至 4

种实施方案，供施工单位选择。
二、《图集》推广使用要求
1. 本《图集》中加“★”符号代表申报创建“北京市绿色安全样板工地”时必须应用的项目；加“☆”

符号代表在全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推荐应用的项目。
2. 图集所选用防护设施的材料必须满足刚度、厚度及侧向冲击力等规范要求。《图集》中所示内容



与标准规范相悖时，应按照标准规范要求执行。
3. 本《图集》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三、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主席令 第十三号 ) 
2.《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393 号） 
3.《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建质〔2009〕87 号）
4.《绿色施工导则》（建质 [2007]223 号）
5.《施工升降机安全规程》（GB10055）
6.《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GB50656）
7.《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50720）
8.《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GJ/146）
9.《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JGJ46）
10.《施工现场临时建筑物技术规范》 （JGJ/T188）
11.《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202）
12.《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
13.《建筑施工扣件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 ）
14.《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33 ）
15.《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 



16.《北京市建筑工程施工安全操作规程》（DBJ01-62）
17.《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资料管理规程》（DB11/383）
18.《建筑工程临建房屋应用技术标准》（DB11/693）
19.《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防护、场容卫生及消防保卫标准》（DB11/945）
20.《绿色施工管理规程》（DB11/513）
21.《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 （市政府令 第 247 号）
22.《关于在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开展安全防护标准化工作的通知》（京建法〔2014〕7号）
本《图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修订解释。

主编单位：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参编单位： 中国建筑一局 ( 集团 ) 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十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北华宇建筑工程公司
                   北京天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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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护设施
（一）临时设施

1. 施工现场围挡（墙）★

（图一）围挡板示意图 （图二）市政工程围挡板示意图 （图三）建筑工程围挡板示意图

说明：     

1. 施工现场围挡（墙）应封闭、完整、牢固、美观，高度不得低于 2500mm，围墙材质应采用专用
金属定型材料或砌块砌筑。施工单位应当对围挡进行维护，每半年粉刷或更新一次；
2. 围挡砌筑、安装前应编制方案，经审批后实施；
3. 市政工程距离交通路口 20m范围内设置施工围挡的，围挡 1m以上部分应采用通透性围挡，不可

影响交通路口行车视距（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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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公示牌宜采用不锈钢材加工，立柱直径 63mm、高 1800mm；
    2. 公示牌四框尺寸：不小于 600mm×800mm；
    3.创建“北京市绿色安全工地”或“北京市绿色安全样板工地”公示牌应采用白底红字，清晰醒目。

2. 施工现场公示标牌★

施工现场大门口外侧明显位置处应设以下标牌：
1. 建设工程参建单位、监督机构及负责人公示牌；
2. 土方施工工程参建单位及负责人公示牌（土方施工

阶段）；
3. 扬尘治理和建筑垃圾处置责任公示牌；
4. 本工程创建“北京市绿色安全工地”或“北京市绿

色安全样板工地”公示牌 。

（图一）公示标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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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现场管理公示标牌★

施工现场大门内侧明显位置处应设以下标志牌：
1. 工程概况牌；
2. 施工现场总平面布置图；
3. 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4. 施工现场消防保卫管理制度；
5. 施工现场绿色施工管理制度；
6. 施工现场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7. 施工现场重大危险源公示栏；
8. 公共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图；
9. 施工现场安全宣传、评比、曝光栏。

（图一）管理标牌示意图
说明：

1. 公示牌宜采用不锈钢材加工，立柱直径 76mm，高 2300mm；
2. 公示牌四框尺寸：高 1200mm、宽 9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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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现场临建房屋

（1）办公区临建房屋☆

（图一）模块化箱式外置楼梯拼装房实物图 （图二）模块化箱式内置楼梯拼装房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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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活区临建房屋☆

（图一）彩钢板内置楼梯活动房效果图 （图二）彩钢板外置楼梯活动房效果图

说明：

1. 临建房屋应满足安全、消防、卫生防疫、环境保护、防汛、防风、防火等要求；
2. 临建房屋整体应组合式连接，按照功能分别设计独立的标准房，配置标准通用的楼梯、通道、护

栏等设施；
3.临建房屋的设计、制作、安装、拆除、及使用应符合《建筑工程临建房屋应用技术标准》（DB11/693）

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生活区设置和管理规范（DB11/T1132）》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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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临边防护设施

1. 电梯井口防护栏★

 （图一）防护栏尺寸图  （图二）防护栏示意图 （图二）防护栏实物图

说明：

1. 电梯井口防护栏高度不得低于 1500mm，底部安装高度不小于 180mm挡脚板，竖向栏杆间距不
大于 120mm；
2. 电梯井口防护栏四角采用膨胀螺栓与结构墙体四角固定；
3. 防护栏外侧悬挂安全警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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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临边防护栏

（1）网片式防护栏★

（图一）网片式防护栏杆尺寸图 （图二）网片式防护栏杆示意图

说明：

1. 立柱选用截面长、宽不小于 40mm，厚度不小于 2.5mm的方形钢管，在上下两端约 250mm处
焊接不小于 50×50×5mm钢板连接外框，连接板采用不小于M6普通螺栓固定连接；
2. 外框选用截面长、宽不小于 30mm的方形钢管；焊接钢丝网钢丝直径不小于 2.5mm，网孔边长

不大于 20mm；
3. 立柱的固定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4.（图一）说明：1—立柱；2—外框；3—焊接钢丝网；4—螺栓连接；5—底座；6—挡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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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格栅式防护栏★

（图一）格栅式防护栏尺寸图 （图二）格栅式防护栏效果图

说明：

1. 立柱选用截面长、宽不小于 40mm，厚度不小于 2.5mm的方形钢管，在上下两端约 250mm处
焊接不小于 50×50×5mm钢板连接外框，连接板采用不小于M6普通螺栓固定连接；
2. 外框、竖杆选用截面长、宽不小于 30mm的方形钢管；竖杆间距应不大于 200mm；
3. 立柱的固定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4.（图一）说明：1—立柱；2—外框；3—立杆；4—螺栓连接；5—底座；6—挡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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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钢管防护栏★

（图一）钢管防护栏杆尺寸图 （图二）钢管防护栏杆效果图

说明：

1. 立杆、横杆采用Ф48.3×3.6mm 的钢管，防护栏应搭设二道护身栏，第一道栏杆离地
1200mm，第二道栏杆离地 600mm，立杆高度 1300mm，立杆间距不得大于 2000mm；
2. 立杆的固定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3. 密目式安全网挂置在钢管防护栏杆的内侧；
4.（图一）说明：1—钢管；2—密目式安全网；3—底座；4—挡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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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装式防护栏★

（图一）组装式防护栏尺寸图 （图二）组装式防护栏示意图

说明：

1. 直角弯头、三通、四通套管均为等边尺寸，采用Ф57×3.5mm的钢管，承插连接采用M8紧定
螺钉固定；
2. 立杆、水平杆采用Ф48.3×3.6mm的钢管；
3. 立杆的固定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4.（图一）说明：1—90°弯头；2—三通；3—四通；4—直通；5—立杆；6—水平杆；7—底座；8—

挡脚板 ； 9—密目式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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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楼梯防护栏★

（图一）楼梯防护栏尺寸图 （图二）楼梯防护栏效果图

说明：

1. 分层施工的楼梯口和梯段边，以及未安装正式楼梯防护栏杆前，应搭设高度不低于 1200mm的
防护栏杆，喷刷红白相间安全警示色；
2. 立杆的固定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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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护棚

1. 配电室★

（图一）配电室效果图 （图二）配电柜正立面尺寸图 （图三）配电柜侧立面尺寸图

说明： 

1. 配电室内应保证自然通风，并应采取防止雨雪和动物侵入的措施；
2. 配电室的建筑物和构筑物的耐火等级不低于 3级，门口外配置砂箱和干粉灭火器；
3. 配电室的门应向外开启，配电室的照明分别设置日常照明和应急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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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电箱防护棚★

（图一）防护棚效果图 （图二）防护棚尺寸图 （图三）配电箱效果图

说明：

1. 配电箱防护棚可采用方管加工制作，并做好保护接零；
2. 顶部采用硬质防护，并设不小于 5%坡度的排水坡，上层满铺不小于 50mm厚的脚手板；
3. 防雨防砸层四周外立面设宽出防护棚 200mm的防雨檐，高度不小于 300mm。防护棚刷红白相

间警示色。正面设用电安全警示标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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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关箱★

（图一）固定式开关箱位置
设置示意图

（图二）支腿式开关箱效果图 （图三）移动式开关箱效果图

说明：

1. 固定式、支腿式开关箱在室外状态下，宜按配电箱防护棚要求设置防雨防砸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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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钢筋加工防护棚

（1）钢筋加工防护棚（厂棚式）★

（图一）钢筋加工防护棚尺寸图 （图二）钢筋加工防护棚效果图

说明：

1.在塔吊起重臂旋转半径范围以内应采取双层防护，满铺脚手板或模板，斜面铺设彩钢瓦等防雨材料。
装、拆采用螺栓连接；
2. 防护棚各杆件及立杆基础应按设计方案施工，应有防止倾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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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钢筋加工防护棚（站台式）★

（图一）钢筋加工防护棚尺寸图 （图二）钢筋加工防护棚效果图

说明：

1. 施工现场钢筋加工设施设备应采取防雨防砸双层防护，防护棚总高不小于 3500mm，宽度依据现
场场地确定，但不大于 5米。钢筋加工棚立柱下方需要做混凝土基础，应具有防倾覆能力；
2. 防护棚采用工字钢、方管等型材加工，组合式连接，防护棚喷涂安全警示标志；
3. 防护棚及基础应按设计方案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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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型机械加工防护棚★

（图一）小型机械加工防护棚尺寸图 （图二）小型机械加工防护棚效果图

说明：

1. 塔吊作业半径内小型机械作业应搭设双层防护棚，防护方式采用钢筋棚的做法，材质及规格不变，
高度为 3000mm；
2. 防护棚及基础应按设计方案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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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木工加工防护棚★

（图一）木工加工防护棚尺寸图 （图二）木工加工防护棚效果图

说明：

1. 木工加工防护棚应独立设置，燃烧性能等级应为 A级，设门窗和防爆灯具，地面硬化，应列为重
点防火部位，在塔吊作业范围内的防护棚，应设防雨防砸层，防砸层满铺 500mm厚的脚手板，棚顶喷
涂安全标识；
2. 防护棚内宜增设防尘降噪措施，门外应配备灭火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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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现场饮水（休息）处防护棚 ★

 （图一）饮水（休息）处防护棚尺寸图 （图二）饮水（休息）处防护棚效果图

说明：

1.饮水（休息）处防护棚应采用燃烧性能为A级或B1级的材料搭建，上方应有防雨防砸措施，喷刷、
张挂安全标识，并配备灭火器、垃圾桶等；
2. 饮水（休息）处应配备安全可靠的电热水器，并在远离易燃场所，不得在塔吊回转半径内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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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防护设施   

1. 安全通道防护棚

（1）工具式安全通道防护棚★

（图一）工具式安全通道防护棚尺寸图 （图二）工具式安全通道防护棚效果图

说明：

1. 安全通道尺寸：高度≥ 3500mm，洞口两边宽度不小于 1000mm；安全通道采用方管加工，组
合式连接，全封闭；
2. 安全通道上方铺设双层 50mm脚手板，挂安全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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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钢管式安全通道防护棚☆

（图一）钢管式安全通道防护棚尺寸图 （图二）钢管式安全通道防护棚效果图

说明：

1. 交叉作业或施工现场邻街部位，即在施工过程中可能对施工现场及外部人员造成危害时，应搭设
临时防护棚；
2. 处于塔吊起重臂半径内的办公区、生活区等临建设施，应设置双层硬质防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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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具式施工人行马道☆

（图一）工具式施工人行马道尺寸图 （图二）工具式施工人行马道效果图

说明：

1. 施工人行马道材料依据设计方案及计算书；
2. 施工人行马道标准节整体焊接，标准节之间采用螺栓组装或采用定型构配件承插连接；
3.市政、路桥、基坑、地下暗挖、竖井工程等上下人员通道宜制作工具式专用马道，喷刷安全警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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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室内电梯井操作平台

（1）电梯井操作平台（插杠式）☆

（图一）平台插杠尺寸图 （图二）平台效果图 （图三）平台插杠效果图

说明：

1. 电梯井操作平台应牢固可靠，固定支撑插杠应使用不小于14#的工字钢。操作平台放置在插杠上，
工字钢插杠插入墙内侧长度不少于 300mm，插杠插孔应满足设计要求；
2. 施工过程中，应按设计要求，控制施工荷载；
3. 电梯井操作平台应编制专项方案，禁止施工现场自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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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梯井操作平台（自卡式）☆

（图一）电梯井操作平台尺寸图 （图二）电梯井施工平台效果图

说明：

1. 电梯井自卡式操作平台应编制专项方案，禁止施工现场自行加工；
2. 施工过程中，应按设计要求，严格控制施工荷载，禁止施工现场自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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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梯井道水平安全网设置★

（图一）钩头螺栓布置图 （图二）钩头螺栓尺寸图 （图三）钩头螺栓安装效果图

说明：   

1. 电梯井道首层应设置双层水平安全网，首层以上和有地下室的电梯井道内，每隔两层且不大于
10m增设一道水平安全网；
2. 电梯井道水平安全网安装应使用钩头螺栓，钩头螺栓用HPB300-φ16 以上圆钢冷弯加工，电梯

井内每根钢管两端对称分别设置不少于 2个钩头螺栓固定；
3. 钩头螺栓禁止施工现场自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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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照明设施 
（一）施工照明组合灯架☆

（图一）组合式灯架尺寸图 （图二）组合式灯架示意图

说明：

1. 灯架基础应有设计方案，固定牢固，应有防止倾覆措施，距基坑边不小于 2000mm；
2. 灯架底部，操作平台处需加绝缘胶垫；平台四周设置不低于 1200mm高的护身栏，做好接零及

避雷措施；架身设置爬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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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工道路太阳能路灯☆

（图一）太阳能路灯尺寸图 （图二）太阳能路灯效果图

说明：

1. 施工现场室外照明应优先选用太阳能及其它节能照明设施；
2. 施工现场室内照明设施应优先选用 LED灯具。



28

三、绿色施工  
（一）定型式车辆冲洗设施★

（图一）滚轴式洗轮机实物图 （图二）直喷式洗车机实物图

说明：

施工现场出入口应设置车辆冲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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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废水沉淀池★

（图一）废水沉淀池尺寸图 （图二）废水沉淀池示意图

说明：

1. 混凝土输送泵及运输车辆清洗处应设置沉淀池，废水不得直接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经二次沉淀后
循环使用
或用于场地洒水降尘；
2. 沉淀池应设置防护盖板，周围宜加装钢制防护拦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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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工现场降尘设备

1. 洒水清扫车☆

（图一）电动洒水车实物图 （图二）电动清扫车实物图

说明：

1. 洒水、清扫车辆适用于施工道路的清扫；
2. 施工现场应设置洒水清扫车，定时洒水、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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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喷雾炮☆

（图一）移动式喷雾炮示意图 （图二）移动式喷雾炮实物图

说明：

施工现场宜采用喷雾炮对施工现场进行降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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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喷淋系统☆

（图一）现场喷淋系统图 （图二）现场喷淋效果图

说明：

1. 施工现场主要道路两侧宜设置喷淋降尘系统；
 2. 喷淋系统宜利用再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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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钢板式箱型施工路面、预制砼路面☆

（图一）钢板吊环孔布置图 （图二）箱型路面排布置图

（图三）伸缩式吊环（拆装用吊环）实物图 （图四）铺设成型的道路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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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预制砼路面尺寸图 （图六）预制砼路面效果图

说明：

1. 钢板式箱型路面采用钢板、圆钢、槽钢等材料加工为标准板块，现场组合式拼装；
2. 钢板式箱型路面应具有一定承载能力，应满足消防及材料运输等承载要求，应设置防滑措施；
3. 预制砼路面铺设应平整稳固，
4. 施工道路两侧应设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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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筑垃圾存放站★

（图一）垃圾存放站尺寸图 （图二）垃圾存放站效果图

说明：

1. 施工现场应分别设置封闭式建筑垃圾存放站和生活垃圾存放站；
2. 垃圾存放站外需悬挂负责人标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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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施工现场移动厕所☆

（图一）移动厕所尺寸图 （图二）移动厕所效果图

说明：

1. 施工现场应合理设置移动厕所，应有专人负责清扫，并定期消毒；
2. 高层建筑施工超过 8层，宜每隔 4层设置一处移动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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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施工现场建筑垃圾消纳许可证、运输车辆准运证★

 （图一）北京市建筑垃圾消纳许可证图 （图二）北京市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准运证图

说明：

1. 建设 ( 拆除 ) 单位开工前要制定建筑垃圾、土方清运和处置作业方案，依法办理建筑垃圾消纳许
可证；
2. 建设 ( 拆除 ) 单位在施工前，应到属地市政市容部门申请办理建筑垃圾消纳许可证，并在施工现

场大门口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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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施工机具
（一）零散物料吊运箱★

（图一）零散构件吊运箱尺寸图 （图二）零散构件吊运箱示意图

说明：

1. 吊运箱用于吊运钢筋加工制品或零散物料，吊运物不得超出箱体沿口；
2. 框架采用不小于 L50×5角钢；吊环采用Ф16圆钢，与边框焊接的有效长度不小于 200mm；龙

骨采用Φ14@200 钢筋焊制，底面间距不大于 150mm，内铺不小于 1.2mm厚的钢板；
3. 吊运箱底面尺寸：长 1000mm 宽 800mm，顶面尺寸：长 1200mm 宽 1000mm；高度

750mm；
4. 吊运箱应根据验算结果，标明限重标识，箱体外侧喷刷红白相间警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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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工升降机

1. 施工升降机（接料平台）防护门★

（图一）施工升降机防护门门锁做法图 （图二）施工升降机防护门示意图

说明：

1. 施工电梯平台出口安装 1800mm 高对开式防护门，防护门采用钢管和钢网焊接而成，门与
外框采用套筒连接（外框可采用 DN32 钢管，横杆可采用 DN25 钢管）。门的下沿距平台不应超过
100mm；
2. 防护门朝向梯笼一侧设置门闩或自动锁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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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升降机楼层呼叫装置★

（图一）施工升降机呼叫系统显视屏图 （图二）施工升降机呼叫机图

说明：

施工升降机的每层平台出入口均应设呼叫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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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升降机司机指纹识别、人脸识别系统★

（图一）指纹识别设备图 （图二）人脸识别设备图

说明：

1. 为确保施工升降机专人操作，施工现场宜设置司机操作识别系统；
2. 施工升降机司机应按照设备自带识别系统在项目管理部门备案，录入识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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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消防设施
（一）现场消防设施

1. 室外消防设施警示灯★

（图一）消防柜示意图 （图二）消防栓示意图 （图三）消防栓接合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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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室内消防给水系统★

（图一）消防泵房示意图 （图二）消防泵系统图 （图三）楼层消防栓示

说明：

1. 各层结构内均应设置室内消火栓接口，消火栓接口设置在明显部位，方便操作；
2. 每个消火栓接口处应设消火栓箱，箱内应配备水带和水枪；
3. 施工现场消防系统执行《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5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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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中充电柜★

（图一）充电柜示意图 （图二）USB 充电柜示意图 （图三）插座充电柜示意图

说明：

1. 工人生活区应单独设置集中充电柜及充电专用房，并设专人管理；
2. 规格：充电柜尺寸 2000mm×1200mm×300mm，每个充电柜应设置独立漏电保护开关；
3. 充电柜可制成立柜式或悬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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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活区管理
（一）宿舍★

（图一）宿舍封闭管理布置效果图 （图二）宿舍内效果图

说明：

1. 宿舍应保持干净整洁，每张床头应设置床头卡，应设专人管理、监督，落实各项规章制度；
2. 宿舍内应张挂禁止吸烟标牌，室外张挂宿舍管理规定；在生活区可单独设置吸烟处；
3. 生活区宿舍内应设取暖、降温设施，电源线应在室外敷设，照明电源须使用 36V电源；
4. 宿舍区设置和管理执行《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生活区设置和管理规范》DB11/T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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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堂

1. 明厨亮灶☆

（图一）视频厨房示意图 （图二）明厨亮灶实物图

说明：

明厨亮灶就是通过透明厨房和视频厨房的建设，可直观看到菜品的切配烹饪、冷食类和生食类食品
加工、餐饮具消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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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油烟净化装置★

（图一）油烟净化装置示意图 （图二）油烟净化装置实物图

说明：

施工现场食堂应配备油烟净化装置；



48

3. 食品经营许可证★

（图一）从业人员法规
知识培训证

（图二）从业人员健康证 （图三）食品经营许可证

说明：

食堂应在就餐场所醒目位置悬挂或者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检查证和卫生法规知识培
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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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隔油池★

（图一）隔油池示意图 （图二）隔油池实物图

说明：

施工现场设置的食堂，用餐人数在100人以上的，应设置有效的隔油池，加强管理，专人负责定期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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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脚手架
（一）扣件式（落地）脚手架★

 （图一）脚手架支搭示意图 （图二）脚手架支搭效果图 （图三）脚手架转角
部位效果图

说明：

1. 脚手架立杆应采用黄色防锈漆涂刷；
2. 脚手架剪刀撑采用红白颜色漆交替涂刷；
3. 执行《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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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悬挑式脚手架★

（图一）U形螺栓固定图 （图二）悬挑钢梁示意图 （图三）悬挑式脚手架效果图

说明：

悬挑脚手架立杆、纵向水平杆、横向水平杆、扫地杆、剪刀撑、连墙件、脚手板、挡脚板、密目式安全网、
水平安全网、横向斜撑的搭设等执行《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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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着式升降脚手架★

（图一）架体整体示意图 （图二）架体内侧效果图 （图三）架体外侧效果图

说明：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搭设、组装、升降、监管执行《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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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安全教育培训
（一）体验式安全教育培训设施☆

（图一）安全体验区效果图 （图二）爬梯对比演示效果图 （图三）安全带使用体验
效果图

说明：

1. 有条件的施工现场宜建立体验式培训设施；
2. 施工现场设置的安全体验区的体验项目应执行《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推广体验式安

全培训教育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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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VR式安全教育培训系统☆

（图一）VR式安全培训设备示意图 （图二）VR式安全培训系统视觉效果图

说明：

有条件的施工现场宜设置安全管理VR式培训系统，提升作业人员安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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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智能化安全管理系统
（一）施工现场出入口人员识别系统★

（图一）实名制管理通道示意图 （图二）人脸识别闸机示意图

说明：

1. 施工现场大门应设置为封闭式，立柱不得低于 2800mm，门和门柱应喷刷企业标识；
2. 门扇可根据现场情况制作成推拉扇或平开扇，大门的尺寸可参考企业相关规范；
3.施工现场大门门扇不设小门，门柱一侧另设小门，并安装人员实名制识别系统，可采用刷卡、人脸、

指纹等识别系统。



56

（二）环境监测管理系统★

（图一）扬尘、噪声在线监测系统实物图 （图二）粉尘、噪声实时监测器实物图

说明：

施工现场应设置粉尘、噪声在线监测系统。



57

（三）安全语音提示设备☆

（图一）语音提示器示意图 （图二）语音提示器示意图 （图三）语音提示器示意图

说明：

施工现场安全通道入口处以及存在重大危险源的区域宜设置语音提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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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帽识别系统☆

（图一）安全帽识别管理系统图 （图二）安全帽识别
管理系统图

（图三）安全帽识别管理
系统图

说明：

施工现场可采用安全帽识别管理系统，未经过实名制管理系统注册登记的人员无法进入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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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管理系统☆

（图一）限位器在线
监测图

（图二）塔机安全运行监测
平台图

（图三）手机 APP 图

说明：

1. 施工现场可安装塔式起重机安全管控系统，功能应包括：设备安全监测、设备信息库、设备相关
操作管理、设备操作影像留痕、特种作业人员管理、隐患预警、数据统计。
2. 塔式起重机安全管控系统由产权单位进行安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