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读《建筑施工承插型轮扣式模板支架安全技术规程》 
建设施工安全  

     《建筑施工承插型轮扣式模板支架安全技术规程》TCCIAT0003-2019，为中国建筑业协会团体标

准，本标准由中国建筑业协会委托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发行，自 2019 年 4 月 1 日实施。 

一、总则 

采用承插轮扣式模板支架的支撑高度不应大于 8m。 

 

二、材料要求 

 

1.轮扣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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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杆轮扣盘为可连接水平 4 个方向端插头的圆环形孔板。(条文说明：轮扣盘厚度 t 不小于 10mm，宽

度 a 最窄处不得小于 10mm，外形尺寸不应小于 120mm。) 

2.立杆钢管规格宜为 ϕ48.3mm×3.6mm，水平杆钢管规格不应小于 ϕ48.3mm×3.0mm。(注：a 钢

管壁厚允许偏差执行《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GB/T  3091-2015 的规定，钢管壁厚（t）允许偏

差为±10%，即立杆钢管壁厚最小不得小于 3.24mm，水平杆钢管壁厚最小不得小于 2.7mm。b.《直

缝电焊钢管》GB/T 13793 中，钢管壁厚（t）允许偏差为±7.5%。c.《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

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231-2010 中，立杆 ϕ60mm×3.2mm 和 ϕ48mm×3.2m，水平杆 ϕ48mm×

2.5mm 和 ϕ42mm×2.5mm。) 

3.立杆轮扣盘间距宜按 0.6m 模数设置  

 

立杆轮扣盘间距示意图 

 

4.水平杆长度宜按 0.3m 模数设置。  

 



5.可调托撑、可调底座可调托撑、可调底座的钢板宜采用 Q235B 钢板制作，可调托撑钢板厚度不应小

于 5mm，可调底座钢板厚度不应小于 6mm；可调托撑托板应 设置开口挡板，挡板高度不应小于

40mm；可调底座钢板的长度和宽度不应小于 150mm。  

 

可调托撑、可调底座钢板应与螺杆环焊，托板下应设置加劲板；受压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小于 40kN。  

三、构造要求 

1.当有稳固既有结构时，模板支架应与稳固既有结构可靠连接，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1）竖向连接

间隔不应超过 2 步，宜优先布置在有水平剪刀撑的水平杆层；（2）水平方向连接间隔不宜大于 8m；

（3）当遇柱时，宜采用扣件式钢管抱柱拉结，拉结点应靠近主节点设置，偏离主节点的距离不应大于

300mm。（注：本条与《建筑施工临时支撑结构技术规范》JGJ 300-2013 第 5.1.6 条一致。《建筑

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JGJ162-2008）6.2.4-6 规定：按水平间距 6-9 米、竖向间距 2-3 米与建筑

物设置一个固结点。）  

 



2.模板支架立杆基础不在同一高度时，必须将高处的扫地杆与低处水平杆拉通；当立杆需要加密时，

非加密区立杆、水平杆应与加密区间距互为倍数；加密区水平杆应向非加密区延伸不少于 2 跨；当模

板支架跨度为一跨时，模板支架侧向应采取可靠的稳固措施。  

 

3.侧向无可靠连接的模板支架高宽比不应大于 3。当高宽比大于 3 且 四周不具备拉结条件时，应采取

扩大架体下部尺寸或其他构造措施。（注：《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231-2010  第 6.1.4 条规定高宽比不宜大于 3；《建筑施工临时支撑结构技术规范》JGJ 300-2013

第 5.1.8 条：当高宽比大于 3，且四周无可靠连接时，已设置揽风绳或其他防倾覆措施。《建筑施工碗

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66-2008 第 6.2.5 条： 高宽比应小于或等于 2，当高宽比大于 2

时，可采取扩大架体下部尺寸或其他构造措施。《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 第 6.9.7 条：支撑架高宽比大于 2（2.5）时，应进行刚性连接。支撑架高宽比不应大于 3。） 

 



4.水平杆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1）模板支架水平杆必须按步纵横向通长满布设置，不得缺失；（2）

模板支架应设置纵向和横向扫地杆，底步水平杆作为扫地杆距地高度（h1）不应超过 550mm；（3）

水平杆的步距不得大于 1.8m。 

 

5.立杆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1）立杆间距不得大于 1.2m；（2）立杆接头应采用带专用外套管的立杆

对接，外套管开口朝下；（3）立杆的插接接头宜交错布置，两根相邻立杆的接头不宜设置在同步内。 

 

6、可调托撑伸出顶层水平杆的悬 臂长度（h2）严禁超过 650mm；可调托撑螺杆伸出长度不应超

300mm，插入立杆的长度不应小于 200mm；可调托撑上的主楞梁应居中， 其间隙每边不大于 2mm。

(注：本条既规定了支架立杆顶部插入可调托撑后，其伸出顶层水平杆的悬臂长度的限值，又限定了可

调托 撑丝杆外露长度，以保证支架立杆的局部稳定性。《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2011）  6.9.1 条：立杆伸出顶层水平杆至支撑点的长度 a 不应超过 0.5m。《建筑施工模

板安全技术规范》（JGJ162-2008）6.1.9 条：螺杆伸 出钢管顶部不得大于 200mm。《建筑施工碗

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66-2008 第 6.2.1 条：可调螺杆伸出顶层水平杆的长度不得大

于 0.7m。《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231-2010 第 6.1.5 条：可调托座

悬臂长度严禁超过 650mm，丝杆外露长度严禁超过 400mm，插入不小于 150mm。《建筑施工临

时支撑结构技术规范》JGJ 300-2013 第 5.1.5 条：悬臂长 度不宜大于 500mm。) 

 

7.模板支架支撑高度（H）不大于 3m 且楼板厚度（D）不大于 200mm 且梁截面面积（SL）不大于

0.2m2 时，可采用无剪刀撑框架式支撑结构；如超出此规定，应采用有剪刀撑框架式支撑结构 ;当模板

支架支撑高度（H）大于 5m 或楼板厚度（D）大于 350mm 或梁截面面积（SL）大于 0.5m2 时，应

组织专家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注：采用无剪刀撑框架式支撑结构根据《建筑施工临时支撑结构

技术规 范》JGJ 300-2013 第 5.2.4-1 条执行，本规程将搭设高度由 5m 改为 3m；200mm 厚的楼

板结构自重标准值为 5kN/m2，与《建筑施工临时支撑结构技  术规范》JGJ 300-2013 第 5.2.4-2 条

规定一致；规程同时增加了梁截面面积的要求。专项方案技术论证除支撑高度定为 5m 以外，其余要

求与《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37 号）

基本一致，本规程对线荷载和面荷载进行了计算，按楼板厚度、梁截面面积规定更加细致，便于执行。) 



 

 

8.模板支架的地基应符合下列规定（1）搭设场地应坚实、平整；应有排水措施，防止产生不均匀沉降；

地基承载力应满足受力要求；（2）立杆支架底部应设置木垫板，木垫板厚度应一致且不得小于 50mm、 

宽度不小于 200mm、长度不小于 2 跨。（3）立杆支架在混凝土结构上时，立杆底部宜设置槽钢垫

板或木垫板， 垫板长度不小于 2 跨。 

 

9.剪刀撑设置（1）模板支架的剪刀撑可采用扣件式钢管进行搭设。（2）竖向剪刀撑的布置应符合下

列规定：a、模板支架外侧周圈应连续布置竖向剪刀撑；b、模板支架中间应在纵向、横向分别连续布

置竖向剪刀撑；竖向剪刀撑间隔不应大于 6 跨，且不大于 6m；每个剪刀撑的跨数不应超过 6 跨，且

宽度不大于 6m（图 6.2.3、图 6.2.4）；c、竖向剪刀撑杆件底端应与垫板或地面顶紧，倾斜角度应在

45~60°之间，应采用旋转扣件每步与立杆固定，旋转扣件宜靠近主节点，中心线与主节点的距离不宜

大于 150mm。（3）高度超过 5 米应设水平剪刀撑，并应符合下列规定：a、顶步必须连续设置水平

剪刀撑，底步应连续设置水平剪刀撑；b、水平剪刀撑的间隔层数不应大于 6 步且不大于 6m，每个剪



刀撑的跨数不应超过 6 跨且宽度不大于 6m（图 6.2.3、图 6.2.4）；c、水平剪刀撑宜布置在竖向剪刀

撑交叉的水平杆层；d、水平剪刀撑应采用旋转扣件每跨与立杆固定，旋转扣件宜靠近主节点。  

 

四、荷载要求 

1.荷载分类  

 

2.荷载取值  

 

3.荷载组合  



 

五、设计计算 

1、立杆计算长度  

 

2、立杆稳定性（1）模板支架立杆为轴心传力方式且不组合风荷载时：  

 

（2）模板支架立杆为偏心传力方式或组合风荷载时：  

 

     M 为风荷载作用弯矩和立杆偏心弯矩之和：  



 

（3）当水平杆与立杆采用扣件连接时，立杆应按不小于 50mm 的偏心距进行承载力计算  

 

轮扣式支模架现场常见形式 

 

梁高小于 400mm 梁底搭设示意图 

 

梁高大于 400mm 梁底搭设示意图 1 



 

梁高大于 400mm 梁底搭设示意图 2 

外墙脚手架：       

主要结构构成：立杆、横杆（水平杆）、斜杆（竖向斜杆）、定位杆（水平斜杆）、脚踏板、楼梯、扶手、

可调底座、挡脚板。 

双排外墙脚手架搭设高度不宜超过 24 米，水平杆步距宜选用 1.8m 或 2 米，立杆纵距不宜超过 2.1m，立

杆横距宜选用 0.9m 或 1.2m。 

架体外侧纵向每五跨设置竖向斜杆，或设置扣件剪刀撑，无挂扣脚踏板的水平层应每五跨设置水平斜杆。 

连墙件应使用刚性杆件，水平间距应不大于 3 跨，架体与主体结构外侧面不宜大于 300mm。 

 



盘扣式脚手架组成及使用案例图文详解： 

一、组成 

以 J60 支撑系统为例，支撑架分为立 销板杆及横杆、斜杆，圆盘上有八个孔，四个小孔为横杆专用；

四个大孔为斜杆专用。 定位杆横杆、斜杆的连接方式均为插销式的，可以确保杆件与立杆牢固连结。

横杆、斜杆 主杆接头特别依管的圆弧制造，与立杆钢管呈整面接触，敲紧插销后，呈三点受力(接连

接棒 

头上下二点及插销对圆盘一点)可牢牢固定增加结构强度并传递水平力，横杆头与横杆钢管身采用满

焊固定，力量传递无误。而 平主杆斜杆头为可转动接头，以铆钉将斜杆头与钢管身固定。至于立杆

的连接方式是以四 斜杆方管连接棒为主，而连接棒已固定在立杆上，不用另外的接头组件来组合，

可省却 标准基座材料遗失及整理的麻烦。 

二、安装简单。盘扣式脚手架的搭装拆卸及其简单，只需一把小锤子就可以施工。三名工人，两把锤

子每天可以搭建 300 立方米。不但节约了人工成本，而且不会有零散件丢失的现象发生。让客户一

次投入终身受益。 

叁、应用范围广泛，一器多用。 

盘扣式脚手架承载力大，搭建灵活多变。可用于房屋，桥梁，地铁，舞台的搭建。也可用于移动式脚

手架的搭建使用。配合上爬梯和踏板，用途广泛。 

四、外观像好看，使用时间长。 

由于盘扣式脚手架使用内外热镀浸锌工艺进项处理，保证了产品的高防腐性，20 年不长锈。既美观

有提高使用年限。是我国重点推广的建筑使用器材。 

完善的工程规划设计及先进的施工方式是提升工程品质的必备因素。盘扣式脚手架系统能满足不同地

形和建物的需要作弹性设计，其多变化的组合与搭建，比传统碗扣脚手架负载稳定、安全、可靠；搭

建容易、施工快速，是目前最经济、有效、安全之系统脚手架。 

安全性 

1、立杆均使用 Q345B 低碳合金结构钢，比传统的脚手架所使用的 Q235 普碳钢管材质大幅提升 

2、完全模式结构，使得脚手架的施工质量受人为因素影响降低到最小 

3、产品全部采用热镀锌，有效的防治脚手架在使用过程中因材料腐蚀而造成承载力下降，确保产品

性能的一致性。 

施工便捷性 

1、不需或者仅需少量手动工具即可完成架体搭设，提高了施工效率 



2、高承载力的产品及完美的结构设计，与传统的脚手架用量相比，节省钢材用量 2/3 以上。 

3、施工效率与传统脚手架相比提高了 1 倍多，搭设用工量比传统脚手架节省了一半之多。 

完善的施工组织设计：专业公司、专业资质、专业的施工队伍、专业的生产管理，为您提供脚手架完

善的施工组织设计 

文明施工 

产品热镀锌，架体整体呈现银色外观，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上海为什么会用盘扣式脚手架？根据《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关于禁止外围护架体系和支撑架体系（高大支模工程）使用扣件式钢管脚手架的通知》

等通知规定上海、苏州、重庆应采用承插型盘扣式脚手架；为进一步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

理和现场文明施工，更多城市、地区的建筑工程全面推广采用盘扣式脚手架已成为未来发

展的必然趋势。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上海外环以内 10000 平方米及以上的房屋建筑

施工项目，全面采用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上海预计在 2021 年实行全市范围内采用

盘扣式脚手架。这意味着，未来上海市区大型建筑施工项目中，“传统钢管脚手架”将基

本退出历史舞台。 

 

外墙脚手架作为工地形象的第一印象，直观上也反映出工地的安全文明标准化施工水平。因此，大型

施工企业对外墙脚手架也越来越重视，比如上海建工集团自 2016 年便要求在上海市内工程上实施新



型脚手架及外挂安全网：采用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并对架体结构、节点处理及外挂安全防护网

的颜色、张挂方式等进行了规范化设计。这也是为什么在上海看到的外墙脚手架会有高级感的原因。 

 

传统扣件式钢管脚手架：搭拆操作繁琐、安全性差、人工成本高、易损耗。 

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搭拆效率高、可靠性及安全性好、节能环保、外观形象好。 

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是具有自锁功能的直插式新型钢管脚手架，作为外墙脚手架使用，一般有以

下构件组合而成：①立杆、②水平杆、③斜杆、④可调底座、⑤拉墙杆、⑥钢脚手板、⑦楼梯件、⑧

踢脚板、⑨悬挑基础梁、⑩槽钢、⑪拉环。 

 

盘扣式脚手架特点 

特点： 

◆多功能。根据具体施工要求，能组成模数为 0.5m 的多种组架尺寸和荷载的单排、双排脚手架、支

撑架、支撑柱等多种功能的施工装备，并能做曲线布置。 



◆结构少，搭建及拆卸方便，基本结构和专用部件，可使该系统能适应用于各种结构建筑物。 

◆经济性，节约工时成本。施工拼接速度比碗扣式脚手架快 0.5 倍，减少劳动时间与劳动报酬，减少

运费使综合成本降低。 

◆接头构造合理，作业容易，轻巧简便。 

◆承载力大。立杆轴向传力，使脚手架整体在三维空间、结构强度高、整体稳定性好、圆盘具有可靠

的轴向抗剪力，且各种杆件轴线交于一点，整体稳定强度比碗扣式脚手架高 200%。 

◆安全可靠。采用独立楔子穿插自锁结构。由于互锁和重力作用，即使插销未被敲紧，水平杆插头亦

无法脱出。插件有自锁功能，可以按下插销进行锁定或者拔下进行拆卸，加上扣件和支柱的接触面大，

从而提高了钢管的抗弯强度，并确保两者相结合时，支柱不会出现歪斜。 

◆综合效益好。构件系列标准化，便于运输管理。无零散易丢构件，损耗低，后期投入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