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点1：施工现场平面布置
分项 要点

内容

（1）项目施工用地范围内的地形状况；
（2）全部拟建建（构）筑物和其他基础设施的位置；
（3）项目施工用地范围内的加工、运输、存储、供电、供水供热、
排水排污设施以及临时施工道路和办公、生活用房；
（4）施工现场必备的安全、消防、保卫和环保设施；
（5）相邻的地上、地下既有建（构）筑物及相关环境；

原则

（1）平面布置科学合理，施工场地占用面积少；
（2）合理组织运输，减少二次搬运；
（3）施工区域的划分和场地的临时占用应符合总体施工部署和施
工流程的要求，减少相互干扰；
（4）充分利用既有建(构)筑物和既有设施，降低临时设施建造费
用
（5）办公区、生活区、生产区宜分区域设置；
（6）应符合节能、环保、安全和消防等要求。



知识点1：施工现场平面布置
分项 要点

设计要点

（1）设置大门（两个及以上），引入场外道路
（2）布置大型机械设备
（3）布置仓库、堆场【危险品仓库单独设置，离在建工程
不小于15m】
（4）布置加工厂[关联集中]
（5）布置场内临时运输道路

1）主干道单行道宽度不小于4m，双行道不小于6m；
2）木材厂两侧设6m宽通道，端头设12mx12m回车

场；
3）消防车道不小于4m ，载重车转弯半径≥ 15m；



知识点1：施工现场平面布置
分项 要点

设计要点

（6）布置临时房屋
现场宿舍内床铺不得超过2层，室内净高不得小于

2.5m，通道宽度不得小于0.9m，人均面积不应得小于
2.5m2，每间宿舍不得超过16人 。
（7）布置临时水、电管网和其他动力设施

施工平面
管理

（1）市区道路围挡高度不应低于2.5m；一般道路不应低
于1.8m；距离交通路口20m范围内的围挡，其0.8m以上
采取通透性围挡，并采取交通疏导和警示措施。
（2）现场大门设置门卫岗亭，24h值班。
（3）五牌一图：工程概况牌、安全管理、环境保护、绿色
施工、消防保卫管理人员名单及监督电话等制度牌、施工
现场总平面图。



知识点2：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用水管理

分项 要点

一般
规定

（1）设备≥5台或总容量≥ 50kw，应由电气工程技术人员编制用电组
织设计，相关部门审核，并经具有法人资格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批准，
现场监理签认后实施
（2）用电组织设计须编制、审核、批准部门和使用单位验收
（3）装饰装修工程或其他特殊阶段，应补充编制单项施工用电方案
（4）临时用电工程必须经编制、审核、批准部门和使用单位共同验
收，合格后方可技人使用
（5）室外220V灯具距地面≥3m，室内≥ 2.5m
（6）PE线上严禁设开关或熔断器，严禁通过工作电流，且严禁断线。

安全
用电

（1）≤36V：隧道、人防工程、高温、有导电灰尘、比较潮湿；灯具
离地面<2.5m等场所；吊装作业行灯照明
（2）≤24V：潮湿和易触及带电体场所的照明
（3）≤12V：特别潮湿场所、导电良好的地面、锅炉、人工挖孔桩



知识点2：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用水管理
分项 要点

配电箱

开关箱

（1）总配电箱应靠近电源，分配电箱应设在用电设备相对集
中
（2）分配电箱与开关箱的距离≤30m，开关箱与其控制固定式
用电设备的水平距离≤ 3m
（3）固定式配电箱、开关箱中点与地面的垂直距离应为1.4～
1.6m.移动式配电箱、开关箱宜为0.8m～1.6

配电线路

（1）电缆必须为五芯电缆，包含淡蓝、绿/黄两种颜色绝缘芯
线。淡蓝色 芯线必须用作N线（零线）；绿/黄双色芯线必须用
作PE线（地线），严禁混用。
（2）电缆线路埋地或架空敷设，严禁沿地面明设。
（3）室内非埋地明敷主干线距地面高度不得小于2.5m。
（4）室内配线必须有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



知识点2：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用水管理

分项 要点

施工临时
用水管理

（1）临时用水量包括：现场施工用水量、施工机械用水量
、施工现场生活用水量、生活区生活用水量、消防用水量
（起决定性）；同时应考虑使用过程中水量损失。
（2）铺设越短越好；主要管线采用环状布置，孤立点设支
线。
（3）临时室外消防给水干管的直径不应小于DN100，消火
栓间距不应大于120m;距拟建房屋不应小于5m且不宜大于25
m，距路边不宜大于2m。



知识点3：绿色建筑评价
分项 要点

绿色建

筑评价

（1）以单栋或建筑群为评价对象。绿色评价应在建设工程
竣工后进行。在建筑工程施工图完成后，可进行预评价。
（2）评价指标体系由安全耐久、生活便利、健康舒适、环
境宜居、资源节约指标组成。

绿色等级
【基本级、
一星、二

星、三星】

 0 1 2 3 4 5 10AQ Q Q Q Q Q Q Q      



知识点4：绿色施工要点
分项 要点

节水
要点

（1）施工中采用先进的节水施工工艺。
（2）搅拌、养护用水采取节水措施、设置循环用水装置。
（3）使用节水型产品，确定用水定额指标，并分别计量。
（4）机具、设备、车辆冲洗、绿化等用水，优先非传统水源，力争
施工中非传统水源和循环水的再利用量大于30%。
（5）保护地下水环境。抽水量>50万m3,进行地下水回灌。

节地
要点

（1）临时设施占地面积按最低面积设计。临时设施占地面积有效利
用率大于90%。
（2）对深基坑施工方案优化，减少开挖和回填量。
（3）红线外尽量使用荒地、废地，少占用农田和耕地。
（4）充分利用原有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
（5）永久道路和临时道路相结合原则布置。施工现场内形成环形通
路，减少道路占用土地。



知识点5：现场消防管理
编织者 编制内容 审批者

一级 项目负责人 防火安全技术方案 企业安全管理部门

二级 项目责任工程师 防火安全技术措施 项目安全管理部门和项
目负责人

三级 所在班组 动火申请表 项目责任工程师和项目
安全管理部

一级动火：
①禁火区域内;
②油罐、油箱、油槽车和储存过可燃气体、易燃液体的容器及与其连
接在一起的辅助设备;
③各种受压设备;
④危险性较大的登高焊、割作业;
⑤比较密封的室内、容器内、地下室等场所;
⑥现场堆有大量可燃和易燃物质的场所。



知识点5：现场消防管理
分项 要点

消防器材

的配备

（1）临时搭设的建筑物区域内每100㎡配备2只10L灭火器
（2）临时设施总面积超过1200㎡，配有专用太平桶、 积水
桶（池）、黄沙池
（3）木料间、油漆间、木工机具间，每25㎡配备一只灭火器
（4）仓库、油库、危险品库或堆料厂内：每组灭火器≥4个，
每组灭火器之间的距离≤30m
（5）消防水源进水口一般不应少于两处。
（6）消防箱内消防水管长度不小于25m。

灭火器的

设置

（1）灭火器的铭牌必须朝外
（2）手提式灭火器设置在挂钩、托架上或消防箱内，其顶部
离地面高度应小于1.50m，底部离地面高度不宜小于0.15m
（3）手提式灭火器应正面竖直放置
（4）从灭火器出厂日期算，达到报废年限强制报废。



知识点5：现场消防管理
分项 要点

重点

部位

防火

要求

（1）易燃材料仓库设水源充足、消防车能驶到，设下风方向
（2）明火与易燃材料之间，至少应保持30m的防火间距
（3）易引起火灾，将库房内、外按每500m2 分段设立防火墙
（4）可燃材料库房单个房间建筑面积不应超过30m2，易燃易爆危险品库
房不应超过20m2，房间内任一点至最近疏散门的距离不应大于10m，房门
的净宽度不应小于0.8m
（5）电缆一般应埋入地下；设置架空电力线， 架空电力线与露天易燃物
堆垛最小水平距离不应小于电杆高度1.5 倍
（7）仓库或堆场所使用照明灯具与易燃堆垛间至少保持1m
（8）安装的开关箱、接线盒，应距离堆垛外缘不少于 1.5m
（9）仓库或堆料场严禁使用碘钨灯
（10）油漆调料间应通风良好，并应采用防爆电器设备，室内禁止一切火
源，不能兼做更衣室和休息室
（11）调料人员应穿不易产生静电工作服、不带钉子的鞋



知识点6：安全警示牌

分项 要点

类型 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指令标志和提示标志

设置
原则

（1）施工现场安全警示牌的设置应遵循“ 标准、安全、
醒目、便利、协调、合理”的原则。
（2）多个安全警示牌在一起布置时，应按警告、禁止、
指令、提示类型的顺序，先左后右、先上后下进行排列。
各标志之间的距离至少应为标志牌尺寸的0.2倍。



知识点7：施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分项 要点

类型

（1）各类上岗证书的初审、复审培训
（2）三级教育（企业、项目、班组）
（3）岗前教育
（4）日常教育
（5）年度继续教育

岗前

教育

培训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2）安全操作规程
（3）针对性的安全防护措施
（4）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的后果
（5）预防、减少安全风险及应急救援的基本知识、方法和措施



知识点7：施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分项 要点

安全
生产
费用
管理

（1）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包括资金的提取、申请、审核审批、
支付、使用、统计、分析、审计检查等工作内容。
（2）安全生产费用内容包括：
1）安全技术措施费用；2）安全教育培训费用；
3）劳动保护费用；4）应急准备费用；
5）必要的安全评价、监测、检测、论证费用。



知识点8：施工安全检查与评定

安全检查

检查
内容

查安全思想、查安全责任、查安全制度

查安全措施、查安全防护、查设备设施、查教育培训

查操作行为、查劳动防护用品和查伤亡事故处理

检查
形式

节假日前后检查、定期检查、设备设施检查

季节性检查、经常性检查、开工、专业检查、复查检查

检查
方法 听、问、看、量 、测、运转试验



知识点8：施工安全检查与评定

项目 保证项目

安全
管理

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教育、安全技术交底、安全检查、施工
组织设计及专项施工方案、应急救援

文明
施工

现场防火、现场办公与住宿、现场围挡、封闭管理、材料管理、
施工场地

高处
作业

安全帽、安全网、安全带、洞口防护、通道口防护、临边防护、
攀登作业、悬空作业、移动式操作平台、悬挑式物料钢平台

物料
提升
机

附墙架与缆风绳、钢丝绳、安全装置、安拆、防护设施、验收
与使用



知识点8：施工安全检查与评定

等级 其他要求 分数要求

优良 分项检查评分表无零分 且汇总表≥80分

合格 分项检查评分表无零分 且80分>汇总表≥70分

不合格 分项检查评分表得零分 或汇总表<70分

注：等级为不合格时，必须限期整改达到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