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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建筑工程施工的质量以及安全是现阶段建筑施工企业管理的重点内容。对我国建筑工程
施工来说,高大模板支撑体系的施工质量控制已然成为重点内容,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该体系施工的质
量,相关技术人员应该积累经验,不断地增强自身的安全意识,这样不仅能够有效提高相关施工项目的质
量与保障施工安全,还能够降低工程项目施工的成本。基于此,本文先分析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坍塌事故案
例,再叙述高大模板支撑体系施工质量控制,最后对其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安全管理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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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and safety management of high big template suppo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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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China'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s the key content of the
current stage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management. For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big template support system of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has become a key content,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quality of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related technical personnel should accumulate experience, and constantly
enhance their safety awareness, which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elated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ensure construction safety, but also reduce the construction cost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ollapse accident case of high big template support system, then describes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of high big template support system, and finally elaborates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high big template suppo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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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传统建筑工程模板支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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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工过程中偷工减料而且项目管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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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大部分技术交底工作均只

向组装。(4)斜杠安装要求：a.当搭设高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81

建筑发展

Building Development

第 6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中图刊号）：860GL006

度不大于8m时,步距不宜大于1.5m,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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