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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内容主要依据GB/T 36731—2018《临时搭建演出场所舞台、看台安全》编写。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剧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88）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国家舞台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中

国设备监理协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博艺丰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嘉明伟视国际会展有限公

司、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韵星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浙江佳合文化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力超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北京环球视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中艺质检（北京）文旅发展有

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涛、王洲、宋宏、郑辉、康丽丽、翟锡葵、毕晨涛、潘燕、刘丹、李强、姚

业强、李宏良、张皞、李晓春、赵骞、孟祥军、黄贵江、于福申、李振兴、周吉民、张钦松、吕秋立、

李冉、庄明奇、桑家明、王小会、马韵彤。 

 

  



WH/T 92—2021 

1 

  
临时搭建演出场所舞台、看台 

安全监督检验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临时搭建演出场所舞台、看台的安全监督检验技术要求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剧场、广场、体育场馆、展览馆、商场、宾馆、公园和景区等金属构件临时搭建用于

演出活动舞台、看台。木构件临时搭建演出活动舞台、看台以及电视演播室等类似场所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972—2016 起重机 钢丝绳保养、维修、检验和报废 

GB/T 5973 钢丝绳用楔形接头 

GB/T 5976 钢丝绳夹 

GB/T 6946 钢丝绳铝合金压制接头 

GB 8918 重要用途钢丝绳 

GB/T 16271 钢丝绳吊索 插编索扣 

GB/T 16895.6 低压电气装置 第5-52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布线系统 

GB/T 16895.19 低压电气装置 第7-702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游泳池和喷泉 

GB/T 25854 一般起重用D形和弓形锻造卸扣 

GB/T 26429—2010 设备工程监理规范 

GB/T 36731—2018 临时搭建演出场所舞台、看台安全 

GB/T 36727—2018 舞台机械验收检测规范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JB/T 8521.1 编织吊索安全性 第1部分：一般用途合成纤维扁平吊装带 

JB/T 8521.2 编织吊索安全性 第2部分：一般用途合成纤维圆形吊装带 

WH/T 28 舞台机械 台上设备安全 

WH/T 36 舞台机械 台下设备安全要求 

WH/T 78.6 演出安全 第6部分：舞美装置安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临时搭建舞台 temporary stage 

为短期演出搭建，演出结束即拆除的舞台。 
注1：短期指通过验收至使用结束在30天内（含30天）。 

注2：使用超过30天时，通过再次验收后重新计算日期。 

注3：舞台指包括台面、台下及台上设施和演出用的舞台机械、灯光、音响、视频、C类舞美装置和舞台威亚等专用

设备。 

［来源：GB/T 36731—2018，3.7，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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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搭建看台 temporary stand 

为短期演出搭建，演出结束即拆除的看台。 
注1：短期指通过验收至使用结束在30天内（含30天）。 

注2：使用超过30天时，通过再次验收后重新计算日期。 

注3：看台指观众席和观众通道。 

注4：看台暂不包括移动看台。 

［来源：GB/T 36731—2018，3.10，有修改］ 

 

额定载荷 rated load 

产品制造商规定的设备结构允许的最大外载荷，包括动载荷和静载荷。 

 

设计载荷 design load 

临时搭建设计确定的设备结构所能承受的最大外载荷，包括动载荷和静载荷。 

 

测试载荷 test load 

用于测试设备结构性能施加的载荷。 
注： 载荷应不小于设计载荷。 

 

过程监检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of installation process 

由设备监检机构按相关标准对临时搭建舞台、看台施工过程中的安装质量进行见证、检验和核查。 

 

验收检验 acceptance inspection 

由检验机构按相关标准对施工完成后的临时搭建舞台、看台进行质量检验。 

4 监检与检验实施 

实施组织 

各类演出活动的临时搭建舞台、看台应组织过程监检。其中：观众人数在10000人（含）以上或演

职人员在500人（含）以上的演出活动场所临时搭建舞台、看台应组织过程监检并进行验收检验。 

工作委托 

4.2.1 演出组织单位或演出承办（经纪）机构应在临时搭建施工单位进场前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确认

（委托）过程监检和验收检验机构，且应督促设计、施工单位准备好能够满足搭建条件的设计资料和相

关施工材料。 

4.2.2 临时搭建舞台、看台过程监检和验收检验信息确认单样式参见附录 C。 

监检和检验机构要求 

4.3.1 承担临时搭建演出场所舞台、看台过程监检的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具有法人资格，设备监理

服务能力范围应覆盖临时搭建演出场所舞台设备，能够独立、公正和规范地开展服务工作。 

4.3.2 承担临时搭建演出场所舞台、看台验收检验的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具有法人资格，检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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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范围应覆盖舞台设备，并具有临时搭建舞台、看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能够独立、公正和

规范地开展服务工作。 

监检和检验机构技术能力要求 

4.4.1 过程监检和验收检验机构应具有与其承担的工作相适应的、具有相应能力和资格的技术人员。 

4.4.2 过程监检和验收检验机构应具有与其承担的工作相适应的试验场地、仪器设备等资源配置。其

中仪器设备要求及精度应符合附录 B。 

5 过程监检 

总则 

临时搭建舞台、看台施工的过程监检参照GB/T 26429—2010的相关规定，对设计、制造、安装、调

试等过程的质量进行监督。 

设计过程监检 

5.2.1 设计资料查阅 

临时搭建舞台、看台的设计应符合GB/T 36731—2018第5、第6章的规定。 
注： 临时搭建舞台、看台的结构设计应由具备注册结构工程师资质或相同效力资质的人员签章。 

5.2.1.1 图纸查阅 

审查设计单位提供的图纸，包括但不限于：工艺布置图（包括平面布置图、剖面图），设备荷载图，

舞台结构图（含结构节点详图），看台结构图（含结构节点详图），观众座椅排距、排列、走道和疏散

通道布置图，灯光设备安装图（包括吊点位置、悬挂吊件、金属桁架），音响设备安装图（包括吊点位

置、悬挂吊件），视频设备安装图（包括固定视频金属框架、吊点位置、悬挂吊件、升降装置），特技

效果设备安装图，电气图纸（包括系统图、用电设备布置图、线路敷设图、设备总用电量），机械设备

图纸等。 

5.2.1.2 计算书查阅 

临时搭建舞台、看台结构应符合GB/T 36731—2018中5.4的规定；结构计算分析（含对结构件规格

的阐述，整体结构的强度计算，关键部位部件的强度计算）、整体结构、分体结构稳定性的计算应符合

GB/T 36731—2018中5.6的规定；对舞台、看台支撑地面和吊点的承载能力的阐述及满足情况；对利用

原有结构作为吊点，悬挂在上空的设备，应对原有结构进行校核。 

施工过程监检 

5.3.1 过程监检机构应核查施工单位的施工资质、质量管理制度以及施工现场专职质检人员配置情况。 

5.3.2 过程监检机构应查阅临时搭建舞台、看台施工技术方案。 

5.3.3 临时搭建舞台、看台使用的构件和桁架宜符合 GB/T 36731—2018 中 5.2 的规定，设备应符合

GB/T 36731—2018 中 5.3 的规定。 

5.3.4 标准机电产品的规格、型号等应与图纸要求一致。监检机构应审查施工单位报送的主要材料、

设备报审表及其质量证明文件和检测报告，如有疑问，可要求施工单位进行质量复查。 

5.3.5 对于非标定制的设备或构件在制造阶段，监检机构应审查主要原材料、外购件和外协件的质量

证明文件或检测报告；必要时按确定的见证方式，对重要过程、主要制造工序，关键零部件加工和设备

装备进行见证；见证设备的中间验收、设备的出厂检验和试验。 

5.3.6 监检机构应审查施工作业规程和施工记录，施工人员的安全防护、合理的安排施工强度和时间，

特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 

5.3.7 临时搭建舞台、看台施工工艺应符合 GB/T 36731—2018 中 5.5 的规定，电气安装应符合 GB/T 

36731—2018 中 5.7 的规定，电缆敷设应符合 GB/T 36731—2018 中 5.7.4 的规定，监检机构在施工过

程进行监督，对重要部位、重要工序、重要时刻和隐蔽工程进行见证和确认。 



WH/T 92—2021 

4 

5.3.8 临时搭建舞台、看台施工安装完成，对于有承载能力要求的设备、台面等应按设计载荷在监检

人员的见证下进行载荷测试，测试载荷按设计载荷值加载，载荷测试的其他具体要求按 GB/T 36727—

2018 中 4.4.4.1 执行。对于固定舞台和看台区域至少选取 2处，每处不少于 9m
2
，按设计载荷进行载荷

测试。对于台上吊挂使用的舞台链式电动葫芦，其荷载能力不应低于桁架总荷载能力，且应有检验合格

证书。 

5.3.9 临时搭建舞台、看台施工安装完成，对于演出设备应按设计功能在监检人员的见证下进行系统

用电满载试运行。系统用电满载试运行半小时后，监检人员应使用红外测温或热像仪进行安全巡检；对

于监检人员无法到达或接近的区域可使用无人机搭载红外设备巡检，无人机作业应按规办理相关手续，

操作人员应具备相应能力和资格。 

6 验收检验 

验收检验条件 

被检临时搭建的舞台、看台已试运行完成，施工单位自检、监检机构过程监检均为合格。 

验收检验项目、要求和方法 

6.2.1 现场安装结构布置核查 

6.2.1.1 检查对象：舞台、看台。 

6.2.1.2 标准要求：舞台、看台平面、空间位置、尺寸、承载结构、载荷布置等应与设计文件一致。 

6.2.1.3 核查方法：核对过程监检记录，必要时对重要部位抽查。 

6.2.2 安全性能检验 

6.2.2.1 舞台的高差、缝隙、防止坠落 

6.2.2.1.1 检验对象：舞台台面及舞台区域。 

6.2.2.1.2 标准要求：应符合 GB/T 36731—2018中 5.5.3.1的 a）、c）、d）、e）、f），5.5.3.2 的

d）、e）的规定。 

6.2.2.1.3 检验方法：每项抽检部位不应少于 2处，其中舞台台面抽检面积每处不宜少于 9m
2
，防护栏

抽检长度不宜少于 5m，通道抽检长度不宜少于 5m，每处测点不少于 3 个。仪器测量和目视检查结合。 

6.2.2.2 演员跑场通道防滑、防摔、防撞 

6.2.2.2.1 检验对象：演员上场、下场、串场、候场通道。 

6.2.2.2.2 标准要求：应符合 GB/T 36731—2018中 5.5.3.1的 a)、d)，5.5.3.2 的 c)、f)的规定。 

6.2.2.2.3 检验方法：每项抽检部位不应少于 2 处，其中通道抽检长度不宜少于 5m，阶梯通道抽检长

度不宜少于 3m，每处测点不少于 3 个。仪器测量和目视检查结合。 

6.2.2.3 看台的高差、缝隙、防止坠落 

6.2.2.3.1 检验对象：看台台面及看台区域。 

6.2.2.3.2 标准要求：应符合 GB/T 36731—2018中 6.2.4.1、6.2.4.2 和 6.2.4.4 的规定。防护栏应

符合 GB/T 36731—2018中 6.2.5.1、6.2.5.3、6.2.5.4 和 6.2.5.6 的规定。 

6.2.2.3.3 检验方法：每项抽检部位不应少于 2处，其中看台台面抽检面积不应少于 9m
2
，防护栏抽检

长度不宜少于 5m，每处测点不少于 3 个。仪器测量和目视检查结合。 

6.2.2.4 看台观众通道障碍物、防滑倒绊跌 

6.2.2.4.1 检验对象：观众通道。 

6.2.2.4.2 标准要求：观众厅内走道应符合 GB/T 36731—2018 中 6.2.3.1、6.2.4.3的规定。观众看

台区域通道应符合 GB/T 36731—2018中 6.2.6.1、6.2.6.2、6.2.6.3 的规定。 

6.2.2.4.3 检验方法：通道抽检长度应不少于 5m，阶梯通道抽检长度应不少于 3m。现场目视检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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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面是否有障碍物。用量具测量，测点不少于 3 处。 

6.2.2.5 舞台看台承重、抗倾斜 

6.2.2.5.1 检验对象：舞台、看台结构。 

6.2.2.5.2 标准要求：用于舞台、看台的桁架材料、主体型材、辅助材料和钢管应符合 GB/T 36731—

2018 中 5.2.1、5.2.3.8、5.4.2、5.6 的规定。 

6.2.2.5.3 检验方法：核查过程监检记录和相关文件，仪器测量和目视检查结合。必要时宜对重点部

位进行核查，承重应按设计载荷进行加载试验。 

6.2.2.6 悬挂吊件和悬吊物的防脱落 

6.2.2.6.1 检验对象：灯光、音响、视频、舞美装置及特效设备等悬吊物及悬挂吊件。 

6.2.2.6.2 标准要求： 

—— 编织吊索应选用符合 JB/T 8521.1（所有部分）和 JB/T 8521.2（所有部分）规定的吊装

带，编织吊索有发霉变质、表面有点状疏松、腐蚀、酸碱烧损、烧焦及缝合线磨断时，应停

止使用。常用的编织吊索在桁架上的固定方式见图 1。 

—— 钢丝绳应选用符合 GB/T 8918 规定的钢丝绳，钢丝绳端部固定应选用绳夹、楔形接头、铝合

金压制接头、编织接头固定方式，应保证接头处连接强度不小于钢丝绳破断拉力的 80%，并

应符合 GB/T 5976、GB/T 5973、GB/T 6946、GB/T 16271 的规定。钢丝绳报废应按 GB/T 

5972—2016 第 6 章执行。 

—— 卸扣应按 GB/T 25854 规定选用。 

—— 编织吊索安全系数应不小于 7，钢丝绳安全系数应不小于 6。安全系数计算参见附录 E。 

—— 链式电动葫芦应采用用于舞台、看台的链式电动葫芦，并符合表 1 要求。 

—— 重要吊挂点宜配有载荷传感器，达到实时监测负载情况。 

—— 灯具、投影机、LED 屏、扬声器、特效设备等吊装方式应遵守厂家指定的安装规则。悬吊的

舞台灯具、投影机、扬声器等应有安全保险措施。 

—— 灯具、投影机、扬声器等外壳上应有重量标志。 

 

图1 编织吊索吊挂桁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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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根据应用的类型选择用于舞台、看台的链式电动葫芦 

使用类型 人员在危险区内 用于舞台、看台的链式电动葫芦的最低要求 

保持载荷 否 D8 

保持载荷 是 D8 Plus或D8带二级安全装置 

载荷移动 否 D8 

载荷移动 是 C1 

人员移动 是 C1 

 
注： 参见附录D。 

6.2.2.6.3 检验方法：同类设备抽检数应不少于 2 台。查阅设计资料和产品证明。现场目视检查。 

6.2.2.7 电缆、电器等带电设施 

6.2.2.7.1 检验对象：舞台、看台区域电缆、电器等设施。 

6.2.2.7.2 标准要求： 

—— 电缆应根据负载电流选择电缆截面，导线应选用铜芯多股软线；设备供电电缆应采用阻燃材

质电缆，室内搭建设备供电电缆宜采用低烟无卤阻燃电缆。舞台灯光、视频设备等用电电缆

应采用适合灯具功率的阻燃三芯电缆（L、N、PE）；舞台灯具、视频设备电源连接插头、插

座应选用三芯专用连接件。户外电源连接应选用户外型。 

—— 电缆敷设应符合 GB/T 36731—2018中 5.7.4 的规定。灯架上电缆应采用专用电工扎带绑

扎，间距宜小于 300mm。 

6.2.2.7.3 检验方法：电缆、插头、插座各抽检数应不少于 3 个。查阅设计资料。使用电源极性检测

计对现场使用插座进行抽检，现场目视检查。 

6.2.2.8 用电和供电系统安全 

6.2.2.8.1 检验对象：舞台、看台用电和供电系统。 

6.2.2.8.2 标准要求： 

—— 电源开关应符合 GB/T 36731—2018中 5.7.2 的规定。供电系统应具备接地保护、过电流保

护、错相缺相保护。电源连接应符合 GB/T 36731—2018 中 5.7.3 的规定。 

—— 舞台、看台用电区域应提供保护接地（PE）端子，灯具、调光器、LED屏幕、投影机和控制

系统等人员可接触的灯光设备外壳应可靠接地，保护接地的接地电阻应小于 4Ω。 

—— 多雷区高处尖锐金属、舞台搭建金属架或易遭雷击处应安装防雷接地，防雷接地与保护接地

的接地应分别设置。 

—— 在 GB/T 16895.19 所界定的游泳池、喷泉、戏水池、湖等水域及其周围区域范围内临时搭建

的舞台、看台所涉及的电气设备和装置应符合其标准要求。 

6.2.2.8.3 检验方法：电源开关、系统保护、电源连接、接地端子、灯具接地各抽检数应不少于 3 个。

查阅设计资料。现场目视检查。使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接地电阻。 

6.2.2.9 系统运行 

6.2.2.9.1 检验对象：灯光、音响、视频、舞美装置及特效设备等设备系统的运行情况。 

6.2.2.9.2 标准要求：首先对灯光、音响、视频、舞美装置及特效设备等单台设备供电试运行时，保

证开关、行程开关驱动装置、传动系统等正常工作，位置及停位精度满足设计要求，安全保护装置动作

灵敏准确。单台设备运行正常后，应根据设计规定的各种设备运动状态进行组合试验或将设备运行到最

大工况下，以核定其运动、同步和连锁程序是否达到要求。对系统的各种电气保护装置特别是紧急停车

系统要进行单独的测试。 

6.2.2.9.3 检验方法：模拟演出过程或将设备运行到最大工况下，现场目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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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0 防火安全 

6.2.2.10.1 检验对象：舞台、看台区域防火安全。 

6.2.2.10.2 标准要求： 

—— 布景、幕布防火应符合 GB 50222 中 B1 级要求，布景、幕布应有防飘装置。布景、幕布距离

灯光光照距离最小不应低于 0.4m，灯具外壳需要有安全距离的标记，每类的灯使用时按照灯

具外壳的标记上的距离。 

—— 舞台、看台区域的地面（地板）防火应符合 GB 50222 中 B1级要求。 

—— 根据 GB/T 16895.6 要求，一般常用绝缘电缆线（如布电缆、控制电缆、软电缆、移动电

缆、阻燃电缆等）、接插件等表面温度应低于 60℃。 

6.2.2.10.3 检验方法：同类设备抽检数应不少于 4 台，查阅设计资料和材料防火检测报告。目视检查

重点火灾危险源部位，同时将设备运行到最大工况下且运行时间不少于 30min，使用红外测温仪器测量

电缆线、接插件表面温度，抽检数量应不少于 10 个。 

6.2.2.11 疏散通道 

6.2.2.11.1 检验对象：观众席疏散通道。 

6.2.2.11.2 标准要求：观众座椅排距、排列、走道和通道应符合 GB/T 36731—2018，6.2.1、6.2.2、

6.2.3 和 6.2.6 的规定。 

6.2.2.11.3 方法：查阅观众席座椅布置图，观众座椅排距、排列、走道和通道各抽检部位不应少于 3

处。仪器测量和目视检查结合。 

6.2.3 其他机械设备检验 

6.2.3.1 检验对象：舞台机械设备、C 类舞美装置、舞台威亚等。 

6.2.3.2 标准要求： 

—— 台上和台下舞台机械设备应符合 WH/T 28和 WH/T 36 的规定，设备动载荷、速度可以根据演

出实际要求确定，静载荷不应低于固定舞台静载荷。 

—— C 类舞美装置应符合 WH/T 78.6 的规定。 

—— 舞台威亚应符合 WH/T 78.7 的规定。 

—— 特殊机械设备的技术参数可按技术文件约定的指标要求。 

6.2.3.3 检验方法：舞台机械按 GB/T 36727—2018 执行。C 类舞美装置和舞台威亚按相关标准执行。

特殊机械设备应按技术文件约定的技术要求验收检验。 

7 记录与报告 

过程监检记录与报告 

应符合GB/T 26429—2010中6.2.1.2、6.2.3、6.2.6的规定。 

7.1.1 监检记录 

7.1.1.1 监检机构应根据合同约定进行相应的安全监督工作，安装调试现场的安全监督检查工作应按

照相关法规和有关规定执行，同时监检服务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和原始记录等进行保存控制。应对重要的

过程、工序或节点预先设定控制点，并由监检单位见证并签认，如实留存影像资料及相关数据，出具阶

段性结论。 

7.1.1.2 监检过程中发现问题，应对受检（施工）单位下发整改通知单，受检（施工）单位应在整改

通知单约定的期限内通过整改达到要求。 

7.1.2 监检报告 

7.1.2.1 监检机构应在施工结束后 1 日内根据过程监检记录，出具《临时搭建演出场所舞台、看台过

程监检报告》，格式参见附录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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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 过程监检结论应为：“合格”“不合格”。 

检验记录与报告 

7.2.1 检验记录 

7.2.1.1 在验收检验实施过程中，检验人员应根据现场检验状况如实填写记录。有测试数据要求的项

目应填写实际测试数据，无测试数据要求的项目可以填写现场检验状况。 

7.2.1.2 检验项目有不合格项，现场检验人员应出具备忘录或意见书，并书面告知受检（施工）单位。

受检（施工）单位可以通过整改达到要求的，允许进行整改，并在双方商定的期限内完成整改；整改完

成后，检验人员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 

7.2.2 检验报告 

检验机构应在约定的期限内根据检验记录，出具《临时搭建演出场所舞台、看台安全检验报告》，

格式参见附录G。 

7.2.3 检验报告判定原则 

7.2.3.1 单项结论 

单项结论为：“合格”“不合格”“复检合格”“复检不合格”和“—”（无此项）。 

7.2.3.2 检验结论 

检验结论判定原则如下： 

—— 单项结论全部合格：检验结论判定为“合格”； 

—— 单项结论中重要项目全部合格，一般项目不合格项不超过 3 项（含 3 项），且使用单位或施

工单位对不合格项已经采取了相应的安全措施及书面承诺：检验结论判定为“合格”； 

—— 单项结论中重要项目全部合格，一般项目不合格项不超过 3 项（含 3 项），但使用单位或施

工单位对不合格项无法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及书面承诺：检验结论判定为“不合格”； 

—— 单项结论中重要项目有 1 项不合格或一般项目有超过 3 项不合格：检验结论判定为“不合

格”。 

记录和报告的保存 

记录和报告保存期限应不少于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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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临时搭建舞台、看台过程监检和安全检验项目 

 

临时搭建舞台、看台过程监检和安全检验项目见表A.1。 

表A.1  临时搭建舞台、看台过程监检和安全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重要 

项目 

验收 

检验 

再次 

验收 
备注 

5 过程监检 

5.2.1 
设计资料 

查阅 

图纸查阅 ※ √   

计算书查阅 ※ √   

5.3.1 

施工过程 

施工单位专职质检人员配置 ※ √   

5.3.2 施工技术方案  √   

5.3.3 构件、设备 ※ √   

5.3.4 标准机电产品  √   

5.3.5 非标定制的设备  √   

5.3.6 施工作业规程和施工记录 ※ √   

5.3.7 施工工艺、电气安装  √   

5.3.8 载荷试验 ※ √   

5.3.9 系统试运行和巡检 ※ √   

6 验收检验 

6.2.1 现场结构布置 ※ √ √  

6.2.2.1 

舞台的高

差、缝隙、

防止坠落 

舞台台面  √ √  

舞台区域防护栏 ※ √ √  

舞台区域通道  √   

空洞防坠落保护 ※ √ √  

6.2.2.2 

演员跑场通

道防滑、防

摔、防撞 

通道突起物  √ √  

阶梯、斜坡式通道  √   

通道微光照明  √   

6.2.2.3 

看台的高

差、缝隙、

防止坠落 

看台台面缝隙高差  √ √  

户外看台地面  √   

防护栏 ※ √ √  

6.2.2.4 

看台观众通

道障碍物、

防滑倒绊跌 

观众厅内走道 ※ √ √  

看台通往座席主通道  √   

观众看台区域通道  √   

6.2.2.5 
舞台看台承

重、抗倾斜 

桁架材料 ※ √   

看台木板、玻璃 ※ √ √  

看台防倾斜倒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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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临时搭建舞台、看台过程监检和安全检验项目（续） 

序号 检验项目 
重要 

项目 

验收 

检验 

再次 

验收 
备注 

6.2.2.6 

悬挂吊件和

悬吊物的防

脱落 

编织吊索选型（安全系数）及外观 ※ √ √  

钢丝绳选型（安全系数）、端部固定

及外观 
※ √ √  

卸扣选型 ※ √   

环链电动葫芦选型 ※ √   

灯具等安装及保险措施 ※ √ √  

灯具等重量标志  √   

6.2.2.7 
电缆、电器

等带电设施 

电缆选型 ※ √   

电源连接插头、插座选型 ※ √   

电缆敷设  √ √  

6.2.2.8 
用电和供电

系统安全 

电源开关、供电系统保护 ※ √   

接地（PE）端子、保护接地 ※ √ √  

防雷和接地 ※ √ √  

潮湿环境中的电气设备  √   

6.2.2.9 系统运行 

系统运行异常检查 ※ √ √  

控制柜内电器元件 ※ √   

紧急停车系统 ※ √ √  

6.2.2.10 防火安全 

布景、幕布防火防飘 ※ √ √  

地面（地板）防火 ※ √   

电缆线表面温度 ※ √ √  

6.2.2.11 疏散通道 
观众座椅排距、排列  √   

观众座椅走道和通道 ※ √ √  

注1：“※”表示为重要项目，未作“※”标注的为一般项目。 

注2：再次验收主要是对使用30日后可能会发生变化或破损位置及设备的复核。 

注3：再次验收时如有变化，应对有变化部分重新进行验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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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仪器设备要求 

 

基本监检仪器设备要求见表 B.1。 

表B.1  基本监检仪器设备 

序号 仪器名称 

1 温度计 

2 湿度计 

3 风速计 

4 游标卡尺 

5 钢板尺 

6 钢卷尺 

7 激光测距仪 

8 角度测量仪 

9 焊缝检测尺 

10 红外线测温仪 

11 电压表 

12 电流表 

13 电源极性检测计 

14 接地电阻测试仪 

15 绝缘电阻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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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检验仪器设备及精度要求见表B.2。 

表B.2  基本检验仪器设备及精度要求 

序号 名称 精度要求 

1 温度计 -10℃80℃  ±0.7℃ 

2 湿度计 10%90%  ±2.5% 

3 风速计 0.1m/s20m/s  ±0.4m/s 

4 游标卡尺 0.05mm 

5 钢板尺 0.5mm 

6 钢卷尺 1mm 

7 激光测距仪 ±1.0mm 

8 角度测量仪 ±1° 

9 焊缝检测尺 ±0.1mm 

10 测速仪 ±0.1m/s 

11 测力计 ±0.6 N 

12 全站仪 ±0.5mm，±0.5° 

13 应力测试仪 ±1%示值±2µɛ 

14 红外线测温仪 ±0.5℃ 

15 接地电阻测试仪 ±2% 

16 绝缘电阻测试仪 ±2% 

17 电压表 ±2% 

18 电流表 ±2% 

19 电源极性检测计 / 

20 无人机红外线巡检装置 / 

21 激光跟踪仪 0.0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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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临时搭建舞台、看台过程监检/验收检验信息确认单》样式 

 

临时搭建舞台、看台 □过程监检 □验收检验  信息确认单 

项目名称  

安装地点  

演出组织单位 

或演出经纪机构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描述 
至少包括：舞台面积、台面宽、台面深、台面距地高度、舞台结构、台面材质。看台面积、

台面距地高度、观众席数量、看台结构、台面材质 

施工开始日期  施工结束日期  

演出开始日期  演出结束日期  

计划监检日期  计划检验日期  

演出组织单位或演出经纪机构已督促设计和施工单位按 GB/T 36731—2018等相关舞台设备标准规定和要求，

准备好设计施工图纸、计算书和施工资料： 

 

 

 

 

(单位公章或专用章) 

年    月    日 

监检、检验机构意见： 

 

 

 

 

(监检/检验机构公章或专用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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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用于舞台、看台的链式电动葫芦的应用 

以下节选自德国iguv SQP2-2018链式电动葫芦标准。 

D.1 D8 链式电动葫芦 

D8链式电动葫芦与符合DIN EN 14492-2:20 0-05的工业链式电动葫芦相同，不同之处在于D8电动

葫芦通常没有连接手动控制，并且在临时应用中大多采用在链条上爬升的方式。 

D8链式电动葫芦在没有附加安全装置的情况下，不得用于保持或移动架空载荷。一般情况下，每台

D8链式电动葫芦都应安装一个二级安全装置。这种二级安全装置的安装方式必须确保尽可能短或没有

下降高度。因此，二级安全装置应配备缩短装置。 

二级安全装置通常由具有缩短功能的链条吊索组成，可通过钢丝绳吊索进行延长。 

D8链式电动葫芦处于静止状态，安装有二次安全装置，可按链式电动葫芦规定的额定载荷进行装载。 

二级安全装置的尺寸保证了其固有的安全性（见DGUV信息215-313），并且其额定能力是D8链式电

动葫芦的两倍。 
示例： 

起重能力D8链式电动葫芦1.0t，所需链条：公称尺寸8-8，工作载荷限值WLL 2.0t；可能需要额外的钢丝绳吊索：直

径14mm，工作载荷限值WLL 2.0t，如桁架上索具：工作载荷限值WLL 2.0t；高强度的卸扣：最低工作载荷限值WLL 2.0t，

通常弓状，工作载荷限值WLL 3.25t。 

D.2 D8 Plus 链式电动葫芦 

D8 Plus链式电动葫芦可以是普通的D8链式电动葫芦，带有附加的制动装置，只能装载D8链式电动

葫芦额定能力的一半。除制动器外，D8 Plus链式电动葫芦按其固有安全原则进行尺寸选择。 

D8链式电动葫芦采用第二制动，符合单故障容限原则。D8 Plus链式电动葫芦可以Plus在没有二级

安全装置的情况下承受高空载荷。 

D8 Plus链式电动葫芦也可以是专门设计的链式电动葫芦，尺寸和结构可以承受架空负荷。在D8 

Plus链式电动葫芦静止状态下，确定了链式电动葫芦在载荷路径上各元件的工作系数，并按至少是D8 

Plus链式电动葫芦额定能力两倍的尺寸进行选择。所述承载装置（链条）在静止状态下的工作系数为8。

由于在这种情况下，人员不允许进入危险区域，所以在运动状态下，工作系数较低是允许的。 

如果D8 Plus链式电动葫芦配有直接作用的起重限重器（滑动离合器），则不得用于过载保护。 

D8 Plus链式电动葫芦可以配备额外的安全装置，如间接作用提升力限制器(如载荷测量销)、限位

开关和编码器。 
注： 可调节的直接作用提升力限制器应始终设置在一个相当高的触发点，以使提升机能够提升等于D8 Plus链式电

动葫芦额定容量的载荷（脱离地面）。直接作用的提升力限制器仅用于保护链式电动葫芦的驱动。 

D.3 C1 链式电动葫芦 

符合DIN EN 14492-2:2010-05A的链式电动葫芦可作为C1链式电动葫芦的基础，并且必须配备至少

一个额外的制动器、双限位开关和过载关闭装置。它只能装载初始链式电动葫芦额定容量的一半。根据

预期用途，可根据DIN 56950-1:2012-05要求更多的附加设备。 

C1电动葫芦也可以专门设计和尺寸选择，以保持和移动架空负荷。这种型号的C1链式电动葫芦应符

合DIN 56950-1:2012-05的要求。 

D.4 链式电动葫芦使用的安全措施 

在选择和标注荷载路径中的所有承重元件（如悬挂点、梁夹、卸扣、钢丝绳吊索、链式电动葫芦、

桁架等）时，必须考虑每个具体情况下可能发生的荷载和风险（见DGUV信息215-313）。 

在每次安装前，必须对建筑物内的吊点进行目视检验，并根据建筑物业主或运营方的文件所载的数

据，找出吊点的承载能力。场地的业主或运营方负责建筑内悬挂点的设计、承载能力和质量，并提供足

够的文件（如承载能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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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安装前，必须对链式电动葫芦、所有附件和电器进行目视检验（如吊索、承重设备、控制器、

电缆）。 

当D8链式电动葫芦用于承载架空负荷时，一般需要二级安全装置（见4.2.1.1）。 

当使用D8和D8 Plus链式电动葫芦时，在人们进入危险区域之前，驱动和制动器必须与电源断开。 

链式电动葫芦的安装方式不应使链条扭曲或倾斜。当载荷(如桁架结构)附着在一个以上的链式电

动葫芦上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当操作链式电动葫芦时，必须确保链条容易进入链袋。卸载链也必须容易进出。链条袋必须足够大，

能够安全的兜住整条链条，链条的松弛端必须牢固的固定在链式提升机上。 

当使用多股链式电动葫芦时，必须确保链链间不绞合。 

在整个吊装距离内，操作者应始终能够观察到链式电动葫芦的整个吊装过程。如果这是不可能的，

必须确定和应用适当的措施来监视提升过程。 

必须清楚和毫不含糊地给出开始运动的指示。 

如果使用多个不同控制的链式电动葫芦来提升载荷，必须确保它们的运动是由一个共同的指令单

元触发的，并且可以通过一个共同的紧急停止来中断提升操作。如果有多个紧急停止按钮，每个按钮都

必须中断所有链式电动葫芦的提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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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 

安全系数 

 

按安全系数选择编织吊索、钢丝绳的破断拉力应满足公式（F.1）的要求： 

Fo≥ Sn…………………………(F.1) 

式中： 

Fo——所选用编织吊索、钢丝绳的破断拉力，单位为牛顿（N）； 

S ——吊挂物静止时的额定载荷分摊到单根编织吊索、钢丝绳的最大静拉力，单位为牛顿（N）； 

n ——编织吊索、钢丝绳最小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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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资料性） 

过程监检报告（格式） 

 

报告编号：xxxxxx-xx 

 

 

 

 

 

临时搭建演出场所舞台、看台过程监检报告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监检机构：  

监检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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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号：xxxxxx-xx 

监检报告内容至少包括 

一、概述 

项目名称：         安装地点： 

 

委托单位：         演出组织单位或演出经纪机构：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施工单位：         施工日期： 

 

二、项目概述 

2.1 项目描述 

2.2 使用环境 

三、监检依据 

四、监检内容 

4.1 设计过程监检 

4.1.1 设计资料查阅 

4.1.2 图纸查阅 

4.1.3 计算书查阅 

4.2 施工过程监检 

4.2.1 施工单位专职质检人员配置 

4.2.2 施工技术方案 

4.2.3 构件、设备 

4.2.4 标准机电产品 

4.2.5 非标定制的设备 

4.2.6 施工作业规程和施工记录 

4.2.7 施工工艺、电气安装 

4.2.8 载荷试验 

4.2.9 系统试运行和巡检 

五、监检结论：合格   不合格  备注： 

六、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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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附 录 G  

（资料性） 

安全检验报告（格式） 

 

报告编号：xxxxxx-xx 

 

 

 

 

 
临时搭建演出场所舞台、看台安全检验报告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检验类别：                       

检验机构：                       

检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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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 报 告 首 页 

报告编号：xxxxxx-xx 

项目名称  安装地点  

委托单位  
演出组织单位或

演出经纪机构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施工单位  施工日期  

检验人员  检验日期  

检验类别 验收检验/再次验收 报告有效期  

项目描述  

使用环境  

检验依据  

主要检验 

仪器设备 
 

检验结论 

合格。 

合格（使用单位或施工单位对单项结论中不合格项已经采取了相应的安全措施及书面承诺）。 

不合格。 

 

 

 

（检验机构专用章） 

备    注 
 

 

编制： 

 

年    月    日 

审核： 

 

年    月    日 

批准：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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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设备明细及技术参数 

报告编号：xxxxxx-xx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技  术  参  数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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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 内 容 

报告编号：xxxxxx-xx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结果 单项结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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