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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

台施工工法，包括A施工准备，B材料的选择，C下

料，D打螺丝眼，E焊接、拼装，F刷防锈漆，G吊装，H

制作硬防护钢平台，I使用，J拆除。本发明提供了

一种采用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作为电梯

井临边防坠落防护，加工方便，可拆卸，可随着主

体结构逐层提升，提升的过程中用塔吊配合，具

有吊运方便，施工速度快，占用场地少,安全作业

有保障、安装操作简便、实用性强等特点的施工

工法。本发明加固工序简单，成型质量好，一次性

投入可重复使用，不需要搭设钢管架，仅做楼层

封闭即可，可节约钢管租赁费，经济效益显著，安

装方便，容易拆除，搬运及运输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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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施工准备主要包括A1技术准备，A2施工现场准备，A3物资准备，A4施工队伍淮备；

B材料的选择全钢施工平台主龙骨和全钢施工平台次龙骨采用槽钢、操作平台采用花

纹钢板(11)；

C下料检查核对材料型号，确定合理下料长度，避免材料浪费；

D打螺丝眼根据设计图纸，在主龙骨槽钢和次龙骨槽钢相应的位置，打螺丝眼；

E焊接、拼装根据设计图纸，将主龙骨采用的槽钢，焊接为至少两个直角三脚架(1)；将

直角三脚架(1)一垂直边a(2)与花纹钢板(11)焊接；另一垂直边b(3)下部的一段作为垂直

边，与次龙骨采用的两个槽钢组成直角三角形(4)，且这一垂直边(2)底部段与次龙骨槽钢

直角边(5)组成┐形结构的卡角(6)；

F刷防锈漆焊接拼装完后，对架体进行防锈涂刷；

G吊装在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拼装并检查合格后，进行吊装实验，满足使用要求

后，再用塔吊将已经拼装成型钢平台的调运至施工现场,进行吊装；

H制作硬防护钢平台随着主体结构往上每一层提升的后,需要在相应的下部采用封闭

措施，制作硬防护钢平台(10)；

I使用使用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电梯井的支模作业；

J拆除主体结构施工至次二层屋面下层后，把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调出，吊在建

筑外准备拆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步骤A1技

术准备具体方式为：审查电梯井、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设计图纸，检查图纸是否齐

全，图纸本身有无错误和矛盾，设计内容与施工条件能否一致，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及技术交

底；步骤A2施工现场准备具体方式为：搞好路通、电通、水通、平整场地，对于场地里松软部

位，采取加固、换填等措施；步骤A3物资准备具体方式为做好施工机械和机具的准备、对已

有的机械机具做好维修试车工作；对尚缺的机械机具要立即订购、租赁或制作；步骤A4施工

队伍淮备具体方式为建立健全、充实、的施工组织机构，合理调配、安排劳动班子组合，对职

工进行计划、技术、安全交底。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材

料的选择中，所述主龙骨采用Q235级[8号槽钢，所述次龙骨采用Q235级[8号槽钢，所述操作

平台采用2.5mm厚花纹钢板(11)，螺丝采用θ18kg号。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下

料中，严格按照设计图纸下料长度，在材料上划出切割位置，使用切割机将型钢按照图纸尺

寸进行切割，标出零件编号并分类放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步骤E焊

接、拼装中，直角三脚架(1)相互平行且均匀焊接在花纹钢板(11)底部，根据设计图纸，将次

龙骨采用的槽钢作为连接杆(7)，通过螺丝(9)设置在直角三脚架(1)内，平行于与花纹钢板

(11)相接的垂直边(2)；将次龙骨采用的槽钢作为连接杆(7)，通过螺丝(9)设置在直角三脚

架(1)间，在花纹钢板(11)上设置ф18钢筋做吊环(8)4个，焊接在操作平台上，以方便吊装

施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步骤F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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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锈漆中，对架体进行除锈处理，清理架体焊接点焊渣，检查焊接质量，涂刷两遍防锈漆。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步骤G吊

装中，本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待建筑主体结构施工进入标准层时，使用塔吊将本电

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吊装于电梯井中。提升流程：提升申请→提升前检查→用塔吊提

升至下一层→卡角固定→验收合格→使用。吊装时电梯井内剪力墙、梁柱混凝土到达强度

1.21N/mm2时，方可拆除筒体侧模进行吊装。吊装完毕后，安全员对安装钢架平台的焊接节

点、整体形变值、板面稳定性等进行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工人使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H制作硬

防护钢平台的具体封闭措施如下：

(1)用钢管在水平方向横穿过电梯井，钢管间距500mm；

(2)在钢管上面满铺设模板，模板与井壁之间缝隙不大于20mm；

(3)楼层封闭按照3层一封闭设置。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步骤J拆

除时，拆卸螺丝、架体，并且集中堆放，保护焊接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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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施工工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设计建筑施工领域，具体为一种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施工工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高层建筑结构施工中,电梯井的支模(木模、铝模)作业传统采用落地式钢管扣

件脚手架平台(或工字钢悬梁操作平台),搭设时间长且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随着搭设

高度越高,支架就越不稳定,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同时工字钢洞口、连墙件洞口封堵工作

量，封堵质量达不到要求，存在外墙面不平整、后期漏水等；电梯井移交工作等滞后。

[0003] 因此，为了使活动平台在施工中便于操作、就位固定、减少工作量、减少安全隐患、

提高文明施工,提供出一种新的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作为模板施工操作平台的施工

工法，已经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工

法,该工法不增加施工成本，具有操作简单、施工安全、速度快、效率高的优点。

[0005] 本发明实现上述目的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施工工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A施工准备主要包括A1技术准备，A2施工现场准备，A3物资准备A4施工队伍淮备。

[0008] B材料的选择全钢施工平台主龙骨和全钢施工平台次龙骨采用槽钢、操作平台采

用花纹钢板(11)。

[0009] C下料检查核对材料型号，确定合理下料长度，避免材料浪费。

[0010] D打螺丝眼根据设计图纸，在主龙骨槽钢和次龙骨槽钢相应的位置，打螺丝眼。

[0011] E焊接、拼装根据设计图纸，将主龙骨采用的槽钢，焊接为至少两个直角三脚架

(1)；将直角三脚架(1)一垂直边a(2)与花纹钢板(11)焊接；另一垂直边b(3)下部的一段作

为垂直边，与次龙骨采用的两个槽钢组成直角三角形(4)，且这一垂直边(2)底部段与次龙

骨槽钢直角边(5)组成┐形结构的卡角(6)。

[0012] F刷防锈漆焊接拼装完后，对架体进行防锈涂刷。

[0013] G吊装在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拼装并检查合格后，进行吊装实验，满足使用

要求后，再用塔吊将已经拼装成型钢平台的调运至施工现场,进行吊装。

[0014] H制作硬防护钢平台随着主体结构往上每一层提升的后,需要在相应的下部采用

封闭措施，制作硬防护钢平台(10)。

[0015] I使用使用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电梯井的支模作业。

[0016] J拆除主体结构施工至次二层屋面下层后，把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调出，吊

在建筑外准备拆卸。

[0017] 进一步，步骤A1技术准备具体方式为：审查电梯井、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设

计图纸，检查图纸是否齐全，图纸本身有无错误和矛盾，设计内容与施工条件能否一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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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专项施工方案及技术交底；步骤A2施工现场准备具体方式为：搞好路通、电通、水通、平整

场地，对于场地里松软部位，采取加固、换填等措施；步骤A3物资准备具体方式为做好施工

机械和机具的准备、对已有的机械机具做好维修试车工作；对尚缺的机械机具要立即订购、

租赁或制作；步骤A4施工队伍淮备具体方式为建立健全、充实、的施工组织机构，合理调配、

安排劳动班子组合，对职工进行计划、技术、安全交底。

[0018] 进一步，步骤B材料的选择中，所述主龙骨采用Q235级[8号槽钢，所述次龙骨采用

Q235级[8号槽钢，所述操作平台采用2.5mm厚花纹钢板(11)，螺丝采用θ18kg号。

[0019] 进一步，步骤C下料中，严格按照设计图纸下料长度，在材料上划出切割位置，使用

切割机将型钢按照图纸尺寸进行切割，标出零件编号并分类放置。

[0020] 进一步，步骤E焊接、拼装中，直角三脚架(1)相互平行且均匀焊接在花纹钢板(11)

底部，根据设计图纸，将次龙骨采用的槽钢作为连接杆(7)，通过螺丝(9)设置在直角三脚架

(1)内，平行于与花纹钢板(11)相接的垂直边(2)；将次龙骨采用的槽钢作为连接杆(7)，通

过螺丝(9)设置在直角三脚架(1)间，在花纹钢板(11)上设置ф18钢筋做吊环(8)4个，焊接

在操作平台上，以方便吊装施工。

[0021] 进一步，步骤F刷防锈漆中，对架体进行除锈处理，清理架体焊接点焊渣，检查焊接

质量，涂刷两遍防锈漆。

[0022] 进一步，步骤G吊装中，本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待建筑主体结构施工进入标

准层时，使用塔吊将本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吊装于电梯井中。提升流程：提升申请→

提升前检查→用塔吊提升至下一层→卡角固定→验收合格→使用。吊装时电梯井内剪力

墙、梁柱混凝土到达强度1.21N/mm2时，方可拆除筒体侧模进行吊装。吊装完毕后，安全员对

安装钢架平台的焊接节点、整体形变值、板面稳定性等进行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工人使

用。

[0023] 进一步，H制作硬防护钢平台的具体封闭措施如下：

[0024] 1、用钢管在水平方向横穿过电梯井，钢管间距500mm。

[0025] 2、在钢管上面满铺设模板，模板与井壁之间缝隙不大于20mm。

[0026] 3、楼层封闭按照3层一封闭设置。

[0027] 进一步，步骤J拆除时，拆卸螺丝、架体，并且集中堆放，保护焊接成品。

[002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9] 1、采用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作为电梯井临边防坠落防护，平台加工方便，

可拆卸，可随着主体结构逐层提升，提升的过程中用塔吊配合，具有吊运方便，施工速度快，

占用场地少,安全作业有保障、安装操作简便、实用性强等特点。

[0030] 2、加固工序简单，成型质量好，一次性投入可重复使用，而且安全性能更能得到保

障。电梯井内施工平台以下井道不需要搭设钢管架，仅做楼层封闭即可，可节约钢管租赁

费，经济效益显著。

[0031] 3、剪力墙上不设置连墙件、悬挑工字钢洞，减少后期洞口封堵质量达不到要求、后

期漏水等弊端。

[0032] 4、整个架体骨架部份均用18号螺栓连接，安装方便，容易拆除，搬运及运输方便。

提升采用塔吊垂直吊运，节省时间，操作人员仅用1人就能完成整个提升工作。电梯井尺寸

若在500mm范围内变化影响不大，可采用翻板进行封闭处理或是上部钢板加焊处理，本个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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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不变。形成了定形化，工具化。

[0033] 5、可提前移交电梯井。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主视图；

[0035] 图2为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直角三脚架侧面示意图；

[0036] 图3为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直角三脚架正面面示意图；

[0037] 图4为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直角三角形示意图；

[0038] 图5为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施工工法流程；

[0039] 其中。1、直角三脚架；2、垂直边a；3、垂直边b；4、直角三角形；5、次龙骨槽钢直角

边；6、卡角；7、连接杆；8、吊环；9、螺丝；10、硬防护钢平台；11、花纹钢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施工工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1] A施工准备主要包括A1技术准备，审查电梯井、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设计图

纸，检查图纸是否齐全，图纸本身有无错误和矛盾，设计内容与施工条件能否一致，编制专

项施工方案及技术交底；

[0042] A2施工现场准备，搞好路通、电通、水通、平整场地，对于场地里松软部位，采取加

固、换填等措施

[0043] A3物资准备，做好施工机械和机具的准备、对已有的机械机具做好维修试车工作；

对尚缺的机械机具要立即订购、租赁或制作

[0044] A4施工队伍淮备，建立健全、充实、的施工组织机构，合理调配、安排劳动班子组

合，对职工进行计划、技术、安全交底。

[0045] B材料的选择全钢施工平台主龙骨采用Q235级[8号槽钢和全钢施工平台次龙骨采

用槽钢采用Q235级[8号槽钢、操作平台采用花纹钢板11采用2.5mm厚花纹钢板11。

[0046] C下料检查核对材料型号，确定合理下料长度，避免材料浪费。严格按照设计图纸

下料长度，在材料上划出切割位置，使用切割机将型钢按照图纸尺寸进行切割，标出零件编

号并分类放置。

[0047] D打螺丝眼根据设计图纸，在主龙骨槽钢和次龙骨槽钢相应的位置，打螺丝眼。

[0048] E焊接、拼装根据设计图纸，将主龙骨采用的槽钢，焊接为至少两个直角三脚架1；

将直角三脚架1一垂直边a  2与花纹钢板11焊接；另一垂直边b  3下部的一段作为垂直边，与

次龙骨采用的两个槽钢组成直角三角形4，且这一垂直边2底部段与次龙骨槽钢直角边5组

成┐形结构的卡角6。直角三脚架1相互平行且均匀焊接在花纹钢板11底部，根据设计图纸，

将次龙骨采用的槽钢作为连接杆7，通过螺丝9设置在直角三脚架1内，平行于与花纹钢板11

相接的垂直边2；将次龙骨采用的槽钢作为连接杆7，通过螺丝9设置在直角三脚架1间，在花

纹钢板11上设置ф18钢筋做吊环8四个，焊接在操作平台上，以方便吊装施工，具体参考图

1、2、3。

[0049] F刷防锈漆焊接拼装完后，对架体进行防锈涂刷。对架体进行除锈处理，清理架体

焊接点焊渣，检查焊接质量，涂刷两遍防锈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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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G吊装在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拼装并检查合格后，进行吊装实验，满足使用

要求后，再用塔吊将已经拼装成型钢平台的调运至施工现场,进行吊装。本电梯井工具式全

钢施工平台待建筑主体结构施工进入标准层时，使用塔吊将本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

吊装于电梯井中。提升流程：提升申请→提升前检查→用塔吊提升至下一层→卡角固定→

验收合格→使用。吊装时电梯井内剪力墙、梁柱混凝土到达强度1.21N/mm2时，方可拆除筒

体侧模进行吊装。吊装完毕后，安全员对安装钢架平台的焊接节点、整体形变值、板面稳定

性等进行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工人使用

[0051] H制作硬防护钢平台随着主体结构往上每一层提升的后,需要在相应的下部采用

封闭措施，制作硬防护钢平台10。具体封闭措施如下：

[0052] 1、用钢管在水平方向横穿过电梯井，钢管间距500mm。

[0053] 2、在钢管上面满铺设模板，模板与井壁之间缝隙不大于20mm。

[0054] 3、楼层封闭按照3层一封闭设置。

[0055] I使用使用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电梯井的支模作业。

[0056] J拆除主体结构施工至次二层屋面下层后，把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调出，吊

在建筑外准备拆卸。拆卸螺丝、架体，并且集中堆放，保护焊接成品

[0057] 实施例1

[0058] 以保山永昌景苑建设项目施工栋号作计算(31层2栋、32层2栋)，层高3m，电梯井层

数共126层，总高为126层*3米/层＝378米(按平均计取每个电梯井每层钢管40米)，在整个

主体施工过程中，每个电梯井需要使用钢管最大量为378*40＝15120米，钢管日租金1.9元/

吨，钢管每米重3.84Kg，则钢管每天租金＝15120米*3 .84Kg/米÷1000*1 .9元/吨.天＝

110.3元,扣件租金(包括清洗费)是0.01元/个*天，扣件每层为15个，共378层*15个＝5670

个；扣件日租金＝5670个*0.01元/个＝56.7元/天；钢管、扣件日租金为＝110.3元+56.7元

＝167元。主体施工工期按330天计取，整个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钢管、扣件租金为元330*167

＝55110元。本项目电梯井建筑面积为2.1m*2.5m*126+2m*2m*126＝1165.5m2,因本项目架

子搭设、拆除、运输等劳务综合单价为17元/平米(包括工字钢预埋及安装)，则劳务费用为

1165.5m2*17元/m2＝19813 .5元。钢管及扣件损耗率按4％计算，则为(55110元+19813 .5

元)*4％＝2996元。总费用为77919.5元。

[0059] 因在高层建筑施工中，电梯井施工使用钢管脚手架与操作平台装置差异较大，主

要是由于两者构造、制作工艺、材质的标准化程度不同造成的。下面根据现场实际投入进行

造价分析比较，见表1。

[0060] 表1使用钢管脚手架与电梯井操作平台的造价分析(以实施例1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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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0062] 通过以上分析，该项目使用操作平台的的总费用与采用钢管脚手架相比，可节约

58559元。并且随着建筑高度的增加，造价差异更加明显。

[0063] 实施例2

[0064] 保山青阳二期工程为棚户区改造项目，是我国政府为改造城镇危旧住房、改善困

难家庭住房条件而推出的一项民心工程，A户型5、6、7、8栋：地上11层，建筑高度35.55m，一

层前排商业，层高4.4m，住宅楼层层高3.0m，地下一层。B户型11栋：地上16层，建筑高度

49 .95m，住宅楼层层高3.0m，地下一层。C户型9、10、17、18、21栋：地上17层，建筑高度

52.92m,住宅楼层层高3.0m，其中9、10、21栋地下一层，D户型19、20栋：地上26层，建筑高度

79.95m，住宅楼层层高3.0m，地下一层，其中19栋一层前排商业，层高4.4m。结构形式为钢筋

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栋数为14栋，总建筑面积约136930.5万平方米。则电梯井较多，所

有电梯井层数共597层，总高为597层*3米/层＝1791米(每单元电梯井尺寸均同)，其中井道

尺寸2m*2m、2.7m*2m的分别为896米，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材力、费用。本项目电梯井

采用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与传统钢管架相比共节约费用61328.2元。

[0065] 本发明的质量保证措施

[0066] 1操作工人具有相应的操作技能，特殊工(焊工、信号工等)种必须持证上岗。

[0067] 2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搭设和制作的各种材料，如槽钢、吊环钢筋、焊条等，

由项目部质量员把关，进行外观检查及材料送样，不合格的材料严禁使用。

[0068] 3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提升前，必须确保下一层梁板(待支撑操作平台的

梁)混凝土强度达到75％后方可提升。

[0069] 4提升前应检查洞口位置，对偏差较大的洞口须校正后方能提升。

[0070] 5提升前先清理平台垃圾及杂物，避免在提升过程中造成坠物。

[0071] 6提升时钢绳的绑扎必须牢固，并经安全员检查合格后方可提升。

[0072] 7提升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装置的4根钢绳长度应基本一致，以确保平台装

置提升时平稳上升。

[0073] 8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施工应按要求填写监测检查记录表。

[0074] 安全措施

[0075] 1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加工完成第一次提升前，需经公司工程技术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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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部联合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以后每次提升应经项目部安全负责人组织验收合格后方

能使用。

[0076] 2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制作过程中，严格按照技术交底和操作规程进行作

业，焊缝的长度、高度和强度必须满足规范要求，并按照规定的构造方案和尺寸进行制作，

制作完毕后，必须由生产部门组织，技术、质量、安全等部门相关人员参加，对平台进行验

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在首次吊装时，生产、技术、质量、安全等部门相关人员必须到场，

对吊装和安装过程进行监控。后续施工过程中，每次向上提升完毕之后必须经过项目部验

收方可使用。

[0077] 3信号工、塔吊司机和安装工人紧密配合，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在吊装就位后，

要对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进行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并填写必要的技术、安全

资料。

[0078] 4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在倒运过程中，必须由专人进行监督，按照安全操作

规程进行作业。每次安装就位后，必须再次经过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0079] 5吊装时，利用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四角的吊环将平台吊至安装位置，然后

缓慢就位，使平台落于插件上，慢慢放下平台，确认钢筋受力后，松去塔吊吊绳。电梯井工具

式全钢施工平台提升时，先用塔吊将平台四角吊起，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上严禁上

人。

[0080] 6安全部要对搭设的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定期和不定期进行检查，掌握平

台的使用、维护情况，尤其是在大风大雨过后，要对操作平台进行检查，对不合格的部位进

行修复，合格后方可继续使用。

[0081] 7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上悬挂限重标志牌，严禁超载和堆放材料。

[0082] 8任何与操作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相关的工作都必须要由施工队伍安全及

项目安全人员管理人员看护。

[0083] 9在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上施工人员必须带好安全帽，穿防滑鞋，系好安全

带。

[0084] 10严禁酒后作业。

[0085] 11提升过程中必须加强对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的观察和监护，随时进行跟

踪检查，发现异常情况后立即停止，待查明原因并排除险情后才能继续提升。

[0086] 12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提升过程中严禁站人，操作工人将挂钩挂好、离开

平台后再由信号工指挥起吊。

[0087] 13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使用过程中，不得在电梯井工具式全钢施工平台上

堆积钢筋、钢管等重物。

[0088] 14除作业需要，每层的安全防护门不允许打开，防护门打开时，必须设专人监护。

[0089] 环保措施

[0090] 1加强环保宣传工作，提高全员环保意识。

[0091] 2制作过程中应注意量取安装尺寸，避免切割过多型钢。

[0092] 3尽量选用低噪音机械设备。

[0093] 4施工人员应保持现场卫生，生产及生活垃圾必须在指定地点指定位置堆放，不得

随处抛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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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4] 5施工人员必须在指定地点抽烟，禁止在施工现场抽烟，禁止随地大小便。

[0095] 6严格控制人为噪声，进入施工现场不得高声喊叫、无故乱打模板，限制高音喇叭

使用。

[0096] 7做好施工现场材料收集堆放工作，把施工垃圾清理到指定地点。

[0097] 8电梯井施工操作平台使用完成后，必须集中堆放并进行检查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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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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