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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吊篮脚手架、满高外脚手架等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时间、人工、材料成本,安全方
面的保障性也较低,已经逐渐退出了建筑工程建设市场,反之悬挑脚手架与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则获得了
较为广泛的应用。文章对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在实际应用中的优点与缺点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进而提出
了相关施工注意事项,希望能够为相关施工单位为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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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nging basket scaffold and full-height external scaffold consume a lot of time, labor and material
cost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have low security, which has gradually withdrawn from the construction
market.On the contrary,cantilever scaffold and attached lifting scaffold has been widely used. The article deeply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attached lifting scaffold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then puts
forward relevant construction precautions, hoping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relevant construction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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