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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介

本课程提供了对起重设备拥有者和最终使用者责任的基本见解。

本课程介绍了针对起重设备拥有者和最终使用者的法规要求，包

括相关标准和最佳做法、设备选择原则、用户与供应商之间要交

换的信息，以及各种类型的彻底检查。	

本课程还说明了对起重设备进行彻底检查的合格人员的职责。

2.学习成果	

完成本短期课程后，学员将了解到以下方面的基础知识：适用于

起重设备所有者和最终用户的法规框架、标准和最佳做法，以及

如何在从采购到处理的整个流程中管理起重设备，包括维护、彻

底检查要求和记录保存。

3.EUG	课程范围

a.	 介绍针对起重设备所有者和最终用户的法规要求

b.	 定义、最佳做法和标准

c.	 合规：在役起重设备的管理

4.起重设备拥有者和最终使用者的负
责人责任

“负责人”是指对其拥有和使用的起重设备担负责任之人员。此

类人员一般为雇主或自雇人士。但需注意的是，此类人员并非一

定都是雇主，还可能是建筑业的屋主、设备负责人或租赁公司。法

律规定的义务适用于责任人。但在许多情况下，责任人并不具备

履行这些义务所需的必要技能。因此，他们将部分或全部义务委

托给具备适当资质的人员或组织是可接受的行为。如果责任人

这样做，则必须注意，这并不能免除其责任，而只是改变了其责

任的性质。	

责任人如果委托或分包其法律义务，则有责任确保承担任务的人

员或组织具有适当资质、经验、培训和装备等。简而言之，他们具

备完成任务的能力。这就意味着责任人必须确保对员工进行评估

和适当培训，并为他们履行职责提供必要设备。若是委托给外部

组织，责任人则必须落实相关程序，以审查其资质。

现代法律规定，用户及处于供应链上的人员均需承担责任。在使

用方面，最终责任由责任人（使用设备的人员的雇主）承担，但雇

员也有义务做到通常仅使用自己已经接受过相关培训的设备，并

按照该培训使用设备。在供应方面，最终责任往往由制造商承担。

但是，进口商和分销商也需履行法律义务。	

让供应商和用户承担该等责任，是为了通过确保正确设计、建造、

维护和使用起重设备，以及正确开展起重作业，保护接触起重设

备和从事起重作业的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

如果我们考虑制造商建立该等安全等级可能需要的法规因素，则

需要纳入：

•	 确保产品符合任何及所有基本的健康和安全要求

•	 对设备进行任何必要验证

•	 向最终用户提供所有必要的安全信息

•	 使用和维护时的安全性

•	 与任何可预见的危险有关的信息

当然，在确保雇员的健康和安全方面，雇主（负责控制工作设备的

人员）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职责包括：

•	 确保设备符合任何基本的健康和安全要求

•	 确保对设备进行维护和定期检查

•	 提供安全、不存在健康风险的设备和系统

•	 为员工提供必要的信息、指导、培训和监督

•	 确保为任务选择正确设备

设备制造商必须遵守所有适用的国家供应法规。该等法规在世

界各国之间虽有不同，但其基本原则一般均符合“EN	ISO	12100	

-	机械安全。通用设计原则。风险评估和风险降低。”该标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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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有制造商需要考虑的基本安全要求，以避免起重设备造成

危险。	

因此，《LEEA	操作规程》(COPSULE)	是根据责任人的要求及工作

设备法规的通用原则设计和建立的。我们将在本手册的第	7	节中

进一步详细介绍	COPSULE。	

5.卫生和安全为什么重要？包括道德、
财务、法律和公关原因

工作中的卫生和安全责任主要由雇主承担。		雇主在道义上有责

任确保提供合适的工作条件，我们一般将此称为“道义上的注意

义务”。如雇主未能充分管理其雇员的健康和安全，则可能会造成

以下严重影响：

•	 不安全工作条件可能会影响生产

•	 导致雇员士气低落和积极性降低的产出损失

•	 销售营业额和利润率损失

•	 社会和客户对公司管理安全的方法（健康和安全文化）的期

望

•	 负面公关对企业产生破坏性影响

•	 产出损失带来的财务成本

•	 罚款、损害赔偿、法律费用、保险等。

6.业内广泛使用的定义及其对起重设
备所有者/最终用户的现实意义

合格人员

“合格人员”一词在法规中使用已久。现行法规将其用于各种工

作职责，以描述那些具有必要知识、经验、培训、技能和能力来履

行要求所指具体职责的人员。因此，“合格人员”可以有多名，每人

均有其自身的职责和责任，即具备所需资格。

合格人员应有能力寻求可能需要的专家建议和援助，以帮助其做
出必要判断，以及对其能够接受其他专家的支持性意见的程度做
出合理判断。例如，负责检查、维护或检验起重设备的合格人员必
须能有把握地证明该设备是否没有缺陷，并且在各方面都适合该
设备所需展开的工作。	

有哪些最重要的因素可以用来判定为合格？

•	 资格证书

•	 身体健康，能够胜任工作

•	 良好或经矫正的视力

•	 具备高空作业的能力

•	 经验

•	 专业态度

•	 思想道德修养

•	 诚信

•	 对法规要求的认识、理解和应用

•	 持续职业发展

•	 信息掌握

•	 了解自身极限（何时寻求帮助）。

检查

在本课程中，我们将考虑	3	个级别的检查：

1.	 使用前检查

2.	 临时检查

3.	 彻底检查

使用前检查一般由设备用户在使用前执行。用户将目视检查设备
是否有任何值得关注的明显缺陷或损坏迹象。如果发现此类问
题，用户必须将其发现报告给合适的维护/检查人员，以便先展开
进一步调查后，再将设备投入使用。

临时检查（有时称为“巡回检查”）的频率和程度由风险评估确定。
该级别的检查通常侧重于那些可能会在下次定期彻底检查之前
出现问题的关键部件。

彻底检查（有时称为“定期检查”，或“全程检查”）是由合格人员对
起重设备展开的视觉检查。检查时应仔细严谨，并辅以合格人员



©LEEA 2021 | 第 1 版 - 2021 年 3 月6

(EUG) 起重设备 – 最终使用者指南（全球 EUG）

要求的测试和测量，以便确定设备是否适合继续使用。	

起重配件

有时称为起重装置、提升滑轮或索具设备。配件定义为用于连接

负载和提升装置的起重设备。	

在“供应”相关领域的法规中，该术语可以包括旨在构成一部分负

载并且独立投放到市场的设备。

在“使用”方面的法规中，纳入负载的配件被认为是负载的一部

分，均需遵循一般工作设备的法规要求。		举例而言，起重配件包

括：

•	 卸扣

•	 吊环螺栓

•	 链索

提升装置

有时称为起重装置或起重机。	

此类设备是一种可以升降或悬挂负载的机器，不包括电梯等“导

向负载”，以及输送机等连续机械搬运设备。

举例而言，提升装置包括：

•	起重机

•	升降机	

•	千斤顶

起重设备

这是一个通用术语，用于描述所有类型的起重配件和装置。

额定载荷

定义为起重装置在任何给定配置下可以提升的最大总载荷；该

术语通常用于起重装置，如同“极限工作负荷”是用于起重配件

一样。

“安全工作负荷”或“特定应用工作负荷”（两种情况均在下文中

称为 SWL）。 

注意勿将其与“极限工作负荷”(WLL)	一词相混淆。

安全工作负荷	(SWL)	是指在特定的服务条件下，起重设备可以

升降或悬挂的最大负载（质量），并且是由合格人员确定。	

文件

根据所遵循的标准，制造商通常会颁发制造商证书、测试记录或
符合性声明，以确认该产品已通过测试或相关标准要求的其他产
品验证。此外，也对“极限负荷”进行了说明。请注意：相关国家执
行法规也可能要求提供进一步信息。

您可从	LEEA	获取	LEEA	059	系列指南文件，以了解文件和标识

的更多详情。

7.标准、核准及推荐的操作规程	
(ACOP/RCOP)	以及	LEEA	COPSULE

“标准”是指一种公布的规范，其设定了一种共同语言，并包含技
术规范或其他精确标准，旨在作为一种规则、指南或定义而得到
一致应用。

标准适用于许多材料、产品、方法和服务，有助于实现更简单的生
活，并提高商品和服务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虽然标准的制定是为了供自愿使用，并不强加任何规定，但许多
标准具有某种认可度，即遵守该标准则可推定为符合要求，因此
便具有准法律地位。示例包括：

•	ISO	标准（全球使用的国际标准）。

•	BS（英国标准，一种“国家”类标准）

“操作规程”是指一套解释了从事某一特定职业的人员应如何行
事的书面规程，或者由一批从事某一特定工作的专业人员商定的
一套标准。操作规程有许多类型：

•	ACOP（核准的操作规程）

•	RCOP（推荐的操作规程）

•	某“行业”或“职业”的操作规程

核准的操作规程	(ACOP)	是由执法机构在征得相关政府部长的
同意并与政府部门、雇主和雇员组织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磋
商后发布。

推荐的操作规程	(RCOP)	虽然不是由执法机构直接发布，但也获
得了此类机构的支持和帮助。

LEEA	COPSULE	属于推荐的操作规程，现在已发行至第	9	版
（2019	年	11	月）。与前	8	个主要基于英国法律和标准的版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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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第	9	版	COPSULE	是基于行业最佳做法，或者提供了最高安

全等级（达到或超过全球最低要求）的法规。	

COPSULE	设定了最低安全基准，并为	LEEA	会员提供了一个公

平竞争环境，以确保他们以及本指南完全合规。

对于所有起重作业，必须考虑	COPSULE	的	8	个基本要求：

1.	 设备必须安全，并且适于预期目的

2.	 制造商和供应商必须提供使用说明，包括设备的任何不当用

法，以及维护和检查相关信息

3.	 获得设备以供他人在工作中使用的人员必须确保设备的安

全性，并适于预期目的

4.	 起重作业必须具有充足的计划、监督，并以安全的方式进行

5.	 使用设备的人员必须接受适当的培训

6.	 设备必须维护在安全状态之下

7.	 必须对设备进行视察和彻底检查，以检查其是否可以安全使

用

8.	 符合性声明、测试和检验记录需按照国家/地区规定予以保存

8.管理企业中的起重设备

选择和采购（用户和供应商之间要交换的信息）

采购人员负责选择最适于预期应用的设备。这就需要一套规范，

其中包括对设备、环境使用条件、所需职责、适用法律和相关标准

的全面理解。还应考虑到设备用户的一般敏锐度和可能需要的任

何额外培训。

采购人员必须能够编制标书，准确确定最低性能要求，并能够确

定和参考最合适的产品安全标准。设备的选择应基于其在所有

可预见的使用条件下安全运行的能力，由风险评估确定，而不仅

仅是价格。				

采购人员应能够理解技术规范，并通过将规范与风险评估采购规

范进行比较来确定设备的适用性。	

需要注意的是，工作设备条例明确规定，负责将设备带入任何企

业的人员必须确保其符合所有适用的基本健康和安全要求。履行

该义务的方式通常是：确保设备附带正确的文件，并且标有适当

标准和法律要求的信息。	

以下要交换的信息清单专门针对特定设备的安全，与任何商业

信息无关。

验证

所有起重设备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可靠的材料及良好的结构，并

适合其必须执行的任务。新设备应符合适用法律、产品标准（如

有）中规定的基本健康和安全要求，并出具所需的符合性文件。这

些文件通常结合验证结果一同形成了“出厂证明”，这是一份重要

的法律文件。	

验证是一个通用术语，用于描述制造商或合格人员为确保起重设

备符合规定的标准或规范、法律要求并且操作安全而采取的程

序。该程序包括验证载荷试验、样品断裂试验、无损检测、计算、测

量和彻底检查。

请注意：对于新设备，制造商使用的验证方法将取决于其所采用

的标准。由于所用材料的性质，有些设备不适合进行验证载荷试

验，如纺织吊索。有些产品是由经过验证符合其自身标准的部件

组装而成，因此无需做进一步测试，如	8	级机械组装链索。一旦投

入使用，所使用的验证方法将是合格人员在得出关于适用性的结

论时所认为必要的方法。

安全系数 (FOS)

最佳实践要求，任何起重设备在其设计中需纳入足够的安全系

数。我们建议在每个单独部位的适当位置对具体项目设定最低安

全系数，并且不得降低该系数。安全系数用于考虑冲击、磨损、动

态载荷和意外过载，但这只是一个应急系数，不得特意用于计算

安全工作或安全应用工作载荷。	

当任何起重作业涉及几个可能同时发生的极端因素进而可能导

致出现故障时，合格人员需提出建议。在此类情况下，合格人员需

建议是否要使用额定等级更高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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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性

使用连接在一起的各种起重设备时必须格外谨慎。每件设备必须

正确就位，并与其相邻设备对齐。与各类设备相关的其他具体信

息，请参见	COPSULE	的各个章节。

预期用途

起重设备有多种类型，并且可以有多种使用方式；因此，必须向供

应商提供有关其预期用途的信息，以及由合格人员提供的任何建

议。还必须提供设备的任何潜在误用的详细信息。	

用户与供应商之间要交换的信息应包括：

•	 待提升负载的几何形状和最大总重量

•	 待提升负载的详细说明和/或图纸，给出影响起重操作和设想

起重方法的所有主要尺寸，特别强调：

•	 净空	

•	 提升高度	

•	 悬挂时的运输方式	

•	 悬挂负载的操控方式

•	 重心	

•	 此外，还应说明起重方法和连接方式，以及在使用这些设备

时可能会遇到的外部障碍物

•	 任何不利环境条件的详情，如极端温度、湿度、化学侵蚀、腐

蚀性空气等

•	 使用频率和平均负载的详情，以便确定额定载荷

•	 接收操作指南和法律文件的地点信息，包括关于正确维护、

储存和使用限制的信息

标识、储存和处理建议

标识

起重设备应标有：

•	 WLL/SWL	或额定载荷

•	 ID	与相关文件交叉引用的方式

•	 标准和法律可能要求的其他标识	

标记应通过合适方式（即，板、金属片、纺织品标签等）永久附着或

直接冲压在设备上，并且最好是在非承重或低受力区域。如果不

会明显影响部件的机械性能，也可以在受力区域进行冲压。在适

用情况下，冲压的位置和尺寸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如果采用的标记方式可能会丢失，则应使用附加信息来传达其信

息。因此，我们建议也将产品识别标记直接冲压在设备上，以便在

设备原有标识脱落时不会丢失识别标记，且也可以从相关文件中

找回其他信息。如果任何必要标识已被抹去或难以辨认，则应停

止使用设备，并交由合格人员重新标识，或在必要时重新验证并

重新标识。

如果用户想在设备上标注容易发生变更的信息（如工厂位置参

照、检查日期等），则建议使用标签而非在原始设备材料上进行

标识。

新设备的	SWL	将采用公制单位公吨	(t)	或公斤	(kg)，或者英制单

位吨	(T)	和磅	(lb)。普遍接受的一条规则是，SWL	如果小于一公

吨或一吨，则分别以公斤或磅标示。

储存和处理

将在役起重设备的损坏和/或劣化风险降至最低非常重要，因此

储存是维护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一般来说，储存区应保持干燥，无污染、不受极端温度影响。任何

外露的螺纹和机械加工表面（如吊环螺栓）都应得到悉心保护，小

心存放，因为这些特性对设备的运行完整性至关重要。	

对于因潮湿或接触过其他可能引起变质的物质而被送回仓库的

设备，应特别小心处理。特别要记住的是，化学品溶液会随着溶剂

的蒸发而变得更浓，例如，弱酸会变成强酸。在这类情况下，一般

的建议是在设备入库时对其进行清洁和干燥。

储存区应受到严格控制，不得未经授权进入。

应提供垃圾箱和置物架等，仅允许将较重、较坚固的设备放在地

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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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和彻底检查要求

维护

妥善维护起重设备，确保在任何时候都能安全操作。这是一条通

用的法规要求。目前的良好做法要求，在法定彻底检查之间需以

适当的时间间隔展开使用前检查和临时检查。应以适当的时间间

隔展开定期的“临时”检查，以确保符合法律要求。

检查

该步骤是在发放设备以供使用前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步骤。

临时检查应该由合格人员进行。对于需处理大量不同设备的组织

来说，投资于使用一系列受控仓库、颜色编码系统等的计划控制

系统可能更为经济。LEEA	会员可以提供关于此类系统的信息。

我们提醒用户，尽管已进行任何临时检查，但	COPSULE	要求，还

需让合格人员在法定期限内对所有起重设备进行彻底检查。这也

是许多国家或地区的一项法律要求。我们还建议制定相关程序，

以确保制造商关于定期维护的建议得以执行。

合格人员完成彻底检查后，应出具彻底检查报告。该报告应与设

备记录一并保存。

培训和安全使用

最佳起重实践的总目标是确保负载的安全，并且在被吊起至空中

时，仍和在地面一样安全。

COPSULE	第	1.8.1	条	(1-17)	和第	1.9.1	条	(1-13)	列出了通用的

程序和培训要求，可以适用于任何起重作业，而无需考虑起重设

备的类型或向设备施加负载的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

•	 操作员和监督员应接受过充分培训，能够安全使用其所用的

起重设备。

•	 操作员和监督员只能使用他们已经接受过培训或指导的设

备，并且只能按照此类培训和指导使用设备。还应注意的是，

这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是一项法律要求。

•	 应向操作员和监督员提供由制造商或供应商提供的任何操

作说明，包括与设备使用有关的更新	

•	 当有多个操作员同时工作时，有效的沟通必不可少。使用手

势信号时应符合使用国的标准，如	ISO	16715、BS	7121-1	和	

ASME	B30	系列。	

•	 无论决定采用何种沟通方式，最重要的是要避免混淆或

误解信号的风险。

•	 未经制造商或其他主管设计机构批准，不得以任何方式变更

或改动起重设备，如需变更或改动，则应在进一步使用前重

新验证、检查和认证设备。

起重作业监督员

起重作业监督员的培训虽然涵盖类似内容，但侧重点可能与上述

内容有所不同。此外，还应对监督员进行正式培训，并保留证明其

已达到满意标准的记录。

设备的处理

起重设备的处理是所有者/最终用户的最终责任。LEEA	的总体

原则是，所有起重设备都应以负责任的方式予以处理，并且尊重

环境。

钢构件和机械均具有废品价值，所以这是最好的处理形式。起重

机部件有时可用于制造新机器。	

问题最大的是织带和圆形吊索，因为它们无法回收。这类吊索的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它们在处理前没有被销毁（切割），往往还会

错误地被重新投入使用。

在处理前，应移除起重设备上的所有识别标签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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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总结

起重设备的标准、设计、严格的验证程序以及在役维护和检查应

确保其能安全使用，并将对人员、设备和财产的风险降至最低。	

我们已经考虑了起重设备牵扯的所有相关人员的法律要求，尤

其是起重设备的所有者和最终用户（责任人），以及他们在保护

所有接触起重设备和从事起重作业的每位人员的健康和安全方

面的责任。

重述雇主的主要职责要求：

•	 确保设备符合任何及所有基本健康和安全要求

•	 确保对设备进行维护和定期检查

•	 提供安全、不存在健康风险的设备和系统

•	 为员工提供必要的信息、指导、培训和监督

•	 确保为任务选择正确设备

我们已经进一步详细介绍了相关法规、标准和操作规程如何提供

满足这些要求的指导，但更重要的是，起重设备的所有者和最终

用户将注意到，使用	LEEA	会员，可协助他们满足职责要求，并让

他们确信他们所处的是一家实力强大、拥有足够设施来开展工作

的公司，而且其人员均具有相应的工作资质。这些人员还需接受

每	3	年一次的	CPD（持续职业发展）重新评估，以验证其所持有

的所有	LEEA	资质的能力和现状。只有达到这一标准，我们才会

将	LEEA	的“TEAM	卡”重新发放给合格证书持有人。（见图	1）

10.推荐进一步阅读

•	 LEEA	COPSULE（《起重设备安全使用操作规程》）第	9	版	-	

2019	年	11	月	ISBN	978-0-9930124-0-2

•	 《起重设备	–	用户便携指南》–	由	LEEA	出版的	A6	便携指南	

–	www.leeaint.com

•	 《LEEA	指南文件	072》–	确保在役起重设备持续安全性的职

责与责任。

•	 《LEEA	指南文件系列	059》–	文件和标识

11.版权与法律信息

本课程手册的内容仅供参考。虽然本手册旨在代表最佳实践标

准，但不具备法律地位，故遵守本手册并不能免除您遵守任何法

律要求的责任。尽管我们尽了合理努力来提供准确的指导，但对

于指导内容以及我们对要求所作的解释的准确性、完整性或现

行有效性，我们不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陈述、保证或担保。因此，

根据法律负有具体责任的人员有责任确保其履行各自应承担的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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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less headache  
for 2021

Can you be sure if the person responsible 
for keeping your lifting equipment in a safe 
condition, is qualified to do the job? Don’t 
compromise, ask to see their Team Card 
and insist on a LEEA member.

When it comes to lifting operations, don’t let it become a headache,  
join forces with the winning team and insist on a LEEA member.  

LEEA is established across the world as the leading trade association  
for all those involved in the lifting industry. 

To find a LEEA member near you, or for information on how to join the Association, 
visit www.leeaint.com or email mail@leeaint.com

All LEEA Member companies have
• Proven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ism
• Access to LEEA technical support
• Trained staff holding TEAM cards
• Commitment to raising safety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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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查找您附近的	 LEEA 会员，或了解如何加入该协会，	
请访问	www.leeaint.com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mail@leea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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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您能确定那些负责维护您起重设备安全性的人
员有资质做这项工作吗？不要妥协，请求查看他
们的 TEAM 卡，坚定选择 LEEA 会员。

如需查找您附近的	 LEEA 会员，或了解如何加入该协会，	
请访问	www.leeaint.com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mail@leeaint.com

所有 LEEA 会员公司均具备： 
•  经过验证的专业标准	
•		LEEA	的技术支持	
•		持有	TEAM	卡的娴熟工作人员	
•		致力于提高安全标准的承诺

每当谈到起重作业，别让它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携手制胜团队，坚定
选择 LEEA 会员。LEEA 是一个全球领先的、为起重行业从业人员建立的贸

易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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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 基础课程证书

LAC 起重配件专业文聘

MLM 手动起重机专业文聘

PLM 电动起重机专业文聘

BGC 桥式起重机和龙门起重机专业文聘

SUP 升降机和轻型起重机系统的支撑结构专业文聘

MOB 移动式起重机专业文聘

OSC  海运集装箱专业文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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