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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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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落防护 登杆脚扣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登杆脚扣（以下简称“脚扣”）的分类和标记、技术要求、测试方法、检验规则和标 

识等。

本标准适用于电力、通讯及广播电视等行业从事电杆（或称线杆）攀登作业使用的脚扣，不适用于 

木质电杆攀登用脚扣。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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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5 安全带 

GB/T 9867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耐磨性能的测定（旋转辊筒式磨耗机法） 

GB/T 10125—1997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GB/T 23468—2009 坠落防护装备安全使用规范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登杆脚扣  climbing irons for poles 
穿戴于脚部，供作业者从事电杆攀登作业的专用工具。 

表1 脚扣的一般结构参见附录B。 

1 

摩擦角  angle of friction 
登杆状态下，穿过脚扣钩体部件所在的平面与水平面的夹角。 

表2 脚扣的摩擦角参见图B.1。 

2 

最大使用直径  Maximum diameter of use 
登杆状态下，脚扣钩体伸展至最大状态时所对应的电杆最大直径。 

表3 脚扣摩擦角的余弦值与脚扣最大开口距离的乘积即为最大使用直径。 

分类和标记 

1 分类 

脚扣分为固定式和可调式脚扣。 开口距离不可调整的为固定式脚扣，开口距离可调整的为可调式脚 

扣。 

2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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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扣按图 1所示方法进行标记。 

图1 脚扣标记方法 

示例 最大使用直径为 300mm 的可调式脚扣标记为 “JK—T—300”， 最大使用直径为 400mm 的固定式脚扣标记为 “JK 

—G—400”。 

技术要求 

1 结构尺寸 

1.1 脚扣金属件表面应光洁，无裂纹、麻点等明显缺陷，并经耐腐蚀处理，处理层均匀、牢固，无起 

皮、脱落现象。 

1.2 脚扣所有焊接部位表面应平整、光洁，无气孔、夹渣和伤痕。 

1.3 同一副脚扣最大开口距离左右互差，可调式脚扣不超过 10 mm、固定式脚扣不超过 2 mm。 

1.4 可调式脚扣的钩体横截面宜采用“△”形，钩体在扣体内应滑动灵活，无卡阻现象。 

1.5 防滑块与金属件的连接应紧密、牢固，不应有松动现象。钩体部位防滑块厚度不小于 8 mm，顶扣 

部位防滑块厚度不小于 16 mm。 

1.6 踏板表面应进行防滑处理，踏板与扣带连接处应圆滑、无棱角，踏板长度不小于 130 mm,宽度不 

小于 110 mm,厚度不小于 2 mm。 

1.7 扣带必须是一整根，不得缝接，扣带端部应经燎烫处理，不应留有散丝。扣带宽度不小于 20 mm， 

厚度不小于 2 mm。 

2 摩擦角 

按6.2规定的方法测试脚扣的摩擦角，应为 30°±5°。 

3 防滑块耐磨性能 

按6.3规定的方法对防滑块进行测试，相对体积磨耗量不应大于150 mm 
3 
。 

4 扣带强力 

按6.4规定的方法对扣带进行测试，力值不小于0.6 kN，不应出现织带撕裂、金属件明显变形、扣 

合处明显松脱等现象。 

5 金属件耐腐蚀性能 

按6.5规定的方法对所有金属件进行测试，表面应无红锈或其它明显可见的腐蚀痕迹，但允许有白 

斑。 

6 整体静态负荷 

按6.6规定的方法对脚扣进行整体静态负荷测试，应符合表 1要求。 

表4 整体静态负荷测试要求 

分类代号，JK脚扣，G固定式，T可调式 

最大使用直径（单位为毫米） ，标记时不包含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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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测试压力 

kN 

保持时间 

min 

技术要求 

% 

负荷测试 1.65 5 

测试后脚扣永久变形率△a≤2、△b≤2、△c≤2； 

脚扣应无明显变形， 可调式脚扣钩体在扣体内应滑 

动灵活、无卡阻现象 

超负荷测试 2.25 5 

测试后脚扣永久变形率△a≤8、△b≤8、△c≤8； 

脚扣应无明显变形， 可调式脚扣钩体在扣体内应滑 

动灵活、无卡阻现象 

预防性测试 
a 

1.18 5 
测试后脚扣应无明显变形， 可调式脚扣钩体在扣体 

内应滑动灵活、无卡阻现象 
a 
预防性测试是指使用者每年应对脚扣进行一次整体静态负荷预防性测试。 

7 整体动态负荷 

按6.7规定的方法对脚扣进行整体动态负荷测试，脚扣顶扣部位下滑距离不应大于200 mm，脚扣应 

无明显变形，可调式脚扣钩体在扣体内应滑动灵活、无卡阻现象。 

测试方法 

1 结构尺寸 

目视、感官检查结合卡规、钢直尺、游标卡尺等量具测量，测量精度：钢直尺±1 mm，游标卡尺± 

0.02 mm。 

2 摩擦角 

按图 B.1示意，用角度尺测量钩体部件所在平面与踏板所在平面之间的夹角。 

3 防滑块耐磨性能测试 

分别从1 副脚扣左、右钩体部位、顶扣部位的防滑块上各取3 个试样，按GB/T  9867方法测试。试 

样测试前应在（23±2）℃的环境中调节16 h。 

4 扣带强力测试 

4.1 测试设备 

材料试验机，量程不小于10 kN，精度1 级。 

4.2 试样装夹方法 

扣带试样按正常使用时的扣合长度和扣合方式扣合后，装夹在材料试验机上，装夹方法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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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上夹具销轴； 

2—扣带； 

3—下夹具销轴。 

图2 扣带强力测试试样装夹方法示意图 

4.3 测试步骤 

按图 2所示方法，分别将1 副扣带试样装夹在材料试验机的上、下夹具上，以（100±5） mm/min 

速度加载至0.6 kN，保持5 min，保载过程中观察试样状态。 

5 金属件耐腐蚀性能测试 

按GB/T 10125—1997中性盐雾（NSS）试验方法，对金属件进行盐雾试验，测试周期为48 h。 

6 整体静态负荷测试 

6.1 测试装置 

6.1.1 压力试验机 

量程不小于10 kN，精度1 级。 

6.1.2 模拟电杆 

等径钢管（壁厚大于6 mm），直径等于脚扣的最大使用直径，模拟电杆上部应配置防止脚扣钩体部 

位向下滑动的限位装置。 

6.1.3 鞋模 

鞋号为250的橡胶底鞋及配套的金属鞋楦。 

6.2 试样准备 

在脚扣上按图 3所示位置，标记出脚扣纵向测量点A1、A2，钩体圆弧部位测量点B1、B2，扣体圆弧部 

位测量点C1、C2，用钢直尺结合卡规测量并记录脚扣纵向测试前长度a、钩体圆弧部位测试前弦长度b、 

扣体圆弧部位测试前弦长度c，精确到毫米。负荷测试、超负荷测试样品的数量各为1 副脚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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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整体静态负荷测试测量点示意图 

6.3 测试步骤 

按图 4所示方法，将鞋模装夹在压力试验机的上夹具上，脚扣装夹在模拟电杆上（可调式脚扣应将 

钩体伸展至最大位置），并采用限位装置防止脚扣钩体部位向下滑动，脚扣踏板位于鞋模前掌部位正下 

方。 

说明： 

1—限位装置； 

2—登杆脚扣； 

3—模拟电杆； 

4—鞋模。 

图4 整体静态负荷测试脚扣装夹方法示意图 

试样装夹完毕后，以（100±5） mm/min的速度对踏板施压，按表 1要求分别进行负荷测试、超负 

荷测试或预防性测试。 卸载后观察试样状态，负荷测试及超负荷测试需用钢直尺结合卡规测量脚扣纵向 

测试后长度a1、钩体圆弧部位测试后弦长度b1、扣体圆弧部位测试后弦长度c1，分别按式（1）、式（2）、 

式（3）计算测试后脚扣永久变形率（即脚扣纵向永久变形率△a、钩体圆弧部位永久变形率△b、扣体 

圆弧部位永久变形率△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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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a a  1 − 

×100% .................................... (1) 

△b= 
b 
b b  1 − 

×100% .................................... (2) 

△c= 
c 
c c  1 − 

×100% .................................... (3) 

式中： 

△a、△b、△c －脚扣纵向永久变形率、钩体圆弧部位永久变形率、扣体圆弧部位永久变形率； 

a、b、c —测试前脚扣纵向长度、钩体圆弧部位弦长度、扣体圆弧部位弦长度； 

a1、b1、c1 —测试后脚扣纵向长度、钩体圆弧部位弦长度、扣体圆弧部位弦长度。 

7 整体动态负荷测试 

7.1 测试装置 

直径小于脚扣最大使用直径的水泥电杆。 

7.2 测试步骤 

选择两名体重在60 kg～75 kg的测试人员，佩戴符合GB 6095要求的围杆作业安全带，依次按使用 

说明穿戴同一副脚扣进行模拟登杆操作，每人至少登杆3 次，每次每只脚扣至少攀登5 步，并在踏板上 

作模拟仰身和蹦跳操作。完成整体动态负荷测试后观察试样状态，并记录下滑距离的最大值。样品数量 

为1 副脚扣。 

检验规则 

1 出厂检验 

制造商应逐批进行出厂检验，各项检验样本大小、不合格分类、判定数组见表 2，不合格需加倍复 

检，复检后仍不合格，判该批脚扣不合格，不能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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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出厂检验 

检验项目 
批量范围 

副 

单项检验 

样本大小 
不合格分类 

单项判定数组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 

整体静态负荷（不含预防 

性测试）、整体动态负荷 

≤100 3 

A 

0 1 

101～1000 5 0 1 

≥1000 7 0 1 

结构尺寸、摩擦角、防滑 

块耐磨性能、扣带强力 

≤100 3 

B 

1 2 

101～1000 5 1 2 

≥1000 7 1 2 

2 型式检验 

2.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定型鉴定； 

——结构设计、材料、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时； 

——每年一次周期性检验； 

——停产 6 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出或质量仲裁检验时； 

2.2 型式检验样本从制造商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样品数量为 5 副。 

标识 

1 永久标识 

脚扣永久标识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产品名称及标记； 

标准号； 

制造厂名； 

生产日期（年、月）。 

2 产品说明书 

每副脚扣应配有详细说明书，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制造商名称、地址、电话； 

产品用途、使用范围、限制条件； 

警告禁止擅自改装； 

使用前的检查要求； 

维护、保养、储存要求； 

每年应由专业人员按制造商的说明，对产品进行一次预防性测试的声明； 

使用期限及报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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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登杆脚扣使用要求 

A.1 脚扣使用者应按GB/T 23468—2009 附录 A要求经过相关培训。 

A.2 脚扣使用前应检查各部位是否完好无损，金属件有无严重变形、磨损、裂纹、腐蚀，防滑块有无 

严重磨损、松动、脱落，扣带有无撕裂、开线、霉变等缺陷，如有应立即更换。 

A.3 在雨、雪等恶劣环境下使用脚扣作业时，应采取可靠的防滑措施。 

A.4 脚扣使用过程中，作业者应同时使用符合GB 6095 技术要求的围杆作业安全带，或配合使用坠落 

悬挂安全带，以防止意外滑落。 

A.5 脚扣维修应由专业人员进行，维修材料必须与原脚扣相配，严禁私自添加附着物或随意拆除部件。 

A.6 脚扣不用时应由专人保管，存放于通风、干燥环境，避免接触热源、腐蚀性物质、有机溶剂，避 

免阳光直射。 

A.7 脚扣应在制造商规定的期限内使用，一般不应超过 3 年 （自生产日期起计算），如使用环境特别恶 

劣，或使用频率比较频繁，则应相应缩短其使用期限。 

A.8 自购买之日起，使用者应每年由专业人员按制造商的说明，从同批次脚扣中随机抽取 1 副进行预 

防性测试，如不合格应停止使用，超过使用期限的脚扣，应每半年逐只进行预防性测试，合格后方可继 

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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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登杆脚扣结构 

登杆脚扣结构见图 B.1。 

说明： 

1—扣带； 

2—踏板； 

3—顶扣； 

4—防滑块； 

5—钩体； 

6—扣体； 

7—限位钉。 

登杆脚扣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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