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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施工管理在装配式建筑工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存在的风险也是相对较大的,需提高
施工管理人员的重视程度,并采取有效的风险因素控制手段,保证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顺利开展。本文将
简述装配式建筑的特点以及目前的状况,并分析装配式建筑在施工管理中存在的风险因素,提出相应的
控制手段,为装配式建筑的施工管理工作提供有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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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factors and control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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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but its
risks are relatively larg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attention of construction managers and take effective risk
factor control measures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projects.This paper will briefly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ntrol means, so as to provide a powerfu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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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4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在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中,可以根

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并在作业过程中

风险因素应详细分析和研究,并提出对

据施工过程中所存在的施工管理风险及

进行全程监控管理。⑤顶升到群塔作业

应的解决措施,从而为装配式建筑的质

风险源进行分类,主要分为预制构件工

所规定的标高,经过相关部门的检测合

量和施工管理安全性提供保障。

程、塔吊安装工程、吊装作业、群塔作

格并验收后,才能投入到施工当中。

业、模板工程等。针对所存在的风险,

3.7吊装作业

进行针对性的风险控制。

①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做好安全防

3.5预制工程

护工作。②满足方案要求,按照规定进行

[参考文献]
[1]陈俊.装配式建筑在施工管理中
的风险因素与应对措施[J].居舍,2020,(7):
136+163.

①预制构件在卸车时,车辆应保持

吊装作业。③不得擅自拆除支撑,需经过

[2]王鑫.装配式建筑在施工管理中

平稳,确保构件完好没有破坏。②吊装操

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审批才可以进行拆

的风险因素与应对措施[J].砖瓦世界,2020,

作人员应持证上岗,且相关技术知识水

除。④对吊装设备定期检查,及时进行修

(6):109+198.

平达到要求标准。③在吊装过程中,需配

复和保养。⑤吊装作业相关人员需持证

备监督工作人员及专业指挥人员,对吊装

上岗。

作业的整个过程进行监督和指挥,降低管

3.8模板支撑

[3]杨晨光.装配式建筑在施工管理
中 的 风 险 因 素 与 应 对 措 施 [J]. 中 国 市
场,2018,(18):111+116.

理风险。④对构件尚未稳定的部分,应采

①模板支撑工程需严格按照《模板

[4]谢园.分析装配式建筑在施工管

用临时固定或支撑的方式,并且在预制

专项施工方案》,并需按照模板设计方案

理中的风险因素与应对措施[J].中国房

构件和结构之间进行永久固定连接,经过

[9]
进行施工 。②模板支撑材料进入施工

地产业,2020,(3):124.

合格报批后才能进行拆除。另外,装配式

场地前需经过相关检测部门对其进行合

[5]黄婉莉.装配式建筑在施工管理

结构承载能力需满足后期的施工要求。

格检测,合格后才允许材料进场。③在吊

中 的 风 险 因 素 与 应 对 措 施 [J]. 价 值 工

3.6塔吊安装工程

装前,需计算模板的中心,确保在吊装时

程,2019,38(36):2.

①制定塔吊基础施工和塔吊安装工

能够准确找到吊装点,保证吊装不会出

[6]郭少德.装配式建筑在施工管理

程方案,并经过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查和

现风险事故。④安装技术人员应严控控

中的风险因素与应对措施[J].中国房地

评定,确保方案的可行性。②技术人员在

制架立杆、横杆、剪刀撑的间距。⑤模

产业,2019,(036):129.

塔吊安装前需对安装人员进行技术交底,

板支撑搭建好后,需经过专业检测,检测

[7]丁彦,田元福.装配式建筑施工质

将具体的安装技术方案对安装人员进行

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⑥在模板拆除前,

量 与 安 全 风 险 评 价 研 究 [J]. 建 筑 经

讲解。③对需采用汽吊的工程,在汽吊进

需对混凝土的强度进行检验,并经过报

济,2019,443(09):81-85.

入场地前应严格检查,并且在吊装过程

批检验各格后,方可将模板拆除。

[8]林谱,孙玉芹.装配式建筑工程项

中也需要满足制定方案的要求,并结合

4 结束语

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中

现场的实际情况,合理调整,保证吊装工

综上所述,目前装配式建筑在施工

国室内装饰装修天地,2020,(001):64.

作顺利进行,确保施工安全。④在塔吊设

管理中仍存在诸多风险因素。相关管理

[9]刘志.浅谈装配式建筑工程管理的

备上安装智能设备,通过传感器采集到

部门应提高其风险因素的重视程度,对

影响因素与对策[J].环球市场,2019(6):14.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