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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保持着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有效提高了国家综合实力,我
国的社会经济正在快速发展,带动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建设步伐。因此,我国道路桥梁工程项目的数量在
日益增加,建设规模也越来越大,其实际的建设质量和效果自然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在道路桥梁工程
的施工管理期间,部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对工程项目的质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对此,文章
详细分析了道路桥梁工程施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相关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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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existing in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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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er Mongolia Luqiao Group Co., Ltd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social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intai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going hand in h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the country, China's social economy
is developing rapidly, driving the construction pace of China'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Therefore, the number
of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projects in China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and the construction scale is also
getting bigger and bigger, and its actual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effect have natur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social
attention.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some problems have not been effectively
solved, which has caused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In this regar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in detail , Related solution strategies are
also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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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的施工计划和施工进度都要事先制定。与此同时,业主还要正

为了保证道路桥梁的质量,在相应的施工过程中,要做好施

确衡量施工企业能力,保证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和施工人员的

工管理工作,确保适当的施工技术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得到有意
义的运用,使最终建成的道路桥梁能够更安全、更稳定地使用。

1 道路桥梁项目施工管理特点

人身安全。

2 道路桥梁施工管理问题
2.1体系建设不够完善,管理流程有待细化

首先,道路桥梁项目施工并不在某一固定的地点进行,有着

施工质量及安全体系建设需要不断细化,要能够作为质量

极强的流动性特点,因此,工程项目主要负责人对工程项目的所

安全管理的依据在全公司推广,然而,大多数施工企业公路与桥

在区域进行勘察,合理分析区域特点,根据区域特点制定管理方

梁工程施工质量控制体系建设上存在细节性不足的问题,体系

案。其次,道路桥梁项目施工具有交叉形式普遍的显著特点,这

建设不够完善,管理流程不够细化,现场施工管理可操作性不强,

也是道路桥梁项目施工管理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该方式需要

难以作为企业的管理制度全面推广。主要原因在对于质量控制

管理人员、施工人员之间能够加强沟通和交流,明确工程项目的

体系编制上,多数都是办公室管理人员根据行业规范编制,由于

重点和要点,通过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方式,合理判断工程

缺乏现场施工管理的实践经验,很难建立细化、有效的质量控制

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影响因素。最后,道路桥梁项目根

措施,管理体系内多是空泛的大纲性条例性内容,如对填筑路

据自身的应用特性,在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中发挥其作用

堤、桥背涵背等施工工艺环节上的管理规范、质量验收等方面,

和功能,总体上呈现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因此,道路桥梁项

缺乏具体的管理细则,不具备推广实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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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施工材料管理

材料管理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采购管理,第二是现场管理,

道路桥梁建设对施工材料的要求更加严格,部分公路建设

第三是使用管理。在采购管理过程中,应当根据采购计划配置专

单位并没有设置专业人员选购材料或者对材料进行有效管理,

项化的采购人员,该人员先进入市场进行调研,通过市场考察选

导致施工材料发生质量问题,对工程整体建设造成威胁。部分小

择合适的材料供应商,在材料入库前向供应商索要质量合格材

型施工单位的建设资金不足,选择价格低廉的材料,选购后并未

料,保证材料质量的同时完成现场管理,并建立专项化材料管理

对材料质量进行管理,施工过程中经常见到一些裂缝问题,可能

制度,根据材料性质放在对应的库房,避免发生雨水渗透及腐蚀

导致路面坍塌及桥梁负荷能力降低,甚至会发生更大的损失。

问题,各种材料标识清晰、分类摆放。在使用管理过程中,需关

2.3不能对安全管理工作引起重视

注材料成本控制,根据施工进度计划及企业施工技术水平,确定

安全问题是道路桥梁工程施工管理的重中之重,个别施工

材料用量,建立限额材料制度,避免发生材料浪费问题,也要建

单位未对此引起重视。再加上此类工程活动人员流动性较大,

立奖惩制度,若施工人员发生浪费材料的现象,应当作出惩罚措

部分施工人员的文化程度不高等,在施工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仅

施;若施工技术人员工作能力强,材料使用合理,也要提供一些

依靠口口相传,不能形成规范的准则严格约束自身工作行为,进

鼓励及支持,通过该方式实现成本管控。

而埋下安全隐患。此外,除了人员因素,管理人员还需要对施工

3.3做好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管理

设备的安全使用引起重视,定期开展检修工作,以保障设备最佳

3.3.1人员安全管理

状态运行,为施工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但是,结合实际情

通过定期开展施工活动安全事故讲座、安全培训等活动,

况来看,一些管理单位忽视了这一方面,导致施工安全无法得到

提高项目施工人员安全意识,使其能够从思想上认识到规范施

充分保障。

工的重要性。此外,管理人员还可以通过印发手册的方式提醒施

2.4工期与工程质量冲突

工人员建设活动中的注意事项。在施工现场合理设置项目标语,

道路桥梁工程施工对于施工质量的要求更高,而高质量的

例如,“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家庭支柱靠你

施工工程自然就需要较为细致的施工环节进行支撑,但是,道路

扛,安全施工不能忘”等,时刻提醒施工人员规范作业,以此保障

桥梁工程施工的工期一般也会被催得很紧,这便会出现施工工

施工活动安全开展,将安全问题扼杀在根源。

期与施工质量相冲突的问题。由于道路桥梁是整个城市最主要

3.3.2机械设备安全管理

的交通线路,道路桥梁始终处于施工的状态便会影响交通的通

首先,需要定期对机械设备的运行状态定期检修,确保其能

行和人们的正常生活,从而影响人们心中对居住城市的满意度

够保持在最佳状态,促使施工活动顺利开展。其次,需要提高操

和幸福感,这一点考虑是十分有必要的。但与此同时,道路桥梁

作人员的专业素养,有关大型设备,例如,塔吊等设备,操作人员

工程施工也不能因一味的赶工期就草草竣工,对项目工程质量

需要持证上岗。因为此类工程项目具有流动性大的特点,要定期

的负责,也是最基本的原则,由此可见,道路桥梁工程建设处于

组织施工人员进行专业培训,通过考核者才能够上岗,避免因为

两难的局面。

人为操作失误导致安全事故。最后,在当前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

3 道路桥梁施工管理对策

高的背景下,有关道路桥梁工程施工设备也在不断优化升级。基

3.1建立健全质量管控体系,组织完善安全管理机制

于此,操作人员需要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养,以满足机械设备的

公路与桥梁工程施工质量及安全管理离不开管理体系和管

应用要求,避免因为操作不熟练导致故障,对设备带来损害之外,

理制度的支撑,为此,施工单位必须重视管理体系建设问题,建

极易对道路桥梁工程项目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

立健全施工质量管控体系,组织完善安全管理机制,确保施工现

3.4分工明确统筹协调,提升连续作业质量和效率

场质量及安全具有可实施操作的管理条例依据。首先,施工单位

道路桥梁工程建设并非某一个建设队的责任,在建设过程

在编制质量及安全管控体系时,应严格执行国家公路与桥梁施

中更需要对繁杂的工程项目进行划分和分配,由于道路桥梁的

工质量安全管理规范和相应技术标准,既要设立总体质量管理

工期限制的比较严格,因此,在建设过程中可以充分调动各种有

目标,同时也要细化阶段性的目标任务,并严格细化各项施工工

利的因素进行分工与协作,比如,道路桥梁工程施工队不懂得排

艺环节的质量检验制度,全面落实质量检验标准；其次,针对细

水工程、绿化工程等专业施工流程,便可以与相应的施工单位进

则性的质量及安全管理条例,应召开企业内部研讨会议,邀请施

行协商进行共同建设。除此之外,当遇到交叉作业情况的时候,

工现场管理经验丰富的项目经理、质量安全管理人员参与进来,

也可以多加强协调和管理,多与施工方、施工人员以及业主等进

提高管理制度的可实施性；再次,针对施工企业内部建立的质量

行协商,尽一切可能争取到多方的支持,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施

检验实验室、质检部门等,应进一步细化相关部门的质量安全管

工阻力,只有将每一个环节都分配到位才更有助于提高道路桥

理制度,对试验及检验的安全性、规范性、可操作性等问题进行

梁工程作业的连续性。

细化分支,分条例、分步骤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构建完整的质

3.5提升数据化建设水平

量安全管控体系。

在实际工作开展中,应当以内业资料管理部门为基础,建立

3.2严格管理施工材料
116

完善的数据库,并通过各个部门的协作与沟通,将各项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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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数据和管理数据实时纳入数据库。以此在不断丰富数据内容的

免混凝土内部存在孔隙降低混凝土整体结构性能。漏振、过振

基础上,通过技术化处理,分析各个施工流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偏

是混凝土振捣中较为常见的问题,这和技术人员的专业能力有

差,将这些问题重新反馈至施工管理层面。通过数据库和管理信

着很大的关系,所以技术人员要加强振捣过程的管控,保证振捣

息网状交互体系的形成,能够改变传统项目建设管理体系中线

工作能够达到规范标准要求。

性管理模式存在的不足,便于施工管理人员对各种要素进行查

3.8施工工艺及流程的标准化管理

阅分析,能够推动管理措施朝着系统化方向发展,在不断提升管

道路桥梁工程涉及许多的环节,因此,对于施工工艺以及流

理效率基础上,确保工程项目施工质量、施工进度等都能够符合

程要进行准确的规范和要求。这也是施工标准化管理的需求。

设计方案要求,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对施工工艺进行优化,并加强施工工艺的管理,使施工的效率和

3.6桥墩和桥台轴线偏差控制

工程的质量得以提高。对于质量检验,保证检测项目的完整,检

在桥梁施工过程中,相关参数的控制必须放在质量和数量

测数据的真实可靠。路基工艺主要是填筑、压实、摊铺等环节,

控制的首位。如果参数不合理,很可能造成桥梁工程后期的变形,

根据路基工程的特点并结合施工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明确的管理

甚至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必须严格按照施工规定实施参

目标,并进行规范的管理。防护工程的砌筑、锚索及养护定要按

数调整。例如,桥墩和桥台的垂直偏角误差应控制在0.2%以上,

照相关的规定及设计的要求进行标准化的管理。隧道桥梁工程

但最大偏角不应高于20mm。实际施工中,当墩台上升1m时,必须

一定要规范施工的行为,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施工,保证施工

进行调整和标定,并严格执行参数管理。如果参数偏差较大,必

工艺符合工程的要求。在路面工程施工过程中,对于碎石的加

须及时停止工作,并允许专业技术人员检测、分析偏差原因并实

工、碾压工艺等进行严格的要求,同时,还要规范钢筋模具绑扎

施调整。对偏差较大的墩台进行调整时,必须控制振幅,避免对

技术,确保工程的质量效率。

墩台变形一次性调整过大,应结合受力范围和受力方向分步调

4 结语

整。同时,结合滑模施工的相关标准,加强控制台的高质量控制

总而言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道路桥梁工程的建设是

系统,避免控制台倾斜等,并防止对桥墩和桥台施工的影响和滑

不可或缺的。相关部门和施工企业要加强对道路桥梁工程施工

升。因此,工作人员的位置和控制台中其他建筑材料的放置位置

管理问题的重视,深入分析造成问题的各种因素,从而有针对性

也应结合受力点进行分析,以避免影响水平操作。

地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通过科学合理的

3.7确保混凝土浇筑质量

措施来提高道路桥梁工程整体的施工质量,为人们的出行安全

在混凝土浇筑阶段,工作人员要严格控制混凝土浇筑质量。

提供保障,促进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在浇筑阶段,施工人员首先要将浇筑现场清理干净,将模板内的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清除干净,避免混凝土中掺入杂质降低混
凝土结构的质量。其次,要用清水冲洗润湿浇筑区域,在浇筑过
程中做好用水量的控制,避免模板存在过多积水影响混凝土配
合比。水洗不但可以将模板内部尘土清除干净、将模板洁净度
和含水率提高,达到混凝土表面质量优化的效果,还能够避免模
板吸收混凝土材料中的水分导致混凝土水分不足表面粗糙。在
浇筑混凝土过程中需要做好供料管和浇筑面间距的严格控制,
避免供料管和浇筑面距离过大在浇筑过程中引发离析问题。在
浇筑过程中,针对特殊部位要选择不同的浇筑和振捣方式。工作
人员在浇筑混凝土阶段要科学地选择技术标准和振捣技术。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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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振捣是为了保证模板中每一处都填充密实混凝土材料,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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