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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各项事业均快速发展,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成绩,特别是公路行业以惊人的
速度向前发展。我国公路总长度居世界首位,并且公路建设项目逐年增多,其建设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
项目建设中,安全生产管理非常重要,它是保证项目开展的前提,也是保护承包商经济利益和确保施工人
员安全的重要技术手段。如果在施工现场发生安全事故,将影响工程的施工项目进度,并对现场的施工人
员安全、经济效益、企业声誉等诸多方面将造成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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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entering the new period, China's various undertaking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has achieved
very ideal results, especially the highway industry at an amazing speed.The total length of China's highway ranks
first in the world, and the highway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its construction level is
also constantly improving.In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is very important, it is the
premise to ensure the project developm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technical means to protect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contractors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construction personnel.If a safety accident occurs at the
construction site, it will affect the construction progress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and affect the safety,
economic benefits and enterprise repu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ersonnel on the site The surface will cause
adverse 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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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分公路施工人员的教育水平不高。此外,安全措施的实际运用不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家对

足,在当前的公路施工现场,很多新型安全措施并不能充分发挥

“大基建工程”发展战略也提出了更大的支持,公路施工项目作

其应有的作用,如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和智慧工地等,这是因为施

为“大基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项目规模和数量逐年增多,

工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整体能力不足,并不知道这些安全管理措

这是国民经济发展取得进步的重要体现。

施和设备的实际意义。

1 公路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2现场管理权责不明,安全管理职责混乱

1.1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

公路工程施工质量安全管理中,虽然管理制度欠缺、管理意

在当前我国的公路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中,整个项目的

识不足,但依然会根据公路安全管理规范要求,设立相应的安全

企业、项目部以及班组之间未能够建立统一的安全管理制度,

管理岗位,配备相应的安全管理人员。但是,由于缺乏重视,对施

导致在现场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沟通问题,安全管理

工现场质量安全管理的职责划分并未明确,各级领导、项目经

措施和文件无法有效下发与执行。另外,还有一些公路施工单位

理、监理单位、质量安全管理员等都对现场负有一定的安全管

的安全管理工作仅仅停留在表面,而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未能

理责任,但是具体到责任细分和管理落实上,往往没有明确的规

够落实到具体的人员和管理环节上,导致很多安全风险并未及

定,管理职责界限模糊,现场管理相对混乱,容易出现管理重叠

时被发现和解决。同时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水平相对偏低,大部

或管理漏洞的问题,严重影响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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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路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措施

一套行为标准,规范员工的工作能力,宣传安全理念的重要性。

2.1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2.4完善安全工作监督管理制度

为了规范现场施工管理工作,公路施工单位需要建立系统

首先,公路工程施工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为保证人员的安全,

化、标准化的制度体系,明确管理内容、责任人、管理措施、时

就必须要落实相关施工安全管理制度,以安全管理为前提,提升

间以及地点等相关要求,明确设备操作、材料使用等各项标准,

管理人员及公路工程现场施工人员的管理水平和安全意识,以

要求现场各专业施工人员和管理人员具有明确的作业或管理指

确保在遇到问题时,能够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同时,还要规范

引。为了确保相关标准的有效落实,建筑单位需要建立相关责任

安全管理制度,以严格的安全管理制度为前提,要求施工人员按

制度,将各项管理责任落实到各管理层级,并根据奖惩考核制度

规定作业,合理使用的工程材料、设备和相关防护用品,并定期

督促相关人员按要求开展工作,根据安全资金保障制度确保安

进行严格检查。不断强化施工人员的施工意识,建立安全管理体

全教育、劳保采购、安全技术措施落实等相关资金符合需求。

系。施工单位要完善公路工程施工管理机构,优化安全管理过

公路施工单位需要针对安全教育工作制定相关的培训制度,从

程。在公路施工技术的发展中,加强对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视。相

计划、培训内容、培训考试标准等方面进行明确规范。此外,

关安全管理机构应严格监控施工中出现的安全隐患问题,确保

公路单位还需要针对安全检测、隐患整改以及事故处理等建立

安全生产。如果在公路工程中一旦发生安全事故,要根据事故现

相应的制度标准,推动安全管理效能的进一步提升。在实际施工

场的情况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并做进行相应的处罚,必须以

过程中,公路项目通常涉及砌筑、土方、地基、脚手架等多项工

安全第一,确保安全管理制度的落实。

程内容,施工单位需要组织专人做好相关技术方案的编制工作,

3 公路工程安全施工技术

确保方案中具有明确的工艺方法和技术措施,能够结合施工季

3.1基础工程安全施工

节特性制定专项的管理措施,具有制定技术交底的相关标准要

测量放样是公路工程中较为基础的施工内容,也是非常重

求,将施工危险源相关内容涵盖在内。

要的施工内容,对工程整体施工来讲具有重要意义,一旦施工过

2.2细化现场安全管理职权,明确各方管理权责范围

程中存在问题,容易导致施工存在偏差,甚至发生公路质量问

首先,施工单位应针对具体项目指派分管领导进行总体把

题。测量放样前需要先对工地进行整平处理,保证测量放样工作

控,由分管领导对该工程项目施工中的质量及安全管理问题负

的准确性。在实际施工过程中,选择先进及精密的仪器完成测量

总体责任,同时,也赋予其总管职责,方便施工现场质量安全问

放样,保证施工结果满足后期施工要求。测量放样施工过程中,

题的管理与任务分配；其次,必须明确施工现场各方、各级管理

需保证施工精确度,在施工后严格检查,保证施工结果的准确性,

人员的职责范围,落实责任到人,再如现场的存放安全、技术实

并根据精确的参数完成后续安全施工。

施安全、质量检验安全等,对不同的安全管理环节进行职责细分,

3.2路基填土与压实

并明确具体的管理细则和职责权限,避免出现现场管理混乱、统

在公路工程施工过程中,路基填土与压实工作的有效开展将

一问题多方管理等问题出现,以免影响管理效率。再次,进一步

会对路基的强度和稳定性产生较大的影响,相关施工工作人员需

加强监理单位的现场监理职责,监理单位在公路施工项目现场

要根据实践施工的地质条件做出有效地分析和考量,合理选择路

质量监管中负有重要的监督管理职责,其监管权限从项目开始

基填料和路基压实方法,进而有效提高施工安全。首先从路基填

一直延续到项目结束,监理单位必须重视监管职责,要有认真、

料的角度来分析,相关施工单位需要根据相应的操作规范和操作

负责、严谨、公正的态度,发现质量问题及安全风险问题,应立

标准,合理选择填料。明确相关规定中对于填料的最小强度和最

即责令其停工整改,并在验收合格后方可允许开工。

大粒径所设置的标注,利用相关规定对填料选择做出有效规范,

2.3加强安全管理力度

结合CBR值做出相应分析,一般情况下,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路面

在安全管理方面,注重过程管理,即在施工中实行全面管理,

下方的0~30cm处CBR值不能小于8。相关施工工作人员则需要根据

科学研究合理的过程管理有助于提高公路效率和质量。管理人

相关规定明确在不同施工路段以及施工路段的不同深度对于填

员应对现场施工人员进行定期组织培训,提高员工的专业素质,

料的规定以及对填料之后CBR值的规定,对所选择填料做出有效

确保员工掌握安全施工技术,灵活应用于公路工程项目。严格按

分析和研究,找出最为契合最为适当的填料,有效控制CBR值,进

照标准规范施工,制定具体操作前的方向和目标,严格按照施工

而保障工作的有效开展。其次,从路基压实工作来看,一般情况下

工艺进行,确保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能够做到准确无误,通过

公路施工的路基压实工作落实都是分层展开的,并且对于不同层

一系列措施促进公路建设项目的发展,还要定期进行工程检查,

级的压实厚度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对于不同路段、不同地质压

如果在施工过程中发现违规操作,必须立即纠正,确保工程建设

实工作所采取的规定值也会有所不同,且所应用的压实技术和

的正常运行,施工人员应注重安全管理,确定安全管理目标,按

压实机械也是不一样的,需要做出有效的考量和分析。

照确定的目标实施,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在工程建设中发现问题

3.3公路路面的压实施工技术要点

要及时改进,以减少对公路施工后期的不利影响。定期对员工进

在对公路路面的压实进行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应对公路

行安全培训,提高员工的职业素养,引入正确的安全理念,制定

的施工路段进行全面清理,保证公路的施工区域整洁程度,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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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垃圾等废弃物影响路面的压实效果。在公路路面压实施工

3.5环境整体保护技术

中采用半挖半填的施工方法时,相关人员需要根据路基土质等

首先,公路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做好地质、水文等勘察工作,

各方面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避免公路路面出现坍塌的质量

结合勘察数据资料编制公路施工方案,并以此为基础合理选用

问题。例如,对于黄土公路路基的土质应采取台阶式的开挖方式,

绿色施工技术,在保护地质、土壤的同时,防止公路施工污染土

在公路路基土质的含水量过高时,应在其适当添加石灰中和少

壤。其次,要做好周边环境勘察工作,公路施工大多处于郊外,

量水分；在含水量较少时,应对其适量加水进行碾压工作,进而

往往会有荒废场地,因此要重视应用,如放置施工材料、设备、

保证公路路基的含水率。公路工程的路基属于软土路基时,设计

建立临时办公场所等等,在避免造成破坏的同时,实现对资源的

人员应结合路面荷载设计值与路基土质的含水量对土质进行调

高效利用。再次,公路施工周期长、任务量大,施工时不可避免

整,含水量较少的公路路基土质可采取灰土挤密桩等路基加固

地会破坏地表土层,导致地表裸露,大风天气易出现扬尘污染现

措施进行解决,含水量较多的路基土质也可添加适量的石灰进

象,因此施工单位应及时在裸露的地表覆盖防尘网,施工后及时

行中和,从而进一步提高公路路基的整体强度,保证公路路基压

种植恢复地表植被。接着,公路施工期间需要使用大量的化学制

实施工的质量。因此,在对公路路面进行压实施工时,应根据施

剂、危化品,施工单位要高度重视危化品的储存、管理工作,设

工现场的具体现状进行分析,进而选取合适的施工方法,确保公

置专人看管,控制危化品堆放高度、面积,远离水电资源,避免造

路路面安全施工。

成污染,产生危害,每天应检查危化品状况,确保无渗漏等现象。

3.4路基防护

最后,公路施工建设期间需要进行土壤开挖作业,进而产生大

公路施工在展开的过程当中,会从很大程度上对于底层的

量的废弃土壤,此时应做好土壤管理工作,将其堆放于安全场

天然平衡状态产生一定的破坏,因此在路基修建的过程当中也

地,并覆盖防尘网,在避免扬尘污染的同时,为后期回填作业

会因为路基暴露于空气中受到一些自然因素的影响和侵蚀,这

提供充足的土壤,避免造成污染和资源浪费现象,同时确保公

时则需要做好防护工作来保证路基施工安全,为后续施工奠定

路施工安全。

基础和提供保障。一般情况下,路基防护工作主要可以从坡面防

4 结语

护和冲刷防护两个角度着重展开分析和研究。首先从坡面防护

公路安全和国民经济、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密切相关,是企

的角度来分析,在坡面路基施工的过程当中,因为地表水的冲刷

业和谐稳定发展的前提。为有效落实此目标,应制定健全的安全

会让路基出现坡面风化的情况,影响路基施工的稳定性。这时可

管理措施,增强施工人员安全意识及相关知识；企业更应重视整

以通过在边坡进行种草防护的方式提高路基施工稳定性。当然,

体安全,切勿因过度追求自身利益而忽略施工现场安全防范工

坡面防护也需要根据坡面的坡度展开分析,一般情况下如果坡

作,做好安全管理,方可在公路市场长久生存。

度相对较大时,相关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砌石来进一步提高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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