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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标准和质量要求也在提升,为了人民群众生产
和生活的需求,确保交通设施的完善带动城市发展,各个地方政府均对道路工程施工管理给予了关注。然
而,我国地域辽阔,城市规模较大,路桥工程建设数量较多,所包含的施工技术较多,只有选择最合适的施
工技术,做好安全管理工作,才能确保各种隐患被解决。本文阐述了路桥施工常见技术分析,分析了路桥
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及质量控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路桥施工技术管理与安全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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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construction standards and
quality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infrastructure are also improving. For the needs of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various local governments have implemented the construction of damaged roads and bridges to ensure the
improvement of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and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However, China has a vast
territory, a large urban scale, a large number of road and bridge projects and a large number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Only by selecting the most appropriat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doing a good job in safety
management can we ensure that all kinds of hidden dangers are solved.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mmon
technical analysis of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chnical management
and quality control of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technical management and safety
control measures of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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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立健全需要跟随时代的发展步伐,定期的聘请专业的安

惯已经发生转变,目前,很多家庭已经购买了私家车,导致城市

全管理人员,对施工中的各个环节开展安全评估工作,保证每个

交通运输压力也逐年增加。交通运输部门为了减少城市运输压

环节的安全管控能符合标准,对关键的施工技术也需严格管控,

力,方便人民群众出行和企业生产的要求,道桥工程的建设数量

确保施工质量。

也在增加,选择的施工技术对道路和桥梁的使用周期会产生影

1 路桥施工常见技术分析

响。道桥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因安全措施管理不到位导致事故层

1.1基层施工技术

出不穷,工程施工周期会明显的延长,造成施工进度受到影响,

路桥工程项目施工单位在开展路面施工任务时,施工项目

不但,让施工成本明显上升,道路桥梁的经济效益受到影响,而

的现场检验技术人员,需要对施工用原材料检查,确保各项材料

且,造成施工人员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施工单位想要确保施工

满足施工的要求。路桥工程中使用的施工用材料是混凝土,施工

的安全,需要对安全管理措施给予重视,定期组织施工单位管理

中使用输送泵将混凝土运输到指定的位置。工作人员在基层路

人员和现场工作人员学习安全管理规定,让管理和施工人员在

面开展施工任务时,需要对道路平整性给予关注,如果基层路面

思想上对安全管理产生重视,确保安全管理规定中要求的事项

施工不平整,对后续施工和使用产生严重影响。当使用专业设备

能落到实处。道路投入使用想要达到安全使用的目的,各项管理

对施工路面开展压实工作时,首先,需要对路面开展初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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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专业的路面压实设备将路面压实,其次,初压的路面经过检

度偏高,但是,路桥工程整体施工内容较为丰富、涉及到施工周

验合格以后再开展复压操作,使用轮胎压路机对路面开展压实

期较长,因此,需要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具备专业的技能。路桥

工作,确保路面的压实达到效果。

工程项目的周期较长,工程技术人员要到达施工现场详细地调

1.2路基施工技术

研分析,找出施工现场中可能存在问题,进而确认现场工程方案

路基施工技术在路桥施工中,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在使用

是否合理,这些工作的开展均要按照技术标准执行。但是,在项

路基施工技术时,能保证施工效率得到提高,保证施工质量能达

目实际工作开展时,很少有施工单位按照工程施工技术标准执

到设计要求。因此,施工人员在开展填筑工作前,需要对施工的

行,对工程质量并不具备明确的认知,大部分施工管理人员并没

现场详细地清理。填筑主要选择的施工方式是分层填筑,使用的

有经过专业的技能培训。工程项目开展期间仅是依靠个人工作

竖向填筑是施工任务开展时,从上向下的填筑顺序,这项技术主

经验,不能按照公司的管理规定开展工作,导致施工完成的路桥

要使用的区域,一般是陡坡和深谷区域,在施工的过程中使用推

项目质量也存在问题。施工单位除了对人员的管理以外,也需要

土机以较为缓慢速度向下端推土,将斜坡逐渐推成为水平面,在

对施工用的机械设备严格管理,路桥施工项目的整个工期较长,

第一层基础上逐渐覆盖第二层,后续工作依然按照此方式进行。

使用的机械设备种类较多,因此,要对施工周期的设备开展定期

水平填筑使用作业区域是水平路面,根据技术标准要求,逐层将

维护工作。但是,很多设备在使用周期内很难实现养护工作,施

土压实到路面上,这种方式与竖向填筑方法比较能发现,操作内

工单位为了保证施工的周期,对设备使用往往会超越设计标准,

容较为简单、土地的压实效率较高。选择使用水平填筑的工作

造成设备的使用周期缩短,严重者甚至会出现安全质量隐患。机

方式,需要特别关注水灾的危害,确保填筑强度以及作用力的均

械设备出现安全隐患,可能会对使用者造成伤害,间接造成施工

匀性,一般会将土铺筑在透水性较差的位置。

单位出现损失。施工单位需要选择使用科学的管理方式,对施工

1.3路基防护技术

过程严格管理,确保施工项目的工程进度和质量达到设计标准

路桥工程项目在施工周期内,路基外表面会在相当长一段

要求,让整个施工环境处于安全运行状态。

时间内暴露在环境中,这种情况下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施

2.3施工计划制定存在的问题

工中现场技术人员,选择恰当方式对路基开展防护工作。常见的

路桥工程项目在施工前,需要项目管理人员运用科学的管

防护措施有以下几种,首先,选择使用的是植物防护的方式,施

理方式,确保施工项目质量能达到要求。路桥工程项目在实施前,

工单位在坡面位置上栽种绿色植物,使用植物的根部对土壤紧

工作人员对项目的设置和想要的期望还存在差异,导致管理人

固,避免雨水对路基冲刷,路基受到损伤的情况发生。其次,使用

员不能对施工项目全局有详细掌握,这部分问题存在必然会导

专业化的工程防护措施,主要是坡面不能种植绿色植物,只有使

致施工计划制定出现问题。施工单位在施工的周期内需要对质

用人工造物对坡面开展保护工作,能够充分减少地表面水流和

量给予重视,如果重视度出现问题,必然会造成相关环节之间存

自然雨水的冲击。

在问题,施工的进度和施工的质量受到明显影响。

2 路桥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安全保证措施存在的问题

3 路桥施工技术管理与安全控制措施

2.1规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3.1明确路桥施工的责任制度

路桥行业在施工中具备危险系数处于较高,在施工中经常

路桥工程在施工任务开展前,施工单位的管理人员需要组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故,因此,施工单位要将安全管理作为核心

织设计单位中的工作人员、监理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及施工负责

的部分,在施工中不能按照工艺技术标准执行,很容易会出现安

人员召开会议,对设计的施工图纸严格的开展审核任务,对施工

全事故,对施工的进度和质量产生影响。施工单位的管理者在思

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全面分析,制定专业的应对处置措施。现

想上不能对安全管理有正确认知,施工单位的安全教育不能落

场施工人员不但要熟悉施工现场周围的环境,也需要深入的理

到实处,仅仅将施工安全要求张贴到醒目的位置,不能指派专业

解设计人员的理念,按照施工标准开展施工任务。路桥施工单位

的安全管理人员,开展安全培训工作。施工人员在工作时不能对

的负责人员要对工程项目的各项管理制度认真分析,当施工现

安全有正确认知,认为安全事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不能严格

场出现各项技术问题后,现场人员能在第一时间将存在的问题

按照安全管理规定执行施工任务,这也是产生安全事故的主要

解决。施工单位负责人员要对已有的施工管理机构建立健全,

原因之一。此外,施工单位的规章制度可能存在不健全情况,各

确保每项管理责任落实到个人,定期的组织施工单位中的人员

项组织机构也不能满足施工的要求,施工监理人员和安全监督

学习施工管理规定,特别关注的是施工过程控制和施工验收的

人员也不能达到监管的要求。虽然,有部分施工单位根据国家的

管理等。

法律法规要求建立了组织机构,但是,设施项目管理的工作人员
管理经验存在不足,对施工技术的关注度偏低,也会造成施工质
量受到影响。

3.2完善路桥工程施工技术及质量控制体系
路桥工程在施工周期内一项问题,便会对后续的质量会产
生影响,因此,施工单位管理人员要对已经完成的项目仔细分析,

2.2施工组织中存在的问题

依据路桥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建立起行业施工技术和质量标

目前,我国工程单位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对安全管理的关注

准,确保后续项目施工、质量和安全性能达到国家的要求。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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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路桥工程施工的技术标准和质量体系进行管理,需要与施工

施工人员能对施工技术有正确理解和认知各项施工技术能按照

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对公司内现有的管理程序和组织架构详

设计方案执行,保证施工质量的基础上确保项目的安全建设。

细的考量,确保建立的管理体系和质量控制方案,能满足施工单

3.5提升路桥施工中的安全管理能力

位的发展需求。例如,施工单位要依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将路

路桥施工中项目管理人员主要关注的是安全问题,项目实

桥工程管理培训落到实处,加大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培训内容

施的进度是建立在安全标准的基础上,因此,施工现场管理人员

包括,路桥工程项目开工前要关注项目中涉及的工作量的计算、

要定期的组织人员开展安全培训工作,让现场工作人员产生安

项目中的安全注意事项以及质量管理等。

全意识,时刻关注施工安全。指派专业的安全管理人员对施工现

3.3注重安全管理制度完善

场开展检查任务,将安全管理水平提升至新高度,确保施工人员

路桥工程项目在开展施工任务过程中,承担施工任务的管

对安全理念有正确认知。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需要在思想上转变,

理者要将已有的安全思想转变,对安全管理有正确的认知,将安

将安全培训工作融入到项目管理工,选择合适的方式将安全培

全管理作为施工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项目施工期间要坚

训落实到位。施工现场的工作人员,安全考核不合格的严禁进入

持以人为本管理模式,按照国家的有关安全管理规定要求,坚持

到工作岗位,将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提升到新高度。施工中涉及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将建立完成的施工管理制度宣传贯

到动土和临时用电作业要严格执行票据管理,设置相关的警示

彻下去,让每个施工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对安全施工有明确概

标志,确保重点岗位监护符合安全管理要求。

念,在施工时,更加关注自身和他人的人身安全。施工单位的现

4 结语

场安全管理人员要对路桥工程中涉及到各种资源开展整合工作,

综上所述,路桥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属于项目中常见手段,施

不同路桥工程施工阶段使用不同的机械设备,将流程开展中可

工单位负责人员要对施工技术不断完善,保证施工质量能达到

能涉及到的安全隐患详细地分析,进而对施工项目中的安全操

设计要求,确保施工项目能稳步进行。路桥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

作规程优化和升级。

中,技术人员要对施工过程规范管理、确保施工过程能按照技术
执行。

3.4提升施工技术管理水平
路桥工程项目在开展施工任务过程中,施工单位内的安全
负责人对施工项目的负责人员安全培训,让施工单位负责人能
对安全管理有正确认知,让其在思想上做出转变,在日常施工管
理时能对施工人员严格管理。安全管理人员也要对施工现场人
员的安全意识培养,在施工过程中能发现不安全因素,积极的配
合安全管理人员工作,不但是安全的执行者而且是安全的监督
者。政府管理部门也要将自身作用发挥出来,定期组织安全管理
人员到达施工现场,对施工现场的情况检查,检查内容包括施工
单位的施工资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是否执行、各项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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