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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市政工程越来越受到重视。城市建设质量与城市经济发展有关。在现代概念中,除了实
用性和经济性之外,市政工程的美学也不容忽视。市政工程的景观设计决定了市政工程的美。老城区的改造和新城区的建设
都为市政工程的景观设计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在提高市政工程实用性的基础上,抓住这些机遇,科学规划市政工程,提高城市
形象,增加城市美观。另外,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历史中,不同的城市都有其特有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历史的细节和文
化遗产可以体现在旧城区的城市重建和新城区的建设中。突出显示增加城市的韵味。本文就市政景观工程建设存在的问题,
探讨了科学的实践建设策略,从观念的转变,打造生态城市景观,增加设计的艺术性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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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景观是在首先满足市政设施使用功能前提下,将

造一个安全、艺术、和谐的怡人空间环境,它既不是改造现

各种功能元素进行有序治理和美化的行为, 它是在市政工

有的,也不是创造新生的。道路、桥梁及附属设施等工程主

程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围绕着道路、桥梁等市政工程主体,创

体的整体形式、空间布局、单体样式、位置、大小、这些都是

表 1 应用八轮连续平整度仪器进行检测的结果

水天气,雨水渗入到路面的上面层后会逐渐下渗,使路面表

桩号

层次

要求标准值

总点数

合格点数

合格率（%）

ZK10+120Y-ZK12+251

上面层

不超过 0.8

34

27

≈79

YK11+130-YK11+230

上面层

不超过 0.8

57

55

≈95

面无法形成水膜, 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路面的抗滑性能,
降低了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与路面摩擦发出的噪音。其检测
中的渗水系数主要是指在标准规定的水压状态下, 在单位

2.2 在对路面抗滑性能进行检测时

路面面积上, 单位分钟内水通过路面表面渗入路面下层结

路面抗滑能力是路面安全性能要求中的重要指标,其

构中的水量,其中具体的检测数据如表 3 所示。

中包括路面摩擦力和路面抵抗车辆滑动力两项能力, 能够
反映出路面与车辆轮胎之间的摩擦力大小, 摩擦力能够为
车辆的运行做出安全保障。因此,在现阶段进行路面抗滑性
能检测主要使用的是摆式仪器, 通过仪器测试出的摆值进
行抗滑能力定级。文章中论述的抗滑性能检测主要是在工
程规范要求的比例下进行的检验测试, 而且测试结果都合

表 3 单位路面面积、单位时间内,路面渗水能力检测数据表
桩号

层次

要求数值

总点数

合格点数

合格率（%）

ZK11+440-ZK12+890

上面层

不超过 300

15

15

100

ZK11+440-ZK12+890

上面层

不超过 300

10

9

90

ZK11+050-ZK12+990

中面层

不超过 300

20

18

90

ZK11+440-ZK12+890

中面层

不超过 300

3

3

100

AK0+198-ZK12+890

中面层

不超过 300

5

5

100

ZK11+440-ZK12+890

中面层

不超过 300

12

12

100

3 结束语

格,具体的检测数据如表 2 所示。
表 2 摆式仪器检测路面抗滑性能数据表

综上所述, 沥青混凝土在进行路面检测的监理工作中,

桩号

层次

要求数值

总点数

合格点数

合格率（%）

Y10+120-YK11+060

上面层

至少超过 45

9

9

100

ZK11+230-ZK11+760

上面层

至少超过 45

6

6

100

工作人员要给予高度重视, 明确的意识到这项工作是关系
到路面施工质量、使用舒适度的关键步骤。而且要将这项工
作贯穿到施工始末,从施工准备阶段的材料检测出发,直至

2.3 在对路面渗水能力进行检测时

施工完毕后各项性能检测,都要有监理工作的加入；而且监

进行沥青混凝土路面渗水能力检测主要是对路面在碾

理单位要用科学的方式、手段进行质量检测, 并呈现出客

压成型后或碾压现场进行沥青混合料取芯时各试件的渗水

观、真实的检测报告,用于施工指导上,从而为道路的安全使

性能检测以及得出准确的渗水系数, 并且验证施工中混合

用做出保障。

料在配合比设计上是否合理。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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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景观所需要考虑的。景观工程能够显著提升工程本身

市发展而言,人们的观念和认识已远远落后于变化和发展。

乃至周边环境的价值一一这已经为中外无数案例所证明。

长期以来, 我国城市建设特别是市政工程遵循着实用、经

对于市政工程而言,因其为社会共享的资源,具有显著的社

济、在可能条件下讲究美观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在建国初期,

会公益性特征,因此,其景观工程的作用和意义更加突出。有

根据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 快速改善城市面貌的思路下制

鉴于此,在现今的国内市政工程建设中,景观工程得到了普

定的。然而城市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对城市生活的要

遍重视。

求, 不仅在于空间使用功能的满足以及工程本身的美观,更

1 景观工程建设存在的问题

主要是在于城市整体环境的质量。当代城市空间形态和过

市政景观工程建设, 由前期设计方案阶段直至完工,需

去相比较,正朝系统化、立体化演进。传统的观念缺乏对三

要经历较长的时间。同时设计方案并非全面固定,随着施工

维空间及人的生理、心理、社会精神要求更深层次的考虑。

进程的开展,会呈现出较多未可知问题与不确定状况,令设

根据在可能条件下讲究美观这一原则不可能创造高质量的

计人员改变初衷。而当前相关城市管理法规、控制手段,仅

城市形体环境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了适应现代城市的发展

对市政工程功能明确了要求, 没有涉及到具体要素的实施

和建设的需要,现代城市设计已在我国兴起,其目的就是为

标准。为此应做好城市规划的科学编制与设计。同时,基于

了提高城市环境的质量,从而改进人的生活质量,给人带来

专业分工的逐步细化,协同合作更为重要,其实施基础在于

可能的最大便利与舒适,给人以美的享受。现代城市设计与

各专业的良好沟通与技能知识的相互了解渗透。而当前,较

城市规划、建筑学、景观建筑学、市政工程学等密切关联,并

多景观设计人员知之甚少, 无法由工程特征入手展开规划,

与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环境学、法学和城市管理学等学

促进市政景观工程的外在、内涵的全面统一。工程施工现场

科有关, 城市设计是这些学科的相关内容在城市物质、社

还体现出保护管线不良,在欠缺资料的基础上,没有做好全

会、环境结合点上的综合体现。市政工程是城市设计的重要

面勘察,探坑施工,无法良好落实保护策略、各工种专业、部

组成部分,其功能及空间和城市设计密不可分, 要提高城市

门配合不良等弊端问题。再者,市政景观工程的建设还体现

环境质量, 就必须在市政工程设计中融入城市设计的理念,

出人性化功能不足的状况,虽然较多区域设置了盲道、零障

改变过去那种只注重自身功能或形象而漠视城市整体的观

碍道路,然而现实状况却是,人性化的规划建设逐步被人行

念,从城市整体出发,将市政工程作为城市空间体系中的一

道、井盖、停车位等取代,或被不良商贩挤占,造成了资源效

个组成部分而加以处理。注重对三维及四维空间的设计和

益的不良浪费,并违背了人性化设计规划初衷。市政工程实

对人的生理、心理、社会和精神要求的考虑,在内容和形式

践施工阶段中,必然涉及到施工队之间、各工种、部门之间

上和城市有机结合起来。时代要求我们用现代城市设计的

的协调配合,倘若欠缺经验丰富、协调控制人员的良好管控,

理念来替代传统的观念。

则即便设计再精良,也会影响到市政工程建设效果。市政景
观工程项目包含较多专业,例如道路、照明系统、排水工程、

2.3 细化分工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十九条规定：城市总

电力、水利、生态绿化等。因此应全面做好区域布设规划,积

体规划应当包括：城市的性质、发展目标和发展规模,城市

极开展跨部门协同合作与跨行业交流,优选调控人员,降低

主要建设标准和定额指标,城市建设用地布局、功能分区和

重复交叉冗余工作, 提升市政景观工程建设效率与城市规

各项建设的总体部署,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和河湖、绿地系统,

划水平。

各项专业规划,近期建设规划。

2 解决市政景观工程建设的策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明确规定了在市政工

2.1 传承保护历史遗产,打造生态城市景观

程建设中应当注重各项专业规划, 也就是说应当在市政工

我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为后人留下了较多珍贵

程建设中细化分工, 不能将景观设计与传统的市政工程中

历史遗产。因此在市政景观建设阶段中,我们应基于历史遗

的实用性和经济性混淆在一起。应该在市政工程中分工明

产特色,全面保护,合理运用于城市规划打造中,凸显历史文

确,将各种分工都重视起来,尤其是关系到城市品味和城市

化内涵。在改造建设阶段中,对符合我国人文精神的庭院景

影响的景观设计方面。

观应全面保留,进而体现地域化的人文色彩,并给人以良好

2.4 增加艺术性

的审美视觉享受。倘若在交通要塞位置、城市核心地带,单

在市政工程建设过程中市政工程建设的艺术性往往是

纯的保留一颗孤树,则会破坏整体的市政景观效果,因此这

容易被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忽略的一部分。市政工程的艺术

样的保留意义不大。我们应依据周围景观特点、辩证的做好

性不只是单纯意义上市政工程的美观性, 还包括城市建设

历史遗产的传承保留与科学设计应用。同时应树立生态理

中可以包含的城市文化底蕴和历史底蕴。中华民族有五千

念,全面优化环保建设,开展市政绿化工程规划设计,创造出

年悠久的历史,赋予了每个城市不同的历史底蕴,在悠久的

绿色、环保、生态、艺术美观的市政景观工程。

历史中每个城市又有其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文化, 充分挖掘

2.2 转变观念是当务之急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十年,中国城市高速发展,而就城
76

和展示这些历史和文化必将使城市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市政工程的景观设计过程中艺术性也必不可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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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工程项目不断增多。在市场环境下,建筑企业越发注重工程经济效益的增长,其主

要原因在于经济效益是建筑企业赖以生存基础条件。因此,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筑企业越发注重工程造价的精细化管理,
BIM 技术作为一项现代化技术,在工程造价精细化管理当中的应用,能够有效提升工程造价精细化管理质量,为提高工程经
济效益奠定夯实的基础。本文主要是就工程造价精细化管理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剖析,并探讨了基于 BIM 的工程造价精
细化管理。
[关键词] BIM；工程造价；精细化管理
所谓 BIM 的工程造价精细化管理, 主要是借助现代先

现在设计估算。为了确保设计估算的合理性,就需要在设计

进的数字化技术,利用 BIM 工程造价精细化管理,以此有效

阶段,注重设计的优化。在工程招投标阶段,应该对工程合同

提升工程造价质量, 为建筑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奠定夯实

的签定引起高度重视, 结合工程前期方案与具体施工方案,

的基础。BIM 工程造价管理,主要是借助数字信息技术,真实

做好预付款与进度款等工作,避免工程款随意发放。

模拟工程建筑项目的具体情况,具体包括建筑三维信息、工

2 工程造价精细化管理中亟需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分析

程造价以及工程项目质量等,通过汇总建筑全部信息,实现

随着工程项目的不断增多,市场环境变化,建筑企业越

工程造价管理的信息化管理, 以此有效提升工程造价精细

发注重工程造价精细化管理, 均希望以此促进工程经济效

化管理质量。

益的提升。然而在工程造价精细化管理工作实施过程中,还

1 BIM 工程造价精细化管理概念概述

具有众多问题亟需解决, 造成工程造价精细化管理质量与

所谓“BIM 工程造价精细化管理”,主要是在工程项目

效率低下。

建设过程中,将工程造价管理融入到每一环节当中,促使工

2.1 预算准确性有待提高。工程造价管理过程中,建筑

程每一环节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等能够得到合理配置,避

企业虽十分注重精细化管理工作的落实, 并且取得了一定

免工程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等资源的浪

成效,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出现了预算准确性低下这一问

费,从而能够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基础上,提升工程经济效益。

题,严重影响到工程造价管理水平与质量的提升。影响工程

工程造价精细化管理涉及到工程建设方方面面, 传统

造价预算准确性的因素众多,例如信息收集不够全面、遗漏

的工程造价管理侧重在施工过程中, 忽视了前期设计以及

部分工程项目等。除此之外,在工程造价预算编制过程中,相

后期验收环节的工程造价管理工作, 同时传统的工程造价

关人员并没有进行现场勘察, 在不熟悉工程具体情况的基

管理模式主要以粗放型方式为主, 造成施工过程中存在严

础上,便凭借设计图依据经验进行预算编制,造成工程项目

重的资源浪费,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工程造价管理质

信息不全,从而出现了数据资料统计问题,同时预算人员自

量与效率低下,不利于工程经济效益的提升。然而精细化管

身综合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预

理,主要是在确定工程造价之后,借助监督管理等手段,严控

算准确性偏低。

造价,在工程建设的每一环节,均进行必要的造价管理。简单

2.2 信息分析处理滞后。工程项目造价精细化管理在工

来说,在工程前期,需要对工程造价加以预算,并确定最高限

程建设全过程中均有所体现, 数据分析作为造价管理关键

额；在工程决策阶段,需要对项目投资估算进行控制,具体体

一环节,直接影响到工程造价管理质量。然而在工程造价落

加市政工程的艺术性可以让市政工程的景观设计更加和

形象的高品质项目。

谐,也将满足人们在心理、生理的需求,增加人们对城市的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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