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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木工程施工行业迅速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技术,对施工技术进行有效控制,一方面能够有效地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也能更好地完善工程的建设效果。但是在当前的土木工程施工技术中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对其进行改进和创新,进而更好地推动土木工程施工建设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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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土木工程快速发展,工程项目的规模越来

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别, 而多数施工单位在选择施工技

越庞大,功能也越来越复杂。土木工程施工是一项复杂的专

术时, 都没有充分考虑到土木工程的具体特点和独特性,因

业工程,为了确保土木工程施工质量,必须及时解决土木工

此在施工中使用了普通工程建设中应用的技术, 这也会提

程施工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并结合土木工程施工的特点,创

高土木工程建设施工中的安全风险。

新土木工程施工工艺,进而提升施工单位的综合竞争力。
1 土木工程施工特点

2.2 管理机制建设有待加强
土木工程建设的工作量相对较大,施工周期较长,所以

1.1 环境复杂

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对施工技术进行全面的管理和控制。

土木工程施工建设中大部分的操作均需要在露天环境

如果在工程建设中简单地应用普通施工技术, 就会对工程

中完成,因此受天气的影响比较明显,环境也更加复杂。在工

的施工效率产生消极影响,且延缓了工程进度,可能会出现

程施工中因为雨雪和风沙天气的影响, 经常不得不中断施

工程无法顺利完工的情况, 这也会给工程建设单位带来非

工,最终工程没有完全跟上施工进度。所以在工程建设和施

常严重的经济损失。若工程技术管理机制不科学,工程施工

工前,一定要充分考虑工程现场实际情况,制定更为合理的

的监督工作就得不到有效保证, 因此在工程建设和施工中

施工方案。施工单位也需在工程建设中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也更容易出现质量隐患。一些监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并没

此外,还要根据当地的天气制定科学的安全防护措施,这样

有做好施工现场的前期调研工作, 进而导致在管理过程中

能够更好地应对突发状况。

没有选择合理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方式, 最终无法保障施工

1.2 具有较强的流动性
土木工程施工的过程还具有较为明显的流动性, 工程

管理的全面性。
2.3 施工技术规范性有待提高

的施工地点会发生变化, 且施工人员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

现阶段, 我国土木工程施工技术方面还没有形成全面

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在综合素质上需要进一步提升。同

统一的技术标准, 因此工程建设中也出现了较多的不足,阻

时,施工人员自身也具有明显的流动性,施工内容具有不确

碍了工程建设的正常开展。若工程建设和施工的过程中不

定性,所以施工人员无法积极地开展工程建设,这对工程的

受任何因素的约束和限制, 土木工程施工的规范性及合理

施工质量和施工效率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性也会有所下降。

1.3 施工过程较为复杂

现阶段的施工技术相对比较基础, 施工工艺不够先进,

土木工程建设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 土木工程的类型

还有一些施工单位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在工程施工

不同,其使用功能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就给土木工程的

的过程中采用性能较差且较为落后的施工材料, 这也无法

建设和施工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我国不同地区存在着十分

很好地满足工程建设的具体要求。除此之外,土木工程施工

显著的环境差异, 不同地区在自然地理环境方面也有着不

建设比较复杂, 不同工种的施工方式和施工工艺存在着非

同的特点,这也给土木工程的建设施工带来了更大的难题。

常显著的差异,且工程施工中工序也相对较多,不同技术在

2 土木工程施工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2.1 施工技术实践不合理

要求方面也不相同。
由于工程施工建设中, 施工人员对项目建设不能准确

在土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涉及多个领域,同时在长期

地了解和把握,对工程前期的研究也明显不足,所以很多施

的发展中,土木工程也形成了一套施工体系。当前,土木工程

工人员在工程建设中, 并未严格按照工程的设计方案进行

施工中多采用传统的施工模式, 所以施工技术方面存在着

操作,施工经常处于无序状态。甚至还有一些施工人员不具

很多需要改进和完善的部分。此外,施工技术的实践性也需

备丰富的施工技术, 将普通建筑工程施工技术应用到了土

要不断增强。由于土木工程的施工建设与普通建筑工程之

木工程的建设中, 因此在工程建设的后期出现了很多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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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这一技术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体外预应力,另外一种

3 土木工程施工技术的创新

是后张预应力。工程建设中,工作人员需要从混凝土截面的

3.1 工程概况

方向来完成钢结构加固施工,从而获得更大的预应力。这一

某建筑结构共 28 层, 工程总建筑面积为 9.525 万平方

新技术在土木工程钢筋外露结构和无粘结技术中有非常好

米,地下结构三层,第一层高度为 4.2m,第二层和第三层的高

的应用效果, 上述两种工程形式对预应力的要求相对较高,

度均为 4m, 地下室底板相对高度为 12.0m, 地下室底板厚

所以工程施工的过程中, 必须要结合工程的实际情况对其

650mm, 垫 层 厚 120mm, 建 筑 周 围 地 梁 高 1350mm, 承 台 高

进行改良和创新,提高施工质量。

1450mm,基坑南北长 120.0m,东西长 149.5m,工程施工中采

3.5 创新施工材料

用钻孔灌注桩加锚杆基坑支护技术。

施工材料是保障土木工程建设质量的重要标准, 在施

3.2 创新施工程序

工过程中, 施工单位需结合土木工程的建设类型合理选择

完善的施工程序能够有效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开展,

施工材料,将传统的施工材料进行替换,选择当前功能更全

为了更好地应用施工技术, 施工单位必须全面关注施工流

面的材料类型。比如,在建设土木墙体工程时,施工单位可选

程,以从前的施工经验为基础,不断总结施工中较易出现的

择质量轻、甲醛危害少、隔音效果强的工程材料,这类材料

质量问题,同时,还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问题的控制。同样

不仅能够满足土木工程的施工需求, 还能降低材料成本支

需要注意的是, 工作人员应该科学安排施工流程和施工工

出,为工程带来经济效益。

序。在工程施工技术方面一定要充分结合工程实践来选择

同时,当前市场中出现的新型材料如空心砌块、实心土

施工方式,合理应用施工技术,这样能够更好地保证工程施

砖、复合墙板等,这些施工材料在当前的土木工程施工中,均

工的科学性及合理性。

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其能够使土木工程建设具备高质量

3.3 积极改进管理机制

的同时具有现代化美感, 还能增强工程结构对外界的抗压

管理机制对施工技术具有一定的约束和规范作用。在

水平,在长期应用中保持良好的稳定性。

土木工程建设施工时, 施工技术管理不同于普通建筑的施

在土木工程的施工技术中, 应用较为成熟的施工材料

工管理。施工单位应结合土木工程的类型,对管理进行适当

为石膏, 该材料在应用过程中可根据需求增加复合材料,该

的调整和创新。并且以施工技术的要求为前提,对管理的方

材料成本相较于大多数材料价格更低, 且具备无毒、无污

式和管理的规范进行有效创新。

染、抗腐蚀、抗压水平高等优势,属于一种新型材料,具有良

首先必须结合工程的类型、要求和规模等因素创建科

好的节能功能, 在施工中对其高度利用能够有效提高工程

学的管理机制。建立更为细致完善的施工技术标准,领导部

整体质量。

门也应充分了解土木工程的具体类型, 而后选择满足工程

4 结语

建设要求的技术人才。

土木工程建设中, 施工技术的选择直接决定了工程的

其次, 在工程建设中还要对每个人的岗位职责予以清

建设质量和建设效果。此外,施工技术监管过程也对工程施

晰划分和有效管理,不断完善管理模式,不断增强工程施工

工的科学性以及合理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所以,施工单位

的高效性。

一定要在工程建设中以土木工程自身的特点为基础对施工

最后,做好施工技术审核和档案交接工作,严格把控施

程序进行大胆创新。同时,还要在满足工程建设要求的前提

工细节。前一个环节审核通过后才能进行接下来的工程建

下,对工程的管理机制进行改进和完善,这样可以更好地解

设。

决土木工程施工中存在的问题, 并且不断提升工程的施工
3.4 应用新型预应力技术
在土木工程建设和施工过程中, 预应力技术是一个重

质量和经济效益,促进我国土木工程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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