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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们出行需求、经济贸易需求以及区域往来需求的不断提升,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也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其中路桥建设在交通道路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施工难度复杂,建设形式多样化等特点
给建设质量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近年来,路桥质量问题引起的事故频频发生,给交通安全、运输效率以及
公众舆论造成了诸多影响。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从路桥施工管理的特点入手进行分析,从路桥
施工管理质量角度进行研究,提出影响路桥施工管理质量的相关因素以及优化措施。以期为实现提升路
桥施工管理质量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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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Optimization
Measures
Min Wang
Hubei Water Resources Technical College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travel needs, economic and trade needs, and regional
exchanges,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is also in full swing. Among them, the construction of roads and
bridges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raffic roads. The complex construction difficulty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onstruction forms have brought greater challenges to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In
recent years, accidents caused by road and bridge quality problem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which have caused
many impacts on traffic safety,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nd public opin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quality, and proposes relevant factors and optimization measures that
affect the quality of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Key words]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引言

机械设备、人力资源、物资运送等都要消耗比其他工程更多的

新时期的路桥建设关系着我国交通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财力成本。其次,路桥工程施工进度和生产工艺受到环境变化的

因此对其质量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是十分必要的。全面掌握

制约,导致施工周期长,占用流动资金大。再次,由于路桥建设过

路桥施工中的影响因素,从施工规划、施工材料、施工机械、施

程需要不同地区不同技术部门的共同参与,资金分配与资金支

工技术、施工人员、施工监理等全方位出发考虑,并且充分了解

出的合理协调也存在一定困难。最后,现阶段我国建设的承包单

路桥施工的特点,才能优化路桥施工管理的质量。

位常常在中标后还会把项目进行分包。不同分包单位获取的资

1 路桥施工管理的特点

金也有所差别,导致施工资金较为分散,难以统一审核管理。

1.1施工资金方面

1.2施工环境方面

现阶段我国路桥建设多为公共建设项目,由财政部门、交通

首先,常规的工程施工建设是在某一区域或某厂房内进行,

部门或者地方政府进行统一拨款建设。首先,路桥工程规模大、

例如某房屋建设,其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与局限性。然而路桥施工

涉及范围广,且不同区域的建设环境均有所区别,这就导致施工

的环境则十分多样化,其建设跨度相对较大,一座桥梁就可能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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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两个行政区域,且地形地势也可能产生变化。这就导致出现同

薄弱,在工作中没有做好自己的管理和监督,没有严格按照施工

一区域的施工工艺建设单位均有所差异。例如路桥建设根据水

要求进行管理,导致施工安全事故频发。这些都是管理者没有严

文、地质的不同要采用不同的施工结构、材料以及机械设备。

格遵守管理标准,管理过程中过于依赖主观判断,缺少数据支撑

因此,环境问题还导致了建设过程中涉及多个部门的协调沟通

导致管理职能失效。最后,除管理人员外,施工人员的素质也十

问题。

分重要,尤其是大型路桥工程中可能存在多个分包项目,每个项

其次,路桥工程的性质决定了其露天作业甚至高空作业的

目的施工人员素质水平高低不一,存在文化素质与实践素质不

施工环境。尤其是城市路桥建设中,为了满足现代化的城市发展

统一的情况,部分人员从学校毕业缺少实践施工经验,另一部分

需求与愈发复杂的交通网络,大型立交桥等工程建设项目越来

人员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只能通过经验进行施工,这二者之间

越多,其施工环境更具安全隐患。

的矛盾不仅可能会影响施工的整体质量,还会影响施工工期,增

最后,路桥建设常常受到其他住宅、管线、农田等环境的限

加建设成本,从而降低了工程综合管理质量。

制。为了使路桥建设顺利开展,一定要提前对线路进行设计规划,

2.2客观因素

了解区域内整体发展规划,尽可能地减少建设给周边自然环境

2.2.1材料设备因素

与社会环境造成的破坏。除此之外,由于路桥施工所需的施工条

在任何工程施工中建设材料都是影响工程质量的重点,路

件较为复杂,因此,必须提前对施工空间进行计算,确保施工位

桥工程也不例外。路桥工程建设材料除了传统工程的钢筋混凝

置、运输通道满足设计要求。这也充分体现了路桥建设施工对

土、沥青、砂石等,还有一些预制材料。例如预制预应力桥梁板,

环境整体规划及细节要求的特点。

需要特殊的预制过程,这也更增加了路桥建设材料管控难度。施

2 路桥施工管理质量的影响因素

工材料对工程的影响往往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才来本身

2.1主观因素

的质量是否合格,是否存在偷工减料,强度不够等情况；二是材

在施工管理中,人员与制度是影响影响路桥施工管理质量

料规格、数量、型号、批次是否符合施工设计要求；三是材料

的关键,以下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对主观因素进行阐述,一是施工

运输存储过程是否能够符合规定,确保期间无材料损坏情况发

管理的模式因素,二是施工管理人员素质因素。

生。四是针对一些需要二次加工的材料,例如现场的混凝土搅拌,

2.1.1管理模式因素

材料配比、温度是否正确,这些因素的管理都会影响工程最终的

路桥施工管理模式是否科学合理十分关键。首先,先进有效

施工质量。因此,施工材料必须进行严格管理。采购人员必须具

的路桥施工管理模式是对施工全过程的管控,是一项综合性的

有较强的工作能力。然而,目前公路桥梁企业对建筑材料的质量

管理理论。完整的管理模式从路桥的设计规划始,涵盖从施工开

重视不够,甚至有一些人员为了谋取私利,违反规定购买不合格

始到施工后检查全部过程。首先,工程设计方面,先进路桥工程

的建筑材料,在材料运至施工现场时没有对材料质量进行检查。

管理模式可以确保相关设计方案、材料选择和选址符合规定,

此外,施工现场没有专门的材料堆放区,施工现场路桥材料随意

各部门的监督必须确保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严格按照规范进行。

堆放,无法保证材料的安全和质量,影响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

从施工阶段来看,路桥的技术管理是保证科学、安全施工的重要

除此之外,机械设备也对工程具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路桥工程

环节。从对施工人员管理方面来看,科学、有效、有针对性的管

施工中,必须确保工程的时效性与连贯性,如果出现机械设备损

理模式可以确保施工人员的施工行为符合规范和程序,提高工

坏等延误工期的情况,就会严重影响建设质量,因此在路桥施工

程的安全质量。更有利于各项施工计划的充分落实。从工程竣

管理中,对机械设备的管理也十分重要。

工验收的角度来看,严格的施工管理模式可以促进工程质量的

2.2.2施工技术因素

提升,更容易通过竣工验收。除此以外,先进的施工管理模式还

施工技术对路桥工程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技术

有利于施工各阶段信息的收集、分析与共享,促进施工中存在问

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在施工管理中不仅涉及工程本身技术,还涉

题及时有效地解决,减少施工安全隐患,对路桥工程的长期健康

及力学、结构、基础、地质、材料、监理等多方面的技术,全面

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如果缺乏现代化、标准化的管理模式,那么

的技术理论支撑在能有效提升管理质量,某一方面的技术缺失

工程管理将难以对上述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调节与监督,导致

可能会影响路桥工程整体的管理质量。二是在实际施工管理过

资源配置不合理、人员管控不到位,施工秩序混乱等问题,对工

程中,常常会因为管理人员不了解某一方面的技术而产生局限

程的有序开展造成严重影响。

性。这一现象与主观影响因素中的认为影响因素互相关联,既有

2.1.2管理人员素质因素
人员是路桥管理中的核心部分,也是各种方案决策与执行

技术原因又有人为因素的存在,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管理难点。

3 路桥工程施工管理质量的优化措施

的主体部分,因此,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决定了施工管理质量水

3.1主观方面

平。首先,管理人员专业素质不足往往是导致施工管理不善的重

3.1.1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

要原因。在施工管理中,部分施工人员和施工管理人员普遍缺乏

路桥施工管理体系的建设是提高管理质量水平的关键。为

综合能力和素质,直接影响施工质量。其次,部分人员安全意识

确保工程的可追溯性工程分包应明确负责人,并且施工建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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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应充分认识施工管理模式的意义,根据自身特点建立科学完

3.2.2技术管理

善的质量管理体系。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地区不同建设项目的质

加强路桥施工技术的管理和控制,不仅可以保证施工进度

量控制条件和标准差异很大。承包商在制定质量管理或检验体

和质量,而且可以降低施工成本。因此,首先要进行施工图纸审

系时,严禁复制本工程的其他质量体系。根据工程现场的实际情

核与方案技术交底,确保设计方案被充分了解。其次,综合所涉

况和管理人员的实际经验,建立科学完善的质量体系,既能适应

及的各方面学科知识,进行前期的考察与探讨,制定突发事件应

工程的实际情况,又能提高工程质量。

急预案,减少由于技术不达标产生的隐患问题。最后,全面强化

3.1.2提升管理及施工人员的专业素质

施工技术质量监督与安全监督,确保路桥工程的顺利竣工。

管理人员包括施工总负责人、分项负责人、监理人员、质

4 总结

检人员等,工程施工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全体员工的质量控制意

综上所述,路桥工程建设质量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

识,有效提高工程施工质量管理水平和效率。施工人员包括施工

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且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十分重要。通过分

操作人员、设备操作人员、运输操作人员等。可以通过建立相

析施工管理中存在的各种影响因素,为路桥工程质量的提升提

应的培训机制,采取人性化的“一带一”实践制度,结合“理论

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派”与“实践派”双方的优势,不断提升相关人员的专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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