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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工程工程的增多,任何施工企业的施工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对工程质量造成隐患。本文主要
以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建筑工程施工管理的重要性,然后总结我国在建设工程持续
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自身经验提出解决方案,以促进我国建设工程管理水平进步或提高建筑工
程施工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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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the solutions to them
Chi Li
Zhijia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Service Center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level of any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is uneven, which causes hidden dangers to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This paper mainly takes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irst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n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tinuous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China, and finally proposes solutions based on its own experience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China's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level or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level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Key word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roblems; solutions
引言

需的技术、人工和材料进行适当的组合,从而实现该环节的施工

随着建筑业的快速发展和建筑企业的不断崛起,市场正处

优化,为提高整个工程的施工质量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建筑工

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建筑工程施工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建设工程

程施工管理是一项系统活动,具有方案设计、招投标、施工、竣

的质量。影响建筑工程施工管理的因素有很多。同时,在管理层

工验收等多项工作内容,有利于提高建设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核

面等方面,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一直在加强和完善管理行业管

心竞争力。

理制度,建筑公司必须具备一定的管理水平。由于建设工程的建

2 施工管理的重要性

设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工程的类型和规模要求不同,各种因素影

现在大家都知道,建筑行业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及

响着建筑工程施工管理过程。因此,有效监控施工质量,加强安

时解决。只有这样,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建筑工程质量,

[1]

全管理,促进施工过程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提高我们的施工管理水平。建筑业最

1 建筑工程管理的意义

重要的就是建筑工程的施工管理。在施工管理中,它是任何一家

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主要是指施工单位或技术人员为建设工

建筑公司的精髓。只要管理好,我们的施工企业就能顺利发展,

程进行的活动的组织、安排、监督和管理。建设工程管理涵盖

保证施工质量,为我公司带来经济效益；但是,如果管理不好,

建设工程的各个层次,贯穿建设工程的全过程。其主要目标是通

施工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质量无法保证,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比

过科学合理的施工安排,确保建筑工程质量达到国家标准,促进

如建筑经济利益的下降,中国建筑业的发展也将受到影响。因此,

人力、原材料和施工技术的协同,降低工程造价。需要注意的是,

在施工过程中,必须加强对建筑经济的管理。随着当今建筑业的

有针对性地实施科学有效的建筑工程施工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不断发展,施工管理也将涉及到很多方面。建筑是一个庞大而复

一方面,建筑工程施工管理可以将不同施工环节和施工过程所

杂的工程,建筑风格、规模和造价都必须考虑；施工技术不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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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变化,因此在施工工程管理中,工作难度会更大。在建筑工程

3.3质量问题

施工管理时,必须考虑不同的方面,可实施多项技术加强管理,

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建筑物的平均预期寿命为130年,而欧

确保施工顺利有序。管理人员在管理时需要提高自身素质,学习

洲为80年。美国的建筑发展迅速,达到60年,而中国的建筑平均

管理技能,并将其应用到管理中,提高管理能力,适应新的技术

年龄较短。从宏观上看,既有政治原因,也有市场原因。然而,

[2]

和发展。

3 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从微观来看问题,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筑企业内部管理存在问题。管理职责不落实,资源配

3.1安全问题

置不足。质量管理和物理质量中的不合格项大多与责任不落实

多次强调施工安全问题,希望能确保施工人员安全和工程

密切相关。评价、选择和监督承包商团队不足以实现良好的目

质量。但在施工过程中,仍存在许多影响施工进度和施工质量的

标。对承包商的监控主要依赖于文件验证,而忽略了对其实际验

安全问题。以下是四个安全问题：

证能力的监控和评估。

[3]

第一个涉及管理模式中的高位截瘫。当前,我国建筑业发展

二是政府监督不到位,对结论的接受没有严格控制。有的项

迅速,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建设工程必须依靠专门的工

目违反了立法建设方式,没有办理相应手续,开始盲目建设；部

程建设人员,建设企业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失去了主动地位和权

分项目对分包企业的认证不严格；一些建筑工程施工在不修改

利。在施工过程中会很被动,在施工过程中,工程管理人员会分

施工图的情况下开工,一边设计一边施工,盲目跟踪施工进度,

散在工程的各处。这样,对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无法很好地进

留下许多质量隐患。验收是对工程质量的最后把关,由政府管理

行管理,对施工人员无法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管理。所以在

部门验收。但是,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档案完成制度的实施,

施工管理中,高位截瘫模式的管理非常普遍。

项目的质量仍然在建筑企业手中。开发公司在采用过程中处于

二是建筑企业重视建筑安全和文明施工。虽然中国已经明

领先地位。一些质量管理部门不监督决策,没有发挥应有的作

确规定了建筑必须遵循什么要求,施工必须遵循什么标准,并且

用。同时,质量管理部门只对项目进行方法性质量管理的方式也

在其中的法律法规方面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但在施工安全

存在一些问题。

管理中,仍有很多建筑公司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施工过程中,

最后,建筑材料的质量也直接影响工程的质量。近年来,一

他们分不清自己的责任,无法履行职责。一些细节在安全问题上

些建筑材料的价格一直在上涨。受工程造价和预算结算方式的

总是被忽视。有些领导总是有很多问题和事情要解决,他们会忽

影响,部分建筑企业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来消化不断上涨的成本。

视对安全问题的严格检查,或者只是口头建议。国家相关文件的

所以,不同程度地存在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现象。就像用劣质

下发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

水泥代替优质水泥一样,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建筑物的使用寿

三是我国施工安全和安全责任制度不健全。即使施工有安

命和安全。

全方面的规定,也无法提高施工领导和施工人员对安全问题的

3.4建筑公司管理制度不完善

重视程度。安全生产组织也形同虚设,很多安全工作无法正常进

无规矩不成方圆,同样适用于建筑工程的管理活动。建筑工

行,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完善,人们无法区分他们的责任。当

程施工管理的发展依赖于完善、科学的管理标准,而这正是我国

安全问题发生时,他们会互相转移责任。因此,有必要加强监管,

许多建筑企业所缺乏的。有的公司没有制定与公司制度层次相

使人们能够关注自己的安全问题。

对应的施工现场管理规范,有的施工公司没有设立专门的施工

第四个方面是投资安全问题。如果一个建设工程的安全得

管理部门或由施工部门人员直接维护,不仅从事非专业的施工

到保障,就会有很多经济投资,但投资总是处于不到位的状态,

管理活动,但它也可能使具体的施工管理变得困难。此外,施工

很多设备设施不能正常使用。在保障资金的投入上,我们不能小

企业的工程管理规范、管理流程和风险应对方法等方面存在一

气,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建筑的质量,为公司获得更大的经济效

些缺陷,影响了实际管理活动的质量。

益。当我们看问题时,我们必须从长远方面来进行考虑。
3.2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在建筑工程施工中逐渐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对

3.5施工数据归档滞后,施工管理有序推进
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除了对人员、材
料、技术、施工等方面的组织管理外,也不能忽视对施工数据的

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可能的环境污染：噪音污染、泥浆污染、

归档和管理。在很多建筑企业中,建筑数据的归档和管理并没有

粉尘污染、光污染、空气污染等。噪声污染是建筑工程施工中

受到大家的重视。即使在做这项工作时,他们也只是在工程完成

最常见的问题,居民反应也很强烈。建筑工程施工的全过程。例

后补充数据,所以这项工作被认为只是一种“装饰”,只是为了

如,堆垛机施工的瞬时噪声超过90分贝(a),混凝土浇筑时超过

完成这项工作,而不是体现这项工作的价值。归档和保存施工数

80分贝(a)。可见,施工时产生的噪声是一个值得关注和需要解

据是施工期间规划和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在施工

决的问题。比较原始的污染包括土壤污染和粉尘污染。近年来,

过程中遇到特殊情况,施工数据也是重要依据,有利于情况的及

光污染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实际焊接过程的主要是电弧光,

时解决和处理。

会刺激视觉,制造混乱。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

4 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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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必须加强施工管理,

建筑工程领域,从业人员素质比较低,无法从高水平上提高,抓

切实提高施工水平。以下是针对现有问题的一些有效解决方案。

紧指导施工管理。对于建筑公司来说,人是工程成功的关键。因

4.1提高安全管理意识,加强安全管理工作

此,建筑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提高员

一是要有安全意识,严格遵守安全制度。为了将施工过程中

工素质,把人才培养作为一项长期任务。

不必要的风险和损失降到最低,最重要的就是融入安全管理思

4.4加强质量管理

想,不惧怕任何麻烦,从小事做起。 安全监控以任何形式进行,

工程质量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关系到公司的各级管理

必要时需要安全检查员相互检查。这就要求责任明确到每个人

人员和施工现场的每一位员工。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必须对过程

身上,注意从每个人的角度来管理安全和要求,始终安全第一,

中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严密检查,避免弄虚作假。监理人员将仔细

绝不让步。将安全生产作为建筑工程的关键要素,树立“安全第

监控整个施工过程,以避免残留物的存在。验收委员会必须按照

[4]

一”的理念。

有关规定认真执行验收。如果项目区域出现问题,必须立即通知

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教育,严格按照施工计划执行。

建筑公司予以解决。施工企业确实有必要运用现代管理思想和

为实现安全施工,必须在施工人员思维导图的基础上,进行严格

方法,按照IS0900质量管理要求建立自己的质量管理体系,以保

的安全培训和教育,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素质和人员管理水平。

持运营效率。移动、了解和控制施工的实际动态,亲自动手到现

负责质量控制和管理的技术人员必须努力培养预防意识和责任

场考察,更有利于开展动态管理,落实质量管理措施,更好地改

感。因为这是确保构建安全质量的关键。同时,要接受正常的操

进工作。

作,坚决拒绝单纯凭情感或经验的工作,使施工人员养成良好的

[6]

4.5建立健全建筑工程施工管理制度

工作习惯。此外,某些类型的员工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和考核,

在建设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每个建设过程都必须按照国家

并保持持证上岗的原则。临时工在进入施工现场前必须经过岗

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我国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工程建设应加强

前培训和测试。按照《施工企业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暂行规

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工程的合理运行。同时,施工企业还

定》的要求,认真学习或传递安全生产信息,及时传递新的技术

需要根据自身业务情况和施工技术,设计施工工程管理制度,包

标准和规范。

括管理规范、管理流程、管理方法和风险防范计划等,完善施工

加强现场工程指导。作为施工全过程的监督主体,对施工质

过程中的管理制度。在施工作业中充分发挥联动建设的作用,

量和安全生产负责,行使充分的监督权,及时发现并纠正施工现

按照制度标准开展施工,确保工程建设专业化水平。

场的违法、人员不安全状况和物体不安全状况。施工现场,并立

4.6规范数据管理,使施工管理走向秩序化

即要求施工单位停工,纠正目前存在的隐患。隐患消除后才能复

数据管理是施工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建设工程数据
管理必须从一开始就常态化,每个环节都要严格把控,这样如果

工,筑牢施工安全管理的第二道防线。
现阶段,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正规建筑公司寥寥无几。目前,
不乏工程承包商。包工头的作用还是很大的。然而,由于缺乏规

我们的计划与实际情况有偏差,可以及时纠正。

[7]

4.7应用绿色建筑新技术保护环境

范的管理,承包商已成为施工安全管理组织结构的瓶颈。这迫使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也开始关注工地对环境造成的

政府、社会和建筑公司共同监督和激励他们按规定行事,从而解

污染。具体措施是：(1)避免和控制施工现场的空气污染。在施

决安全管理问题。

工现场运输石灰、沙子和垃圾时,扬尘量会很大。这时必须喷足

4.2加强施工现场管理

量的水,以减少灰尘。(2)施工现场的光控和预防策略。在控制

施工现场管理是以质量管理为核心,为项目的发展提供符

领域,尽量减少电焊的光线,例如在工地周围竖起围栏,阻挡强

合标准、符合条件、有保障的质量的完整、有序的体系,高质量

光,防止其扩散；(3)控制施工现场的噪声。根据家庭噪声标准,

源于文明规范的操作。过程质量控制的目的是发现偏差,分析影

噪声级随施工时间而异,除夜间禁止堆垛外,其他时间噪声级必

响过程质量的限度,去除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过程质量,保

须控制在55分贝以内,并且在劳动时必须控制在85分贝之内。在

证每个过程的质量。质量控制过程是过程质量控制的基础,是现

城市靠近居民区附近建筑工程施工时,必须尽可能尊重居民的

场质量控制的核心内容。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也是建筑质量

正常休息时间。特殊情况需要连夜施工的,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向

控制的重要手段。质量监督员的质量应通过质量控制或现场检

有关部门办理手续,并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

查,确保工程质量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避免质量事故的发

4.8深入了解工程施工时内容

生。最后,要为发展优质项目创造条件,开展符合文明规范化标

(1)了解施工图、相关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了解设计要求、

准的活动。

[5]

节点和用途细节,了解设计质量的相关技术资料要求。(2)了解

4.3提高员工素质

施工公司的设计要求和与施工阶段、施工方法、技术步骤、施

施工企业不同人员岗位对人员素质的要求不同,但总体上

工进度和施工现场总体布局有关的技术经济文件,了解完成施

要求从事施工活动的人员具备决策、管理、操作、控制、道德

工的薄弱环节和关键环节活动。(3)了解建筑材料的结构性能,

素质等技能。要求员工必须具备相应的“资格”。目前,在我国

了解新材料实际应用技术,根据设计和技术规范的要求选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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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建筑材料。(4)仅仅考察了解施工现场,熟悉施工图纸是不
够的,只在实际了解工程。为对工程有清晰全面的了解,掌握工
程整体情况,他们应该去现场调查。仔细了解项目的基本情况有
[8]

利于更好的管理、施工方法的应用和工作的改进。

5 结束语
我国建筑业取得了革命性的进步和发展,建筑工程施工管
理仍在不断发展。人们应该更加重视这个问题,不断提高我国建
筑工程施工的管理水平。通过这次讨论,我们也看到了建筑工程
施工管理的诸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我们必须依靠技术、监管
水平甚至法律能力来确保建筑安全。只有认真对待建筑工程的
施工管理问题,才能提高施工质量和档次,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建设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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