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技术

浅谈高速公路施工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Brief discussion 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expressway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苟希德
（定西公路管理局，甘肃 定西 730070）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得到了稳健有序的持续性发展，高速公路工程数量及规模得到
了不断增加与扩大，因此高速公路工程施工管理与施工质量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高速公路工程施工中，
为了确保工程施工能够高效顺利地实施完成，并且确保实际施工中技术与工艺得到合理运用，必须进行施工要素
的统一协调管理。但是因为高速公路工程施工具有复杂性与专业性的特点，因此在管理过程中时常出现一些问题
与疏漏。施工管理相关人员必须要总结分析工程施工管理中存在的缺陷与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施工管理；高速公路；存在问题；解决对策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China’s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has developed steadily and
orderly, and the number and scale of expressway projects have been increasing and expanding.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quality of expressway projects have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xpressway
engineering,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fficient and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to ensure
the rational use of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the unified and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elements must be carried out. But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and professionalism of expressway construction,
there are often some problems and omissions in the management process. Personnel engaged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ust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defects and problems existing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put forward
effective solutions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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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速公路工程施工管理工作的作用
与重要性
社会经济发展推动我国公路建设事业进一步发展，在
这种现实背景下，社会各领域及人民群众均对高速公路提
出了新的、更高的质量要求。因此施工单位需要对当前高
速公路施工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给予充分认识，并提出
针对性措施加强施工管理工作。作为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
的重要基础保障，高速公路运行状况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息息相关，在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与不足，尤其是施工管理问题，必然会影响高速公路修建的
质量。高速公路工程施工较为复杂，涉及了较多内容与环
节，除了需要投入大量物力与人力之外，还需要花费大量
时间，同时施工过程会受到多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对工程
施工质量产生了影响 [2]。因此为了保证高速公路质量，满
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出行的美好需求，必须要对施工管理工
作给予重视与强化，切实在良好施工管理工作基础上促进
高速公路工程施工得到有序顺利开展，同时节约工程成本
投入，促进经济效益的显著提升，确保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2 高速公路工程施工管理中存在的缺
陷与问题
2.1 无法按照施工管理程序展开施工
在高速公路工程施工管理中存在着先开工后打报告的
问题，一些承包人并不习惯于在施工之前打报告，边施工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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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报告打报告比较普遍，甚至出现报告未能得到批准就开
始施工，无法严格按照工程施工监理程序进行。与此同时，
未提交检验申请报告就进行检验工作，加上一些监理工作
人员的责任心不强，不严格按制度要求开展监督管理工作，
造成承包人没有自检和提出质检申请，监理人员就已经完
成了质检工作，未按照施工监理程序进行施工。
2.2 控制工程造价意识较低且计价模式落后
控制工程造价主要是指掌控工程项目全过程投资，也
就是全程控制投资决策、项目招投标、工程勘察设计、工程
施工、项目交竣工等各阶段，并且各阶段之间相互关联。长
期以来管理单位未能高度重视项目投资决策的工程造价，
通常情况下一提到工程造价便认为项目施工阶段的管理与
控制。决策咨询机构一般是对以往经验与现有资料进行研
究与利用，其随意性较大，所以造成决策与具体情况不相
符合的问题出现。工程造价计价模式主要是工程造价的计
算程序与计算方法。当前我国高速公路工程计价模式主要
通过固定标准进行计算。
2.3 工期紧任务重且常出现工程变更情况
交通运输在经济高速发展形势下提高了对高速公路的
需求，也突显了工程建设管理中存在的管理问题。现阶段
在我国高速公路工程施工中，时常发生施工图设计深度不
够，施工工程项目接到手之后管理人员无法正确理解设计、
无法实施的情况。同时高速公路的具体施工中通常环境处
于偏远地区，受到特殊地质地形及自然条件的影响，加大
了整个工程施工难度，并且工程工期相对而言较短，很多
不稳定因素均对高速公路施工产生了直接影响。比如施工

施工技术
地形对高速公路施工产生了影响，施工中经常会遇到河流、
隧道或者桥梁等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程施工。随着
施工过程不断推进，因为这些不稳定因素对施工图设计的
影响而会发生变更，从而无法促使施工质量与预期目的及
要求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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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施工管理流程图

3 切实解决高速公路施工管理问题的
有效措施与对策
3.1 施工前做好科学详尽的准备工作
高速公路工程施工是一个高技术、所处环境复杂的施
工管理过程，涉及到的工作人员都需要与具体施工环境情
况相结合全面细致的了解并掌握相关技术与合同文本，从
而进行相关工作管理计划的制定，加强所有工作人员对施
工质量重要性及施工质量正确认知的灌输，针对工程建设
特征对施工人员进行针对性培训，进行合理科学施工计划
的制定，从而切实将施工中的每一项管理工作及每一道施
工工序都落实到具体人员，促进其对自身工作职责的明确，
为保障工程质量、推动工程顺利实施打下坚实的基础。同
时为了确保在规定时间内高速公路工程保质保量的完成，
需要加强对施工单位的建设管理，比如在分层管理总体把
握基础上设立个相关部门，对每个部门工作职责进行明确
并充分落实。
3.2 严格质量监控体系的制定
施工单位首先需要延河制定质量控制程序，需要与本
次工程的合同要求及具体情况相结合进行严格质量监控体
系的严格制定。工程施工之前需要进行“开工报告申请”
的编制并进行上报，施工中完成一项工作之后需要做好细
致而严格的自检工作，对工程质量进行确认之后，再由监

理工程师进行抽检与深检，保证工程质量与相关要求与标
准相符合之后在进行下一项工作，通过抽检与深检从而掌
控整体工程质量。监理工程师及现场施工人员需要正确认
知工程质量目标与整体设计目的，在项目施工前相关负责
人及管理人员需要进行施工工艺与施工流程的详尽编制，
对工程质量目标进行明确标识。通过施工前的交底工作促
进施工人员领会设计意图，加强其对施工质量目标的正确
认识，从而促进施工目的与施工质量相一致，为质量管理
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有利基础。
3.3 提升施工人员的综合素养
施工单位必须要建立一直高素质、高质量的施工队伍，
因此需要强化管理所有施工人员，高度重视工程质量，确
保其能够有效把控工程施工质量与工程施工进程。比如定
期组织施工一线工作人员参与质量意识灌输与专业知识培
训，从而不断提高施工质量与施工技术，从而更加优质而高
效的完成施工任务。对于管理人员而言，施工单位需要加
强对其的企业文化培训，进一步培养并深化对团队配合协
作精神，树立“以人为本”思想，并建立完善合理的管理体
系，集中施工队伍的整体力量，促进施工整体效率的显著
提升。除此之外，施工单位还必须要做好施工材料的管理
与准备工作，制定完善采购计划，并建立全面材料存放与
质量保障体系，规范采购过程，定期检查材料的存储情况，
切实保证材料质量与施工要求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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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工程质量是确保企业发展的根本，因此必
须要加强高速公路工程的材料把控及施工管理等各个方面
的把控。文章主要围绕着高速公路工程施工管理工作的作
用与重要性、当前我国高速公路工程施工管理中存在的缺
陷与问题、切实解决高速公路施工管理问题的有效措施与
对策三个方面展开了论述与探讨，目的是为了促进高速公
路施工管理水平与管理效率的显著提升，切实满足新时期
人们的出行需求，提高出行安全性，完善我国高速公路交
通运输网络，推动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得到持续性的稳定有
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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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院参加第四届中国海洋材料产业高峰论坛
5 月 19 日，中国海洋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南通成功举办第四届中国海洋材料产业高峰论坛，共同探讨我国海洋
工程装备与海洋材料的发展战略和方向。200 余家单位的 350 余位专家和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建材总院院长姚燕、水泥新
材院副院长刘光华、水泥新材院混凝土科研所王蒙等代表总院参加了会议。
大会由蹇锡高院士、姚燕院长、曹京宜研究员、李晓刚教授、王昭东教授、严密教授、聂祚仁院士（黄晖教授代讲）、杨才福
副总工程师、焦四海首席工程师、王国军首席工程师、王为民教授、肇研教授、常辉教授 13 位特邀专家分别就海洋聚合物材料、
海洋金属材料、海洋腐蚀与防护技术、海洋无机材料、海洋功能材料等方向作了精彩的报告，分享了团队的研究成果，指出、
讨论了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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