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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施工的精细化施工管理探究
Exploration of fin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 building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辛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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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程项目的质量和施工进度主要受到建筑工程施工管理工作的影响，涉及各部门、各工种、各人员的协调配
合，是个庞大复杂的工作体系，需要做好精细化施工管理来保证各个工作环节的正常运行，以保证施工的进度和质
量。本文从实际角度出发，对精细化施工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探究和分析，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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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and construction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are mainly affected by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It involves th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various departments, types of work and personnel. It
is a huge and complex work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do a good job in fin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to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each work link in order to ensure the progress and qua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From the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analyses the problems of fin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for the reference of collea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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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工程行业关系着国计与民生，是社会支柱型产业，
在实际生活中具有无法衡量的社会效益。对建筑工程来说，
必须完善相关的管理工作，逐步提升施工项目的整体水平，
实现建筑工程企业社会价值、经济效益的最优化。我国经
济在快速发展，建筑行业也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建筑
行业投资日益增大，规模不断拓展，其中的施工管理工作
也越来越复杂、繁琐，这就需要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从传统粗
放型施工管理逐步改变为精细化施工管理，既要保证建筑
工程的质量，又要保证进度和安全。这种科学有效的精细
化管理模式也会为施工企业的发展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1 精细化施工管理在建筑工程施工中
起到的作用

图 1 精益建造理论体系
1.1 精细化施工管理的基本定义
如图 1 所示，精细化管理是当前建筑工程的新型管理
模式，它将施工管理中所遇得到所有工作精细明确化，通
过改良建筑项目管理的方式，极大程度的运用了数据化管
理方向及自动化管理程序，能够保证建筑工程内部系统管

理的清晰化和科学合理化，使得各项管理工作和各施工环
节有着更加科学、更加明确的方向，从而提升了施工管理
整体的效果以及各项施工工作精细化操作的意识，另外工
程本身的工期、质量、成本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1.2 建筑工程施工中精细化施工管理的价值
根据我国目前的建筑施工管理工作来说，精细化施工
管理机制的建立能够优化和完善工程施工方案，可以将建
筑施工与相关管理做到有效地整合，避免了过去施工与管
理之间存在着隔绝和对立的问题，使得实际施工的效率更
高。构建了这项机制以后，施工企业或单位的管理人员能
够从更加细微的角度出发，分析整体的项目工程，对施工
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推测，明确了问题以后再进行
工程施工方案的优化，所以说精细化管理机制的构建有效
的提升了建筑工程施工的整体质量水平。
实行精细化管理机制后，各施工管理的目标会具体落
实到责任人身上，项目的管理人员必须对施工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盲目性和随意性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并控制好
其它问题的发生，这就合理、有效的提高了施工管理水平。
最后，建筑工程施工的成本也会因为精细化管理的实施得
到有效控制。精细化管理体制还可以避免施工材料的浪费，
以科学调配工程施工材料为基础，它对资源的利用效率明
显提高。从建筑工程施工单位的角度来讲，精细化施工管
理也为企业树立良好形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精细化施工管理还能充分结合企业效益与员工利益，
通过适当的奖励惩处机制增强了管理人员与施工人员的互
相信赖，提升了施工团队整体的凝聚力，有效的解决了因
为利益分配不均导致的团队矛盾，也促进并激发了工作人
员的工作热情和工作的积极性。同时，建筑单位能够通过
合理科学的管理方式提高施工人员的工作效率，从而保证
建筑施工的质量和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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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精细化施工管理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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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完善施工管理责任制度
施工管理责任制度的完善能使管理者明确自身的工作
职责，为施工管理人员提供合理规范的行为准则，对施工
项目的深入工作有明显促进作用。建筑工程实施过程中，
施工企业需遴选项目工程的小组负责人，确保施工管理责
任制度的真正实施。在构建施工管理责任制度时，也须明
确项目管理人员的职责，避免权力的滥用和监管不规范。
2.2 强化人才队伍的建设工作
目前，人才队伍的建设工作，是我国建筑工程施工单
位实行精细化施工管理的决定性因素。市场经济在不断的
发展中，建筑行业也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施工管
理技术人员水平的进步，有利于建筑工程施工行业在日益
复杂的生存环境中，保持建筑施工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提
高自身的专业技术水平。其次，我们还要建立健全岗前培
训机制，这对施工团队整体的专业技术水平有着很大帮助，
将会提升他们的知识储备能力以及面对特殊情况的处理能
力，还能让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施工方法在施工项目的
管理过程中得到充分利用。

3

精细化施工管理的方法与措施

3.1 建筑工程项目实施前的精细化管理
建筑工程施工管理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
涉及各单位、各部门、各程序、各工种的协调运行，因此须
注重建筑工程施工中各环节的细节处理，充分认识精细化
管理在施工过程中的价值，提升精细化管理意识才能合理
有序地开展相关工作。各单位、各部门、各施工人员应具有
精细化管理意识，能制定协调一致的工作标准，同时也应
加强施工管理工作执行力的考核与培训。然后，需要完善
对应的精细化施工管理制度，让施工工作有严格的规章制
度可循，这会使施工单位的工作达到统一分配处理的成效，
切实提高施工管理的工作水准，有利各类项目奖惩机制的
落实，有利相关管理人员辅助工作的处理。在建筑工程施
工的预备阶段，施工管理设计人员需对整体的建筑工程资
料进行详细分析，才能在充分了解施工要求的基础上深入
勘探施工现场，明确对应的建筑施工措施，对不同环节所
面临的困难及施工管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预判。
3.2 建筑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精细化管理
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的精细化管理工作主要涉及三个
方面：安全管理、工程进度控制和施工质量管理。精细化管
理可以说是整个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中最核心的工作。工程
项目的应用价值主要取决于施工的造价和质量，这也对项

目的整体建设水平有很大影响。如果想提高建筑施工的效
率，施工单位除了要完善培训机制，还要不断强化工作人员
在施工现场的检查工作。落实好质量责任管理制度，将会
充分发挥管理人员对施工单位的作用，使得每个施工人员
在建筑项目中的价值得到提升。在现场施工过程中，项目
施工单位应与建立单位进行联合，共同对项目整体的施工
工序、操作流程等问题进行必要的控制，以便构造出高效
的精细化的施工管理体系，避免操作不合理等问题的出现。
3.3 建筑工程项目实施后的精细化管理
项目施工结束后，精细化管理机制能够保障建筑工程
项目自身功能的发挥。施工人员会在工作完成后对供电、
供水、供暖等其他配套性设施进行相应的检查，并按照标
准对配套设施进行运行和调试，从而使得施工单位能够第
一时间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避免配套设施出现功能缺
陷的情况。施工单位也应该在项目施工完成后做好有关资
料的整理和归纳，确保建筑工程资料的完整，以便于验收
工作顺利的开展与进行。另外，在项目的验收阶段，建筑
工程资金支出与分配的核查也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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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建筑工程施工的精细化管理是整个项目质量、进度和
安全的保证，对项目的成本有重要影响。对施工企业自身
来说，精细化施工管理有效节省了各个环节的成本，规范了
各部门的行为，强化了工作人员的职责，确保了施工的正常
运行，提升了企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发挥了较大的实
际价值，是建筑工程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施工建
筑单位深入了解精细化施工管理是新时期的重要方向。我
们可以从项目实施前、现场施工、项目实施后这三个方面
来确定精细化施工的管理措施，认真探究它在建筑工程施
工中的作用，从而有效、合理的完成各项建筑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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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兰州新区综合服务中心工程基础承台于 2011 年 8 月 12
日开始施工，2011年11月7日完成底板施工，在施工过程中，
施工措施得当，周密组织，精心施工，工序把关，强化验收，
取得了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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