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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桥梁施工管理中的安全与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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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铁路工程是建筑行业的标杆之一，也是决定国家建筑行业发展的关键点，其中铁路工程建筑的质量与安

全问题直接关系到建筑行业整体的发展水平，并且对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铁路工程中桥
梁工程质量是影响铁路交通运输的直接因素，桥梁建筑质量也是影响铁路工程发展速率的关键因素。因此铁路桥
梁工程的施工以及工程管理中安全与质量控制是建筑行业的重要任务和工作，对项目施工安全和质量控制，必须
要做到高度重视。为了铁路桥梁施工的管理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本文针对铁路桥梁施工管理中安全及质量控制进
行了论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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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桥梁建设项目对交通行业有巨大的影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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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工方案，选择出适宜的施工工艺以及施工技术。

是为当代人民生产生活提供便利性条件的重要基础，

因为整个建筑物工程量较大，并且时间较长，任

在对铁路桥梁进行实际建设时，需结合现代道路交通

何一方面的疏忽都会使后期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因此

网络特点对铁路桥梁施工进行实际的管理和控制，但

要做到面面俱到，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施工。此外，

在对铁路桥梁进行施工管理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

由于铁路桥梁施工一般所处的位置多为偏远地区或郊

难以避免的问题和不足，这些问题会阻碍铁路桥梁建

区，地形、地质以及交通运输等因素都会对工期产生

设的发展，也会导致在实际的施工中极易出现安全质

影响，因此不但会增加施工资金以及运输资金，还会

量事故。因此建筑行业中各单位要注重对铁路桥梁现

占用较长的施工周期。

场施工的管理，注重对建筑物安全和质量的控制，从

1.2 露天性和高空性

安全入手分析问题，从质量入手解决问题，在对铁路

铁路桥梁工程就是对桥梁铁路进行建设，铁路桥

桥梁进行现场施工时，要保障施工现场的高效性和完

梁建设施工所处的位置一般为露天和高空，因此对铁

善性，对待每一个施工步骤都要提高警惕，确保现场

路桥梁进行建设施工一般为露天作业和高空作业，进

施工人员的安全以及建筑质量水平达标。

行建设的同时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和环境的恶劣性。

1 对于铁路桥梁工程建设的特点

事实上，铁路桥梁工程不只是在地势平坦的区域内存

1.1 工期较长，耗资较大

在，绝大部分铁路桥梁都是在高山上，所以对铁路桥

铁路桥梁建设工程与一般建筑工程不同，它的建

梁工程建设十分艰难，并且有较高的铁路桥梁施工技

设规模往往较大，直接关乎到整个道路的交通，并且

术水平要求。铁路桥梁工程在高山上进行建设时，体

对于铁路桥梁建设本身来说，也是具有特点的施工建

型较大、道路较长，并且整个跨度也非常之庞大，所

设，一般铁路桥梁工程建设都是由国家企业进行，国

以我们也能够想象出，铁路桥梁工程的建造一定会存

家相关部门对铁路的建设有直接管理作用。而且铁路

在许多危险的高空作业。这就表明了，在对铁路桥梁

桥梁工程建设的成本较大，在施工过程中，所消耗的

进行施工建设时对人员、技术和条件都有严格的要求。

费用整体较大。当铁路桥梁建设工程开始后就会产生

因此还要不断对铁路桥梁工程施工技术进行探索和研

成本消耗，并且整个铁路桥梁建设的工期很长。对于

究，借助如今的科学技术水平去不断完善和优化施工

大部分的铁路桥梁建设施工来说，在建设开始时，设

水平 [1]。

计人员及工程师就会对整体建设进行综合分析设计和预

1.3 单一性

算，通过对铁路桥梁综合的考察和分析确定出科学合理

在铁路桥梁工程的施工中，还存在一个重要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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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就是单一性，铁路桥梁工程施工的单一性，主要可

建，还需要克服当地气候及温度的条件特点。并且铁

以从操作功能角度来说，在对铁路桥梁工程进行施工

路桥梁整体规模大，一段铁路桥梁完成之后就要转移

时，核心目标及内容就是建设交通道路，为交通提供

到另一段内，所需要移动的路程也比较远，因此建设

便利，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便利，铁路桥梁工程的

时没有固定的施工场所，要根据施工流程的进度来流

使用功能就决定了它的单一性，在特定的区域内进行

动性跟随，这就需要进行流动性施工管理和控制，所

铁路桥梁建设就是为了交通便利以及经济发展，从这

应用的管理和控制策略要根据流动性施工的特点来变

一方面来说，就表现出了铁路桥梁施工的单一性。而

动和优化。每一个施工段都要进行科学合理的施工管

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铁路桥梁施工工艺、环境特点、

理和控制，保障施工过程中的安全和质量问题，从根

所消耗材料设备、施工人员团队等都是为了满足铁路

本上提升铁路桥梁工程的质量。

桥梁工程的主要功能。

3 桥梁施工管理中出现质量和安全问题的影
响因素

2 对铁路桥梁施工管理内容特点的主要分析
2.1 施工管理内容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铁路桥梁工程建设对交通行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

铁路桥梁建设施工的管理工作比较复杂且全面，

响，同时与人们生活的便利性和高效性也有密切的关

因为铁路桥梁工程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其中主要的施

系，因此对待铁路桥梁施工建设的每一个工作环节都

工工序和管理内容较多，所包含的程序比较复杂，因

要高度重视并且乐于追求和探索。对于桥梁施工管理

此，在对铁路桥梁的现场施工中，对施工人员的管理

工作中的质量和安全控制来说，是铁路桥梁工程中最

要求及技术要求都有一定的标准。铁路桥梁施工的管

为核心的首要任务，也是防止铁路桥梁出现质量事故

理工作主要包括为管理人员对现场人员的管控和监督、

和安全问题的关键点，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现场人员对技术的管理、对安全问题的管理以及对建

我们要注重铁路桥梁工程施工管理中对质量和安全的

筑质量的管理等，造成施工管理内容较多的原因主要

控制。对此，本文总结了铁路桥梁施工中容易导致发

由于铁路工程本身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因此

生事故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也就造成了施工管理工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另外，

3.1 人为因素

整个工程产品种类以及质量要求比较复杂，所处地理

人为因素导致铁路桥梁工程出现问题是较为常见

位置及气候特点也不尽相同，这就增加了对施工现场

的，都是由于在施工现场中施工人员没有按照安全规

进行管理工作的难度 [2]。

范要求进行施工并且自身对安全意识的认知较为薄弱

2.2 施工管理的时间过长，对施工技术要求
较高

所造成的，例如施工人员不正确佩戴安全帽、不穿安
全设备服装、不系安全带等。再一个就是施工操作人

由于铁路桥梁建设工程的工期比较长，对施工技

员对主体施工工艺及流程没有熟练地掌握，在实际操

术人员、施工现场环境、施工工艺流程、施工管理计

作中，对工种注意事项掌握不清晰、安全规范操作意

划都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对铁路桥梁工程进行施工管

识较差等。还有就是机械操作人员的人为因素，有的

理的内容就比较复杂，并且施工管理是伴随着桥梁建

机械操作人员未取证先上岗，导致机械设备使用错误，

设的整个周期，所以施工管理时间很长。另外，铁路

造成意外或伤亡的现象发生。

桥梁工程需要先进的施工工艺以及高效的施工流程来

3.2 施工材料与施工设备因素

完成，这就对施工技术有了一定的要求，并且铁路桥

在对铁路桥梁进行建筑施工时，所需要的施工材

梁工程的结构设计和施工内容都比较繁琐，因此就更

料和施工设备都是特定并且特殊的，铁路工程不同于

加要求有先进的施工技术来支撑，从而有效保障整个

普通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的施工条件以及所用到的施

施工过程的稳定性以及建筑物最终质量水平。

工器具都比较复杂，并且整个施工的流动性很大。因此，

2.3 对施工的流动性管理和控制

建筑施工材料和施工设备也会对整体施工质量和安全

在对铁路桥梁进行实际建设施工的过程中，地理

造成影响，如果没有合理地选择建设工程材料和施工

位置一般在郊区或山区，有时位于深山之内，有时位

设备就会影响整个铁路桥梁工程，导致出现质量问题

于荒郊野外，所以在对铁路桥梁进行施工的同时，没

和安全问题。由于一些建设或施工单位为了追逐自身

有固定的居住场所和建设办公室，都需要临时进行搭

的利益常常偷工减料进行施工，或者没有按照设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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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及相关规范进行施工，都会导致在施工管理进行中

4.3 有针对性地进行施工质量问题治理

出现质量或安全问题。并且施工设备和器具是影响建

目前，我国的铁路桥梁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

筑物能否顺利竣工的关键工具，它能够保障建筑施工

代，其中混凝土桥梁建设功不可没。目前混凝土材料

的进度和工期 [3]。

仍是我国铁路桥梁建设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施工材料，

3.3 环境因素

并在各类桥梁工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确保

施工现场的环境是影响建筑施工的主要因素之一，

混凝土桥梁项目施工的整体质量，施工单位需要结合

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在铁路桥梁工程

实际情况和施工先例，对比较常见的几种施工问题进

建设时能够联想到自然环境不会太好，大部分的铁路

行分析并提前列出解决方案，确保对施工中各项技术

桥梁建设都位于荒山野岭，并且天气和气候温度都有

进行严格控制，并在项目实际施工出现问题后，客观

不确定性和变化，在施工的过程中还可能出现泥石流、

地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及时地进行解决。例

暴风雨、山洪等灾害。另外，施工现场的地质、水文

如混凝土材料的桥梁工程在施工时比较常见的问题之

也是影响施工的主要环境因素。这些自然环境都有可

一是出现裂缝，因此施工单位的技术人员应在桥梁施

能会使施工现场的人员发生伤亡和一定的经济损失，

工的混凝土阶段做好全面合理的技术控制，从施工所

从而不利于对施工管理工作中建筑质量和安全的有效

用的混凝土材料初期配比到混凝土浇筑后的养护措施，

控制。而且，现场的工作人员有可能会因为环境的恶

都需要严格落实施工技术要求，从根本上避免施工问

劣而产生消极的态度，甚至出现无理取闹、偷运器材

题的产生。

设备等行为。可以看出，环境因素对施工管理的质量
安全有着极大的影响。

4 加强铁路桥梁施工的安全管理工作

5 结语
铁路桥梁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要不断与施工管
理相配合，每一个施工管理任务都要按照科学合理的

4.1 完善铁路桥梁管理制度

规定落实，从而积极保障铁路桥梁施工管理中的安全

铁路桥梁工程项目实施建设之前必须由专业人员

质量能够得到有效控制。这项工作也直接关乎整个铁

建立起一套标准合理的铁路桥梁管理规范，并根据实

路桥梁建设的质量水平，以及未来铁路发展和交通发

际施工情况不断地对这套规范制度进行更改完善。一

展的前景。任何一个施工单位都要在施工过程中，按

套完整合理的铁路桥梁管理规范制度，能切实有效地

照设计标准及相关规定，对整个施工团队进行科学管

保证项目建设的实际施工质量。施工管理规范制度中

理，从而有效保障施工中建筑物质量以及施工人员的

的每一项条例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从头到尾地进行不

安全问题，确保铁路桥梁工程建设顺利地进行。

断的制定，以及更改完善。为此所有的工程项目在进
行施工之前首先需要审查所建项目的施工图纸，并通
过与全体施工人员召开讲解会等一系列措施，来确保
所有的施工人员都可以对所建设项目的大致情况以及
施工的图纸信息等都有全面地了解。这样做可以提醒
施工人员在实际施工各个环节所需要注意的事项，有
效地避免施工人员在施工中出现错误 [4]。

4.2 建立完善施工安全责任制度
所有的工程施工项目中，安全永远是第一位，铁
路桥梁施工也不例外，施工单位必须对项目施工的安
全以及施工质量给予重视并建立一套完善的施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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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制度。这项制度可以从根本上降低现场施工团队
出现施工问题以及项目建设完成后出现问题的概率。
这项制度的建立，需要施工单位所有人员的配合，从
上到下做到单位各岗位、各部门、各层次的各个人员
的施工生产责任分工明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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