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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住宅建设项目中管道施工质量控制
罗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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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管道分部工程施工是高层住宅工程整个施工阶段的重要环节，也是高层住宅工程质量的基础保证。为了

能够保证工程施工现场的安全，并提高工程的建设质量，需要重视对管道工程施工的质量，及时发现并处理好管

道工程施工的安全问题。同时，要结合高层住宅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做好管道工程施工的质量管控，将质量监

督工作全面落实到施工的各个环节中，最大程度上提高高层住宅工程质量，促进高层住宅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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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层住宅工程管道工程施工相关概述

1.1 高层住宅工程管道施工标准分析

在高层住宅工程中，由于建筑物自身的需求不同，

使得管道工程的施工标准有所差异。通常来说，在高

层住宅工程施工中，管道工程施工的标准有三种：

其一，基础标准型，在高层住宅工程中对管道工

程施工是最基本的建设工作，会在管道工程施工过程

中使用到最基本的施工工艺。

其二，适应性标准，需要根据工程的实际建设情

况和设计需求等内容，达到一定的标准范围，譬如要求

管道工程施工达到一定的卫生标准或者是环保标准等。

其三，专业标准，这是所有标准类型中的最高级别，

不仅对管道施工技术及工艺要求较高，也会增加一些

其他专业性的要求，从而保证整个高层住宅工程建设

质量。[1]

1.2 高层住宅工程管道施工重点内容

在高层住宅管道分部工程施工中，要求施工人员

掌握好施工的重点内容，保证施工有序性和合理性，

从而提高管道工程施工质量。

首先，认真审核设计图纸，严格按图施工，明确

工程设计目标和要求，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进而选择

最佳的施工方案及工艺，最大程度上提升施工质量，

保证整个工程的施工进度能够按照预期的目标进行。

其次，要把握好管道工程施工中的管道安装环节，

根据工程的建设功能需要，选择强度和耐腐蚀等性能

符合要求的管材。同时，在安装管道的过程中，需要

及时清理好管道及管件中的杂物，保证其内外表面清

洁，避免对后续工作产生影响。

再次，管道试压是整个施工过程中的重点内容。

管道安装完成后，要对管道进行仔细的检查，避免管

道损坏等情况影响到将来的使用。

最后，在高层住宅工程建设中，要做好消防给水

系统的安装工作。施工人员需要严格按照施工方案及

相关安装标准进行，加强对施工工作的检查，尤其要

把握好施工细节和难点，从而提升高层住宅工程管道

工程施工安全性能和施工质量。

2 建筑管道工程施工质量管理问题

2.1 重视程度低，缺乏监管

很多建筑行业从业者受到根深蒂固的老观念影响，

更加重视建筑外观、内部装修等面子工程，却忽视了

建筑管道这一隐蔽工程的重要意义。不管是建设方、

监理方、施工方，还是政府监管部门，往往缺少建筑

管道专业的技术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都是依靠行业常

规做法和个人经验解决问题。再加上控制造价等原因，

对于这种埋在结构里的隐蔽工程，往往在管道材料、

阀门材质上就开始“节约”。在建筑管道工程的材料

设备采购过程中，往往以低价为竞标优势，采用廉价

的管材和配件，再加上施工现场对进场材料的监管不

力等情况，这些都给整个建筑工程的健康运行带来巨大

隐患。例如，管材阀门质量不合格导致管道爆裂、渗漏

等各种问题，再例如消防给水系统采用劣质管材阀门，

选用的水泵实际运行扬程不够或流量不稳达不到设计

要求等现象，都会给整个建筑的安全运行和人们的生命

财产带来严重的隐患。隐蔽工程难以做到实时监控、步

步监管，容易忽视安全和质量上的问题，只顾面不顾里，

只关心造价不关注质量的现象在整个行业中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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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会对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2]

2.2 缺乏计划性，配合缺失

施工总包单位分标段分专业承包给各个劳务作业

方，各分包方管理人员水平参差不齐，不能充分理解

图纸的设计意图。总包单位只管“分”，不管“包”，

项目前期未认真核查分包各方的技术资格和进场作业

人员的技术水平，没有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细致的分工。

现场交底也不能及时到位，没有对作业人员进行系统

的培训和指导，对项目的重点难点、隐蔽工程和各专

业间需要配合交接的地方，也未做好协调工作。各分

包方作业时经常只顾自己不顾他人，比如结构专业为

了赶工期，对发现图纸上未预留的洞口、预埋件等不及

时提出，结构成型后再由相关专业开洞。而相关专业只

开洞却不做成品保护，对结构层的保护和新开洞口的

防水等不采取相应措施。各专业之间往往都是遇事相

互推诿，持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形成了事前

不沟通、事中不配合、事后不解决的普遍现象。如此

反反复复，形成恶性循环，这些都给整个建筑工程带

来了巨大隐患。[3]

2.3 技术能力差，管理落后

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力资源成本相对较低，而建

筑行业更是“廉价劳动”的集散中心，“农民工”正

是我国建筑行业建设的主力军。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越

来越严重的今天，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在工地上出卖自

己的劳动力，工地上更多的是那些四五十岁的劳动者，

这些人员往往缺少专业和系统的学习，他们根本不关

注安全防护，也不懂工程建设的专业知识，都是在实

际的施工过程中慢慢摸索，总结经验。而他们拥有的

这些经验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工

程项目，有些甚至违反规范，给自身和项目带来隐患。

由于工期紧、筹资难等原因，施工现场一味地追求速

度、控制成本，却忽视了现场的安全和质量。这些都

是我国建筑行业的普遍现象，作为项目的管理人员，未

能坚持原则按照规范要求和现场实际情况，对项目进行

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很多管理者对业主唯唯诺诺、唯命

是从，不敢对业主提出的不合理要求从专业角度提出自

己的建议和意见。对现场作业人员也未能监管到位，未

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规范要求指导他们规范作业。[4]

3 建筑管道施工质量管理要点

3.1 提高施工人员的质量管理意识

质量管理意识是保证高层住宅工程顺利施工的基

础。为了将施工质量管控措施全面融入到管道工程施

工的各个环节中，首先要提高施工人员的质量意识。

要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定期组织召开安全

质量分析会及讲座，强化施工人员的质量责任意识。

其次，应按照管道工程施工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

求，建立并健全相应的质量管理机制，要求所有施工

人员都能够严格遵守相关规章制度，提高对施工人员

行为的约束力，保证管道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在施

工过程中，对操作不当及违规操作等行为都应在第一

时间内纠正改进，避免影响施工进度。

最后，要全面提升对质量管控工作的重视程度，

不仅要求施工人员有质量责任意识，还需企业领导层

和决策层能够重视质量管控工作，从而提升工作的配

合度，全面强化质量管控水平。

3.2 强化对施工全过程的控制与检测

要提升高层住宅管道工程施工质量，就需要强化

对施工全过程的管控，避免出现质量事故，实现动态

化施工质量管理。而施工检测工作是所有建筑工程施

工过程的重要环节，需保证施工检测工作的有效性和

科学性。同时，施工检测工作具备一定的技术性和复

杂性，要求由专业人员进行，并持证上岗。因此，为

了能够不断提升高层住宅管道工程施工质量，需要根

据实际情况，建立并完善检测机制，加强对施工各个

环节的检测和管理。

首先，要保证管道施工顺序的合理性，并严格按

照施工设计图纸开展工作，要求专业专职人员对其施

工环节加以检测，保证施工的专业性。

其次，要加强对管道铺设等工作的检测，要保证

所有测量仪器及设备等的正常使用。

最后，在管道验收工作完成之后，要对照施工图

纸中的具体内容进行验收。

3.3 提高管道材质的质量和统一性

在管道工程施工中，需提升管道材质的整体质量

水平，并提高管道材质的统一性，从而保证工程施工

的顺利进行。在选择材质的时候，应严格按照相关标

准规范进行，并结合高层住宅工程的实际情况进行选

取。另外，管材采购人员应全面掌握管道工程对于管

道材质的要求，保证管道质量。在管材进场时，需对

所有管道质量进行检查，除了外观检查合格外，需抽

样送检的，应按批次抽样送检。对于检测不合格材料

坚决退场，严禁使用，不得出现使用不合格材料而造

成对后续施工的影响。

此外，在采购之前，要制定出可行采购方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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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材料供应的稳定性，避免出现缺货等情况，给工程

进度造成影响。而施工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完

善的监督和监测制度，从源头上保证管道质量，从而

提高高层住宅工程整体建设质量。

3.4 加强施工质量的监督检查力度

在高层住宅管道工程施工中，要加强对施工质量

的监督和检查力度，对进场的管材，严格按照国家的

标准进行检测，保证材料的质量，杜绝任何不合格的

材料用到施工现场中。在施工过程中，要把握好管道

安装的细节，加强对施工各个环节的监督。在施工交

接完成之后，要对重点环节加以把控，保证管道的正

常使用，进而提升施工质量水平。

3.5 计划有序，分工协作

建筑工程是一个整体，建筑给排水作为一个重要

的基础工程，贯穿于整个项目施工的全过程。建筑给

排水的全过程管理包括施工前的准备、施工、检验和

验收四个阶段。从材料的采购进场、到土建基础工程

中孔洞的预留、管线的预埋、阀门的安装，再到隐蔽

工程、整个系统的检验验收等，这些都需要现场各部门、

各专业做到相互配合、分工协作、有序进行。只有各

部门、各专业同心协力，才能真正地确保项目的安全、

质量、进度和成本达到合同要求。在项目施工前的准

备阶段，建筑给排水管理人员要认真进行图纸会审，

对于一些重要的分项工程，比如热水系统、消防水系统、

消防泵房、水处理系统等要仔细研究，对图纸中的问

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要细分给水工程和排水工程，

认真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对施工作业人员进行细致的

技术交底。在项目的施工阶段，要服从施工总包方的

管理，遇到工作界面相交等问题时，在监理和总包方

的组织下进行协商，调整工作量，及时完成各自的作

业任务。在项目的检验和验收阶段，要积极配合政府

监管部门、业主、监理和设计等各方的现场审查验收。

验收时，对管道的试压、通球等过程要安排专人做好

记录，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并做好成品保护。竣工交接时，

要确保整个项目的建筑给排水工作内容按照业主和图

纸设计意图施工到位，确保整个系统运行正常，符合

合同要求。同时，还要做好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台

账管理等工作。通过专业有序的工作，各专业相互配合、

协同作业，最终确保整个项目的安全、质量、进度和

经济要求。

3.6 技术先进，管理到位

好的设计需要靠先进的施工来完美实现。建筑管

道工程的施工也要采用先进的施工器械和工艺，定期

对管理和作业人员进行培训和指导，确保技术上的先

进。现场管理人员要认真负责，对进场的材料要仔细

查验，对施工的每个过程要认真检验。不达标的材料

严禁使用，不合格的工序严禁验收，整改到位后方可

进行下一道工序。现场管理要加强新技术的使用，比

如 BIM技术。随着行业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建设

单位和施工方愿意将 BIM技术利用到项目的设计、施

工和系统运行的全过程中，用来优化设计、指导施工、

方便运维。通过专业的 BIM工程师对建筑结构、水气

暖电等各专业管线进行三维立体的整合设计，能够更

加直观地将整个工程立体地呈现出来，从而对每个预

留孔洞的位置以及孔洞规格更加直观地掌握。通过有

效的建模和分析，对二维图纸上看不出来的管线交叉、

碰撞、标高等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及时解决。BIM技术

的应用，能够让现场管理人员拥有预判能力，更加合

理地安排工作，优化施工方案，做到技术一流、合理

施工、方便验收等。通过新技术的利用来革新我们的

现场管理方式，提高现场管理水平和施工质量，提升

建筑管道的科技含量。为项目的完美实施包括竣工后

整个建筑管道系统的运维带来积极的意义。

4 结语

建筑管道是建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筑工

程施工的基础工程之一，对建筑工程的发展有着重要

的意义。在国家大力提倡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的政策

背景下，建筑管道作为建筑的血脉，在环境保护和绿

色建筑的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这就要求我们建筑管

道的施工管理人员，必须坚持兢兢业业、实事求是的

工作态度，大胆创新，运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

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让我们所做的

每个项目都能真正的安全、高效、节能、经济。用我

们工程人员的小进步为建筑管道带来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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