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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施工管理的重要性及优化建议
武士雷

（石家庄春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 要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建筑行业高速发展起来，土木工程作为建筑行业中非常重要

的一部分，土木工程施工管理却没有跟上建筑行业发展的步伐。土木工程施工管理对整个土木工程的施工有着重

要的价值和作用，但是，在实际的土木工程施工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很多施工人员并没有认识到施工管理的重

要价值和作用，对施工管理不够重视。因此，施工企业需要重视土木工程施工管理的重要性，找出现存的不足

和问题，并采取科学有效的针对性解决措施和办法，这样才可以更好地推动土木工程施工管理质量的提升，更好

地促进土木工程建设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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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建筑领域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竞争压力也

在不断地增大。但是，随着市场监控力度不足，很多

项目施工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影响到了项目施工的质

量和效率。在以往的土木工程施工管理中，施工管理

的范围比较狭窄，并不能对土木工程进行全面的监督

和管理，严重影响了施工进度，并且还为施工质量安

全埋下了隐患，对土木工程的顺利施工产生了非常严

重的不良影响。所以，土木工程施工需要重视施工管

理的重要性，提高施工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为土木工

程的顺利实施提供重要管理基础。

1 土木工程施工管理概述

1.1 土木工程施工管理的内容

土木工程施工管理主要是按照施工企业应用系统

的观点和理论，从一个比较大的层面来对整个工程项

目进行提前计划、监督管理、实施有效施工控制措施，

并在此过程中对各个参与施工的主体和部门进行协调

来提高彼此的合作效率，提高土木工程的施工质量和

水平。在土木工程中，施工管理的单件性特点比较突出，

因此，在施工管理的过程中复杂性也比较明显，要采

用一次性过的管理模式。[1]而从整体的角度上来说，土

木工程施工管理是一项管理难度和综合性都比较突出

的工作。

1.2 土木工程施工管理的步骤

土木工程项目从一开始就需要严格按照施工流程

和施工步骤来进行施工，比如，项目前期的材料准备

工作、相关人员的选用、材料采购等等都非常重要，

需要将每一个步骤和环节进行详细的计划和管理，这

样才可以更好地保障土木工程项目在保质保量的基础

上顺利施工。土木工程施工管理和其他普通的施工管

理模式有着很大的区别，比如，在一些工厂流水线车

间管理上，管理工作比较固定，突发情况的发生频率

并不高，但是，土木工程施工管理就比较复杂，涉及

的范围广泛，内容繁琐，难度系数比较高，一旦发生

一些问题将会影响到后续的施工，甚至还会影响到整

个项目的施工质量和安全，甚至还会发生一些人员伤

亡事故，所以，加强土木工程施工管理工作是非常重

要的。在开展施工管理的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施工

管理步骤和流程来开展，严防死守，避免发生管理不

足的问题。

2 土木工程施工管理的重要性

2.1 有利于强化施工管理

在土木工程施工过程中，要想确保土木工程的施

工质量和施工效率，就要不断完善施工管理，强化施

工管理，提高施工管理的质量和水平。通常情况下，

施工管理工作有着比较强的系统性特点，所以，在对

土木工程项目进行施工管理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施工

管理可以有效地提高土木工程施工质量和效率，让土

木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施工安全和施工进度都得到

更好的保障。例如，在一些土木工程项目中，施工管

理主要采用的是总承包的方式，其中包括了施工管理

企业、承包商、业主三个主体。业主的主要职责是为

了进行资金的筹措，并按照施工进度和要求来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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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承包施工管理仅仅需要一份合同即可，这样在很大

程度上就避免了繁琐的业务管理流程和内容，同时还

可以先对土木工程施工项目的造价情况进行了解，针

对施工过程中进度问题、质量问题以及施工技术问题

等进行合理的控制和调整，更加强化了施工管理的效

率和质量。

2.2 有利于提升施工质量

在一些土木工程施工中，施工质量是最为基础和

关键的核心部分。只有确保了土木工程的施工质量，

才可以让更多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得到保障，并

且还可以有效地提高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确保施工

企业的影响和知名度。施工管理把项目管理和土木工

程施工进行了有效的结合，通过科学有效的管理和监

督方式来确保土木工程施工进行完善和优化，让整个

项目的各种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2]另外，还可以对整

个土木工程项目的工程造价，以及具体的施工工期、

施工进度等进行科学合理的控制，从而更好地让土木

工程的施工质量得到更好的控制。例如，将总承包项

目管理和土木工程的施工进行有效结合，来对施工企

业、承包商和业主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协调关系，让三

者之间的沟通交流更加科学规范，完善项目施工设计，

做好施工准确工作，选择科学合适的施工材料等，让

整个施工环节和流程更加灵活，施工方案更加科学，

更好地保障土木工程的施工质量和效率。

2.3 有利于更好地控制施工成本

在施工管理的过程中，全局性是作为明显和突出

的特点，所以需要从整体的角度和层面来对整个项目

的风险进行科学控制，并且，还可以将整个项目中各

个环节和流程进行很好的管理和控制，让这个环节和

流程更加紧密完善。施工管理企业和承包商、业主对

于整个工程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在确保施

工质量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减少施工成本，提高三者的

经济效益。而施工管理可以让三者主体的共同目标更

好地实现，减少土木工程施工成本，提高项目的经济

效益。

2.4 有利于合理控制施工风险

土木工程的施工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需要加强

对工程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施工管理可以让整个工程

项目的规划编制更加科学合理，对整个项目中可能存

在的风险进行规划编制和管理，提高风险管理的质量

和水平。另外，通过施工管理还可以对项目中的风险

进行识别，在施工管理的过程中，通过对各种关于项

目资料信息的熟悉来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评估，

建立起风险目录，加强对整个工程项目中风险的管理。

此外，施工管理工作可以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

度量和评价，对风险可能形成的后果进行评析，找出

更好的规避方法，从而将风险降到最低。

3 土木工程施工管理优化建议

3.1 开展施工管理责任制，加强施工质量管理

首先，要建立起质量保证体系。施工企业需要严

格按照土木工程的施工质量保证模式来构建完善的工

程质量保证体系，并对工程质量手册进行详细的编写，

明确施工质量方针和各个施工管理人员的施工目标，

通过这种方式来让施工管理工作更加科学、系统、协调、

可实施、可操控、可监测。

其次，加强对材料、人员和施工机械设备的控制。

施工管理的完善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要把人作为控制的

动力，充分地调动起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相关工

作人员的责任感，质量感，在施工管理中重视质量管

理。另外，还要加强对材料和施工机械设备的控制，确

保各种施工材料和施工机械设备的质量符合施工标准和

要求，更好地在土木工程施工中发挥出其作用和价值。[3]

另外，合理控制施工工序和施工环境。土木工程

施工质量会受到多种因素和外界环境的影响，比如，

土木工程施工现场的水文、地质、环境，以及施工管

理环境，如质量管理制度、质量保证体系等，作业场所、

劳动工作面等等。

所以，在开展施工管理的过程中，需要按照施工

的实际情况和环境等因素来采取科学有效的管控措施，

对施工材料进行科学合理的堆放存储，对施工现场的

环境卫生进行清理，保障道路交通的畅通，为土木工

程施工质量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3.2 加强成本核算管理意识，提高成本管理

水平

在土木工程施工管理中，还需要加强对成本的控

制，提升相关人员的成本核算管理意识，提高成本管

理水平。要加强对施工材料采购、相关施工人员成本、

预算等多个方面和内容的管理，让整个土木工程项目

成本的科学管理工作落实到实处，避免出现项目管理

体制中包盈不包亏的问题。另外，还要对定额管理加

强管理，制定科学合理的定额编制计划，通过定额来

对施工进行控制，利用定额核算的方式来减少土木工

程施工中成本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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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加强对土木工程施工现场的管理

在土木工程施工管理中，施工现场的管理水平可

以反映出整个土木工程施工水平的高低，所以，要加

强对土木工程施工现场的管理，可以通过严格的岗位

责任和科学完善的规章制度来对施工现场的管理人员、

施工技术人员等工作进行严格控制和约束，制定科学

严谨的工作纪律，不断对土木工程中施工管理制度和

工作中存在的漏洞和问题进行完善。另外，还要对施

工现场各种工具设备和所要采用的各种施工技术和手

段等来进行优化，对施工现场施工人员的生活环境和

施工环境等进行改善，以此来更好地提升土木工程施

工管理水平和质量。

3.4 加强土木工程中各项机械设备管理

为了更好地保障土木工程施工管理的质量和水平，

需要确保各项机械设备一直处在良好的运转状态，在

施工的过程中需要按照施工企业的实际内部情况和施

工项目的实际情况，以及两者之间各自的特点和时间

差异等对机械设备的使用进行合理安排。[4]另外，还要

以技术先进、经济合理、施工科学、施工安全的原则

来对机械设备进行合理安排，这样才可以确保土木工

程施工的科学管理，在科学合理的范围内来充分发挥

出机械设备的价值和效益，提高土木工程的施工效率

和质量。

3.5 遵约守信，加强对施工合同的管理

在土木工程施工管理过程中，需要签订相关的工

程承包合同、施工合同等，而在施工管理的过程中，

就需要严格遵守签订的这些合同要求，履行各种承包

合同，按照签订的合同来保质保量的交工，同时还要

确保施工售后服务来提高施工企业的知名度。另外，

还要对合同进行良好的编制，这样才可以保障合同的

完整性。在施工管理中，还要严格按照工程项目合同

中的各项条款来对施工的工期、施工进度、施工质量

等开展施工，对各项施工生产进行科学组织；此外，

总承包企业还要和其他分包企业单位签订分包合同，

总承包企业要对分包企业的工作进行全面负责，分包

企业和单位也要遵守合同的要求来对总承包单位负责。

最后，各个承包企业还要掌握工程索赔的方式和方法，

通过合同的约束力量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对合

作方的行为进行约束，按照合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确保自身的施工质量和施工效益，从而让土木工程施

工管理工作更加科学合理。

3.6 加强施工管理中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管理

土木工程施工管理中的安全生产管理和文明施工

管理是重要的组成内容。安全生产管理主要是指在施

工管理的过程中，通过组织一些安全措施和生产全部

活动来对施工过程中的生产要素的具体实施进行科学

合理的控制和调整，对生产要素中的不安全行为和不

安全因素进行合理的控制和调整，通过这种方式来确

保土木工程施工管理的正常开展，确保土木工程的施

工效率和施工质量。[5]另外，还要严格遵守安全管理的

原则来对施工管理中的安全生产和文明生产进行控制，

在施工生产的过程中要重视文明生产，同时还要重视

安全生产，这样才可以更好地确保施工管理的质量，

为土木工程更加科学有效的实施提供重要保障。[6]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土木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对项目

进行施工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有利于强

化施工管理，有利于提升施工质量，有利于更好地控

制施工成本，有利于合理控制施工风险等等，更好地

实现土木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和效率。所以，在土木

工程施工管理中要重视施工管理，开展施工管理责任

制，加强施工质量管理、加强成本核算管理意识，提

高成本管理水平、加强对土木工程施工现场的管理、

加强土木工程中各项机械设备管理、遵约守信，加强

对施工合同的管理、加强施工管理中安全生产和文明

施工管理等，通过科学合理的完善措施和方法来提高

土木工程施工管理的质量和水平，为我国土木工程事

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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