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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施工管理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浅析 

严 斌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摘要】道路是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脚步的逐渐加快，城市道路交

通网不断向更宽、更广的范围延伸，道路施工项目数量随之逐渐增加，同时，随着人们质量意识的提高，

城市道路施工质量也成为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焦点。加强工程项目管理，规范质量控制过程，不仅能让城

市交通运力大幅度提高，还能提升城市道路质量品质，促进城市道路安全性的有效发挥，延长城市道路的

寿命周期，为地方经济造福。文章探讨了城市道路施工过程中质量控制的影响因素，并从事前、事中和事

后三个阶段分析了道路施工质量控制要点，旨在促进城市道路施工质量管理规范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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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quality control in urban roa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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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ads are the foundation of urb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gradual acceler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urban road traffic network continues to extend to a 
wider and wider range, and the number of road construction projects gradually increases.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quality awareness, the quality of urban road construction has also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public. Strengthening the project management and standardizing the quality control process can not only greatly 
improve the urban traffic capacity, but als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 roads, promote the effective play of urban 
road safety, prolong the life cycle of urban roads and benefit the local econom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quality control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road construction, and analyzes the key points of road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in three stag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urban road constr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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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随着我国城市道路施工技术的不断成

熟，道路施工质量控制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城市道路工程项目具有质量要求高，施工和

维护环境复杂的特点，质量控制存在较大难度；而

且，从我国城市道路施工质量来看，相较于世界发

达国家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城市道路施工建设中，

仍需将质量管理和控制作为重要任务来抓，这样才

能促进城市建设的发展，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物质

需求。 
2 城市道路施工管理过程中质量控制的主要影

响因素 
2.1 人的因素 
城市道路施工对施工队伍整体技术水平有着较

高的要求，随着道路施工范围的不断扩大，地质条

件和水文条件变化的几率也是随之增加，施工人员

需要根据设计要求将自身施工技术水平充分发挥出

来，让施工操作能够满足技术标准要求，提高施工

过程的合规性；此外，施工人员需要具备较强的责

任意识和质量意识，能够本着“质量第一，预防为

主”的原则投入到道路施工建设中[1]。 
2.2 设备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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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施工已经告别了人工操作为主的时

代，逐渐实现现代化和机械化。机械设备的选型、

工作性能的有效发挥将直接影响到道路工程的施工

质量。例如：在沥青路面施工过程中，物料运输设

备的性能将决定了物料供应速度，关系到道路施工

的连续性，进而影响到材料摊铺的及时性；路面压

实过程中，碾压机械和振动性能将会直接影响到路

面的压实度。因此，要有效控制道路施工质量，机

械设备的因素不容忽视。 
2.3 物料因素 
施工材料在城市道路施工中占有重要地位，物

料不仅直接影响到道路建设工程的经济效益，还直

接影响到道路施工质量。例如：路基施工中回填土

的质量将直接影响路基的坚固性和可靠性；路面基

层施工中混凝土的配合比将关系到道路的负荷能

力；道路面层施工中原材料质量问题将会影响到面

层的平整度和使用寿命。由此可见，道路施工管理

中需要将物料因素作为质量控制的关键点。 
3 城市道路施工管理过程中的质量控制策略 
3.1 城市道路施工质量控制的环节 
根据城市道路施工流程和各阶段的特点，施工

管理过程中质量控制可以事前、事中和事后三方面

展开。质量管理人员需要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合理设

置各环节质量管理内容（如表 1）。 
3.2 施工准备阶段（事前阶段）质量控制 
（1）建立质量控制管理制度 
要实现对城市道路施工质量有效控制，就需要

建立和完善施工质量管理制度，为有效的质量控制

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赋予质量管理人员一定管理

权限，明确奖罚措施，让质量例会在工程施工现场

成为常态化，对施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进行梳理、

分析和解决，对工程施工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归纳和

总结，公示具体的处理情况和奖罚情况。有了完善

的质量控制管理制度，才能确保质量管控措施有效

实施，才能强化施工人员以及质管人员的责任意识

和质量意识，为提升质量控制实效打好基础[2]。 
（2）做好技术人员资质审核 
施工技术人员的技术能力是影响施工质量的重

要因素，技术人员只有具备高超、娴熟的施工技术，

才能确保设计人员的施工意图得以实现并确保施工

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能够达到标准要求。因此，工程

项目施工前需要对施工技术人员进行严格的资质审

核，一方面，要确保施工技术人员具备较高的职业

道德素养和较强的质量控制意识；另一方面，施工

技术人员需要熟知城市道路施工工艺，掌握道理工

程施工要点，具备丰富的施工经验和技术管理经验。 
（3）完善设备质量管理制度 
道路施工项目施工中需要应用到许多大型机械

设备，机械设备性能和生产能力关系到工程项目的

施工进度和整体质量。例如：道路基础施工中，回

填土压实中需要用到蛙式打夯机和手持冲击夯；铺

设碾压中需要用到摊铺机、沥青洒布车、石屑洒布

车以及振动压路机等，此类道路施工专用车辆的使

用性能直接影响到道路施工质量，需要定期检查和

保养，确保机械设备能够在施工中保持良好的使用

状态，因此，需要明确设备检查和保养的责任人，

确保机械设备能够满足施工技术和施工质量的要

求。 
（4）完善施工材料质量管理 
城市道路工程项目中材料成本占比为 40-60%，

做好施工材料管理是降低道路施工成本，提升工程

施工质量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施工前的准备阶段，

需要建立和完善工程材料入库质量检查制度、工程

材料在库管理制度以及材料发放和储运制度，明确

材料的管理责任人，这样不但能够确保工程材料有

效投入，减少材料意外损耗，还能避免超差材料进

场，给施工质量带来不确定因素。 
（5）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施工组织设计是工程项目负责人根据国家道路

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并结合工程现场

的实际勘察结果以及工程技术要求，站在全局角度

对施工过程进行的统筹设计和规划。而施工质量计

划则是施工组织设计方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此，

道路工程施工前需要做好施工组织设计方案会审工

作，确保质量控制方案具备实操性和可行性，质量

管理组织架构完善，质量检测设备齐全，为道路工

程质量控制提供良好的支架。 
3.3 施工过程阶段（事中阶段）质量控制 
（1）把好材料质量检测关 
城市道路不仅承担着较大城市交通负荷，还要

承受当地气候变化带来的应力，因此，在道路工程

施工中，质量管理人员需要严格把守材料质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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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道路材料综合力学性能检测，以便能够提高道

路工程质量[3]。 
第一，做好原材料取样。道路施工材料取样需

要具备及时性和真实性，所取样本需要具有普遍的

代表性。例如：在水泥材料取样中，需要在同一批

号的水泥材料中随机抽取待检测材料样品，随机抽

取的数量需要达到水泥总量的 5%左右，然后在抽取

的待检测水泥中提取等量样品，使之混合均匀；最

后从均匀混合的样品中取出大约 10kg 的水泥进行

实验。砂石材料需要从料堆的不同部位取样，比如：

料堆的底部、中间部位以及顶部等，从不同的深度

取出重量大致相同的材料混合均匀，通常情况下，

碎石抽取的样品需要达到 40kg，黄砂样品需要抽取

10kg，质量检测人员需要根据实验设备情况以及实

际需求，对样品抽取数量进行适度调整，增加样品

数量和实验次数，提高实验数据的准确度。 
第二，做好材料检测实验。材料质量是确保施

工质量的前提和基础。首先，每一批水泥材料进场

时都需要进行严格的实验检测，需要在工程项目监

理单位的监督下完成实验样品的取样和送检工作。

检测结果不能够满足规范要求的材料不得进入到道

路工程施工现场。工程现场长期存放的材料很容易

因为存放不当造成材料强度性能的下降，在使用中

需要降低标号使用，必要时可以进行复检复测。其

次，砂石材料需要进行分批逐次检测，而产地相同，

品种相同的材料需要定期检测。砂石材料主要需要

检测一下指标：1、细度模数；2、团块量的大小；3、
材料中所含云母的多少；4、材料的含泥量。 

（2）严格执行质量交底制度 
城市道路施工前需要进行质量交底，交底内容

不仅包括工程施工工艺和流程，还需要交代清楚施

工质量的具体要求，分析出工程施工质量控制的关

键所在，介绍基本的质量控制点，明确工程质量的

基本控制点（如表 2）。 
质量管理人员掌握了质量控制重点，明确了道

路施工的质量基本控制点和质量控制目标，这样才

能避免质管人员在工作中缺乏目的性和针对性，令

其对各工序质量把控关键点一目了然，有章可循，

让施工质量管控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从而提升城

市道路工程施工整体质量。 
（3）严格遵循施工和检验基本原则 
首先，城市道路工程施工中需要遵循“五不施

工”的原则。1、施工前，设计人员、项目管理人员

和施工技术负责人等需要参加技术交底会，未做技

术交底，技术措施不明确的施工项目不得动工；2、
设计下发的工程技术图纸和相关技术要求必须明

确、清晰，技术资料存在异议时不得施工；3、测量

数据和测量资料需要经过实测、复核和校正，测量

资料未经复核的一律不得施工；4、道路施工材料需

要经过检验合格方可使用，材料尚未检测或检测不

合格的情况下不得施工；5、环境污染情况未经确认

的不得施工。 

表 1 城市道路工程施工质量控制管理内容 

质量控制环节 施工质量管理内容 

事前质量控制 

建立质量控制管理制度 

技术人员资质及设备质量管理制度 

施工单位质量管理体系核查 

工程原材料质量管理制度 

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案的审核 

事中质量控制 

图纸会审，设计交底 

材料试验报告的审核 

施工作业质量监督 

设计变更及图纸修改审查 

分项工程、隐蔽工程的检查验收 

事后质量控制 
竣工资料整理 

成品保护和质量自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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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道路工程质量控制点 

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质量控制点 质量目标 

路基 

土方路基 标高；长度、宽度；边坡；基层土质 

合格率需要

达到 100% 

路基处理 
标高；回填土是否达标；路基压实系数；路基的分层厚度尺寸；路基分层含水量；路基表面平整

度 

基层 

混凝土基层 标高；原材料；截面尺寸；表面平整度；养护 

模板 支撑位置；接缝清理；杂物清理；模板安装质量 

钢筋 力学性能；外观质量；连接方式；接头位置数量 

混凝土 原材料质量；配合比控制；标高、轴线；截面尺寸；混凝土养护 

面层 

粗粒式沥青混凝

土下层 
原料选材；配合比；搅拌、运输；摊铺碾压；施工缝处理；平整度及坡度；压实度和压实遍数 

中粒式沥青混凝

土中面层 
原材料选材；配合比控制；搅拌运输；施工缝处理；平整度和坡度控制 

改性沥青碎石混

合料 

原材料选材；面层施工材料（混合料）配合比例；混合料的摊铺厚度测量值；路面碾压的方式和

遍数压实度；平整度 

 
其次，严格遵循道路施工的“三检”原则。“三

检”即通常所说的“自我检查”、“相互检查”以

及“交接过程检查”。质量管理人员需要在道路施

工质量控制中密切监督，认真执行“三检”政策，

做到无自检记录的不得将施工项目移交给下道工

序，前面施工工序如果检验结果不符合要求，将不

允许进入到下一施工环节，各工序需要层层把关，

这样才能调动全员力量共同确保道路工程施工质

量。 
（4）加强工程施工过程动态检验 
城市道路工程施工过程具有动态性特点，而且，

施工项目中包含了许多隐蔽性施工内容，质量管理

人员在工程施工质量控制中需要变被动为主动，化

静为动，加强道路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动态巡检，抓

住质量控制的关键指标和点位进行及时有效的监

测，一旦发现示范性施工行为或发现质量安全隐患，

质管人员需要立刻向工程项目管理人员反馈信息，

责令整改，并在后续的质量监督和检测中持续跟进，

做好数据记录，必要时留下影像或图片资料。这种

动态检测方式不仅有助于提高质量控制的及时性和

有效性，还有助于确保工程项目的施工进度[4]。 
（5）定期组织召开质量管理例会 
质量管理例会是城市道路工程项目中日常质量

管理工作通报、信息反馈、沟通和工作安排的重要

平台，组织召开质量管理例会之前质量管理人员需

要对周期内质量控制的相关数据和资料进行整理，

比如：有关质量问题的数据统计、现场质量问题照

片，质量检测人员的检测记录等，将这些资料在质

量管理例会中进行展示和分析，一方面，通过与会

人员的共同参与找到质量问题产生的原因，确定施

工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另一方面，找出质量问题

的责任人，根据事前制定的质量管理制度和奖罚措

施对责任人进行处理，这样不但能够确保工程质量

事件处理的透明度，还能强化质量管理制度的执行

力，确保施工质量控制措施有效施行。 
（6）加强质量管理资料建档留存 
城市道路工程施工质量控制资料主要包括工程

材料进场时的质量证明或质量检测报告、抽检和送

检记录、工程技术图纸和相关规程、隐蔽工程检验

记录等，这些资料中有些是质量管理人员质量检测

的依据，有些则反映了质量管理人员质量控制的过

程，均具有较高的存档价值。质量管理人员需要做

好管理资料的收集、整理、归类，将这些资料建档

留存，以便在工程验收或质量问题追溯中能够有据

可依[5]。 
3.4 工程验收阶段（事后阶段）质量控制 
“编筐窝篓全在收口”，事后阶段质量控制处

于工程验收阶段，因此显得尤为重要。在此阶段中

质量管理人员不仅需要对质量控制的过程文件、资

料进行整理，以便提供交验，还要对道路工程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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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项目进行全面的质量检测，做好验收前自检，确

保工程项目能够达标，从而实现质量控制的整体目

标。 
4 结束语 
道路工程建设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

之一，城市道路工程施工质量不仅关系到城市整体

面貌，还直接影响到百姓的交通出行，甚至会直接

影响到人们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因此，城市道路施

工建设中需要将施工质量控制作为重中之重，加强

道路施工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质量控制，规范质

量控制手段，从而提升城市道路的工程质量，促进

城市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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