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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施工技术控制要点与质量控制思路探索 

杨 征 

北京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城市化建设的持续深入，社会已经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中，

这也为建筑行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而站在实际情况的角度上来看，目前的高层建筑无论是在

规模还是数量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种不断提升的状态，但高层建筑由于整体高度比较高，虽然实现了对于

空间方面的合理利用，但也进一步提高了施工建设的整体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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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key technical control points and quality control ideas of high-rise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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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society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which has also played a good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current high-rise 
buildings, both in terms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show a state of quantity, but the overall height of high-rise 
buildings, although the reasonable use of space, but also further improve the overall difficulty of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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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前高层建筑项目数量持续提升的背景下，

各大工程企业也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积累到了更多的

工作经验，在技术以及结构施工方面也更加成熟，

而由于每一个高层建筑都具备着较为独特的结构特

征，这就需要在后续的施工阶段，在遵循基本的技

术要点之外，进行全方位的质量控制，以此来大幅

度降低各类质量问题的发生几率。 
1 高层建筑施工的基本特征 
1.1 地基建设要求较高 
在不同级别的高层建筑当中，其在桩基地设置

深度方面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一部分建筑物的

高速相对较高，这也使得地基的深度超过了 20m，

并且高层建筑在具体种类上也并不相同，为了稳步

提升结构的稳定性，一般情况下都会采用那些较为

优异的箱型地基，如果在未风化或是微风化的岩石

当中进行建设，就要在其中采用条形地基。而在与

高层建筑连接的底层裙房中，大部分情况下都会采

用单独桩基加基梁或是交叉梁基础等多种方式。因

此，在后续的施工建设阶段中，由于桩基并不相同，

其所采用的施工技术方式也存在差异。 
1.2 施工工艺要求较高 
在高层建筑项目当中，其与一般的工程项目之

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在确定过后应当采用针

对性的项目施工技术以及施工体系，这就需要在其

中重点考虑结构材料、施工工艺以及结构类型等基

本的技术要求，实现对于施工工艺与施工流程的全

面优化。除此之外，在高层建筑项目的具体施工建

设过程中，必须要重点保障施工质量，提供出那些

较为优异的建筑材料，只有这样才可以确保高层建

筑施工建设的各大环节都可以按照预期中的要求开

展，促进整体项目质量与效率的稳步提高。 
1.3 施工设备要求较高 
无损是在何种高层建筑项目当中，其在实际施

工建设过程中所采用的机械设备，主要为重型机械，

应当在充分结合项目工期、施工工序以及施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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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选择所需的机械设备。而在

近年来的发展进程中，高层建筑项目在施工过程中

所需要的设备，主要为建筑吊车以及混凝土运输泵

等，基础项目当中所采用的设备，则是压桩机与打

桩机等[1]。 
2 高层建筑施工技术的控制要点 
2.1 桩基施工技术 
首先为灌注桩施工技术，在灌注桩施工技术的

实际应用阶段中，应当充分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来

优化主要的应用方式，在进行施工建设时也要对施

工现场中的土地进行必要的平整处理。在成桩孔设

置完毕后，就要对涂料后续的运输方式展开综合考

虑，这样就能够对混凝土的安全情况进行更加全面

的掌控，而在成孔完成过后，还应当针对孔洞的具

体情况进行检查，保证其在质量方面可以满足高层

建筑施工的基本需求。而如果在进行开孔时裁员工

了各类机械设备，就应当在施工作业面当中，针对

排水等设施做好必要的管理工作；其次为预制桩施

工技术，预制桩施工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可以划分为

混凝土桩、钢桩这两种类型，而在项目的施工建设

过程中，这两种预制桩在进行沉桩处理时，都必须

要采用对应的沉桩措施，这就需要结合高层建筑项

目的实际情况选择对应的施工技术，比如振动沉桩

法以及锤击打入法等。通过这两种方式可以针对基

础地基以及作业周边部位土地面出现的变形情况进

行稳定控制，逐步降低各类质量问题所产生的影响。 
2.2 混凝土施工技术 
混凝土施工技术，其在整体高层建筑项目的施

工建设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混凝

土的施工质量以及施工效率，也会对后续的竣工质

量产生不良影响，这就需要针对混凝土施工技术展

开科学合理的使用，而在高层建筑项目的施工前，

相关的工作人员应当及时进入到施工现场中进行全

面检查，从而确定好水泥等材料的具体用量，使得

后续配置完毕的混凝土有着更高的强度，稳步提高

建筑的整体质量。而站在实际情况的角度上来看，

在采用混凝土施工技术的实际过程中，其涉及到的

技术要点主要为以下几方面：首先，要充分结合项

目的基本需求来设计好配料的应用情况；其次，在

进行施工建设时，也要对所采油工的浇筑施工技术

进行系统化分析，还要结合项目的施工建设需求做

好监督管理工作；最后，要针对混凝土材料做好必

要的养护工作，在混凝土浇筑完毕后，为了避免混

凝土的质量受到不良影响，就要做好针对性的养护

工作，保证混凝土自身结构的稳定性可得到全面提

升，在对混凝土进行养护时，也必须要控制好混凝

土的温度，如果在夏季期间进行混凝土的养护工作，

就要在混凝土表面进行适当的洒水，防止因温度过

高所出现混凝土干缩裂缝。如果在冬季进行养护工

作，就要在混凝土的表面部位来铺盖草垫，以此来

降低混凝土冻结问题的发生几率[2]。 
2.3 综合管线平衡技术 
在高层建筑中所用的施工技术中，综合管线平

衡技术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施工现场中的工作人

员，应当针对设计图纸的具体内容加以明确，以此

为基础来科学合理地布置各类管线，实现对于各类

管线的高效安装，同时，还要尽量避免在那些建筑

的居中部位安装管线，确保在后续的工作开展进程

中有着更加充足的空间来安装对应的灯具。而在对

建筑的通风口以及灯具等多个部位进行施工时，就

要在建筑物的走廊周边进行拉线处理，保证最终的

安装位置能够与几点设备之间保持直线。而在后续

针对风机盘管进行安装的过程中，应当保证其具体

的安装位置可以紧挨楼板，使得冷凝水的水管管线

坡度可以满足设计需求，大幅度降低后续集水盘溢

水等问题的发生几率。 
3 高层建筑施工技术的质量控制措施 
3.1 保证建筑材料的整体质量 
在高层建筑项目的施工建设阶段中，内部所用

施工材料的质量会对项目施工建设的整体过程产生

较为严重的影响，因此，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就必须

要针对材料的质量展开全面的管理控制。而在选择

施工材料时，也要遵循相关的规定内容，使其能够

与设计要求之间更好的配合在一起，后续针对工程

项目材料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应当建立起更加专业

化的管理部门，从而对所用的各类施工材料展开更

加高效的验收处理，保障各大工作人员都可以在遵

循工作规范的基础上，防止那些质量不达标的材料

流入到施工现场当中。同时，还要保证所用的各类

建筑材料可以满足建设需求，只有这样才可以开展

后续的施工建设工作，确保项目的整体质量可以稳

步提升，必须要在施工建设过程中实现对于施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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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稳定控制，确保项目能够更加稳定的运转。而

那些涉及到的管理人员以及工作人员，其在进行施

工建设的过程中也必须要遵循行业的规章制度，在

后续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开展进程中找寻出工作的

基本要点，这样就能够在根本上解决各类问题，而

在施工管理工作的开展进程中，就应当针对项目内

部那些比较重要的工作内容进行全面管理，特别是

那些容易出现的风险的工作内容，必须要提高重视

程度，并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控制[3]。 
3.2 优化建筑项目的具体施工方案 
无论何种类型的工程项目，其在后续的实施过

程中都需要更加优异的施工方案来提供支持，只有

这样才可以保证项目后续的施工建设更加稳定，而

项目当中所涉及到的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人员，也应

当充分提高对于图纸内容的了解程度，以项目的基

本内容为基础，针对后续施工时所采用的各类技术

手段进行优化，这也有利于后续工作部门在进行专

业性调控引导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出自身的实际作

用。同时，还应当明确项目施工建设的具体细节，

这样就能够在持续完善施工组织设计内容的基础

上，对所用的施工方案加以完善，从而促进整体管

理水平的全面提升。还应当逐步强化高层建筑内部

基坑支护的安全施工力度，这也属于高层建筑项目

进行施工建设的基础内容。首先，要根据施工现场

的实际情况，确定好所采用的支护管理方式，并以

此为基础来对脚手架的设计展开全面优化，使得各

大工作人员在后续的工作阶段中，能够具备着更高

的稳定性以及安全性，而在进行管理工作时，也要

对各大工作环节的施工质量进行稳定管控，促进整

体质量的提升[4]。 
4 结论 
综上所述，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为了实现对

于各类土地资源的高效应用，高层建筑已经成为了

目前建筑领域发展中的主要建筑类型，这就需要进

一步提高对于施工技术水平的重视程度，并及时完

善质量控制措施，将其贯穿在施工建设的全过程当

中。同时，还要充分结合建筑的具体情况，采取对

应的管理开工至措施，保证项目的整体施工效率以

及质量水平可以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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