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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上海、南京、成都等地陆续出现多起严重的工程质量安全事故，被广大网友戏称为“楼脆脆”、“楼

歪歪”，“史上最牛豆腐渣工程”等，引起社会轩然大波，也给房地产业信誉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
作为一家专业优质房地产开发商，工程质量与楼盘安全也引起新南北员工热议。大家纷纷发表自己的

见解和观点，并给本报投稿。第 19期《新南北报》的“南北论坛”栏目，限于版面，只刊登了部分稿件。本期
“南北论坛”继续刊登一些员工的来稿，以共享。

希望大家时刻绷紧工程质量和楼盘安全的弦，为社会贡献更多更好的精品楼盘。

人工挖孔桩的应用
（杭州南北 陈士龙）

人工挖孔桩在建筑领域得到较广的
应用，其优点是较为经济、直观，能保证
质量，施工机具操作简单，占用施工场地
小，对周围建筑物无影响，可全面展开，
缩短工期，造价较低等。本文结合工程实
例，针对人工挖孔桩在成桩过程中所涉
及到的问题进行分析，阐述人工挖孔桩
施工质量和安全的控制要点。

一、双溪天城工程概况
双溪天城二期工程共计 17幢楼，除

3幢小高层及 12#楼外，其余多层均采用
人工挖孔桩。桩基设计采用Φ800的人
工挖孔扩底灌注桩，桩主筋采用 12Φ14，
桩端进入 3-2圆砾层须大于 0.8米，桩长
不小于 4.5米，桩混凝土标号 C25。
二、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1、具备齐全的资料：工程地质勘察

报告，地下水位资料，桩基图纸会审纪
要，桩基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以及
水泥、沙石、钢筋等材料的质检报告。

2、制定施工质量管理措施，包括在施
工平面图上表明桩位、编号、施工顺序，并
制定雨季施工措施和质量检查措施。
三、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1、桩位定位质量控制，根据建设单位

的测量基准点和测量基线放样定位，经监
理复核，用十字交叉法定出孔桩中心。

2、垂直度质量控制，且底部扩大段
要按设计挖成圆台状，保证尺寸。

3、孔桩护壁质量控制，采用砼护壁，
一般每节高度以 80-100CM，厚度 15cm
为宜。

4、孔壁、孔底必须清理干净，孔底无
浮渣，孔壁无松动，有地下水则要设泵坑
排水。

5、对钢筋笼进行质量验收，钢筋笼
必须速度均匀缓慢放落孔内，混凝土保
护层厚度必须达到要求。

6、在浇捣混凝土前，必须对孔底进
行清理，并将孔底积水基本抽出后方可
浇捣混凝土。

7、严格控制配合比，水泥用量和坍
落度
四、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防护措施：
1、孔内设置应急爬梯供人员上下井
2、孔下作业不得超过 2人,作业时应

戴安全帽、穿雨衣、雨裤及长筒雨靴。
3、挖出的土方应及时运离孔口,不得

堆放在孔口四周 1m范围内,砼围圈上不
得放置工具和站人。

4、使用的电葫芦、吊笼等安全可靠
并配有自动卡紧保险装置，不得使用麻
绳和尼龙绳挂或脚踏井壁凸缘上下。

5、当挖孔深度超过 5m以上时,均应
开始用压力风管引至井底进行送风，并
用小动物(如兔子)进行检测，防止有害气
体中毒窒息事故发生。

6、用电设备必须严格接地或接零保
护且安装漏电保护器。

7、护壁每节高 1m，可加配适量钢筋砼
强度等级不低于 C20。一般每天挖 1m深立
即支模浇筑快硬砼，第二天继续施工。护壁
模板拆除一般在 24小时后进行。
五、人工挖孔桩的主要自然影响因

素和防治措施：
1、地下水：地下水对人工挖孔桩的

施工影响很大。当地下水位不大时可进
行单桩桩内抽水；当地下水位较大时可
采用多桩同时抽水法来降低地下水；如
果桩设计深度不大时可考虑在场地四周
设置井点排水。

2、流砂：人工挖孔在开挖时，如遇细

砂，粉砂层地质时，再加上地下水的作
用，极易形成流砂，严重时会发生井漏，
造成质量安全事故，因此要采取有效可
靠的措施。
（1）流砂情况较轻时：
有效的方法是缩短这一循环的开挖

深度，将正常的 1m左右一段，缩短为
0.5m，以减少挖层孔壁的暴露时间，及时
进行护壁混凝土灌注。
（2）流砂情况较严重时：
常用下钢护筒的方法，钢护筒同钢

模板相似，以孔外径为直径，可分为 4－6
段圆弧。

3、淤泥质土：一般可用木方、木板模
板等支挡，并要缩短这一段的开挖深度，
并及时浇注混凝土护壁。

经过对人工挖孔桩实施上述的技术
控制，使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对 13
幢楼的桩进行大小应变试验证明，人工
挖孔桩满足设计要求，达到了质量验评
标准的优良等级。

施工过程五大控制
（蚌埠公司 朱军）

我认为：要把工程质量管理好，必须
有一个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体制，做好
全过程、全员的动态质量控制。影响工程
质量的因素主要有“人、材料、机械、方法
和环境”等五大方面，施工过程中应对这
五方面因素进行严格控制。

1、人，是直接参与施工的组织者、指
挥者和操作者，是质量管理中的第一要
素。所以质量管理应以控制人的因素为
基本出发点。通过教育培训和其它措施
提高员工的技术能力，增强质量和客户
意识，使员工满足所从事的质量工作对
技术能力的要求。

2、材料因素，材料是工程施工的物
质条件，材料质量是工程质量的基础，所
以加强材料的质量控制，是提高工程质
量的重要保证。一些承包商在拿到工程
后。为谋取更多利益，不按工程技术规范
要求的品种、规格、技术参数等采购相关
的成品或半成品，或采购人员素质低下，
对其原材料的质量不进行有效控制。还
有的企业没有完善的管理机制和约束机
制，不合格的假冒、伪劣产品及原材料进
入工程施工中，给工程留下质量隐患。国
家在有关施工技术规范中对其进行了详
细的介绍，实际施工中我们必须严格执
行，确保施工所用材料的质量。

3、机械因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这也说明工具的重要性。如今新材料、
新工艺层出不穷，相应施工工具亦多样
化，有些材料和工艺必须使用专业工具，
因此装备精良、数量充足的施工设备也是
工程质量的另一个保障因素。所以，施工
阶段必须综合考虑施工现场条件、建筑结
构形式、施工工艺和方法、建筑技术等合
理选择机械的类型和件能参数，合理使用
机械设备。操作人员必须认真执行各项规
章制度，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并加强对施
工机械的维修、保养、管理。

4、方法因素，工程施工项目管理中，质
量是在施工工序中形成的，而不是靠最后
检验出来的。为了把工程质量从事后检查
把关，转向事前控制，达到“以预防为主”
的目的，必须加强施工工序的质量控制。

5、环境因素，影响工程质量的环境
因素较多，有工程地质、水文、气象、噪
音、通风、振动、照明、污染等。环境因素
对工程质量的影响具有复杂而多变的特
点，因此，根据工程特点和具体条件，应
对影响质量的环境因素，采取有效的措
施严加控制。

工程质量前期控制的几项措施
（桐庐公司 陈灶兴）

一个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应当视工
程质量为企业长足发展的生命线，前期
的工程质量控制是质量控制的关键。在
这里谈一点个人浅薄的看法：

1、地质勘探，勘探单位必须具备相应
的资质，施工当中做到实事求是不偷工
减料，并出具相关管理部门认可的质地
勘探报告。地质报告是图纸设计的基本
依据，假如地质报告环节出现不准确的
信息，那么图纸设计得再好整个工程的
质量也得不到保证。

2、图纸设计，这是保证工程质量安
全的关键，设计单位应该具备相应的资
质，配备足够的专业设计人员，并做好施
工过程中的后期服务工作。因为一个工
程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各
类问题，这就需要设计单位经常与工程
建设相关单位及时沟通并提出相应的解
决措施。设计人员在设计的时候要综观
全局，需考虑到工程施工和使用当中将
会出现的各种状况，图审时，相关单位应
本着严谨负责的态度，对设计当中存在
的问题及时提出并督促其改正。

3、工程施工，施工单位在进场施工
之前，需做好施工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
项目部配足、配精各类管理人员，制定严
格的管理规章制度。还有施工班组的选
定，施工器械的准备。施工组织设计、专
项方案、监理规划、监理细则等应该由专
业资深工程师审核后方可实施。

做好这些，才能从源头上控制和预
防工程质量事故的发生，确保工程质量
与楼盘安全，做好这些细节，可以在不增
加投资资金的情况下建造高品质的让业
主放心满意的楼盘，为今后公司的长足
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工期、成本、质量和安全的根本关系
（欣北公司 戴晓强）

正确处理工期、成本、质量和安全四
者的关系。

在合理的控制成本保证工程进度的
情况下，不能以牺牲安全和质量为代价，
因为一直以来安全和质量都是工程最终
的价值体现，一旦出现问题，任何的价值
都将毁于一旦。而这所有指标的实现，必
经是建立在足够的技术基础上。房屋的
整体倒塌和地面的不均匀沉降，都说明
了在工程的技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或
是为了控制大量成本，偷工减料，降低供
应材料的质量和数量，在其中牟取暴利；
或是在施工进度控制上，为了赶工程的
进度，没有很好的控制施工的质量；或是
在施工的过程中监理没能很好的检查和
监督施工的质量……对于整个项目来
说，拥有齐备的技术条件这是必备的，这
充分说明了技术力量在施工中的重要
性，是成就大厦的垫脚石，垫脚石不够坚
固，使用了再好的材料设备来施工，最终
也将是一败涂地。

欣北·钱江国际大厦工程正以稳
健的脚步向前行，本着“控制成本、保
证质量、注意安全”的理念，施工过程
一旦发现问题及时令施工方整改，监
理检查监督，直至符合各项规范要求
为止。我们的努力，为的是更多使用者
的安心与舒适，我们将建设一个安全、
健康、舒适的使用空间。

从“楼脆脆”事件看如何加强过程控制
(物管公司 陈强)

从“莲花河畔景苑”在建楼房倒覆
事故中我们可以发现质量控制中施工

单位违章土方施工，监理人员现场发现
违章作业没有及时制止，房产公司现场
管理人员没有有效地对监理进行监督检
查，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房产公司对质
量控制缺位，导致事故发生。

这里，我结合平时工作中质量控制
经验对“三控制———事前、事中、事后”
进行归纳。

一、事前控制：
1、建立工程部内部岗位责任制，落实

各项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
2、查监理单位的人员到位情况，审核

监理规划和监理细则；
3、促施工单位建立本项目完善的质

量保证体系；
4、检查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的资质

以及人员、施工机械设备的准备情况；并
做相应记录；

5、检查原材料、半成品和各种构配
件的质量，并做相应记录；

6、会同监理单位对施工单位提交的
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等严格审核，施
工组织设计和重要方案须报总工程师办
公室审批后才能实施，

7、组织相关单位进行图纸会审和技
术交底工作；

8、审核施工单位上报的开工申请报
告；

9、重要的装饰工程，建立装饰工程
样板制度，邀请设计单位和公司领导参
加样板验收，并做相应记录。

二、事中控制：
1、检查监理单位监理人员到位及工作

情况，督促监理单位对施工质量进行全面
控制；

2、检查施工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运
行情况；

3、设置质量控制点，对重要的，复杂
的、控制难度大、影响大、经验欠缺的施
工项目或工序实施重点控制；通过质量
控制点的设定，质量控制的目标及工作
重点就能更加明晰。

4、检查与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质量
统计分析资料和质量控制图表；

5、严格检查各工序间的交接工作，对
于主要工序作业和隐蔽工程应在规定的时
间内检查，确保其质量符合要求并签复隐
蔽工程验收单后，才能进行下道工序；

6、建立混凝土浇捣令制度；
7、分析质量记录，总结产生质量问

题的原因，提出纠正措施，对下道工序进
行质量预控；

8、发生质量事故后，应及时组织召开
专题会，分析原因、制定处理方案和预防
措施，重大质量事故须立即向项目负责人
和总工程师汇报，并做好现场保护工作。

三、事后控制
1、组织分项、分部工程的验收工作，

并做相关记录；
2、组织联动试车的测试或设备运转

工作；
3、组织工程预验收和质量预评定工作；
4、配合客户服务部做好售后服务工作。
以上三大环节，通过严格、有效的管

理，使工程质量始终处于受控状态，确保
工程质量的持续改进和提高，确保楼盘
安全得到保障，品质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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