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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动态：
1、 2014 年 7 月 1 日-7 月 24 日，公司总师办组织开展第二次现场综合检查，分别从现场
监理资料、实体质量、安全履职、监理机构现场形象标识四部分全面检验现场监理工

作。

2、 2014 年 7 月 12 日，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成绩公布，公司 6人参加考试，1人通过。
3、 2014 年 8 月 11 日，公司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批评
与自我批评”。

4、 2014 年 8 月 12 日，省住建厅徐学军副厅长带队来常对全市建设领域安全生产和维护
社会稳定工作进行了综合督查，期间对我公司青韵雅苑工地进行了督查。

5、 2014 年 8 月 16 日，公司总师办组织“常州市建筑工程（土建部分）特色做法指导手
册”培训，监理七部部门负责人丁国良主讲。

6、 2014 年 8 月 23 日，公司总师办组织“混凝土墙、板、柱平整度、垂直度的质量控制”
培训。监理二部总监张霞主讲。

7、 2014 年 8 月 25 日，公司 7人参加中级职称评审，其中 6人通过。
8、 2014 年 9 月 1 日，公司总计 53 人参加见证取样考试报名。
9、 2014 年 9 月 13 日，公司总师办组织员工进行《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50300-2013）宣贯培训，总师办胡华泰主讲。

10、2014 年 9 月 23 日，公司共 3人参加高级工程师评审。

行业信息速递：

1、2014 年 7 月以来，常州轨道办公司组织一系列培训、会议，通过设计介绍、管理交底、

安全培训、技术交流及借鉴各地先进的技术、解读经典的案例等等为地铁的顺利施

工做好充分准备。

2、2014 年 7 月 21 日-7 月 25 日，许和兰参加常州市招标办组织的招标代理培训，我市

定于 8月 1日起监理项目招标试行“三合一”综合评估法。

3、2014 年 7 月 25 日，常州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在华润小学组织“钢筋混凝土工程创

优交流暨现场观摩会”，公司总监胡为民、顾焱参会。

4、2014 年 7 月 30 日，常建协（2014）4 号文《关于我市工程质量通病防治与对策优秀

论文的表彰决定》，我公司王赛虎、蒋明的论文分别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

5、2014 年 7 月 31 日，党员冯月姣在新北区环卫处参加新北区城建局举行的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通报会。

6、2014 年 8 月 7 日-8 月 14 日，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规划建设和城市管理局组织全园

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大检查，我公司委派胡华泰、钱奇峰等参加专家组进行检查。

7、2014 年 8 月 12 日-8 月 15 日，监理协会组织对全市范围内的在监项目开展监理工作

专项检查，我公司钱奇峰作为专家组成员，参加检查。

8、2014 年 8 月 13 日-8 月 19 日，2014 年江苏省监理工程师培训在省建校清潭校区常州

市职工大学开课，公司 6人参加培训。9月 13 日参加考试。

9、2014 年 9 月 2 日，常州市 2014 年建设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网络申报培训在常州市

行政中心一楼群贤堂举办，公司综合办主任钱云霞参加培训。

10、2014 年 9 月 19 日，常州市新北区安监站组织的全区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治理

会议在薛家镇企业服务中心召开，公司相关总监参会。

11、2014 年 9 月 22 日，由省监理协会组织的全省工程监理行业发展与改革工作会议在南

京举行，公司综合办主任钱云霞参会。

12、2014 年 9 月 28 日，常州市城乡建设局召开新版《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宣贯

会议，我公司委派相关负责人及总监参会。

2014 年 8 月 20 日，常州市轨道办组织的常州

市轨道交通第一期安全技术与管理培训

2014 年 8 月 11日，公司党支部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批评与自我批评”

2014 年 8 月 16 日，“常州市建筑工程

（土建部分）特色做法指导手册”培训

2014 年 9 月 22 日，全省工程监理行业发展

与改革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

2014 年 8 月 12 日，省住建厅徐学军副厅长带

队对我公司青韵雅苑工地进行了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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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 2014 年第二次检查通报：

2014 年第二次综合检查《监理项目》排序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得分 主要问题 被检查人

1 青韵雅苑 85.5
脚手架细则未按规定版本编制；监理日记内容较简单；6 月月报总监未及时审批，甲方签收无记录；无巡视、平行检查方案；无 6 月定期安全检查

记录；脚手架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未报验；现场楼梯模板安装不符合规范要求。现场质量、安全控制良好。
张铭刚

2 公交礼河保养场 85
监理日记有信息漏记；防水平行检查未记录；直螺纹工艺检测只做了 20 的，其它型号未检测（武进建工）；现场观感质量较好，场地整齐有序，扬

尘控制较好。现场质量、安全控制良好。
钱奇峰

3 香树湾馨苑 84
质量通病防治细则未编制；监理月报无甲方签收记录；部分变更未以通知单形式发放；脚手架项目经理证过期，定期安全文明检查记录较简单；临

边围护不到位；部分末端配电箱电缆保护缺失。现场质量、安全控制良好。
王海波

4 侨裕翡丽蓝湾 83
脚手架细则未编制，无大体积混凝土、人防、防水内容；施工组织设计无场布图；C 区部分变更未以通知单形式发放；安全通知单发放较少，定期

安全文明检查内容简单；总进度计划未单独编制；1、2#楼地下室混凝土柱强度异常；临边洞口防护不到位。
蒋维东

5
新城南都 A3 商

业地块
82.5

脚手架细则未按规定版本编制；监理月报无防水、回填土工程控制内容；砂浆材料未及时报验；地下室外墙图纸采用卷材，甲方要求变更为 JS，无

相应设计变更；无图纸会审纪要；总包项目经理证过期；定期安全文明检查内容较简单；现场梁、板、柱观感较好，由于场地狭小，请注意交叉施

工的安全控制；接电接在桩头上，不符合规范要求。

丁国良

6 水岸花语 81.5

监理日记部分通知单漏记；屋面防水、保温旁站未记录；栏杆材料报验因质保书过期，被监理退回，但仍无再次报验；吊篮安拆方案总监未及时审

批；门窗安装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资料报验不全；定期安全文明检查内容较简单；现场爬架拆除无安全警示，无安全人员监督；配电房使用不符

合规范要求。

顾焱

7
龙湖洪庄 2#地

块
81

监理月报无甲方签收记录；旁站内容简单；见证取样台账取样员未签字，部分材料未及时登记；安全监理细则内容与现场不符；专家论证方案无三

方签认单；脚手架分包项目经理证过期；部分安全通知单未及时回复，定期安全文明检查无甲方签字；防水分包、脚手架分包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未

报验；进度计划未及时审批；成章标段钢筋加工场地部分电缆未架空处理（或穿管），二级配电箱进线电缆未接地。

钱奇峰

8 港龙新港城 80

高支模、脚手架细则未按规定版本编制；监理日记内容简单；监理月报内容简单；梁柱节点旁站记录未做；夏季施工方案未及时报验；脚手架项目

经理、安全员证过期；总包一安全员证过期；定期安全文明检查内容过于简单；脚手架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未报验；商铺墙构造柱未植筋；水电开槽

应加强监控，已损坏的墙体应及时修复；二建工地现场扬尘控制不到位。

张文激

9 金地 3#地块 80

监理日记重要信息漏记；部分材料检测报告未及时登记；无图纸会审纪要；现场防水做法与图纸不一致，相应设计变更未能提供；设计变更未以通

知单形式发放；深基坑细则未单独编制；定期安全文明检查无施工单位、甲方签字；现场有发现使用自拌混凝土，违反常州市相关规定；1、3、5、

6、8#房扬尘控制不到位，请按新北区 81号文件要求进行整改。

张铭刚

10 世纪华城三标段 79

监理日记跳记现象较多，重要信息漏记；部分通知单（质量、安全）未及时回复；屋面 SBS 防水旁站未及时记录；材料见证取样台账部分材料登记

错误；现场脚手架拆除部位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存在安全隐患；挑槽钢的楼层抱箍贯穿楼层，需要有防渗漏处理方案；临时用电私拉乱接，一闸

多机，排水管道配件部分破损。

童宛平

11 阳光龙庭三期 78

幕墙细则未及时编制；监理日记内容简单；监理月报内容简单；部分质量、安全通知单未能及时回复；保温板未做燃烧性能检测；安全监理细则无

幕墙、门窗安装内容；门窗分包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资料报验不全；7月进度计划未报验；现场外保温冷桥部位未做，监理识别，已发通知单、备忘

录；车库顶板回填土无覆盖，扬尘控制不到位；外脚手架拆除过程中工人未使用安全带；办公室环境脏乱。

张文激

12 嘉禾尚郡二期 78

扬尘细则、夏季施工细则未编制；监理日记总监未及时审核；见证取样台账材料登记不全；监理月报内容简单，无甲方签收记录；爬架安全生产许

可证、安全员证过期；无门窗分包安全生产管理体系；7月无安全通知单、无定期安全文明检查记录；现场保温有冷桥现象；除 3、8#楼爬架未拆除，

其他大型机械基本拆除完毕，请现场监理人员注意爬架下降、拆除的安全事宜。

周邦建

13
万博城市广场三

期
77

夏季施工监理细则未编制；监理日记内容较为简单，通知单未记录；监理月报内容较简单；保温材料、门窗材料见证取样台账未登记；保温分包安

全员证过期；定期安全文明检查内容简单，且检查问题未及时回复；门窗、保温分包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未报验；现场保温材料与图纸不符，监理不

知有变更，后经查询提供了审图后的保温设计变更；外墙窗侧有冷桥现象。

周伟锋

14 嘉宏云顶 76.5

脚手架细则未编制，细则无防水内容；监理日记有部分无内容；脚手架资质未报审；地下室外墙防水、土方回填旁站记录未做；部分安全通知单未

及时回复；二建总包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未能及时提供；6、7月进度计划未及时审批。现场墙板拉钩、扎丝跳扎；6#楼悬挑槽钢钢丝绳缺少较多；

二建工地配电间无消防灭火器，电源进出线套管未封堵。

王开伟

15 香溢紫郡四期 76.5

夏季施工监理细则未编制，脚手架、高支模细则未按规定格式编制；监理日记漏记；监理月报内容简单，无甲方签收记录；砌体施工完成大半，钢

筋拉拔检测未做；砂浆试块检测报告登记不全；总包电工证、焊工证未报验；部分安全通知单未及时回复。卸料平台处卸载的钢管堆积在外脚手架

上，存在安全隐患。

胡为民

16 南隆花园 75.5

监理细则门窗内容无针对性；监理日记通知单未登记；材料见证取样台账记录不齐全；安全监理细则无门窗内容；脚手架分包无项目经理，总包一

安全员过期，监理已识别，但施工单位未能及时将有效证书报于监理；6、7月定期安全文明检查无三方签字；脚手架分包安全管理制度未报验。现

场有砂浆自拌现象；塔吊基础积水；电梯洞口层间防护不到位。

高洁

17 龙涛虹北地块 75

夏季施工监理细则未编制，脚手架等监理细则未按规定格式编制，无门窗内容；监理日记部分通知单漏记；监理月报无保温工程控制内容，无甲方

签收记录；保温旁站未记录；门窗材料报验不全，门窗材料见证取样台账登记不全；新开楼号桩基分包项目经理证、安全员证过期；9#铝合金门窗

窗边未打发泡剂就进行收口，存在质量隐患；现场扬尘控制不到位；1#临时电线凌乱，私拉乱接。

梁波

18 香溢俊园 74.5
监理细则无门窗内容；监理月报内容简单，无甲方签收记录；无 MLC 材料进场报验；脚手架分包项目经理证过期；部分安全通知单未及时回复，定

期安全文明检查无有效签字；门窗、脚手架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未及时报审；9#楼施工电梯电缆入箱未设置保护，现场扬尘控制不到位。
顾焱

19 空港 C区安置房 74

脚手架、保温节能细则未编制；监理日记总监未及时审阅；6 月监理月报未审批，无甲方签收记录；保温材料进场报验未及时审批；见证取样台账

保温材料未登记；脚手架分包安全生产许可证、安全员证过期；物料提升机的使用报验总监未及时审批；安全通知单发放较少；现场塔吊积水；未

按规定安装物料提升机楼层防护门；现场墙与构造柱未设置钢丝网与腰梁，与图纸不符，未能提供相关依据。

周邦建

20 罗溪菜场 74

脚手架监理细则未按规定格式文本编制；监理日记内容简单，部分检查整改内容未闭合；监理月报内容简单，无甲方签收记录；旁站内容简单，有

部分旁站记录有复印现象；部分材料报验未能及时审批；个别安全员证过期；安全通知单发放较少，定期安全文明检查内容简单；外墙保温有冷桥

现象；施工电缆敷设不规范；上部外墙装饰石作业脚手架未铺设竹板，存在安全隐患。

周邦建

21 新城御景湾 73
幕墙监理细则内容与现场不符；监理月报内容简单，无甲方签收记录；保温旁站未记录；砂浆材料见证取样台账未登记；定期安全文明检查内容较

简单，6、7月份进度计划未报验；阳台保温未锚固，不符合规范与设计要求。
顾焱

22 金水岸 8#楼 72

监理细则无防水内容、高支模、脚手架未按规定版本编制；监理月报内容有漏记；梁柱节点旁站记录未做；直螺纹工艺检测未能及时提供；爬架进

场资料未及时报验，安全监理细则无相关内容；定期安全文明检查内容较简单；脚手架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未报验；现场高支模梁底支撑不符合专家

论证方案（梁底无顶撑）；后浇带部位未封盖，存在安全隐患；工地电缆敷设不规范，未穿管保护。

丁国良

23 羊绒城二期 71.5

监理日记内容过于简单；监理月报内容简单，无甲方签收记录；见证取样台账部分材料未登记；安全监理细则无吊篮内容；分包安全生产许可证过

期；定期安全文明检查内容简单；保温、门窗分包单位管理人员证书、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未报验；7月进度因甲方排部分楼号的交付时间未能及时

报验；8#楼卸料平台挑钢无抱箍；电梯合格证、操作工证未按规定张贴到位；场地扬尘控制不到位。

张文激

24 棕榈湾花园 69.5

装饰细则未编制；监理日记内容较简单；门窗工程方案未及时审批；无玻璃、门窗材料见证取样台账；安全监理细则无门窗安装内容；门窗分包安

保体系报验不全；现场扬尘控制不到位，临时用电电缆接头过多，余量过多；9 号房左侧施工电梯司机无证上岗；现场扬尘控制不到位；临时用电

接头过多，余量过多。外墙保温材料 HX 板检测结果为 A2 级，设计变更中要求为 A1级，现场监理人员说还有一份设计变更，被总包送至质监站，现

场未能提供该设计变更，后经回复说为设计笔误。

丁国良

25 新城悠活城 69

脚手架、高支模细则未按规定文本编制；监理月报内容较简单，无甲方签收记录；见证取样台账登记不全；无图纸会审纪要；总包项目经理证过期；

7 月大型机械维修保养记录未能及时提供；部分安全通知单未能及时回复；7月无定期安全文明检查记录；卸料平台安拆方案未能及时报验；楼梯立

杆支撑不符合要求；塔吊基础积水；电缆线未架空处理；现场脏乱差，扬尘控制不到位，请按新北区 81 号文件要求进行整改。

王开伟

26 新城帝景 68

脚手架、高支模细则未按规定文本编制；监理月报无脚手架、土方工程控制内容，无甲方签收记录；旁站记录内容简单，未使用新平行检测表；外

墙防水已完工，回填土也已完工，但仍未有防水复试报告；总包安全员证过期，脚手架分包无项目经理证；7 月无大型机械定期维修保养记录；定

期安全文明检查记录过于简单；现场钢筋绑扎不符合规范与图纸要求；悬挑脚手架水平封闭不严，拉结钢丝绳未设置；工地现场临时用电凌乱，钢

管等杂物堆放现在电缆线上，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请按 167 号文要求做好现场扬尘控制。

丁国良



企业精神：敬业 专业 勤业 创业 第 3 版 共 4 版 服务宗旨：严格规范 真诚廉洁 严谨务实 勤奋创新

公司内部 2014 年第二次检查通报（续）：
2014 年第二次日常检查项目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情况 被检查人

1 科教城 4、5#楼 装饰收尾阶段，施工人员不多，进度较慢。 王海波

2 怡景湾 土方开挖，要求做好扬尘控制。 王海波

3 紫云小学 工程收尾阶段，计划 8月底交付，9月开学；要求及时做好资料归档工作。 张铭刚

4 常工院 土方开挖，要求做好扬尘控制。 周伟锋

5 紫苑安置房 装饰收尾阶段，准备分户验收，要求及时做好资料归档工作。 周伟锋

6 天润国际花园 装饰收尾阶段，计划 10 月底完工，要求注意门窗、百叶安装等已无外防护的高处作业的安全事宜；同时要求及时做好资料归档工作。 周伟锋

7 港龙紫荆城 装饰收尾，分户验收，要求及时做好资料归档工作。 张文激

8 龙湖洪庄 3#地块
门窗工程监理细则未及时编制，吊篮细则无针对性；场地脏乱；窗框材料质量保证资料不齐全，门窗材料相关复试报告滞后，门窗材料见证

取样台账未能及时提供；定期安全文明检查内容简单，无针对性；楼层电箱私拉乱接现象严重；5#楼电箱损坏严重。
钱奇峰

9 爱琴海购物公园

施工许可手续未办理，监理细则中无大体积混凝土内容；监理日记重要信息漏记；无防水平行检查记录；见证取样台账材料漏记；高支模专

家论证后方案未及时报审，其他专家论证后方案无三方会签；现场大型机械因无施工许可证无法进行备案检测，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地下

室局部混凝土回弹数据异常，要求现场扩大检测范围，并将检测数据上报公司。现场基本处于停工状态。

胡为民

10 绿地香颂二期

脚手架细则未编制，细则中午大体积混凝土内容；日记有跳记现象；脚手架分包资质未及时报审；回填土、防水旁站未记录；见证取样台账

部分材料检测报告未及时登记；防水做法与图纸不符，相应设计变更未能及时提供（检查过后一天提供了该设计变更）；定期安全文明检查

问题未及时回复；现场差不多处于停工状态，7月进度计划未报审；现场质量、安全文明控制较好。现场基本处于停工状态。

胡为民

11 滨江豪园 两栋楼装饰装修，其他未开工，进度较慢。 周邦建

12 空港五村 桩基基本完工，现场无临设,要求在土方开挖施工阶段做好扬尘控制。 周邦建

13 罗溪中学 外场市政施工，教学楼基本完工；注意做好扬尘控制；要求及时做好资料归档工作。 周邦建

2014 年公司第二次检查情况通报

由公司领导带队的第二次现场监理工作大检查从 7月 1日开始，7月 24 日结束，实际检查 19 个工作日。

一、检查内容

1、现场监理资料、实体质量、安全履职、监理机构现场形象标识四部分内容，其中实体质量增加了混凝土回弹、混凝土碳化、钢筋规格等三项实测内容。二次检查项目 26 个，日常检

查项目 13 个。

2、监理岗位复查。

二、检查要点

1、监理资料检查紧扣新版监理规范和江苏省监理用表（第五版）要求，重点检查各表式内容的填写是否规范，语言是否规范；各类表的签发、报送、回复是否规定的程序和时限进行；

监理日志是否反映监理检查的内容，其记录是否符合监理规范的要求；安全文明生产、扬尘控制情况及施工进展情况等。2、混凝土回弹、混凝土碳化值的采集龄期为 28d 以上。3、钢筋

规格实测大部在楼层采集，也有在钢筋加工棚区采集。4、紧扣常州市各专项检查的内容进行检查或发出书面提示。5、有高支模施工的，现场对照经专家论证的施工方案进行检查。6、查

看图纸，有目的进行墙体外保温检查、钢筋制作、安装及绑扎检查，屋面防水节点检查。7、凡涉及工程质量隐患、安全隐患的问题，检查小组现场发出整改单，确定整改内容和回复时间。

8、按照《岗位复查表》进行岗位复查。

三、问题梳理

1、监理资料方面

1）未按规定格式编制细则，如脚手架、高支模工程细则，江苏省要求的格式化文本去年就已上传至群文件，第一次常州市综合大检查也查了相关内容，但这次二季度检查发现仍有不

少工地未按规定要求进行编制。2）至今为止还有工地未使用常州市建设局规定的见证取样台账进行材料登记。3）材料报验与图纸不符，部分材料还涉及审图，监理未识别，或未能及时

提供相应的设计变更，这说明监理工作的缺失。材料检测报告滞后，到期应出的检测报告现场不能提供。 4）部分工地定期安全文明检查记录内容简单，或问题基本重复，与现场不符，

查出来的问题也无整改回复记录。 5）2014 年第一次检查前公司规定了资料编制、整理的格式，并郑重告知第二次将进行正式检查，但仍有部分工地未按要求执行。

2、现场实物方面

本次检查共发整改单 22 份，涉及质量、安全等方面较大问题 56个，说明现场监理识别情况不容乐观：

1）较大安全隐患方面：施工升降机司机无证上岗；高大支模梁底支撑不符合经批准的施工方案；悬挑卸料平台工字钢无锚固；悬挑脚手架端头无拉结钢丝绳；楼梯段模板用独立木杆

支撑；施工机械拆卸时（塔吊、施工升降梯）现场无警示牌、警示线；卸料平台外脚手架处堆积钢管严重超载；塔吊基础积水严重等。2）钢筋制作与安装：现场有一标段Ⅲ级 12 钢筋直

径超出负公差标准；多处工地钢筋电渣压力焊接、搭接的区间违反规范，钢筋间距不符合图纸要求，甚至出现图纸@125mm，现场@300mm 的现象；钢筋绑扎极不规范（剪力墙筋连续 6个节

点不绑扎），尤其是箍筋、拉结筋。3）封模前墙、柱松散混凝土，建筑垃圾未清理。砼养护不到位。4）墙体保温方面：外墙保温所用材料与施工图纸不符，现场监理不知保温已设计变

更，且无设计变更单；现场保温不打锚钉（阳台），为保温验收或将来投诉留下隐患。5）屋面防水节点不按图施工，有的图纸都未看。有的排水坡度不符合要求，积水严重。6）忽视保

温工程冷桥现象，特别是外窗洞口施工及工序的随意性，监督不到位，将不可避免出现外墙渗水。7）有的工地二次结构观感较差，构造柱、腰梁箍筋间距过大植筋不规范，有的没植筋就

封模；混凝土浇筑不密实，尤其柱顶与梁的结合部位较差；砌体竖缝偏大，砌体转角搭接不符合要求。8）混凝土回弹有三个工地出现异常现象（回弹值低于设计值）。9）第一次检查的

通病问题第二次检查时仍然存在，如临边维护，砼裂缝、临时用电等。10）有的工地现场脏、乱、差，扬尘控制好像无能为力，很无奈。

现场监理重在“识别”二字，如果对问题不能正确识别，或虽已识别，但处理不到位，极有可能在市日常检查中受通报批评。现场监理未识别，就是监理工作失职，严重的构成渎职！

3、内部管理方面

1）项目部内部管理、执行力迫切需要提升。

执行力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现行规范、技术标准的执行，一个是公司各项管理制度的执行。检查发现，这两方面还有较大的差距。事实一再证明，管理的松弛，必然会在执行力上

大打折扣，凡被检查的项目所列问题较多的项目部应在内部的管理上找原因，特别要在制度执行的力度上找差距。

2）新员工（或次新员工）的传帮带缺位现象严重。

检查发现，有的新员工（含次新员工）识图能力差，工作好像没压力，他们有时间玩手机，而不愿花时间去熟悉图纸，如何提升业务水平？说明现场项目监理部要求不严，对新员工

的传帮带管理缺位。

3）、面对过于强势的甲方，因监理的独立性不够（或监理的不作为），当出现问题时总把原因推向甲方，说明服务“内功”没练好，内部检查情有可原，外部检查（市里各项检查、

甲方第三方检查）会拖累公司，进而影响公司的形象。

4）力争表扬的积极性不高。不求批评的思路往往就是将要受批评的开始，只有受到表扬才能远离批评。

5）受建筑市场形势下行影响，各项目监理部人员思想呈波动状态，既有严格要求、努力上进的后起之秀，也不乏“打酱油”之人。（建议劝退）

部门经理和总监的失职是首要原因，导致现场团队执行力差；总代工作浮于表面，专业不深入，并且严重缺乏行政管理能力；专监和监理员环境宽松，无人监管，处于自生自灭状态。

4、岗位复查详见《岗位复查表》。

四、检查结果

1、本次检查前三名的项目：青韵雅苑、公交礼河保养场、香树湾馨苑。

2、本次检查后三名的项目：棕榈湾花园、新城悠活城、新城帝景。

五、整改复查

1、市场已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如何创新、适应、并立于不败之地，各部门领导、各总监应高度重视，认真思考，提出办法。

2、八月份，总师办的工作重点是复查各整改单整改内容的到位情况，对弄虚作假，应付检查，不作为的现场监理部将上报公司按制度严肃处理。

3、密切关注市各主管部门的日常检查，及时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报，信息准确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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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心得（论文、业务交流、心得等）：

浅析混凝土工程质量通病的成因与防治措施
常州建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赛虎

【摘要】日常建筑施工过程中常常碰到一些混凝土工程质量通病，这些质量通病不仅影响混凝土的观感质量，如不引起重视，甚至直接危害结构安全。本文主要通过对常见的一些质量通
病的成因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达到预防或减少混凝土工程质量通病的目的，使施工质量得到保证。
【关键词】混凝土 质量通病 成因 防治措施
【论 述】 在混凝土工程施工过程中常常发生一些质量通病，不仅影响到表面的观感质量，而且严重的将对结构安全产生威胁，因此如何有效的预防和减少混凝土结构质量通病将尤为
重要。常见的混凝土工程质量通病主要有：孔洞、麻面、夹杂、露筋、蜂窝、烂根、裂缝、强度不够、缺棱掉角、面层观感质量差等。
1、常见的混凝土质量通病的成因
1.1 孔洞,现象：混凝土结构内部有尺寸较大的空隙，局部没有混凝土或蜂窝面积特别大，钢筋局部或全部裸露在外，主要存在于墙柱根部、结构板底或梁柱节点部位。产生原因：(1)
墙柱内钢筋过密，混凝土内较大的石料卡在钢筋密集处导致其他混凝土无法进入，且振捣不到位；（2）混凝土一次性下料过多，过厚，振动棒无法振捣、漏振，导致混凝土内部不密实，
间隙较大；（3）下料口高度过高，未分层浇筑，导致混凝土浇筑过程中产生离析现象，砂浆与石子分离。
1.2 麻面,现象：混凝土表面坑坑洼洼，凹凸不平，形成连续的粗糙面层，但未露筋。产生原因：(1)未按要求合理使用脱模剂，拆模过程中混凝土强度不到，导致模板粘连部分混凝土；
（2）模板支设前未将板面残留的混凝土清理干净，拆模时造成混凝土表面坑洼；（3）混凝土振捣不到位导致浆料不流通，拆模后面层仅有石料而无浆料；（4)振捣不到位，内部气泡未
完全排出，导致面层出现麻点。
1.3 夹杂,现象：拆模后混凝土内部发现木方、塑料管、烟头、木屑、塑料袋等；产生原因： (1)支模过程中用于临时支撑的小木方掉入墙柱内，卡在墙柱内部；(2）工人施工过程中将
烟盒、饮料瓶、包装袋等生活垃圾随处乱丢；（3）木工加工、水电打眼等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木屑未及时清理；（4）楼梯踏步接缝处未预留抽板，因清理困难而不清理；（5）看模过程
中发现较大的板缝用塑料袋、塑料管等废弃材料进行封堵。
1.4 露筋,现象：混凝土内部钢筋直接裸露在外，无保护层。产生原因：(1)钢筋主筋偏位未进行调整，导致钢筋直接贴在模板面上；(2)钢筋保护层垫块漏设；(3)箍筋加工尺寸偏大导致
箍筋紧贴模板；(4)构件内钢筋过密，且浇筑过程中出现离析现象导致混凝土一侧缺浆。
1.5 蜂窝,现象：混凝土结构局部酥松，砂浆少、石子多，石子之间出现类似蜂窝状的大量空隙、窟窿；产生原因：（1）混凝土配合比不当，造成砂浆少、石子多； （2）混凝土搅拌时
间不足，没有拌均匀，和易性差，振捣不密实； （3）混凝土下料不当，一次下料过多或过高，未设串筒或溜槽，使石子集中，造成混凝土离析； （4）下料与振捣没有很好配合，未及
时振捣就下料，因漏振而造成蜂窝； （5）模板缝隙未堵严，振捣时水泥浆大量流失；或振捣过度造成严重漏浆。
1.6 烂根,现象：混凝土构件根部集中出现蜂窝、孔洞、夹杂、露筋等现象；产生原因:(1)混凝土根部未座浆，混凝土中浆料流失过多；(2)上部作业时落入墙柱内的木屑、木方、水电管
等为及时清理；(3)根部模板支设不牢，导致涨模或根部缝隙过大从而出现跑浆。
1.7 裂缝,现象:混凝土表面出现的长度宽度不等的不规则缝隙；产生原因：(1)混凝土养护不到位，水分散失过快导致干缩裂缝或温度过低导致冻裂；(2)结构面上人为堆料过早，承载力
不够导致出现结构裂缝；(3)悬挑构件未按设计要求配筋，偷工减料导致的结构裂缝；(4)振捣过度导致面层含浆量较多。
1.8 强度不够,现象：同组混凝土试块的强度平均值低于设计值.产生原因：（1）混凝土中使用的水泥过期或受潮，活性降低；砂、石集料级配不好，空隙大，含泥量大，杂物多，外加
剂使用不当，掺量不准确； （2）混凝土配合比不当，计量不准，施工中随意加水，使水灰比增大； （3）冬期施工时，拆模过早或早期受陈； （4）混凝土试块制作未振捣密实，养护
管理不善，或养护条件不符合要求，在同条件养护时，早期脱水或受外力砸坏 ；（5）搅拌站发错混凝土现场未及时发现或不同部位同时浇筑混凝土因管理不当用错位置。
1.9 缺棱掉角,现象：混凝土构件的棱角受到破坏导致局部脱落，角部不顺直，棱角有缺陷；产生原因：(1)未按要求使用脱模剂，或涂刷不到位；(2)拆模过程中棱角受到外力撞击；(3)
冬季施工拆模过早；(4)混凝土养护不到位造成脱水，强度降低。
1.10 面层观感质量差, 现象：混凝土板面拆模后面层粘连模板皮，或结平面凹凸不平，有印痕。产生原因：（1）模板老化或脱模剂涂刷不到位导致拆模后模板皮粘连的混凝土表面；（2）
混凝土面层未进行打磨收光；（3）混凝土强度不到即上人作业、走动、搬运材料。
2、各类质量通病的防治措施
2.1 孔洞的防治措施
2.1.1 预防措施:(1)对钢筋密集部位采用细石混凝土浇灌；(2)加强混凝土的振捣，避免漏振；(3)对于高度较高的墙柱应分层浇筑，混凝土自由倾落高度不应超过 2m（浇板时为 1m），
大于 2m 时要用溜槽、串筒等下料。2.1.2 治理措施:(1)将孔洞周围松散的混凝土剔凿干净，直至出现密实的混凝土；(2)用清水将孔洞内部清洗干净；(3)用高一等级的细石混凝土进行
浇灌、找补。
2.2 麻面的防治措施
2.2.1 预防措施: （1）拆模后及时清理模板表面粘连的混凝土； （2）按要求合理使用脱模剂；（3）加强混凝土振捣，振捣至无气泡冒出即可，避免漏振和过振。2.2.2 治理措施:（1）
对于表面有粉刷层的墙面可不做处理；（2）表面无粉刷的用毛刷将麻面部位表面浮尘清理干净再用清水湿润后用与原混凝土同等级的混凝土原浆将麻面部位补平。
2.3 夹杂的防治措施
2.3.1 预防措施:（1）做好施工交底，要求工人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不乱扔垃圾；（2）楼梯施工缝部位做好抽板一般 10cm 宽度即可，方便垃圾清理；（3）加强混凝土浇筑前的验收
工作，及时清理；（4）看模过程中发现板缝时不要用塑料袋和塑料管等垃圾进行塞填。2.3.2 治理措施:（1）对于木屑、烟头这类杂物，应用钢丝球、凿子等将夹杂部位的垃圾剔除干
净后视夹杂量的大小分别采取不同的修补措施：对于少量夹杂的，将剔凿后的部位用清水清洗干净后，用与原标号相同的混凝土原浆进行修补；对于大量夹杂的，将剔凿后的部位应清洗
干净后，再用高一强度等级的细石混凝土进行找补（2）对于夹杂木方、塑料袋等大体积的杂物时，一定要将杂物从构件内剔凿出来，不得对表面进行掩盖处理，将杂物剔凿出来后应对
内部空洞进行清理，清理干净后用高于原设计标号一个强度等级的混凝土进行浇筑、找补。
2.4 露筋的防治措施
2.4.1 预防措施:（1）放线过程中及时调整偏位的钢筋，保证混凝土保护层厚度；（2）保证混凝土保护层垫块的数量满足要求；（3）核查箍筋及拉结筋的尺寸是否满足设计要求；（4）
加强对钢筋过密部位混凝土浇筑时的管控。2.4.1 治理措施:（1）露筋较浅的将表面露筋刷洗净后，在表面抹 1:2 或 1:2.5 水泥砂浆，将露筋部位抹平；（2）露筋较深将薄弱的混凝上
和突出颗粒剔凿并洗刷干净后，用比原来高一等级的细石混凝土填塞压实。
2.5 蜂窝的防治措施
2.5.1 预防措施:（1）严格控制混凝土配合比；（2）混凝土应充分搅拌，保证和易性；（3）严格控制混凝土下料，当自由下落高度超过 2m 时使用串筒或溜槽等下料措施；（4）合理振
捣，避免漏振和过振；（5）对墙柱根部使用同砼标号的水泥进行座浆，避免跑浆。2.5.2 治理措施: (1)对于较小的窝蜂可用清水将蜂窝部位清洗干净后用 1:2 的水泥砂浆进行找补；（2)
对于较大的蜂窝可将蜂窝部位松散的混凝土剔凿干净并尽量剔凿成外大内小的喇叭口，然后将剔凿部位用清水清理干净，再用高一等级的细石混凝土进行找补。
2.6 烂根的防治措施
2.6.1 预防措施： （1）对墙柱根部使用同砼标号的水泥进行座浆，避免跑浆；（2）浇筑混凝土前仔细检查，清除墙柱根部误入的杂物（3）控制好根部螺杆离地间距，一般小于 20cm，
避免涨模跑浆。2.6.2 治理措施： （1）将烂根部位松散的混凝土凿除后用清水冲洗干净，然后用高标号的微膨胀混凝土进行灌实、养护。
2.7 裂缝的防治措施
2.7.1 预防措施:（1）加强混凝土的养护夏季洒水养护，冬季覆盖保温养护；（2）未到规定的强度不得上人作业；（3）按图施工，不得偷工减料 （4）混凝土应振捣密实，并注意对板
面抹压，可在混凝土初凝后，终凝前进行二次抹压，以提高混凝土抗拉强度，减少收缩量。2.7.2 治理措施:（1）对于轻微的裂缝可将混凝土表面清洗干净后用 1:2 的水泥砂浆找补；（2）
对于严重的裂缝可沿裂缝方向切割出一条凹槽，用微膨胀混凝土进行浇灌压实，或者将表面裂缝封闭后进行压力注浆。
2.8 强度不够的防治措施
2.8.1 预防措施: （1）配置混凝土时避免使用过期变质的水泥，严格控制混凝土配合比；（2）冬季施工应加强养护，避免拆模过早；（3）按标准制作混凝土试块并加强养护；（4）加
强现场管理。2.8.2 治理措施:（1）当混凝土强度偏低时，可用非破损方法（如回弹仪法）来测定结构混凝土实际强度，如仍不能满足要求，可进行钻芯法检测，若仍不能满足要求可按
实际强度校核结构的安全度，研究处理方案，采取相应加固或补强措施。
2.9 缺棱掉角的防治措施
2.9.1 预防措施:（1）按要求使用脱模剂，涂刷要均匀；（2）加强养护，冬季施工避免过早拆模；（3）拆模时注意保护棱角，避免用力过猛；2.9.2 治理措施:（1）将该处松散颗粒凿
除，冲洗充分湿润后，视破损程度用 1：2 或 1：2.5 水泥砂浆抹补整齐，或支模用比原来高一级混凝土捣实补好，认真养护。
2.10 面层观感质量差的防治措施
2.10.1 预防措施:（1）及时更换废旧模板，按要求使用脱模剂；（2）混凝土初凝后终凝前应进行二次收光；（3）混凝土强度为达到上人标准前不得上人、堆料。2.10.2 治理措施: （1）
对混凝土表面黏连的模板皮用小铲子进行清理干净；（2）对于混凝土表面凹凸不平、随处脚印的面层可用细石混凝土进行整体找平。
3.结束语:本文对日常施工过程中常见的孔洞、露筋、烂根等混凝土质量通病的成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给出了一些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和处理办法，对现场施工质量控制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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