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技术与管理》是新加坡协同出版社创办的一本公开发行的工程类的国际华文期刊。本期刊存档于新
加坡国家图书馆，专业报道热门工程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成果以及工程行业前瞻性的管理思路
和科研动态。
在多位工程类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协助下，国际华文期刊《工程技术与管理》创办之初即与中国知网
（CNKI），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等国际知名数据库建立合作关系。《工程技术与管理》以工程领域的
技术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和建设人员为主要读者对象，以工程建设项目技术的创新和实施全过程的优化为宗
旨。
本刊是一本拥有高水准的国际性同行评审团队的学术期刊出版物，编者鼓励符合本刊收稿范围的，有理论
和实践贡献的优质稿件投稿。

《工程技术与管理》主题涵盖但并不仅限于以下领域 ：
1. 工程质量控制

8.建筑施工技术研究

2. 交通工程

9.工程结构抗震技术

3. 工程项目管理

10.建筑健康监测

4. 市政工程设计与管理

11.工程结构抗火性能研究

5.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12.城市桥梁建筑技术

6. 管理科学与工程

13.房项目管理工程

7. 交通运输工程

版权声明/Copyright
协同出版社出版的电子版和纸质版等文章和其他辅助材料，除另作说明外，作者有权依据Creative Commons国际署名－非
商业使用4.0版权对于引用、评价及其他方面的要求，对文章进行公开使用、改编和处理。读者在分享及采用本刊文章时，
必须注明原文作者及出处，并标注对本刊文章所进行的修改。关于本刊文章版权的最终解释权归协同出版社所有。
All articles and any accompanying materials published by Synergy Publishing on any media (e.g. online, print etc.),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are licensed by the respective author(s) for public use, adaptation and distribution but subjected to appropriate citation,
crediting of the original source and other require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CC BY-NC 4.0) license. In terms of sharing and using the article(s) of this journal, user(s) must mark the author(s)
information and attribution, as well as modification of the article(s). Synergy Publishing Pte. Ltd. reserves the fi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pyright of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Synergy Publishing Pte. Ltd.
电子邮箱/E-mail: contact@s-p.sg
官方网址/Ofﬁcial Website: www.s-p.sg
地址/Address: 12 Eu Tong Sen Street, #07-169, Singapore (059819)

第4卷第1期 2020年1月

国际标准刊号/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ISSN : 2591-7153 (纸质版） /2591-7161（网络版）

编委会
主 编
王郁涛

南洋科学院

编 委
李吉林
高
龙
虞卓亮
郭卫华
朱学林
章
豪
王锦清
梅云弟
刘高俊
郝忠孝
赵晶晶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七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国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金瓯土地矿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鑫海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温州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福建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交二航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青海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呼和浩特市劳动培训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测绘院

2020年 1月

Engineering Technology & Management·CONTENTS

工程技术与管理·目次

研究

研究性文章
1

(王丹丹
5

(王传盈)

如何有效提高北方地区造林质量
62

马姝红)

8

12

(朱海锋)

试论基于ISO9000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
66

(梁燕)

发新技术应用及未来技术研究方向

(孙川宇)

(储吉江)

地质灾害、环境地质问题与城市发展相互影响及减避

70

(王锦清)

邓敏)

风帆联合出线构架在汨罗西220kV变电站的全面应用
(姜文

26

75

(刘先锋

抑制型高密度钻井液在魏535井的应用
(忽建泽)

综述性文章

软弱土层深基坑降水工程施工技术研究

78

82

桩端注浆补强技术

85

油港储运作业泵组合运行优化

88

城市轨道交通接触网无轨测量关键技术应用

47

91

汤梓蓬

武圣杰

孙黎

马占森

CR400AF型动车组受电弓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浅析

高压隔离开关的检修方法与技术初探
(杨国胜)

53

探讨数控实训车间的安全技术改造
(江德绪)

56

不同装置对低阻体的异常响应研究
(李强)

58

浅谈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网络技术方面的应用和改进

山 西 柳 林 金 家 庄 煤 矿 8 2 0 2 工 作 面 陷 落 柱 探 查 治理

探讨新时期国土空间的规划功能定位与实施
(李怡)

韩晓静)
94

探讨旧城改造中的城市设计常见问题
(赵丽芝)

(韩爱辉)
50

电力工程高压输电线路设计措施

(王秋燕)

智能管道清理机器人
(程文博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节能设计理念的运用探析

(郭志杰)

(刘耀涛)
40

公路桥梁施工中的沥青路面施工技术分析

(冯硕春)

(田丰)
36

陆玉雄)

(赵志伟)

(巫伟球)
33

共享单车影响下有桩公共自行车发展趋势分析——以
佛山市禅城区为例

杨金虎)

(张睿强)
30

土壤液塑限联合测定仪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与
分析

(刘勇

22

“技术革新引领企业发展”——浅谈安全气囊产品开

小角度跨既有线框架墩关键施工技术

对策

17

陈蛮庄煤矿3煤层异常区地质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

97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管理措施初探
(李璐璐)

100 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水土流失特征及防护措施探究
(徐莉)
103 公路桥梁施工中对预应力技术的有效应用
(杨青亮)
106 铁路安全检查监测保障体系及其应用研究

2020年 1月

工程技术与管理·目次

Engineering Technology & Management·CONTENTS
159 浅谈公路路基设计中的边坡防护问题

(孙虎)
109 煤炭检测现状及检测技术论述

162 光伏发电工程建设管理浅谈

(唐胜群)
112 试论锅炉水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15 浅谈复杂条件下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方法

(赵磊)
168 浅析崇西水厂设备安装工程的项目管理

(赵金凯)
118 浅谈地铁通风空调中蒸发式冷凝（冷却）技术的应用

(史月凯)
177 公路工程造价风险管理研究

(吕南南)
122 以内部控制为主导实施高校建设工程项目审计初探

(董丽娜

范晴)

180 浅谈高层建筑钢结构设计与混凝土结构设计

(李科言)
125 关于中波广播发射机故障分析及维护措施

(陈陆阳)
183 援外工程本土化项目管理的几点体会与建议

(王少芳)
128 医院工程建设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李献忠)
187 浅谈长输天然气管道阀门的养护

(李峻)
131 简析交通工程勘察设计中的质量管理

(成杰)
190 成品油管道输送的优势及发展

(李慧)
134 市政道路桥梁设计中的隐患及对策

(申东星)
193 浅析石油管道设备的维修与保养

(马文朝)
137 道路桥梁规划设计的现状与改善措施

(王品贤)
196 消防装备产品现场检查策略探究

(王寅鑫)
140 物联网与油田生产信息化的相关分析

(王庆)
199 基于MEMS技术的热式质量流量检测方法及其系统

(王庆)
143 公路路线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分析

146 滚筒拉伸综合法在小半径无缝线路应力放散中的应用

202 电力系统设备状态监测的概念及现状
(张坤)

(成宝利)
149 初探水泥工业设备噪声环保治理技术
(李良杰

研究
(丁亮)

(王少飞)

杨文强)

152 复杂山地地震资料处理技术
牛佳文

杜林轩)

156 浅谈班组的安全管理
(耿帅)

(马海涛)
165 建筑师开展建筑全过程服务的探讨

(刘丹)

(杜贤

(邵琰)

205 浅谈绿色建筑设计在高层民用建筑中的应用
(张世娟)
207 作业成本法在建筑施工企业的应用研究
(孙云)
210 基于BIM技术的绿色建筑设计措施研究
(韩亚男)

2020年 1月

工程技术与管理·目次

Engineering Technology & Management·CONTENTS

213 关于提高列车运行品质的库内检修项点及途中故障应

226 天然气管道抢修作业的安全管理

对措施
(刘志学

(李凯瑞)

王卓

刘东东)

217 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工程造价管理
(秦梓珺)
220 建筑工程管理创新及绿色施工管理
(吕小妮)
223 湿陷性黄土地基处理方法探讨

(石春平)
229 钻井现场硫化氢气体的监测与防护措施
(吴若天)
232 桥梁结构基于无人机非接触式视觉技术的检测方法
研究
(冯正坤

刘国懿

沈沛诚

卢卓成

苏毅)

2020年 1月

工程技术与管理·目次

Engineering Technology & Management·CONTENTS
(Dexu Jiang)

Article
1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orestry Afforestation in North

56

Resistance Body

China Effectively
(Dandan Wang
5

(Qiang Li)

Shuhong Ma)

Discussion on th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Quality Manage-

58

(Chuanying Wang)

(Yan Liang)
Key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for Small Angle Crossing Existing

62

(Haifeng Zhu)

(Chuanyu Sun)
Interactions between Geological Hazards, Environmental Geologi-

66

gy Research Direction of Airbag Product Development

Measures

17

(Jijiang Chu)

Min Deng)

Full Application of Unite Off Track Erect with Soil Type for 220kv

70

(Wangjin Qing)

(Wen Jiang Jinhu Yang)
Application of Suppressed High Density Drilling Fluid in the Well

75

Foshan City as an example

(Jianze Hu)
Study 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Deep Foundation Pit
Dewatering Project in Soft Soil
(Ruiqiang Zhang)
30

(Liuxian Feng Luyu Xiong)

Review
78

Operation Optimization of the Pump Unit Combination for Storage

(Zhiwei Zhao)
82

(Shuochun Feng)

(Feng Tian)
Application of Key Technologies for Trackless Measurement of

85

(Zhijie Guo)

(Yaotao Liu)
Intelligent Pipeline Cleaning Robot

88

(Qiuyan Wang)

Xiaojing Han)
Analysis of Working Principle and Common Faults of Pantograph

91

(Yi Li)

Preliminary Study on Overhaul Method and Technology of
High-Voltage Isolation Switch

94

(Lizhi Zhao)

Discussion on Safety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of CNC Training
Workshop

Discussion on Common Problems of Urban Design in Old City
Reconstruction

(Guosheng Yang)
53

Discussion on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nd Space Planning in the New Era

(Aihui Han)
50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Wenbo Cheng Zipeng Tang Shengjie Wu Li Sun Zhansen Ma

47

Design Measures for High Voltage Transmission Lines in Power
Engineering

Urban Rail Transit Contact Network

40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Energy-Saving Design Concepts in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Operation at Oil Ports

36

Analysis of Asphalt Pavemen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Highway Bridg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Grout Injection in Pile-end Reinforcement
(Weiqiu Wu)

33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Piled Public Bicycl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icycle Sharing——Take Chancheng District of

of Wei535

26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Uncertainty in Measurement Results of
Soil Liquid-Plastic Limit Combined Analyzer

Substation at Miluoxi

22

“Technology Innovation Leads Enterprise Development”——Discussion on the New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Future Technolo-

cal Problems and Urban Development and Its Elimination

(Yong Liu

Study on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3rd Coal Seam Anomaly Zone in Chenmanzhuang Coal Mine

Wired Frame Piers

12

Research on Detecting and Treating of Subsidence Column in 8202
Working Face of Jinjiazhuang Coal Mine at Liulin, Shanxi

ment System Based on ISO9000 Standard

8

Study on the Abnormal Response of Different Devices to Low

97

Preliminary Study o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of small

2020年 1月

工程技术与管理·目次

100

Engineering Technology & Management·CONTENTS

Reservoir reinforcement Project

Informatization

(Lulu Li)

(Qing Wang)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and Water Loss and the Protection Measures of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Xu Li)

103

Bridge Construction

(Baoli Cheng)

for Noise of Cement Industry Equipment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

(Liangjie Li Wenqiang Yang)

Discussion 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tection Technology of Coal

(Shengqun Tang)

115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Boiler Water Treatment

134

137

162 Discussion o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Project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Evaporative Condensation

(Haitao Ma)
165 Discussion on Architects Carrying out the Whole Construction

(Nannan Lv)

Servic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the Audi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Lei Zhao)
168 Analysis on Project Management of Chongxi Water Plant

(Keyan Li)

Equipment Installation Project

Analysis and Maintenance Measures of MW Broadcast Transmitter

(Yuekai Shi)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Management Mode of Hospital

177 Research on Highway Engineering Cost Risk Management
(Lina Dong

Qing Fan)

180 Discussion on Steel Structure Design and Concrete Structur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Design of High-Rise Buildings

(Jun Li)

(Luyang Chen)

Brief Analysis of Quality Management in Traffic Engineering

183 Experiences and Suggestions on Localiz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Survey and Design

of Foreign Aid Projects

(Hui Li)

(Xianzhong Li)

Hidden Danger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Design of Municipal

187 Discussion on the Maintenance of Long Distance Natural Gas

Roads and Bridges

Pipeline Valves

(Wenchao Ma)

(Jie Cheng)

Present Situation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of Road and Bridge
Planning and Design
(Yinxin Wang)

140

159 Discussion on the Slope Protection in the Design of Highway

(Jinkai Zhao)

(Shaofang Wang)

131

Linxuan Du)

(Shuai Geng)

(Yan Shao)

Failure

128

Jiawen Niu

156 Discussion on Safety Management of Teams

Discussion on the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Mine Hydrogeolog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Lead of Internal Control

125

(Xian Du

Subgrade

(Cooling) Technology in Metro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122

152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Complex Mountain Seismic Data

(Dan Liu)

under Complicated Conditions

118

149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on Railway Safety Inspection and Monitoring Guarantee

Detection

112

146 Application of Roller Stretching Comprehensive Method in Stress
Relief of Small-radius Seamless Line

(Hu Sun)
109

(Shaofei Wang)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Prestressing Technology in Highway

(Qingliang Yang)
106

143 Analysis of Problems in Highway Route Design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Internet of Things and Oilfield Production

190 Advantages and Development of Product Oil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Dongxing Shen)
193 Analysis on the Repair and Maintenance of Oil Pipeline Equipment
(Pinxian Wang)

2020年 1月

工程技术与管理·目次

Engineering Technology & Management·CONTENTS

196 Research on Site Inspection Strategy for Fire Equipment Products
(Qing Wang)

(Zhixue Liu Zhuo Wang
217

199 Research on Thermal Mass Flow Detection Method and System
Based on MEMS Technology

(Xiaoni Lv)
223

(Kun Zhang)

(Kairui Li)
226

(Shijuan Zhang)

213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rain Operation in the
Warehouse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Failures on the Way

Monitoring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of Hydrogen Sulfide Gas at
Drilling Site

210 Research on Green Building Design Measures Based on BIM

(Ya’nan Han)

Safety Management of Natural Gas Pipeline Repair Operations
(Chunping Shi)

229

(Yun Sun)

Technology

Discussion on the Treatment Method of Collapsible Loess Foundation

205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Building Design in

207 Application of Activity-Based Costing in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Gree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202 Concept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Power System Equipment

High-Rise Civil Buildings

Engineering Cost Management Under the Network Economy
(Zijun Qin)

220

(Liang Ding)

Condition Monitoring

Dongdong Liu)

(Ruotian Wu)
232

Research on Detection Method of Bridge Structure Based on UAV
Non-contact Vision Technology
(Zhengkun Feng
Yi Su)

Guoyi Liu

Peicheng Shen

Zhuocheng Lu

《工程技术与管理》征稿函

期刊介绍与征稿范围：
《工程技术与管理》是新加坡协同出版社创办的一本公开发行的工程类的国际华文期刊（月刊）。本刊
存档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专业报道热门工程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成果，以及工程行业前瞻
性的管理思路和科研动态。
《工程技术与管理》在世界各地工程类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协助下，创办之初即被中国知网（CNKI），谷
歌学术（Google scholar）等国际知名数据库收录。
《工程技术与管理》以工程领域的技术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和建设人员为主要读者对象，以工程建设项
目技术的创新和实施全过程的优化为宗旨。本刊是一本拥有高水准的国际性同行评审团队的学术期刊出版
物，编者鼓励符合本刊收稿范围的，有理论和实践贡献的优质稿件投稿
《工程技术与管理》主题涵盖但并不仅限于以下领域：
• 工程质量控制

• 交通工程

• 工程项目管理

• 市政工程设计与管理

•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 管理科学与工程

• 交通运输工程

• 建筑施工技术研究

• 工程结构抗震技术

• 建筑健康监测

• 工程结构抗火性能研究

• 城市桥梁建筑技术

作者权益：
•期刊为OA期刊，但作者拥有文章的版权；
•所发表文章能够被分享、再次使用并免费归档；
•以开放获取为指导方针，期刊将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国际期刊；
•为作者提供即时审稿服务，即在确保文字质量最优的前提下，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审稿流程。

出版格式要求 ：
•稿件格式：Microsoft Word

•测量单位：国际单位

•稿件长度：至少3500字数

•论文出版格式：Adobe PDF

•出版语言：华文

•参考文献：温哥华体例

评审过程：
编辑部和主编根据期刊的收录范围，组织编委团队中同领域的专家评审员对文章进行评审，并选取专业
的高质量稿件进行编辑、校对、排版、刊登，提供高效、快捷、专业的出版平台。

出刊及存档：
•电子版出刊（公司期刊网页上）

•新加坡图书馆存档

•纸质版出刊

•中国知网（CNKI）、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等数据库收录

•出版社进行期刊存档

•文章能够在数据库进行网上检索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4 卷·第 01 期·2020 年 01 月

研究性文章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4i1.3302

Article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orestry Afforestation in
North China Effectively
Dandan Wang

Shuhong Ma

Anying Yinglin Station, Anyang, Henan, 455000,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is the key to promote the level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provides a lot of resources for social production and life. Especially in the process of afforestation in the north, it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soil and water loss and adjust the climate at
the same time, which has strong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value. However,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traditional
afforestation methods in northern China show some drawbacks. Only by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fforestation can th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forestry resources be realized. Forestry afforestation in northern China has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ionalism
and complexity, and requires high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staff.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auses of forestry afforestation in the north, and explores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orestry afforestation in the north.

Keywords

northern forestry; afforestation quality; thinking

如何有效提高北方地区造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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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业的快速发展，是拉动国民经济水平提升的关键，为社会生产生活提供了大量资源。尤其是在中国北方的植树造林过程中，
能够有效防止水土流失问题，同时调节气候，具有较强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然而，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北方林业传
统造林方式表现出一定的弊端，只有不断提升造林质量，才能实现林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北方地区造林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与
复杂性，对于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要求较高。论文对当前北方林业造林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探索提高北方林业造
林质量的策略。

关键词
北方林业；造林质量；思考

1 引言

况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造林计划与方案，才能促进中国林
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实现资源的高效化利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态意识逐步提升，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对木材的需求量逐年上升，这给林业

2 北方林业造林存在的问题

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机遇和挑战。尤其是随着工业生产规模的

2.1 总体规划缺失

扩大，一定程度上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限制了中国经济的

中国造林管理工作的起步较晚，因此在管理经验上较为

可持续发展。通过大面积的造林并提升造林质量，能够促进

缺失，尤其是未能根据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总体规

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造林是一项

划，也会使得造林质量迟迟难以得到提升。缺乏对林业发展

周期较长的工作，只有不断提升造林的质量，才能防止出现

的长远设计，大众往往只注重眼前经济利益，未能兼顾到生

资源浪费问题。林业资源的开采力度不断增强，由于降雨量

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不利于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1]。未能对相

的实际制约等因素这也给中国北方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

关数据进行全面采集与分析，工作中存在较大的盲目性。

一定的影响。受到传统工作理念与方法的影响，在当前北方

2.2 培育技术不成熟

林业造林当中仍旧存在诸多问题。只有从当前林业的实际情

中国农业发展历史悠久，但是在现代化林业的发展过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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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于种苗培育技术的成熟度不高，也会对造林质量的提

工作综合管理中应该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条件与地质状况等

升形成一定限制。缺乏好的造林品种，导致在造林工作中出

制约性因素，当造林区域属于干旱地区时，应该保障树木生

现大面积死亡的问题。缺乏对苗木生长环境的优化与改善，

长所需的水分，这也是当前北方干旱地区造林的主要困境，

导致在生长中面临的威胁较多。在选择苗木时，未能对当地

故而北方造林必须选择耐旱树种。由于中国北方部分地区的

的土壤状况、地质条件和气候环境等进行深入分析。

盐碱地面积较大，因此通过造林的方式不仅能够改善当地气

2.3 栽培管理问题

候环境，而且能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与普通地区的土壤状

传统的造林管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林业造林的
工作需求。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中国在栽培管理方
面仍然存在较大的进步空间，如果只是一味地提升种植的密
度，将会对树木的生长状况造成不利影响。在实际栽培管理
工作当中，政府部门未能制定严格的质量管控标准，导致规
范性与专业性缺失。缺乏对多种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苗木
在生长过程中受到严重的损害。

况相比较而言，不同地区水文条件和地质状况等都存在一定
的差异性。此外，土壤开发情况也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
响，应该根据造林地区立地条件的复杂性和综合性，有针对
性的制定改良措施，才能促进树木的快速、健康生长 [4]。在
沙漠化地区的造林工作当中，树木会受到风沙的影响，导致
其出现严重的病害与死亡问题。除了对土壤状况进行改良外，
还应该选择适应造林地区区位特点的树种，保障其具有良好
的防风沙能力与抗旱能力。混合型树种在该类型地区的应用

2.4 造林人员素质不高
在现代化造林工程当中，对于造林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但是，由于其知识体系和技能较为落后，导致在造林中
难以运用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方式，限制了造林质量的提升 [2]。

较为广泛，能够实现对土壤的有效固定，降低风沙对树木生
长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在风沙地区应该选择针叶型植物与
灌木植物，以有效改良沙地的自然环境，此外还应该采用合
理的封育措施。保护性屏障的设置，也能够降低风沙对树木

同时，未能根据当前工作要求对其进行专业培训，在造林中

生长所造成的影响，网格沙障固沙和草绳沙障固沙等，促进

的专业人才缺失，不利于资源的高效化利用。

沙区造林质量的提升。在中国西北沙地造林中的应用较为常

3 提高北方林业造林质量的策略

见的网格沙障固沙如图 1 所示。

3.1 做好造林准备工作
北方林业造林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应该做好充分的
前期准备工作，为造林质量的提升奠定基础。土壤状况也是决
定造林质量的主要因素，为了能够对土壤的疏松度进行有效提
升，应该采用人工松土的方式，促进树木土壤环境的改善。在
灌溉系统和排泄系统的设计中，应该从当地的实际地理状况出
发，促进土壤含水率的提高。在选择苗木时，应该确保其具有
良好的生长状况。在选择树种时，应该考虑到当地的区位因素
和立地因子的制约，防止造成财政资金浪费等问题。种苗保湿
图 1 网格沙障固沙

也是在前期准备工作种苗调运中应该重视的一点，为防止水分
的过快蒸发，应该适当采取包裹处理，同时补充必要的养分，
[3]

促进造林质量的提升 。并对运输和栽植等环境进行控制。运
用草袋对根部受损的苗木和无土球苗木进行包裹处理，防止调
运的种苗生长质量不过关，甚至出现检疫性病虫害。

3.2 因地制宜综合治理
因地制宜是在林业造林中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在造林
2

3.3 引进先进技术
先进科学技术的合理运用，是促进北方林业造林质量提
升的关键途径。相关部门应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引进国际
上先进造林与治理技术，并组织人员进行深入学习，促进工
作质量与效率的提升。运用科学技术，促进森林覆盖率的提升，
同时防止出现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政府部门应该增强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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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造林的扶持，通过财政拨款和制定优惠政策等形式，大面

在造林管理中有障法可依。制定完善的造林质量管理标准，

积推广造林技术，增强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加强对林业政

促进施工质量的提升，在扩大造林面积的基础上能够改善北

策和营造林技术的宣传，帮助工作人员增强责任意识，使其

方森林资源质量。政府部门应该发挥引导作用，引导社会力

主动参与到新技术与新工艺的学习当中。在理论结合实践的

量参与到林业造林工作当中，加强对营造林工作的有效监管，

基础上，促进造林工作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满足现代化建

为造林质量的提升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实现资源的共享。

设的要求 [5]。加强与地方林业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促

3.5 提升人员素养

进技术的研发与创新，解决当前林业造林中面临的技术问题。
加强对配套栽培、种植管理、树种繁育和产品开发等技术的
深入研究。在实践工作当中，应该充分运用先进的科研成果，
对造林的各个环节进行精细化控制。

造林人员的专业素养，是决定北方林业造林质量的主要
因素。当前很多非专业人员在从事林业工作，再加上人员的
快速流动，传统造林管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工作的要
求，导致工作开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利于中国林业的可持

3.4 完善管理体系

续发展。为此，应该根据当前林业造林的实际特点，制定针

建立与完善造林管理体系，也能够促进造林质量的提升，

对性专业培训计划，使造林人员对自身知识体系与技能进行

应该明确管理工作中的资金管理方法、建立办法、验收检查

不断更新，掌握先进的管理理念，构建一支高水平的工作队伍，

标准和管理细则等，保障各个部门与人员能够增强自身的责

为造林质量的提升奠定基础。在培训工作当中，应该对不同

任意识。在造林工程建设当中，保障权责分明，同时建立完

造林人员的实际需求进行分析，保障能够切实增强其工作能

善的制度体系保障工作有章可循。在林地林权保护管理当中，

力。同时，建立完善考核机制，对培训的实际效果进行有效

应该明确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完善，

评价，防止在培训工作当中出现流于形式的问题 [6]。加大专

提升林业造林的实际管理水平。在保护林业的同时，应该制

业造林人员的引进力度，建立完善的人才招聘机制，为造林

定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措施，保障经营方案符合当前实际需求，

工作队伍注入强大的活力。

促进经营力度与经营水平的提升，增强林业的生态效益、社

3.6 提升监测水平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保障林业资源结构和质量的协调统一，

对林业造林进行科学化监测，能够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

表 1 安阳市市县工程和国省工程造林成效对比
工程类型

国省工程

市县工程

投资标准

造林机制

验收方法

苗木规格

每年由省厅委托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进行验收 ,
根据 GB/T 15776中央财政补贴造林按照
2016《造林技术规
《中央财政造林补贴试
程》、GB6000—
我市国省工程造林下
点检查验收管理办法》，
1999《主要造林树
达任务 58.5778 万亩，
太行山绿化、省级工程
种苗木质量分级》，
投资 1.28 亿元，2013
农户、专业合作社、公 等国省工程按照《河南
苗木规格标准较低：
年 —2016 年，人工造
司等经营主体自主造 林业生态省建设重点工
林 200 元 / 亩，封山育
如侧柏苗高 0.15 米，
林，国家补助部分资金 程检查验收办法》，9
地径 0.25cm；杨
林 50 元 / 亩，2016 年 -的造林方式
个以上乡镇的每个县抽
2017 年，人工造林 400
树苗高 2 米，地径
取三分之一的乡镇（四
1.5cm; 国槐苗高 2 米
元 / 亩，封山育林 100
舍五入），3--8 个抽 2
以上，地径 1.5cm 以
元 / 亩。
个乡镇，2 个以下全查
上；刺槐苗高 2 米以
的比例进行抽查验收，
上，地径 1.5cm。
按抽查结果推算全县造
林合格面积
双环六廊造林 3.3 万亩，
总投资 8.2 亿，市投资
主要栽植树种如油
2 亿。县级工程：林州
松、白皮松等常绿树
每年由市县组织技术人
种苗高 2.5 米以上，
市的东部山体绿化， 采用招投标方式，乡镇、
员对当年新造林成活率
常绿树种、花灌木等
造林面积 1075 亩，投 办事处、林业局等政府
及以往年度造林保存率
带土球栽植，地径
资 4200 万亩，3.9 万元 部门为业主，统一规划，
进行全面核查验收，验
/ 亩 ; 汤阴县汤屯路、 土地流转，土地整理。
5cm 以上，楸树、栾
收完毕出具验收报告。
S219 绿化 3700 亩，投
树、五角枫等树种胸
径 5cm 以上
资 9600 万元，2.6 万元
/ 亩。

造林成效

备注

根据 2008--2016 年河
南省生态建设及提升
工程生态造林保存情
况调查，全省共计生
态造林 33134838 亩，
保存 14322673 亩，保
存率仅为 42.28%，未
保存原因主要为抚育不
力、采伐更新、自然灾
害、开垦种植等因素，
如抚育不力 28.3%、采
伐更新 26.4%、自然灾
害 21.8%、开垦种植
10.7%。

双环六廊造林、S219
绿化、林州市的东部山
体绿化，造林保存率
9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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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以便对造林方案进行优化和调整，防止出现严重的资

却依旧存在总体规划趋势、培育技术不完善、栽培管理不合

源浪费问题。综合性检测措施应用于树木的生长过程当中，

理和造林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限制了造林质量的快速提升。

降低自然灾害和病虫害对苗木生长的影响。运用专业化的定

为此，应该通过做好准备工作、因地制宜综合治理、引进先

期监测技术，实时动态获取树木的生长情况。与传统植树造

进技术、完善管理体系、提升人员素养和提升监测水平等途

林模式相比较而言，现代化造林手段更加先进，需要合理控

径，逐步优化北方林业造林管理体系，满足新时期林业发展

制树木的生长环境，并依据环境的变化特点对其进行保护。

的需求。

科学化的管理与监测措施，能够降低造林工作中面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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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ISO9000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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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management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product qualit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ISO9000 standard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carrying out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some effective ways to establish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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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基于 ISO9000 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
梁燕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陕西有限公司，中国·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

质量管理在提高产品质量过程中占据着关键地位，论文阐述了 ISO9000 标准质量管理体系的相关理论，分析了推行质量管理
体系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有效的建立途径。

关键词
ISO9000；标准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

1 引言
目前，在经济的推动之下，各行各业的竞争日益激烈，
很多企业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引入 ISO900 质量管理体系。这是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针对管理水平、人员素养、设备、工艺等
各种方式采取有效的管理方式。能有效地解决企业在管理过
程效果不佳的问题，必须要对 ISO900 质量管理体系要点进行
全面探究，才能帮助企业开展相关的认证工作，并在实施过
程中加以引用，取得良好的发展效果。

详细的记录建设过程以及结果质量管理体系。主要包括质量
策划、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改进各方面的内容。在企
业开发、建设和实施质量管理体系中，使得目标方案更加的
完善可靠，ISO9000 族标准是指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颁布的
质量管理体系相关到国际标准，这是在管理方面明确的指出
现代化的管理内容，它是一种实用的管理方法企业以 ISO900
质量管理体系作为控制人们生产经营，保持企业持续稳定的
优质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它能提高用户的满意度（质量管
理体系相关的代号和依据认证标准，如表 1 所示）。

2 ISO9000 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理论阐述

表 1 质量管理体系的代号和依据的认证标准

2.1 质量管理体系
国际标准 ISO900 质量管理体系是指，在质量方面进行全
方位的指挥和控制的组织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是指企业
在发展或者是实施质量管理过程中，需要对组织结构、程序、
过程和资源进行全方位的管控。换句话来说，质量管理体系
是评价企业产品生产过程中如何做和怎样做，以文字的形式，

2.2 ISO9000 族 4 个核心标准
通常情况下，在 ISO900 标准相关的文件中，ISO9000 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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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量管理体系的基础术语，而 ISO 9001 和 ISO 9004 分别是

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时在进行企业管控过程中要实施质量

质量管理体系中的要求以及质量管理体系中的业绩改进指南。

管理体系，使用 ISO 9001 标准确立独有的确认和控制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ISO9011 质量和环境管理体系审核指南它有四

一般情况下，产品质量主要涉及内部质量、外部质量、后续

个最主要的内容，在四个核心内容实施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

加工质量、全生命周期等一系列的内容，针对质量管理体系中，

ISO9001 也是国际认证的唯一标准，更是企业在管理过程中进

关联和适应性的联系必须要分析，将实施质量管理体系建设，

行建设、评审以及审核管管控的重要依据，详细如图 1 所示。

在重点的管控位置。针对 ISO9001 理解层面存在的问题，要
结合铸造企业退伍的特点，做好一致性的管理工作。与此同时，
还需要真正的改变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良行为严格
地参照 ISO9000 组标准中提出的八项质量管理原则，必须要
以顾客作为主要的方向，充分发挥领导作用，要实现全员的
参与，对系统方法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做好持续改进工作，

图 1 ISO9000 族四个核心标准用途及联系

基于事实进行决策，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ISO900 体系，这
是企业管理和实践的主要内容 [2]。

2.3 质量管理体系的特征
在质量管理体系建设过程中，它主要有规范化，系统化
以及文件化的特点。对质量管理体系的规范，法律对质量管
理体系的规范化来说，它是严格按照 ISO9001 的标准执行的。
结合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实际规划、建立并完善质量管理体
系的相关内容，它是国际通用的规范方式。系统化是指企业
在质量管控过程中，针对各项职责、资源、文件、信息等各
类要素进行全面分析，充分发挥质量管理工作之间的联系，
在系统的相互作用下不同的进行管理强化。最后，是文件化
的特点，在进行质量管理过程中，需要将方法模式给写成体系，
文件在颁布以后，针对企业内部的法规一节相关人员养成的
管理操作行为进行管控。尤其是在应用过程中，需要通过控
制过程来控制结果建设的，对产品质量进行管控，质量管理
体系最主要的目标是控制体系，是对所有产品质量过程进行
管控，包括产品实现及相关管理支持的过程，再进行质量管
理体系，重点管控过程中需要突出关键、少数的作用，以顾
客关注作为主体发展方向，管理体系的主线就是要以顾客关
注为重点，在体系建立过程中以识别预测作为基本的客户需
求，在最大范围内发挥顾客的满意程度 [1]。

3 企业推行质量管理体系的必要性

4 企业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途径
4.1 做好领导决策与准备
现阶段在 ISO 9000 体系落实过程中，必须要做好领导决
策和准备工作。对于最高管理者的决策和承诺来说，要实施
最高管理者的承诺这是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实施的有效保证。
除此之外，还需要以管理者为主要代表，成立贯标领导小组，
实现工作的分工。在体系建设过程中，应该提供必要的人力、
物力、财力、以及技术资源的优势。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
严格地参照企业的规模实施全过程的管理，从而，建立完善
的认证资格。一般情况下，在制作工作计划时，所需要的周
期为标准宣传以及内部审核员培训的原则。在进行培训过程
中要建立完善的体系，在准备阶段应该强化理念管理、培训
骨干在全员管理过程中，要实现各方组织人员相互联系，人
员共同参与，才能为广大员工在工作岗位上提供归属感，为
企业带来持续的经济效益 [3]。

4.2 体系策划与设计
在体系策划和设计过程中，要确立相关机构的职责，在
进行控制方法和准则实施时，要对过程性文件进行全方位的
控制，才能为体系策划相应的整体构架。在策划过程中要参
照框架的原则，充分发挥质量管理体系的优势，实施结构具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推行质量管理体系，对各类影响因素

有较高的层次性，满足企业实际发展目标。在企业质量管理

进行全面的探究才能对管理方法和内容进行有效管控，确保

体系设计过程中，要遵循三层体系文件架构、实现质量目标

生产流程、工序，严格的按照内容进行实施。企业是中国经

的分解，从上而下逐渐的实施细化，在最大范围内保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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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操作性和考核性，使得部门管理目标更加的严格 [4]。

评审环节，都应该做好管理，评审的输入，必须要保证评审

4.3 实现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编制

管理提出七个方面的要求，以顾客的关注作为焦点、充分发

在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相关内容编制过程中，必须要提高
适应性和可操作性。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要及时检查系统具

挥产品质量、要做好资源管控工作、无论是过程策划、设计
开发、生产采购、制造管理等各个内容，都要充分凸显管理、

有较高的层次性接口，明确确保协调统一有序。在最大范围

评审、输出的优势保证体系，具有较高的适应性和科学性，

内，保证管理内容顺利落实，只有实现过程管控，才能使得

才能确保体系具有明确的改进方向。

文件更加的精确。在质量手册管控过程中，要对质量手册的

5 结语

内容进行分析，手册封面目录术语以及相关的内容进行概述，
才能让相关的人员对其发展概况、质量方针和目标管理体系
的覆盖内容进行全方位的描述。建立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这
是手册中最主要的核心内容，它主要标包括 ISO 9001 标准含
有的全部内容、需要重点的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控制，实现
程序文件的接口对应。在进行管控过程中，要严格的按照标
准条款顺序进行编写，突出企业的特征 [5]。

4.4 实现运行和评审的管控
目前，在进行质量体系运行和管理评审阶段，要把握质
量管理体系运行的要点，在质量管理体系文件颁布过程中，
要充分发挥策划的作用，使得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更加可靠，
铸造企业全新的运营模式。以此为基础，才能实现体系文件
的全员培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继续配置体系运作过
程中，提高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在所有的部门员工发展过

综上所述，现阶段企业在实施 ISO9000 族标准时，必须
要建立行之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才能保证产品具有较高的
质量，这也是企业落实质量振兴的基础，保证企业能够顺利
的步入正轨，确保企业稳定增长。一方面，要端正质量管理
体系的认证态度，排除各类干扰因素。另一方面，必须要以
顾客需求为中心、建立科学的质量目标体系、实施评价方式
不断的进行自我改善，才能全面提高企业质量管理内容，优
化管理体系，保证企业稳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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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for Small Angle Crossing
Existing Wired Frame Piers
Chuanyu Sun
The 4th Engineering Co., Ltd. of China Railway 12th Bureau Group, Xi’an, Shaanxi, 710021, China
Abstract

The pier 34 # -41 # of Wangcun Cross-North Tongpu Railway Extra Large Bridge at Wangcun Crossing North Tongpu Railway of Daxi
Passenger Special Line adopts gate-type frame pier structur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the horizontal we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ross beam and the bridge deck system, which adopts the stainless steel formwork line to make and assemble
the whole hoist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the bridge deck flange plate pouring adopts the integral simple moving formwork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the upper span existing line sound barrier bracke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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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角度跨既有线框架墩关键施工技术
孙川宇
中铁十二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中国·陕西 西安 710021

摘

要

大西客专北同蒲联络线上王村跨北同蒲铁路特大桥 34#-41# 墩采用门式框架墩结构，论文介绍了调跨梁及横梁和桥面系横向
湿连接采用不锈钢模板线外制作拼装整体吊装施工技术、桥面翼缘板浇筑采用整体简易移动模架施工技术及上跨既有线声屏
障托架施工技术。

关键词
小角度；跨越；既有线；框架墩关键施工技术

1 引言
随着铁路工程的迅猛发展，工程规模不断扩大，技术快

声屏障、避车台及接触网基础共同考虑。上跨段左侧设置声
屏障。详细如如图 1 所示。

速更新，线路交叉情况增多。特别是小角度跨越既有线，门
式框架墩因其结构稳定且对既有线影响较小及施工技术逐渐
成熟从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 工程概况

图 1 框架墩与韩原线平面关系示意图

上王村跨北同蒲铁路特大桥为单线铁路桥与韩原线交角
为 7° 36´17´´，34#-41# 墩采用门式框架墩，净跨度均为

3 总体施工方案

19.5m，墩顶横向采用两片预制 T 梁连接，横梁底距承力索的

首先用既有线帮填路基做出施工平台，进行旋挖钻施工

最小距离为 0.71 米，上跨韩原线采用 20m、16m 简支 T 梁，

桩基础，承台基坑防护采用四周工字钢桩防护，靠近既有线

其中 16m 简支 T 梁全部位于框架墩上、20m 简支 T 梁一端位

侧工字钢桩不拔除 [1]。横梁采用场外预制，T 梁架设利用天窗

于框架墩上一端位于实体桥墩上。框架墩上的 T 梁间设置沿

点，采用 2 台吊车线路同侧吊装架设。纵向 T 梁采用场外预制，

线路方向宽为 1.0m 的调跨梁，调跨梁的横向跨度根据人行道、

天窗点内架桥机架设并施做桥面系。最后进行桥墩与横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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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固结连接。

4 施工关键技术
4.1 调跨梁施工
4.1.1 模板及钢筋安装
经与建设、设计、监理单位及中国太原局多部门多次
现场调查并上会研究讨论，为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对既有线的
影响与干扰，工程决定采用不锈钢材质作为调跨梁模板，线

Article

在钢丝绳与模板倒角处采用橡胶软管作钢丝绳保护套，防止
钢模磨损钢丝绳。在吊车站位侧绑两根引导绳，防止模板和
钢筋摆动幅度过大或在空中旋转，以减小对位难度。先整体
吊装提升， 高于梁面后再水平就位（如图 4 所示）；吊于调
跨梁正上方时，缓慢下放钢丝绳，两端 T 梁上分别站立两人
进行对位扶正控制；框架墩 T 梁上安排两人用撬棍进行定位
控制。专人指挥吊装过程，吊车司机听从号令和指挥。

外加工制作拼装成型后整体吊装到位，永久保留，这样避免
采用传统模板组装和拆卸施工对既有线的影响，消除了安全
隐患。
为提高调跨梁整体稳定，模板内设弯钩与设计配筋连接
（如图 2、图 3 所示）；同时采用型钢进行支撑和悬臂加固，
以便吊装稳固和混凝土浇筑时的稳定，同时防止吊装和调整
就位过程的变形。

图 4 调跨梁吊装
根据施工设计图，41# 墩调跨梁钢筋重 =1220+41.7520.90+59.42=1301kg。不锈钢模板重 =（8.458+5.179×1.15）
×0.005×7930×2=1143kg； 对 拉 筋 =0.9×2.98×25=67kg，
41# 墩 型 钢 支 撑 重 =（8.3×2+0.8×2）×14.2=259kg， 螺
图 2 调跨梁不锈钢模板细部图

栓 =270÷1000×100=27kg； 模 板 和 钢 筋 总 重 2797kg， 按 照
2850kg 考虑。
根据现场测量，地面标高 852.49m，T 梁梁面上 2.3m 的
标高 871.61m，高差 19.12m，绑扎钢丝绳长 3.5m，吊钩及起
吊钢丝绳按 4m 计算，吊车出臂需 31.6m；吊车转盘中心位
于 41# 墩西侧的路基坡脚下 3.5m 处，根据现场情况，计划吊
车位置的起吊中心至调跨梁中心的坐标测量出的水平距离为
16.22m；理论距离 = 线路中心距墩柱边缘 2.8m+ 墩柱边缘至
路肩边 2.5m+ 路肩边至坡脚基础外侧（6.8÷1.81×1.5+0.5）
+ 坡脚外侧至吊车中心 3.9=14.9m，吊车选型时作业半径按照

图 3 调跨梁不锈钢模板拼装整体

4.1.2 模板及钢筋整体吊装

16.5m 考虑。
采 用 两 根 φ20 钢 丝 绳（ 抗 拉 强 度 1670MPa， 破 断 拉

模板和钢筋加固成整体后，采用两根长度一样的钢丝绳

力 23950kg） 分 四 股 吊 装， 钢 丝 绳 安 全 系 数 =23950÷(2850

分别绑于翼板和直墙交界处的模板外侧，绑钢丝绳时做到各

÷4)=33.6， 提 升 力 =3.14×10×10×1670÷10=52438kg。 根

端长度基本一致，以确保整体的平稳；由于模板为不锈钢，

据 70t 吊车的参数性能图，作业半径间于 16 ～ 18m 之间；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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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出臂长度，选择 38.31m 臂长，额定起吊重量 6.6t；吊车安

止掉落至既有线。模板从湿接缝缝隙穿过，须一人始终用安

全系数 =6.6t÷2.85=2.32。

全绳吊住，两人在下面安装，整个过程确保模板不掉落。施

模板吊装在 T 梁架设间隙进行，根据测量放样落位，然
后检查两侧梁缝宽度和模板垂直度，以确保梁缝宽度不少于

工期间所有物件需采用钢丝或绳索固定，避免焊渣及其施工
物件掉落在既有线上。

45mm；同时在 T 梁端部塞方木，以确保梁缝宽度和防止混凝

支模方式：将 U 型槽不锈钢模板夹在两片梁隔板混凝土

土浇筑过程的模板变形。为不影响后续运梁车经过，于两侧 T

外面，模板间用拉杆拉结。湿接缝底模用钢丝吊起，挂在两

梁梁端轮胎行进位置搭设 2 块 2m×1m×3cm 厚钢板。同时，

梁体顶面，并保证单块底模不少于 4 根铁线，确保行车安全。

施工人员必须要佩戴安全帽等防护设施，全面配合指挥人员

模板安装完成后对模板稳定性及尺寸进行检查，保证工后隔

的现场指挥工作。[2]

板尺寸合格，且不出现跑模、胀模现象。

4.2 横梁及桥面湿连接

4.2.2 混凝土施工

4.2.1 模板施工
同调跨梁一样，为避免传统模板安拆对既有线运营安全
的影响，横梁及纵向 T 梁中隔板、端隔板和湿接缝模板均采
用不锈钢材质（如图 5、图 6 所示）。模板内侧设置连接挂钩
与内部钢筋连接牢固。

（1）重新配置混凝土配比。因韩原线封锁点十分有限
且较固定，每个封锁点作业时间仅 90 min，如采用设计普通
C55 高性能混凝土等待强度时间长且与封锁点极难对应（有
封锁点强度达不到，强度达到无封锁点）、养护难度大；为
了在固定而有限的天窗内完成梁体横向联结，经公司中心试
验室指导，工程采用 YH-GJ 支座砂浆和 5 ～ 10mm 细碎石配
制了 C55 补偿收缩混凝土，不仅满足既有线封锁点施工要求，
且其强度和补偿收缩、耐久性等性能均满足施工图的设计指
标及相关规定的要求。最后报请设计院和建设单位同意按此
配比施工。
（2）混凝土浇筑。为加快施工速度，罐车运至现场分段
卸料到梁面，人工铲运到模板内，作业人员分为梁面、箱内 2
个班组，一处隔板上下同时施工，上下各配置振捣人员一名，

图 5 U 型不锈钢隔板实物图

布料人员一名，剩余一人随罐车分段卸料。
振动棒操作时快插慢拔，保证砼密实。振动棒振捣时要
避免碰到波纹管及模板，以免弄破波纹管造成漏浆堵塞张拉
孔道，砼振捣完毕后，及时收面平整并派人检查，前后抽动
一下钢绞线，并及时清理施工场地。施工期间避免施工物件
掉落在既有线上。

4.3 翼缘板整体移动简易模架施工
跨线处声屏障 T 梁现浇翼缘板采用钢吊架和钢模板组成
的可纵向移动滑模进行施工；钢筋统一加工，运输到现场绑扎，
图 6 不锈钢湿接缝底模实物图

钢筋采取人工搬运到梁面的办法运输到作业点，混凝土采用

操作人员必须将安全带系于湿接缝预埋钢筋上，由桥面

汽车式输送泵进行泵送入模，插入式振捣器针刀密实；待强

湿接缝预留钢筋缝隙下至 T 梁箱内进行模板作业，为方便作

度达到 75% 以上后拆模，滑移至下一浇筑点进行施工；模板

业人员操作，于已架设 2 片 T 梁马蹄型斜面上搭设木板，作

滑移后安装声屏障。

业人员站在木板上进行施工，木板上打眼并用铁丝系住，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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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结构尺寸，钢吊架采用 Q235 钢材，钢吊架横梁为 2 根 32

预埋托架和钢板和螺栓时一定按设计位置预埋准确，螺

型钢，工字钢上三角支撑采用 L100×100×10 角钢，下部采

栓外漏长度符合要求并保护好丝口。钢托架按设计由专业厂

用 20mm 厚钢板和走形轮，同时采用反勾轮将钢吊架口扣于

家加工好后运至梁面，采用人工配合汽车吊进行安装固定。

钢轨上。底模采用 5mm 钢板做面板，面板下采用 L50×50×5
角钢做背肋、40×60mm
方钢作为承力骨架，底模外侧和钢吊架采用钢吊带和插销
铰接，底模内侧采用精轧螺纹钢起吊固定。（如图 7、图 8 所示）

图 9 跨既有线声屏障钢托架设计图

图 7 翼缘板简易移动模架图

图 10 跨既有线声屏障钢托架设计图
此种做法非常简单便捷，不仅节省劳力、缩短工期，从
根本上大大降低了传统现浇钢筋混凝土基础施工对既有线的
影响，尤其在本线施工中成效显著，值得推广。

5 结语
铁路工程尤其是高铁施工在中国发展异常迅速，线路下
图 8 翼缘板简易移动模架实物

穿上跨越来越频繁。大西联络线小角度上跨韩原线框架墩工程

经与传统采用工字钢钢管法相比，应用简易移动模架施

成功实践和运用了几项重要的施工技术，不仅使施工效率大大

工大大提高了施工进度，节省了劳动力，尤其在既有线紧张

提高，节约的成本，缩短了工期，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在铁路既

有限的天窗时间内更突显其施工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显著提

有线施工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为上跨既有线框架墩工

高了对既有线施工的安全保障，十分值得在同类工程推广。

程施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推广意义。

4.4 跨线处声屏障基础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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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geological hazards and environmental geological problems faced by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its mutual
induction and restrictive relationship with urban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basic countermeasures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to
avoid urban hazards and environmental geolog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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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环境地质问题与城市发展相互影响及减避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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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剖析了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地质灾害、环境地质问题，及其与城市发展间的相互诱导、制约关系，并提出了减避城市地
质灾害、环境地质问题的基本对策和管理措施。

关键词
城市发展；地质灾害；减灾对策

1 引言

2 城市地质灾害成因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城市建设

地质条件是控制因素：崩塌、滑坡、泥石流与边（斜）

对地质环境的“扰动”加剧，城市地质环境与城市发展的矛

坡等地质灾害，主要受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等地质

盾日益突出。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险象环生，地
面沉降、塌陷、地裂缝分布广泛，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等
环境地质问题逐渐凸显，严重威胁着城市公共安全。经济的
快速增长和城市繁荣已不能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 [1]。
城市地质灾害和环境地质问题影响整个城市的全面发展，

条件的制约。据统计，65% 的主要城市分布在可能发生此四类
灾害的地区。水文气象为天然诱发因素：在降水集中季节，尤
其是洪水或风暴潮发生的时候，易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与
边（斜）坡等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人类活动为主要诱因：城
市建设中的边坡不合理开挖（如图 1 所示）、不正确的工程施
工、地下水过量开采、水库蓄水、排水泄水、植被破坏等，都

制约国民经济的增长，需要对城市地质灾害、环境地质问题

有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研究发现 [2]，城市地区崩塌、滑坡、泥

的形成原因和危害程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认真的分析，并根

石流与边（斜）坡破坏的人类活动诱发（或参与诱发）率分别

据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状和城市快速推进的特点，提供城

高达 71.03%、88.43%、73.18%、97.21%。研究表明，在城市选址、

市地质灾害、环境地质问题综合减避对策。

规划、建设、施工甚至运行的各个阶段，都可能诱发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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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沉降会导致地下水管断裂、门窗变形打不开、房屋墙面
开裂、楼体倾斜变形等。
南方城市区域存在大面积的软土层，有的城市由于用地
紧张，填湖造地等原因造成大面积软土层，软土层不稳定，
在其上或其中建造城市设施易导致地质灾害事故。

3.2 城市矿山开采诱发的链生环境问题
很多城市初期是依矿而建，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和矿山
资源的开发利用，一些采矿企业环保意识淡薄，采取重开发，
轻保护，甚至只开发、不保护的粗放式开发利用，在较大程
度上使城市矿山及周围环境问题更加突出，诱发了一系列链
生环境问题，如地表塌陷、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水
土流失、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和噪声污染等。

图 1 城市建设引发坡体垮塌

矿山的大楼开采，使得原有土体结构失去平衡，地面失

3 城市发展对地质灾害、环境地质问题的诱导

[3]

城市建设、发展和运行中，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对地

去支撑，导致地面大面积塌陷，塌陷洞往往呈串珠状排列，
甚至形成地裂缝。

质环境的改造和扰动主要有大规模的地面和地下工程建设，

矿山开采大量的尾矿废渣和废水，如果未经有效处理加

城市及其邻区地质资源的开发利用，城市固体废弃物进入地

以排放，将直接或间接导致地表水体和地下水体的污染，甚

质环境所导致的污染等。

至危害到人类的身体健康。露天采矿引起地表植被的破坏和

3.1 城市工程建设诱发的地质灾害
城市内人工切坡导致崩塌、滑坡隐患点增加。在城市建
设过程中，人类工程活动向山坡地带延伸，往往需要进行人
工开挖，产生高陡边坡，构成地质灾害隐患点。如房建切坡、

土层翻动是引起矿区城市水土流失的重要原因，特别是采石
场导致地表支离破碎，草木不存，大量弃土弃渣堆放也是导
致城市地质灾害事故的诱因。

3.3 工业生产导致的城市水土污染

道路建设、水利建设、毁林开荒、矿山开采等，而这些人类

北方城市水资源往往短缺且水环境污染的压力比较大，

工程活动引起的不合理切坡，其致灾体距房屋和道路近，运

水环境的主要污染源是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受城镇排污的

动速度快，突发性强，易造成地质灾害。

影响，城市水环境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近些年来，城市工业

地基基础建设诱发震动、房屋开裂等工程事故。随着城

发展迅速对水的需求量逐年增多，同时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

市化进程的加快，高楼林立，地基基础工程不容忽视。在地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生活用水量也迅猛上升，而且紧缺的水

基基础工程中，如预制桩压桩、地基处理、基坑开挖与降水

资源还在不断地被破坏。

施工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如地基处理

近年来，由于工业迅猛发展，固体废物不断向土壤表面

过程中产生的强烈振动造成沉桩区及其邻近地基土的水平位

堆放和倾倒，有害废水不断向土壤中渗透，大气中的有害气

移和竖向位移，从而影响周围建（构）筑物。基坑开挖不当

体及飘尘也不断随雨水降落在土壤中，导致了土壤污染，如

或支护结构失效，均可引起边坡变形或失稳，进而导致涌水

图 2 所示。土壤污染物的来源广、种类多，大致可分为无极

涌沙涌泥，引起地面下沉，房屋开裂甚至倒塌。

污染物和有机污染物两大类。无机污染物主要包括酸、碱、

抽取地下水导致地面沉降。导致地面沉降的原因很多，

重金属（铜、汞、铬、镍、铅等）盐类、放射性元素铯、锶

如构造原因导致的地面沉降、地面加载（水库、高层建筑）、

的化合物、含砷、硒、氟的化合物等。有机污染物主要包括

地下水、石油、天然气开采等。导致地面沉降的原因很多，

有机农药、酚类、氰化、石油、合成洗涤剂、3，4- 苯并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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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由城市污水、污泥带来的有害微生物等。当土壤中含有

城市地质灾害对道路交通的影响主要是堵塞道路，妨碍

害物质过多，超过土壤的自净能，就会引起土壤的组成、结

交通。崩塌方式以土崩为主，形成原因与人工开挖边坡关系

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微生物活动受到抑制，有害物质或其分

密切。由于人工切坡使坡度加大，坡脚不稳或悬空，在连续

解产物在土壤中逐渐积累，通过“土壤→植物→人体”，或

降雨或暴雨后造成崩塌。崩滑流地质灾害对城市道路交通的

通过“土壤→水→人体”间接被人体吸收，危害人体健康。

规划和开发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崩滑流地质灾害对生命线工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可能对发电站、变电站、天然气门站、自来水厂、
污水处理厂、通信部门等基础设施本身造成一定的影响；二
是可能会导致电网、水网、通信网路设施损坏或影响运行；
三是地质灾害对道路交通的堵塞、损坏会造成对生命线工程
的维修不便，如台风暴雨引起的次生灾害。

4.2 地面沉降、地面塌陷和地裂缝等对城市发展的
影响
图 2 工业废气排放

3.4 城市河口湿地盲目开发导致的地质环境问题
近年来对河湖湿地、滩涂的围填围垦养殖，以及城市跨
江跨湖桥梁、地铁隧道的建设，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的排放
等原因，潜在或直接威胁着整个城市生态系统，影响城市区
域的生态平衡。随着城市工业迅速发展，城市发展向江河湖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期，由于工程建设、地下空间开发、
地下水的抽取，以及地震等因素，可能造成城市内地面沉降、
地面塌陷和地裂缝。地面沉降形成缓慢，形成机理复杂、治
理难度大，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很大影响。地面塌陷造成
的地面变形量大，变形速度快，具有突发性，比较难以预测，
如图 3 所示。地裂缝会对地面地下建筑、道路交通、生命线
工程等造成破坏。

海区域扩展，引发了一系列生态问题，生物多样性减少，外
来物种入侵，水流减缓甚至断流，污染物聚积，泥沙淤积，
导致城市排洪蓄洪能力大大降低。石化、钢铁等冶炼和火力
发电等工业聚集的城市地质环境问题尤为突出。

4 地质灾害、环境地质问题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4.1 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受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威胁严
重的国家之一。从 2003 年国务院颁发《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以来，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及治理工作得到了长足发展，
但西部区域城市崩塌体、滑坡体和危岩体等隐患点分布依然
较多。跟地震造成的面状灾害相比，崩塌、滑坡、泥石流主
要为点状灾害，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城市居住、
交通和生命线工程等方面。
崩滑流对居住用地的影响可以通过危险性分级进行评估。
根据居住用地区域内崩滑流隐患点分布，进行地质灾害危险
性分区，对崩滑流地质灾害点进行危险性评估，根据地质灾
害点附近区域居住用地使用情况，进行危险性分级。
14

图 3 城市道路地面塌陷

4.3 水土污染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城市浅层地下水污染分布较广，表层土壤重金属污染一
般分布在中心城区。水土污染一般表现为中心城区污染较重，
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威胁人类健康，
造成人员伤亡；威胁动植物生存，造成物种灭绝；造成巨大
的经济损失，影响城市的经济发展；由于工业用水水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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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水的处理成本增加，同时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大量废

群修建在已有资料证明是地面下沉的危险区，某些新兴的城

水，增加污染源治理投资等。

镇建在具有潜在滑坡危险的地区。

4.4 特殊岩土体环境问题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如湿陷性黄土、膨胀岩土、软土、填土、红黏土、多年冻土、
盐渍岩土、风化岩与残积土等。人类的过度开发会导致土壤
的盐渍化和板结，腐蚀建筑材料，破坏工程设施，降低地基
承载力和稳定性。石漠化导致水土流失，导致城市缺土少水，
造成土地承载能力大幅度降低甚至完全丧失，缩小了城市的
发展空间。石漠化地区降水大多渗漏地下，蓄水困难，虽然
总体看降水量较为可观，但实际可利用水资源较少，城市蓄
水保水能力差，易导致城市内涝，海绵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
前提就是消除石漠化。且石漠化片区在遭受强降雨时很容易
面临着山洪、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化岩和残
积土的地基承载力较差，在这些地段布置大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时要对地基问题进行充分全面论证。

5 地质灾害、环境地质问题的减避对策 [4]
5.1 地质灾害减避对策分析
（1）灾害监测预报

（4）抗灾救灾
中国抗灾经验丰富，修建了很多抗灾工程，如都江堰分
洪工程、黄河大堤、全国 86000 多座水库以及“三北”防护林、
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和太行山防护林等，这些抗灾工程在减轻
灾害损失、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均起到了重
大作用，收到了巨大的效益。平时防灾，灾时救灾，要制定
有针对性的救灾预案，建立健全灾害预警系统。
（5）保险与援助
灾害保险分为灾害商业保险和灾害社会保险。国外灾害
保险起步早已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中国的灾害保险还处于
起步阶段，灾害投保率很低且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灾后援助
包括灾害自助和灾害社会援助两类，主要用于减少损失、灾
后恢复和重建家园。目前中国的灾险投保率不足 5%，地区差
异也很大，但已在一部分地质灾害的灾后恢复与重建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6）宣传教育与减灾立法
减灾宣传教育是提高全民减灾意识和社会减灾能力的重

目前大多数国家都针对本国的主要灾害种类建立了较为

要措施，可采取多种手段宣传、典型引路、形象教育等形式，

完善的灾害监测系统，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广泛

利用新闻媒介、活动日主题宣传、咨询服务、课堂教育、专

使用全球定位系统等高科技手段进行地形变监测。中国地质

门培训等，普及减灾知识。灾害立法是保障各项减灾措施、

灾害监测装备和手段基本上仍处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国际

规范减灾行为、实施减灾管理的法律保障，加强法制建设，

水平。当前地质灾害监测方法除引进高科技手段外，正在向

建立健全有关减灾法规，目前中国已制定颁布了多项灾害种

立体的和综合的监测系统发展。灾害预报是减灾准备和各项

类的减灾法规。

减灾行动的科学依据，应加强多部门多学科协作，积极探索
地质灾害的综合预报方法，提高预报的准确性。
（2）灾害评估
灾害评估对减轻地质灾害损失具有重要意义。但从总体
来看，目前的灾害评估仍然是减灾对策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灾害调查统计、灾害损失预测的方法简单、手段落后，从而
影响灾害评估的准确性和适时性。
（3）防灾
在建设规划和工程选址时充分注意环境影响与灾害危害，
尽可能避开潜在的灾害。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大型工程规划都
有了相应的规章、规范，但由于人们的防灾减灾意识淡薄，
有时未能按规范严格执行，从而出现了许多工业设施和建筑

5.2 环境地质问题减避对策分析
（1）水土污染减避对策
建立健全污染预防控制的行政法规；全面规划，合理布局，
对可能出现的水土污染，采取预防措施；开展水土污染现状
调查，建立水土质量信息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建立水土科
学污染监测网，加强水土污染监测；控制生产和生活污染源，
从源头把控；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让水土环境意识
深入人心，增强国民环保意识，树立环保责任感、紧迫感。
（2）石漠化减避对策
应以提高水土资源的永续利用率为目的，把石漠化治理
与退耕还林、长江和珠江保护林、水土保持、人畜饮水、扶
贫开发等生态工程有机结合起来加以综合防治。加强领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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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责任，将石漠化防治纳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

增施有机肥、种植耐盐植物等生物改良措施，择取、引种和

加强防治，加大执法力度，严格保护；设立专项，综合治理，

培育新的抗盐经济作物，使其适应盐渍土环境；采用物理、

把石漠化防治纳入国家生态建设总体构架之中，启动石漠化

化学、生物措施，进行土壤改良。

防治专项工程；强化科技支撑，科学防治，大力开展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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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Application of Unite Off Track Erect with Soil Type for
220kv Substation at Miluoxi
Wen Jiang

Jinhu Yang

POWERCHINA Hubei Electric Engineering Co., Ltd., Wuhan, Hubei, 43004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ave the area inside the enclosure wall of the substation, the 110kV and 220kV power distribution devices of the Luoxi
220kV substation project in China have fully applied the unite off track erect with soil type. Through the three-dimensional space
charged distance verification, the soil type all meets the charged distance requirements, and the steel is reduced compared to the universal design of the same scale, and the area occupied by the fence is reduced by 22.3% compared to the feasibility study. When the area of
the land is limited, the nite off track erect with soil type is particularly applicable and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simila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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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tion; unite off track erect with soil type; three dimensional

风帆联合出线构架在汨罗西 220kV 变电站的全面应用
姜文

杨金虎

湖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湖北 武汉 430040

摘

要

为节省变电站围墙内占地面积，中国汨罗西 220kV 变电站工程 110kV、220kV 配电装置全面应用了风帆联合出线构架。
通过三维空间带电距离校验，风帆构架均满足带电距离要求，且钢材较同规模通用设计有所降低，围墙内占地较可研减少
22.3%。当用地范围受限时，风帆联合出线构架格外适用，可供类似工程参考。

关键词
变电站；风帆联合出线构架；三维

1 引言
随着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节约变电站的建设用地已成
为设计重要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在城市规划区域或郊区，变
电站的选址愈来愈困难，征地费用也逐年增高。变电站如何
更有效的节约用地是当前亟待解决的课题。
调查中国国网 220kV 变电站通用设计及各地已完成的

牛村。该工程是中国国家电网公司首批三维设计试点工程之
一，是 2017 年三维设计竞赛依托工程。220 及 110kV 终、本
期均采用双母线接线。10kV 终期采用单母线三分段接线，本
期采用单母线接线。主变压器采用三相三绕组有载调压油浸
自冷高阻抗变压器，220、110kV 均采用 GIS 组合电器，10kV
采用金属铠装户内开关柜。详情如表 1 所示。

220kV 户外 GIS 变电站发现：220kV 出线构架通常采用一回
出线 13m 跨度，或者两回出线 24m 跨度的出线构架；110kV
出线构架通常采用一回出线 8m 跨度，或者两回出线 15m 跨
度的出线构架。这种型式的出线构架虽然满足电气设备安全
运行需求，但占地面积大，出线构架用钢量也随之增大。

2 工程概况
2.1 建设规模
汨罗西 220kV 变电站工程位于中国湖南汨罗市古培镇石

表 1 汨罗西 220kV 变电站建设规模
序号

项目名称

本期

远景

1

主变压器

1×180MVA

3×180MVA

2

220kV 出线

2回

8回

3

110kV 出线

6回

12 回

4

10kV 出线

10 回

24 回

5

无功补偿

3×10MVar
电容器

9×10MVar
电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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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可研方案
工程可研阶段依托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户外 GIS 通用设计
方案 A-1 进行设计。即户外 GIS 配电装置，架空进、出线，
采用分相式断路器双列布置；220kV 出线架构采用双回出线
共用方式，单回出线间隔宽度 12m，双回出线共用间隔宽度
24m，出线门型架挂点高度 14m；110kV 出线架构采用双回
出线共用方式，单回出线间隔宽度 7.5m，双回出线共用间
隔宽度 15m；出线门型架挂点高度 10m。方案围墙内占地为
103m×83.5m[1]。

3 风帆联合出线构架全面应用

图 2 汨罗西 220kV 风帆出线构架示意图
采用这种布置后，配电装置区的占地大为节约，围墙内用
地尺寸可调整为 80m×83.5m，较可研减少 22.3%，如图 3 所示。

3.1 初步方案
常规 GIS 出线构架采用钢管结构柱与格构式钢梁或钢管
梁组成的门式结构，出线导线挂点位于同一高度，通过水平
方向的挂点距离满足导线的带电距离要求，通常有两回一跨
构架，两回出线 ABC 三相共 6 个挂点水平布置在出线构架梁
上 [2]，如图 1 所示。

图 3 风帆联合出线构架全面应用布局规划

3.2 构架结构力学分析验证
风帆构架柱由两高度不同的钢管柱支撑，中间联合布置
橫撑和斜撑，利用 A 型柱受力特点，将短柱与斜撑布置成一
图 1 常规 GIS 220kV 出线构架示意图
为节约配电装置和构架的占地，利用 GIS 电气设备导管

定斜率的 A 型柱，在主要承受平面内导线拉力的构架设计中，
增加了平面内刚度和稳定，使受力合理。[2]
风帆联合式构架的基本结构单元为钢管柱和格构式梁（或

可以随意引接、灵活布置的特点，通过将门型出线构架设置

钢管梁，用于 110kV），两竖向主柱为等截面钢管柱，本工

成三层出线梁，出线 A、B、C 三相垂直布置，220kV 三层

程利用了 Staad.pro 进行出线构架的计算， SSDD 进行计算结

梁的高度设置为 9m、14m、19m，三层梁水平间距离按 4m

果的中国钢结构规范验算，如图 4、图 5 所示。

控 制；110kV 三 层 梁 的 高 度 设 置 为 7m、9.5m、12m， 三 层
梁水平间距离按 1.75m 控制。这样，由 GIS 出线套管引出的
A、B、C 三相满足电气距离要求，如图 2.2 所示。该结构以
外形似风帆而命名为“风帆联合式”出线构架，优化布置后，
220kV 配电装置每个出线间隔横向尺寸较可研缩小 4.5m，
即两个出线间隔共 15m；110kV 配电装置每个出线间隔横向
尺寸较可研缩小 2.5m，即两个出线间隔共 10m。详情如图 2
所示。
图 4 风帆联合出线构架力学模型（节点受力）

18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4 卷·第 01 期·2020 年 01 月

研究性文章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4i1.3305

Article

图 5 风帆联合出线构架力学模型（X 向风载）
通过构架位移分析验算，柱顶位移主要为平面外荷载引
起的，平面内刚度较大，因此位移较小。构架柱顶位移受端撑
约束作用，最大位移 22mm，满足规范 H/200 要求；构架梁跨
中位移相对最大，最大值为 21mm，亦满足规范 L/200 要求。
通过验算，110kV、220kV 风帆联合构架长细比和截面
应力满足要求，最大应力比如表 2 所示。

图 7 110kV 构架三维深化模型

4 风帆联合出线构架应用及成效
本工程构支架、配电装置楼、警卫室、主变防火墙及水工
构筑物均按装配式方案设计施工。2018 年 9 月正式开工，2019

表 2 110kV、220kV 风帆联合构架长细比、截面应力
序号

项目名称

长细比

应力比

1

220kV 风帆构架

0.79

0.63

2

110kV 风帆构架

0.75

0.64

由上可知，110kV、220kV 风帆构架受荷后，各项指标
参数均满足初步方案设想和规范要求，本站可以全面应用风
帆联合出线构架。

年 6 月竣工投产，其中，风帆构架到现场拼接、吊装不到两周。

4.1 220kV 风帆联合出线构架实施方案
220kV 构架布置为 1 榀连续 4 跨联合风帆式出线构架，
构架间隔宽度为 15m，纵向柱距 8m，220kV 构架按终期规模
一次建成，如图 8 所示。
220kV 构架柱采用直缝焊接圆形钢管柱，构架横梁采用

3.3 构架三维深化设计应用

三角形格构式桁架梁。构架柱主材直径为 φ350，辅材直径为

本工程应用 Benteley 软件平台，完成全站三维设计，如

φ350、φ300；钢梁弦杆直径为 φ140；220kV 构架避雷针为与

图 6 所示。通过三维空间带电距离软硬碰撞校验，110kV、

柱形式统一，采用钢管结构 [3]。钢材均采用 Q235B 级钢 , 钢

220kV 风帆构架均满足带电距离要求，构架间连接合理。此外，

材总用量 42.0t, 较同规模通用设计减少 6.6t。

结构完成了风帆构架及其基础的细部设计，如 110kV 构架深
化设计完成了所有细部节点，包括挂线板、爬梯护笼、栏杆
走道、梁柱节点，完全达到装配模型，可供构架加工单位参考，
直接按件加工，如图 .7 所示。

图 6 全站三维组装模型

图 8 220kV 联合风帆构架实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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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110kV 风帆联合出线构架实施方案

4.4 风帆联系构架吊装施工

110kV 构架布置为 1 榀连续 6 跨联合风帆式出线构架，

风帆联合出线构架自身刚度大，稳定性好，安装完成一

构架间隔宽度为 10m，纵向柱距 3.5m，110kV 构架按终期规

榀后可实现自立，无需作额外安全保护措施，全面实现机械

模一次建成，如图 9 所示。

化施工，如图 11、图 12 所示。110kV、220kV 风帆联合构架

110kV 构架梁、柱均采用直缝焊接圆形钢管柱。构架
柱主材直径为 φ300，辅材直径为 φ300、φ245；钢梁直径为

现场拼接、吊装各不到一周时间完成，较常规 GIS 构架吊装
节省工期 50% 以上。

φ400；110kV 构架避雷针为与梁柱形式统一，采用钢管结构。
钢材均采用 Q235B 级钢，钢材总用量 42.2t, 较同规模通用设
计减少 14.5t。

图 11 220kV 风帆构架吊装现场

图 9 110kV 联合风帆构架实照

4.3 围墙内节地综合利用
由于本工程建设用地前期已征用，采用联合风帆出线构
架后，围墙内占地较原可研设计方案节余站前区 23m，用于
建管、施工临建和材料堆场用，如图 10 所示。方便了施工安
全管理，且与周边居民避免了相互干扰，后期可用作储能站、
图 12 110kV 风帆构架吊装现场

充电站等其它用途。

5 结语
风帆联合式出线构架由两高度不同的钢管柱支撑，中间
联合布置橫撑和斜撑，平面内、外刚度和稳定性好，受力合理，
吊装方便 [4]。
本站 110kV、220kV 出线构架可以全面应用风帆联合式
结构，通过受力分析计算，位移比在规范范围内；构架长细
比和截面最大应力比分别不超过 0.8 和 0.65，亦满足规范要求。
220kV 风帆构架三层梁的高度设置为 9m、14m、19m，
图 10 该站建设过程中的实照

20

三层梁水平间距离按 4m 控制；110kV 风帆构架三层梁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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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为 7m、9.5m、12m，三层梁水平间距离按 1.75m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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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uppressed High Density Drilling Fluid in the
Well of Wei535
Jianze Hu
Henan Drilling Branch of Sinopec North China Petroleum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Nanyang, Henan, 473132,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erennial water injection in China’s Weigang Oilfield, the pressure of the water injection horizon becomes
high, and it is very easy for overflow to occur when drilling into the water injection horizon. With the increase of drilling fluid density,
weak formations in the upper part are prone to leakage, and downwelling and upwelling are difficult to maintain normal drilling, and
strong pulping formations is a major problem for the maintenance of high-density drilling fluid systems. The regulation of drilling fluid
rheology is the first task. Once the viscosity and sheer force of the drilling fluid increase, it will cause a series of problems, which can
easily cause downhole failures such as stuck. On-site personnel consulted relevant data and repeated laboratory experiments to build a
set of inhibited high-density drilling fluid system formulas. In the application of Well Wei 535, variou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of drilling fluid met design requirements, which could meet engineering geological needs and ensure downhole Safety provides effectiv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density wells in Weigang Block, Henan Oilfield, China.

Keywords

Weigang; high density; suppressed; well fluid; fluidity

抑制型高密度钻井液在魏 535 井的应用
忽建泽
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公司河南钻井分公司，中国·河南 南阳 473132

摘

要

中国魏岗油田由于常年注水开发，注水层位压力高，钻遇注水层位极易发生溢流复杂情况。随着钻井液密度的提高，上部薄
弱地层容易发生漏失，下涌上漏难以维持正常钻进，而且强造浆地层对高密度钻井液体系维护来说是个重大难题，钻井液流
变性调控首当其冲，一旦钻井液的粘度和切力增加，会引起一系列问题，极易造成粘附卡钻等井下故障。现场人员通过查阅
相关资料，反复进行室内实验，构建一套抑制型高密度钻井液体系配方，在魏 535 井应用中，钻井液各项性能指标符合设计
要求，能满足工程地质需要，保证了井下安全，为中国河南油田魏岗区块高密度井施工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

关键词
魏岗；高密度；抑制型；井涌；流变性

1 引言
魏岗油田位于中国南阳凹陷魏岗 - 北马庄断鼻构造带上，
东邻牛三门凹陷带，南面以新野断裂为界，北部与唐岗 - 高
庄断裂背斜构造带为邻。地层以泥岩为主，夹浅灰细砂岩，
含砾砂岩等。地层粘土成分比例大，蒙脱石含量高 , 易引起钻
头泥包、起下钻阻卡，高密度井稍有不慎极易造成卡钻；上
部廖庄组疏松，流砂层易坍塌；目的层地层压力高，极易发
生水侵，发生溢流、井塌等井下复杂情况。[1]

高、自由水少、侵入的钻屑不易清除等特点，加上魏岗油田
地层造浆严重，钻遇超高压油气层时，地层水二次污染钻井液，
使钻井液性能变差。因此高密度钻井液在应用过程中存在以
下技术难题。
（1）加重剂可选余地少，须在用量较低的情况下达到高
密度效果。
（2）地层造浆严重，在固相含量较高的条件下膨润土最
佳限量难以把握，固控设备受限，地层造浆严重影响钻井液
的流变性。

2 魏岗油田高密度钻井液技术难题
高密度钻井液本身具有固相含量高、固相颗粒分散程度
22

（3）高密度钻井液流变性能调节难度大，钻井液综合性
能要求高，易顾此失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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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4）受注水影响，高密度钻井液抗可溶性盐及酸性气体
等的污染能力差。[2]

3 室内评价实验
3.1 流变性评价实验

配方

1

0.3%BLZ-1

28.41

71.03

29.88

74.7

2

0.3%FA367

27.28

68.2

28.92

72.3

2%SFT

28.56

71.4

29.92

74.8

24.78

61.95

25.36

63.4

31.96

81.4

32.04

83.1

32.44

83.6

33.76

84.5

0.3%FA367+0.3%BLZ1+2%SFT+0.5% K-HPAN
0.3%FA367+0.3%BLZ1+1%NH4-HPAN
0.3%BLZ-1+6%SMP+
6% SPNH+ 3% DWF1+3%SPC+1%RT-1

4

1#： 预 水 化 15% 膨 润 土 浆 + 自 来 水 +0.3%BLZ1+1%NH 4 -HPAN+1.8%SMP-II+1.8%HFT+1.8%DWF1+1.8%SPNH+ 重晶石粉

45 目筛 回收 60 目筛 回收
余 (g) 率（%） 余 (g) 率（%）

序
号

3

3.1.1 实验配方

80℃滚动 16 小时后回收率

5
6

2#： 预 水 化 15% 膨 润 土 浆 + 自 来 水 +0.3%BLZ1+1%NH4-HPAN+3%SMP-II+3%HFT+3%DWF-1+3%SPNH+

从表 2 可以看出：6# 号配方滚动回收率最高，说明该配
方对泥页岩抑制性最好。

重晶石粉
3#： 预 水 化 15% 膨 润 土 浆 + 自 来 水 +0.3%BLZ1+1%NH 4 -HPAN+2.4%SMP-II+2.4%HFT+2.4%DWF1+2.4%SPNH+1%GF260+ 重晶石粉

3.3 润滑性能评价试验
取现场未做润滑处理的钻井液作基浆，分别加入不同的
润滑剂，测其摩阻系数的变化，结果如表 3 所示。

4#： 预 水 化 15% 膨 润 土 浆 + 自 来 水 +0.3%BLZ1+1%NH 4 -HPAN+4.5%SMP-II+4.5%HFT+4.5%DWF-

表 3 钻井液润滑性实验
序号

实验配方

泥饼摩阻系数 Kf

1+4.5%SPNH+1%GF260+ 重晶石粉

1

井浆

0.23

3.1.2 实验条件

2

1 +2% 乳化石蜡

0.16

膨润土浆高速搅拌 20 分钟水化 24 小时，处理剂先配成

3

1 +2%RT-1

0.16

胶液高速搅拌 20 分钟然后混入适量膨润土浆再高速搅拌 20

4

1 +8% 白油润滑剂

0.13

5

1 +1%RT-1+5% 白油润滑剂 %+3% 乳
化石蜡

0.06

分钟测性能。

#

#

由表 3 可以看出，井浆中加入一定浓度的乳化石蜡、

表 1 实验数据表

RT-1 和白油润滑剂后，摩阻系数均有所降低，5# 配方摩阻系

坂含

密度

失水

600 转

300 转

静切

1#

18.18

2.24

7.2

215

120

5.5/20.5

2#

24.31

2.30

2.0

/

202

5/16

3#

40.04

2.30

5.8

/

240

5.5/18

4#

42.90

2.30

1.8

/

/

7/25

3.1.4 实验结论
膨润土含量在加重浆中的含量在 20-30g/l，对加重浆流

数降低幅度最大。说明该配方润滑防卡能力较强。

4 魏 535 井
4.1 基本情况
魏 535 井是中国河南油田部署在南襄盆地南阳凹陷魏岗
油田一二区 I 断块的一口采油定向井，设计井深 1819m，完钻
井深 1409m，由 40503HB 钻井队承钻。

4.2 井身结构

变性影响不大，膨润土含量超过 30g/l ，流变性变差。

3.2 抑制性评价实验
采用页岩滚动回收率法来评价处理剂的抑制性。结果如
表 2 所示。

#

注：实验用钻井液配方为：0.3%FA-367+0.3%BLZ-1+0.5%NH4-HPAN

3.1.3 实验数据如表 1 所示

配方

#

表 4 魏 535 井井身结构
开数

井眼尺寸 × 井深

套管尺寸 × 下深

水泥返高

一开

Φ311.1mm × 1191m

Φ244.5mm ×1189.85m

地面

二开

Φ215.9mm×1409m

Φ244.5mm ×1377.4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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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钻井液难点

液润滑防卡能力。

4.3.1 临井注水压力高、局部压力异常

4.5 溢流复杂情况处理

相 邻 注 水 井 魏 214 和 魏 2144 井 H2 Ⅱ 7 号 层 累 计 注 入
3

（1）钻进至 1303m 循环，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提密度 (1.25

7.9×104m 水。由于注入后一直没有受效井，压力憋存在该

g/cm3 提至 1.33g/cm3，坐岗工发现溢流 , 溢流量 4-5m³/h)，

层未有效释放，局部异常压力较高，设计密度为 1.80-2.00g/

加重至 1.40g/cm³ 无溢流，继续加重至 1.60g/cm³ 起钻甩螺

3

3

cm 。溢流发生后，溢流量最高达 140m /h 以上，注水层互相
3

串层，2.0g/cm 的钻井液密度不能平衡地层压力。

4.3.2 超高密度钻井液维护困难

杆和定向仪器。
（2）钻至 1400m 测量钻井液密度由 1.85g/cm³ 降至 1.76
g/cm³，粘度 76S 降至 67S。钻至 1409.19m 停泵观察，溢流

超高密度钻井液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优化控制流变性、滤

量 20 m³/h， 密 度 由 1.76g/cm³ 逐 步 降 至 1.71 g/cm³， 粘 度

失量、润滑防卡和沉降稳定性等主要性能指标。由于超高密

67S 降至 50S，溢流量上涨至 50m3/h，关井后套压瞬间上升至

度钻井液体系中聚合物的加量对钻井液的流变性影响很大，

7.2Mpa，后逐渐稳定在 12Mpa。后经过两次压井，保持密度

聚合物加量控制不好会促使表观粘度、塑性粘度和切力大幅

2.34-2.36g/cm3，粘度 80-100s，失水 3.6ml。循环划眼过程中，

上升，钻井液流动性很差，直至滴流。在施工中，受到原材

出现线性溢流、井漏现象，划眼至 1370m 漏速达到 16m3/h，

料设计及采购周期限制，只能通过改善工艺来改善流动性，

后逐步减小，调整密度至入口 2.31g/cm3，出口 2.28-2.30g/

包括使用低粘土配浆，尽量减少钻井液中的土质含量；在满

cm3，及时补充钻井液量，循环、划眼正常。

足悬浮沉降的条件下，减少聚合物类处理剂加量；选用优质

4.6 魏 535 井钻井液性能

的高密度降粘剂来控制流变性；采用多种降失水剂复配及石
墨粉填充优化内泥饼质量，降低失水；以及固体、液体润滑

井深 (m)

PV
密度 (g/ 粘度
YP(Pa) FL(ml)
(S) （mPas）
cm3)

PH

G"(Pa)

510

1.13

38

701

1.14

42

14

7

9

8

2/6.5

903

1.18

52

20

9

9

8

3/9.5

1108

1.17

55

20

13

9.2

8

4/14

1191

1.26

66

23

16

8.2

8

4.5/15

1302

1.35

45

20

10

4.8

8.5

3/8

1302

1.60

46

1380

1.85

86

36

19

12

7.5

8/27

（2）转磺前倒一部分钻井液到备用罐以降低膨润土含量

1409

2.15

105

41

22

18

8

12.5/30

（1.5% 左右为宜），配胶液 6%SMP+ 6% SPNH+ 3% DWF-

1409

2.36

88

111

18

3.8

9

7.5/19

剂复配来保证润滑性能。[3]

4.4 钻井液维护措施
打开高压水层后，钻井液密度超过 1.85 g/cm3 后逐步转
化为抑制性高密度钻井液体系。
（1） 配 方： 2% 膨 润 土 +0.1% 纯 碱 +0.2% 烧 碱 +0.3%
高分子抑制包被剂 + 1%NH4-HPAN+ 6%SMP+ 6% SPNH+ 3%
DWF-1+3%SPC+1%RT-1+3-8% 白油润滑剂 +2-3% 乳化石
蜡 +1%GF260+ 加重剂

1+3%SPC 备用。

5 结语

（3）高密度钻井液由于固相含量高，导致钻井液增稠，
粘切上升，内摩擦大，流变性不易控制等难题，给钻井施工

魏岗油田强造浆地层给高密度钻井液的流变性及其它性

带来困难。首先要用高密度降粘剂降低粘切，改善流变性能。

能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通过改进钻井液体系配方来改善钻

（4）钻进中及时补充高分子抑制包被剂胶液，保持合适

井液流动性，同时加强使用固控设备减少钻井液中的土质含

的聚合物浓度，增强钻井液的抑制性。

量，避免性能大幅波动。由于超高密度钻井液体系中聚合物

（5）调整钻井液润滑剂加量在 5%-8% 之间，复配使用

的加量对钻井液的流变性影响很大，聚合物加量控制不好会

白油润滑剂、固体润滑剂、乳化石蜡，降低摩阻，保证钻井

促使表观粘度、塑性粘度和切力大幅上升，钻井液流动性很
差，根据密度高低，分段采用聚合物钻井液体系和抑制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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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钻井液体系，在满足悬浮防沉降的条件下，尽量减少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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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Deep Foundation Pit
Dewatering Project in Soft Soil
Ruiqiang Zhang
The 20th Bureau Group of China Railway First Engineering Co., Ltd. Suzhou, Jiangsu, 21515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background of Xingtang Street Station of Line 5 in Suzhou,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ject, this paper aims at the deep foundation pit project in soft soil layer, the underground aquifer with hydraulic connecti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foundation pit is separated by pipe wells for dredging precipitation. For confined water aquifers that are not hydraulically connected to
the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foundation pit, the piped wells are used for decompression and precipitation when the foundation pit precipitation has a large impact on the water level outside the pit. Recharge wells are used to recharge the ground and reduce the impact
o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outside the pi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sign of tube wells for dredging precipitation, decompression
precipitation, and recharging groundwater in deep foundation pits, as well as the operation status of various types of tube wells during
construction. Based on field effect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echnical methods of deep foundation pit precipitation engineering are
summarized.

Keywords

foundation pit dewatering; dewatering; decompression dewatering; groundwater recharge

软弱土层深基坑降水工程施工技术研究
张睿强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江苏 苏州 215151

摘

要

以中国苏州市轨道交通 5 号线星塘街车站为背景，根据项目施工特点，针对软土地层深基坑工程，对围护结构隔断基坑内外
水力联系的地下含水层采用管井进行疏干降水；对围护结构未隔断基坑内外水力联系的承压水含水层，采用管井分层分别进
行减压降水；基坑降水对坑外水位影响较大时采用回灌井对地下进行回灌，减少对坑外周边环境的影响。论文讨论了对深基
坑疏干降水、减压降水及回灌地下水的管井设计，以及施工过程中各种类型管井的运行状况；通过现场效果，总结深基坑降
水工程的理论与实践技术方法。

关键词
基坑降水；疏干降水；减压降水；地下水回灌

1 引言
目前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建设活动展现出迅猛
的发展势头，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能为城市生活提供巨大的
活动场所，地下工程的施工建设发展迅速。
基坑工程作为地下空间开拓的主要控制环节，为工程

保障。
论文以中国苏州市轨道交通工程星塘街车站基坑降水工
程为例，通过疏干降水、减压降水、回灌保证等技术措施，
结合现场相关测量数据及工程效果，探讨深基坑降水工程的
技术方案。

施工安全和结构质量提供保障。在中国沿海地区等经济发达

2 工程概况

地区，地下水位较高，基坑周边环境复杂，且部分承压含水

2.1 项目简介

层承压水头较高，复杂的环境需要完善的技术方案为支撑，

星塘街车站是中国苏州市轨道交通 5 号线的一个换乘折

保证工程建设质量。地下水是影响基坑工程的主要因素，基

返车站，与既有运营 1 号线正交，本期预留两处换程节点。

坑降水不仅能够提供干作业环境，更是基坑整体稳定的前提

车站外包总长度为 491.713m，标准段结构宽度为 22.1m，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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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深度 24.1m-25.2m；端头井处结构宽度为 26.2m，开挖深度

墙已经完全隔断第⑦ 2a 承压水含水层，但是由于 1 号线地下

为 25.3-25.7m。车站主体结构为地下三层双柱三跨闭合框架

连续墙基底未能完全封闭⑦ 2a 层承压水，遗留孔隙为 0.1-

结构，车站采用明挖顺做法施工。

0.36m 之间，土方开挖阶段须考虑⑦ 2a 层承压降水，避免承

2.2 基坑围护结构

压水造成坑底突涌。考虑第⑨层承压水对坑底突涌的影响 [1]。

基坑采用地下连续墙 + 内支撑的围护方案。
车站标准段与端头井段均采用 1000mm 厚地下连续墙，

由于车站基坑周边环境复杂，且临近既有运营 1 号线，
基坑降水可能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大，采用回灌井对拟降承压

地墙接头为工字钢接头，竖向设置 6 道支撑，其中第一道、

水层进行回灌，减少坑内降水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第四道支撑为钢筋砼支撑，其余均为钢支撑；竖向支撑系统

3.1 疏干降水设计
基坑标准段管井伸入基坑底部以下 6.0m，疏干井管井直

采用格构柱，立柱桩为 ∅850 钻孔灌注桩；基坑地下连续墙加

深已隔断承压。

径为 0.7m，井壁管采用焊接钢管，直径 273mm，壁厚 4mm，

2.3 工程地质条件

滤管段采用桥式滤水管，滤水管外包一层 30-40 目尼龙滤网，

星塘街车站地质勘查 75.00m 深度范围内地基土属第四纪
湖相、河泛相、河口～海湾相、滨海相、河口三角洲相及冲
击相沉积物。主要由粘性土、粉土及砂土组成，一般呈水平
向分布。
车站基坑底板主要落在⑤ 1 层粉质粘土，北侧端头部分
位于⑤ 2 层粘质粉土夹粉质粘土，局部位于⑤ 2 层粘质粉土

滤水管直径与井壁管直径一致，沉淀管接在滤水管底部，长
度为 1.0m，沉淀管底口用铁板封死，从井底向上滤管范围内
全部回填中粗砂。
疏干降水设计有效疏干面积取 200m2，根据基坑工程总
面积，设置疏干井 54 口，延基坑纵向分 2 排布置，距离四周
止水帷幕 6.0m，管井纵向间距为 16-17m。

夹粉质粘土。

3.2 承压水降水设计

2.4 水文地质条件

3.2.1 坑底突涌稳定性计算

本车站范围内地下水类型主要为松散岩类孔隙水，按形
成时代、成因和水理特征可划分为潜水含水层、微承压水含
水层及承压水含水层。

对基底下伏的承压含水层进行抗突涌分析，基坑底板抗
突涌稳定条件：基坑底板至承压含水层顶板间的土重应大于
承压水的顶托力。即

Dγ
≥ Kh
hwγ w

其中与本工程建设密切相关的含水层为潜水含水层；第
③ 3 层、④ 2a 层及中部第⑤ 2 层微承压含水层；第⑦ 2a 层、
⑦ 2 层、⑦ 4 层及⑨层承压含水层。

公式中： K h ——突涌稳定安全系数， K h 不应小于 1.1；

根据本工程地质勘察报告数据所述，⑦ 2a 层、第⑦ 2 层
及⑦ 4 层之间水力联系较为密切，其余各微承压水和承压水

D —— 承 压 含 水 层 顶 面 至 坑 底 的 土 层 厚 度

D
（m）， =

Ha − Hb ；

含水层之间水力联系较弱。场地第⑦ 2a 层及⑦ 2 层承压水水

γ ——承压含水层顶面至坑底土层的天然重度

位埋深为 3.51m，相应绝对标高为 0.43m，第⑨层承压水水头

（KN/m3）
；对多层土，取按土层厚度加权的平均天然重度（KN/

埋深一般在 11.0m 左右。

3 基坑降水方案深化设计

m3）；

hw ——承压含水层顶面的压力水头高度（m），
（承压水位至承压含水层顶板距离）；

本车站采用地下连续墙围护结构，土方开挖深度范围内
潜水、微承压水内外联系均已被切断，采用坑内疏干降水方法，
抽排基坑开挖范围地下水。
本期车站基坑与既有 1 号线对接，虽然 5 号线地下连续

γ w ——水的重度（10KN/m3）；
H a ——基坑开挖底板高程（m）；
H b ——含水层顶板高程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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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30-40 目尼龙滤网，滤水管直径与井壁管直径一致，沉淀
管接在滤水管底部，长度为 1.0m，沉淀管底口用铁板封死。
减压井滤管长度根据第⑦ 2a 层含水层厚度确定，除滤管段采
用中粗砂回填外，其余部分均采用粘性土回填 [2]。

3.3 回灌井设计
由于 1 号线处地墙未隔断⑦ 2a 层承压水，承压水降水过
程对 1 号线结构影响较大，可能造成 1 号线结构沉降。为减
小坑内降水对坑外影响较大，在与 1 号线对接位置设置 4 口
备用回灌井，针对⑦ 2a 层承压水降水造成坑外水位下降较大
图 1 基坑底板抗突涌验算示意图

时启用，回灌井采用常压回灌，回灌水源为市政自来水。

根据承压水抗突涌稳定性验算，承压水含水层抗突涌稳
定性如表 1、表 2 所示。

4.1 疏干降水运行

表 1 第 9 层粉砂抗突涌验算结果表
依据钻孔

安全水位
开挖底 含水层 土加权重
水位降
板 H a 顶板 H b 度 γ (KN/ H 初始水位 高程 ha
深 S (m)
m3)
(m)
(m)
(m)

Jc-M3XT-10

-22.106 -58.07

Jc-21.450 -52.25
M3-B62
Jc-M3XT-25

-22.650 -64.11

18.9
19.1
19.0

-8.30
-8.30
-8.30

4 基坑降水工程运行方案

3.85

无需降
水

1.23

无需降
水

7.50

无需降
水

表 2 第⑦ 2a 层粉砂夹粘质粉土抗突涌验算结果表
依据钻孔

安全水位
开挖底 含水层 土加权重
水位降
板 H a 顶板 H b 度 γ (KN/ H 初始水位 高程 ha
深 S (m)
m3)
(m)
(m)
(m)

Jc-M3XT-10

-22.106 -31.46

18.9

0.43

-15.4

需降水

Jc-21.450 -31.65
M3-B62

19.1

0.43

-13.94

需降水

Jc-M3XT-14

-20.526 -30.68

19.0

0.43

-13.14

需降水

Jc-M3XT-15

-20.596 -31.44

19.0

0.43

-12.71

需降水

正式降水之前，准确测定各井口和地面的标高，测定静
止水位，安排好抽水设备、电缆及排水管道，进行降水试运行。
其目的是为了检查排水及电路是否正常，排水系统是否完好，
保证整个降水系统正常运转。
基坑开挖前 20 天对坑底进行预降水。通过基坑监测井即
时监控地下水位，检验降水效果及止水帷幕质量效果。
坑内疏干降水达到设计高程后停止抽水，疏干管井随基
坑开挖进程逐步割除 [3]。

4.2 减压降水运行
承压水降水运行控制应满足两个基本要求：其一，通过
承压水降水运行，应能保证将承压水位控制在安全埋深以下；
其二，从保护基坑周边环境的角度考虑，在承压水位降深满
足基坑稳定性要求的前提下，应避免过量抽水、水位降深过大。
每个减压井的水泵出口安装水量计量装置和单向阀，降

根据计算结果，第 9 层承压水层不需要进行进行减压降

水运行实行不间断的连续监控。严格遵守“按需减压降水”

水，承压水坑底抗突涌稳定性满足规范要求；第⑦ 2a 层承压

的原则，根据基坑土方开挖的顺序、方式，制定承压水位降

水须按要求进行减压降水，根据计算设置减压降水，确保基

深的运行方案。

坑安全。

4.3 回灌井运行

3.2.2 第⑦ 2a 层承压降水设计

根据基坑外侧承压水位初值，坑内承压降水造成坑外承

为保证⑦ 2a 层承压水不造成基坑突涌，针对⑦ 2a 层承
压水设置 9 口减压降水井，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合理均匀布置，
3

进行回灌，回灌水源选用供水管网自来水。

3

减压井分别配置一台 4m /h 的泵，设计流量取 96m /d。
减压井管井直径为 0.7m，井壁管采用焊接钢管，直径
273mm，壁厚 4mm，滤管段采用桥式滤水管，滤水管外包一
28

压水头降低时启动回灌井，采用常压回灌的方式对承压水层

5 结语
主要针对星塘街车站深基坑降水工程方案设计及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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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通过现场降水效果核验，结合相关基坑周边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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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of Grout Injection in Pile-end Reinforcement
Weiqiu Wu
China Railway Construction Port and Shipping Bureau Group Co., Ltd. General Contracting Branch, Zhuhai,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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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pile-end reinforcement technology adopted in the punched cast-in-situ pile due to the defect of the pile-end
bearing layer in combination with engineering examples. It mainly explains from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and quality control and has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treatment of similar engineering quality defects and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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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端注浆补强技术
巫伟球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分公司，中国·广东 珠海 519000

摘

要

论文结合工程实例介绍了冲孔灌注桩由于桩端持力层存在缺陷而采取的一种桩端补强技术，主要从施工方法和质量控制进行
了阐述，对类似工程质量缺陷的处理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
桩底；破碎；注浆；补强

1 引言
钻冲孔灌注桩的施工大部分是采取水下灌注砼的施工工
艺，其施工过程无法直接观察，具有隐蔽性，对持力层是不
是达到了设计所要求的岩层主要是结合地质资料及设计标高，
通过浮出的渣样来判别。如果经验不足或者遇到岩层破碎段
极易判别失误，出现质量问题，导致桩端承载力不足，严重
影响其使用安全，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应采取一定的加固

足设计要求，为暂不评定桩，因此，业主要求施工方采取措
施对 7# － B 桩进行处理。

3 处理方法比选
鉴于桩底持力层破碎达不到设计要求的情况，施工方与
业主、设计及监理方对处理方案进行了讨论。
方案一：在原桩位处重新冲孔施工；
方案二：在该桩横桥向两侧各补一根桩；

措施进行补强，使之满足使用要求。
方案三：对桩底采取注浆加固补强。

2 施工背景

方案一和方案二，这两种方案成本较高、工期长，况且，

东部快线东部特大桥引桥 7# 墩 B 桩桩基类型为嵌岩桩，

从检测结果来看，原桩基各项指标均达标，尤其是桩身完整

桩径 φ1.50m，采用 C30 砼，桩端持力层为中风化花岗岩，施

性，被评定为 1 类桩，一旦废除，损失较大，给施工方成本

工桩长为 31.9m。桩基检测采取抽芯检测，其检测结果为：桩

控制带来较大考验，另外，重新成桩的质量控制有不确定性，

身完整性评为Ⅰ类，桩长、桩身砼、桩底沉渣等满足设计要

存在施工风险；方案三有操作简单、成本低、工期短等优点，

求，但是，桩底持力层出现破碎带，岩样较为破碎，有明显

为了保证质量、减小对工期的影响，最终，研究决定采取方

裂隙，承载力较低，持力层芯样达不到中风化性状，未能满

案三，即采用对桩底注浆加固补强方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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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浆加固补强原理
利用地质钻机在桩体原抽芯孔处对桩底进行钻孔，钻孔
孔深为桩端以下不少于 2m，通过抽芯孔下旋喷管至距孔底
10cm 处，自下而上加压喷射水泥浆，水泥浆通过渗透、填充、
挤密及胶结作用，使桩底持力层内的破碎裂隙岩层固结为一
图 1 7#-B 钻孔布置图

个整体，改善桩底受力状态，消除持力层对桩端承载力不够
的影响，从而满足设计桩端承载力要求。

5 注浆施工工艺
5.1 工作准备
5.1.1 现场人员配置
技术负责人 1 名，质检负责人 1 名，桥梁工程师 1 名，
试验检测工程师 1 名，安全员 1 名，技术员 2 名，钻机工 3 人，
制浆工 2 人，修理工 1 人，泵机操作工 1 人，电工 1 人，合
计 15 人。

5.1.2 施工设备备置

5.3.2 清孔
插入压浆喷管到抽芯孔底以上 10cm 处，注入清水，将
钻孔逐个清洗干净，清孔后把孔口周围吹干吹净。

5.3.3 压浆装置安装
首 先， 在 每 个 压 浆 孔（ 直 径 为 10cm） 加 工 一 块 带 压
浆管头和排气管的连接铁板与一块锚铁板，铁板尺寸均为
30×30×2cm，并在铁板 4 个角预留螺栓孔，同时，加工 3 块
与铁板相匹配的橡胶垫片。
然后，用 6cm 厚的环氧树脂胶砂抹平抽芯钻孔口周围，
抹平前应清扫干净，抹平范围为 40cm 正方形 , 同时预埋好螺

（1）GZB-40C 高压注浆机一台；

栓，螺栓位置必须准确无误，再贴上锚垫铁板，贴前应在锚

（2）3kw 型水泵一台、30KW、75KW 发电机各一台；

铁板面抹上环氧树脂，铁板确保贴平；把带有压浆管头和排

（3）泥浆搅拌机、XY-1 地质钻机各一台；

气管阀的铁板放置在锚垫板上，用预埋螺栓连接，连接处垫

（4）浆桶一个；

上胶垫确保密封不漏浆，同时采用环氧树脂密封铁板四周，

（5）配套管窜一批。

保证孔口不漏气；铁板上采用 10cm 厚环氧树脂胶砂进行封盖，

（6）材料准备

完成后，对环氧树脂胶砂进行养护，养护时间不少于 3 天。

（7）普通硅酸盐 P O 42.5R 水泥：5 吨；

压浆孔布置如图 2 所示。

（8）清水：3.0m3；
（9）减水剂：75Kg；
（10）相关技术参数
水 灰 比 为 0.6：1， 即 水： 水 泥： 减 水 剂 =720：1200：
18(Kg)，水泥浆稠度在 15s ～ 18s 之间，泌水率在 2% 内。

5.2 工艺流程
注浆孔钻孔－清孔－压浆装置安装－孔内压水试验－高
压注浆－孔口压浆－终凝前孔口补浆。

5.3 具体施工方法
5.3.1 注浆孔钻孔

图 2 压浆孔布置图
螺栓验算：
压浆孔口受拉力为：
5×103KN/m2×（3.14×0.052）=39.25KN；
单个 M16 螺栓允许拉力：

采用 XY-1 地质钻机，利用原有的 3 个抽芯钻孔（7# －

[N]=π[σ]（2d-1.8763t）2/16=110×23.14×（2×16-

B-1、7# － B-2、7# － B-3）作为注浆加固处理孔，孔径为

1.8763×3）2/16=15.0KN， 四 个 螺 栓 允 许 拉 力 为

10cm，钻孔孔深为桩端以下不少于 2m（钻孔布置如图 1 所示）。

15.0KN×4=60 KN ＞ 39.25KN，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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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孔内压水试验
待环氧树脂胶砂固结养护（不少于 3 天）达到要求后，
先对各孔进行压水试验 , 连接压浆机与铁板上的压浆管头，加
压，缓缓灌入自来水，观察排气管头，待有水流出时，关闭排

（4）下入、拆卸喷射管时，应采取措施防止喷嘴堵塞。
（5）当喷头下至高压旋喷注浆设计深度，应先按规定参
数送浆进行驻喷，待浆液返出孔口方可开始高压旋喷注浆。
（6）高压旋喷注浆应全孔连续作业。每当拆卸喷射管后

气阀门，确保不漏水后，计算每个钻孔用水量，用于指导配浆量。

或因事故中断后恢复施工时，应进行复喷，保证搭接长度不

5.3.5 高压注浆

小于 0.2m。

（1）配浆量确定后，启动搅拌设备，按配比先加水后加

（7）在高压旋喷注浆过程中，出现压力突降或骤增、孔

灰，开始搅拌水泥浆，水泥浆搅拌完成后制作 6 组水泥试块。

口回浆浓度或回浆量异常等情况时，应查明原因，及时处理，

（2）打开压浆管头与排气管头的阀门，将注浆管伸入至
孔底，启动压浆机，向孔内注浆，徐徐把孔内的清水替换出
孔外。
（3）当排气管头有浓浆冒出来时，关闭排气阀保持压力
不小于 5.0Mpa，持荷时间在 10min 以上。
（4）根据压浆压力、持荷时间、钻孔周边冒浆情况，重
复压浆，保证水泥浆进入破碎带和裂隙，达到填充饱满的目的。

5.3.6 补浆
压浆结束后在水泥浆液终凝前再进行孔口补浆，消除浆
液回缩，直至孔口满浆不再回缩为止。压浆完成第一个孔后，
再进行下一孔施工；至所有注浆孔压浆完成后，用清水将机
械设备冲洗干净。

5.3.7 重新检测
待 28 天养护后重新对 7# － B 进行低应变检测，检测结
果各项指标均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最终评定为Ⅱ类桩。

6 质量控制要点
6.1 钻孔
（1）孔位：利用原有的抽芯钻孔。
（2）孔径：岩层 ( 砼层 ) 钻孔孔径不小于 101mm。

恢复正常情况后方可继续喷射。
（8）若发生串浆，应填堵被串孔。待灌浆孔高压旋喷注
浆结束，应尽快进行被串孔的扫孔、灌浆或继续钻进。
（9）施工中应如实记录各项参数、浆液材料用量、异常
现象及处理情况等。
（10）高压旋喷注浆应监测提升速度、喷射压力、流量
和密度等四个参数的功能。
（11）孔内严重漏浆可采取以下措施进行处理。
①降低喷射管提升速度或停止提升采取驻喷。
②调整喷浆压力、流量进行原地旋转注浆。
③加大浆液浓度。
④不返浆部分进行复喷。

6.3 配浆
（1）所用注浆材料必须符合有关质量标准。水泥在施工
过程中应抽样检查，不得使用受潮结块的水泥。制浆材料称
量可采用重量或体积称量法，其误差应不大于 5%。
（2） 水 泥 浆 的 搅 拌 时 间， 使 用 高 速 搅 拌 机 不 少 于
3min；使用普通搅拌机应不少于 5min，自制备至用完的时间
应少于 4h。
（3）浆液应在过筛后使用，并定时检测其密度。

（3）钻孔垂直度：垂直度偏差不超过 0.5%。
（4）孔深：钻孔深度要求穿过桩底段进入中风化岩层不
小于 2.00m。

6.2 喷射注浆

7 结语
通过本工程的实践证明，对桩底持力层破碎岩层进行注
浆加固补强，质量可控，能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该工法具

（1）钻孔经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喷射注浆。

有工艺简单、成本低、工期短、效果明显等优点，对类似工

（2）注浆一定要按施工程序进行，注浆压力严格控制在

程质量事故处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设计注浆压力范围内，专人操作。
（3）下喷射管前，应进行地面试喷并调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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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state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operation and optimization management of the existing oil port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pump combin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takes the oil port pipeline storage operation syste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data statistics and field survey management, it conducts diversified research
on the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pump units to build a certain operation optimization model. This is mainly based on the field data to
optimize the solution results and reports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cheme, to provide rational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oil terminal storage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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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港储运作业泵组合运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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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现有的油港储运作业泵组合的运行优化管理工作。因此论文主要以有油港管道储
存作业系统作为基础的研究对象，在进行资料统计以及实地调研的管理基础上，对泵机组的多种组合方式进行多元化的研究，
从而构建一定的作业优化模型来对其进行最佳方法的求解。对此主要是根据现场的数据优化求解结果以及报告来验证相应的
优化方案的可行性，从而为后续的油港储存作业发展提供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油港储运作业；泵组合；运行优化

1 引言

2 模型的基础管理

随着中国现阶段的科技的不断进步，国家对于石油天然

在进行油港储运作业泵组合的优化时，必须要在其作业

气的需求开始不断的飞速增长，而相关的研究人员也开始对

能够正常运行下输送相关的能源资源，这样才能够降低其基

油港储存作业进行合理性的研究，根据目前的实际调研经验

础的热力费用以及动力资金的损耗，从而以二者为主体建立

资料，发现很多油港储运基地在建设以及生产中都有相应的

起一定的目标函数，逐步地在运行过程中优化其整体的参数，

节能降耗的管理措施，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的减少能量的

为后续的发展奠定基础。

损耗以及资源的浪费情况。但是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还是有

2.1 模型的基本假设

很多能源资源没有发挥其实际的效用。由于在生产操作中大

油港储运作业系统主要是由管道，泵房储油罐等进行合

多都是以人为操作为主，很多的输送任务在通常情况下会给

理的组成。因为油管储运作业的优化情况十分复杂，可能会

设施设备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增加能源的损耗，降低经济

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为了进一步确保数学模型工艺的

效益，对此必须要结合国际的管道运输优化方法，结合实际

可行性以及经济的合理性，必须要对其进行模型的建立，保

情况进行参数的优化，从而降低能源的损耗，提升原有的社

证其参数的优化情况。其中系统管道内部的油品主要是由单

会效益。

一的介质进行储存的，很多权限管道中的石油运输一般都是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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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密闭输送的方式，保证石油运输处于均匀分布的状态且

3 计算管理方式

其不会受到其他很多因素的外在影响。因此油品的密度可以

3.1 计算实例分析

随着压力的改变对其进行统一化的设定，但是必须要考虑到

假设一个基础性的案例来对其进行方式的验证。例如，

轴下温度差的变化 [1]。

某油港储运站占地面积约为 500 平方米，其海岸线长 4 千米，

2.2 模型的优化

共有 20 座码头，港区内的各项设施设备基本健全，属于标准

在实际的有感储存作业模型中，主要是以泵站的周期动

码头的标配，也是集海进江原油，成品油等多种化工产品的

力费以及热力费为主要的参数，从而建立起一定的模型，这

为主的中转运输基地。而寻找该相关的油罐储存地到码头之

种模型的主要表达式为：

间的一条原油输送管道为基本的案例，其管道直径为 300 毫米，
原油周转量约为 200x104*t/a，原油的密度根据实际情况来测
定，其输送路线到泵房大约有 5 台输油泵，整条输送管道都
采用蒸汽加热的方式，将总体的温度控制在 60 摄氏度。由于
加热系统是采用蒸汽加热的方式，因此可以将解释为等温加
热，避免由于其他因素所造成的变量过多的情况，因此不予

式中 : F 为周期动力费用和热力费用之和； Cp 为热泵

考虑到进站温度的优化情况，这样对于原油的计算以及整体

站的周期动力费用；Ch 为管道全线热力费用；K 为电动机额

的优化具有一定的优化特点之处 [3]。而储运系统的运行优化，

定功率安全系数； q 为对应输送温度下的输送流量；ρ 为输

必须要对管理进行组合优化，降低泵的实际功率消耗情况，

送油品密度，H 为泵站扬程；r 为电价 ; t 为所需时间，h; Qm

也能够降低动力费用，从而在进行调度作业管理时，对泵房

为原油日输质量，C 为原油比热容； E 为燃料油价格； TR

内各部门进行有效的组合，降低二者之间的运行能耗，使得

为出站温度；Tz 为进站温度；ηf 为加热炉效率 ; B 为燃料油

各部门都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在不改变其他参数的情况下，

热值等。

保证最后的运输结果的高效稳定性，完成整体的原油输送到

2.3 模型的求解管理

装卸的整体过程，为后续的操作奠定基础。

在进行油港储运作业的模型优化时，必须要对其中的动

3.2 实际的工区运行情况

力费和热力费进行合理的计算，确保二者之间的数据没有什

为了进一步的实现泵机组的优化情况，必须要对泵在不

么其他的问题，还必须要采用两层嵌套法，以进站的温度作

同的输送量下的开泵组合进行有效排列，保证其石油管道的

为其优化内部的嵌套方法，利用程序法的方式来列举出不同

输送安全，使得电能管理效率逐步的降低，共同实现泵的消

的开泵方案作为其外部的选择方式，再利用动态的规划法将

耗功率的有机管理。而其中泵机组的动力消费越少，输石油

进站温度进行合理的改进，为企业后续的内部嵌套的温度差

的单位能耗就越低，因此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表明其基本的运

管理方式进行改进，明确其中的温度组合数量差异。由于现

行管理功率：

场的蒸汽加热以及其他情况都会采用更为新型的方式对其进
行完善，因此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数据的管理，将
不同的内线运输情况进行合理化改进。其中很多的内线输送

除此之外，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来保证石油输送的管道

情况一般都是热力费优化求解所得到的，因此其主要的运行

运输情况，注意其中的流量分布，根据泵机组的串并联电路

[2]

方式可以后期来进行选定 。与此同时，泵的运行功率越大，

的组合方式来分析其中的数据，为后续的流量输送以及单位

其所耗费的动力费用就越大，在泵的组合情况较少的情况下，

优化奠定基础，共同分析泵的优化组合的可行性方案选择更

必须要采用穷举法来简单列举，搜索出合理的方法，这样才

为合适的降低能耗，提升经济效益的方式，从而节省相关的

能够为后续的方法应用奠定基础。

能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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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泵机组合的实际运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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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建议

在进行现场的流量输送时，不同的输送流量都会有不同

目前中国还是对于这种管理方式比较认可，其中的单位

的开泵方案进行匹配，当泵机组运行时，必须要根据其实际

管理技能及其他因素都必须要根据现实的情况进行合理化分析

情况来确定其基本的原油输送密度，获取其基础性的原油质

和改进，做好基础性的管理效率。整体的油港储运站的基础性

量流量，控制对于符合条件的输送流量，根据其现场的流量

的管理特性还是需要根据后续的不同元素的设置来为其进行管

输送情况来选择相应的泵物件。当泵机组进行多元组合时，

理，其中包括很多其他的发展运行方式，因此必须要根据现有

可以根据部门的实际运输原理进行组合配置，实现方案的应

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不同的方案完成基础化操作管理。在这种方

用管理，优化组合方案，这样才能为后续的泵组合以及泵的

法中，必须要根据现实情况以及部分所收集到的数据才能进行

特性曲线的设置奠定基础 [4]。根据不同的组合方案以及其曲

优化配置，如果没有建立健全相关的信息平台以及其他的操作

线方程可以得出相应输送，获取不同的组合方案中的单位能

方式，那么其可能就会产生复杂且会工作繁杂的情况，对此必

耗，以其中一组泵机组的流量发展情况为例，在 120 t/h 流量

须要建立完善油缸储存运作的基本信息系统对相关的油改运输

下单泵运行情况进行计算 : 将 Qm=120th 换算后代入式 中可得 :

情况进行实时监控，[5] 这样才能逐步为后续的管理和数据收集

H=376.98 m，n=0.52，N=9.05 kW.h/t。其他的泵组合方案具

都能够提供更加方便的渠道。不仅如此，这种方法对于后续的

体算法与其类似只需要经过计算即可得到所有的运行方案，
最后再对其相应的结果进行比较，就可以选择出最合适的线
路，得到最佳的运行效果，为后续的方案选择奠定基础，提
供一个比较合理化的判定标准。

3.4 结论分析

企业发展来说，可以逐步的增强企业运行操作的效率，为后续
的企业以及其他行业提供一定的可借鉴的实行方案。

4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油港泵机组的不同组合方式进行优化，
可以发现，以输油管道的动力费以及热力费为核心可以建立起

在上述的具体计算结果中，会发现如果某油港储运站给

相关的数学模型，加之相关的实例分析操作，共同对比数据分

一艘载重 500 吨的原油进行装油时，通过比较现场运营的情

析，可以进一步验证出该方法的精准性，因此必须要根据实际

况以及其单位能耗情况，选择出一种最佳的方案，可以通过

情况提升其原有的信息分析技术，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相应的计算结果来对其进行判定，在各输送流量下必须要按

参考文献

照现场的操作情况以及运行情况，选择更加经济节能的方式，
提升油港储运的运行效率，降低其能耗的运行成本，逐步的
为后续的流量输送以及电费的降低提供更加可行性的管理方
案。最后能够在输送时获取最佳的运行效果，为后续的整体
性的建设发展奠定基础。而通过上述的相关案例及结果可以
发现，在实际管理运行中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进一步的
证明这种方法，在油港储运储存运输过程中了解其中的管理
发展形式，可以逐步地将其推广，并应用到不同的场合中去，
为优化组合配置提供更加完善的模式。这种油港储运方式的
优化方法已经可以逐步地运用在现阶段的石油管道运输过程
中，并且其所得出来的结果的精准性和准确性，都已经受到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1] 龚晟毅 , 范世东 . 油港储运作业泵组合运行优化 [J]. 油气储运 ,v.37；
No.353(5):47-51.
[2] 吴长春 对“输油泵站并联泵运行的优化”一文的改进意见 [J]. 油
气储运 (1):12.
[3] 李关 , 相军 , 高族国 . 泵优化运行问题的回归模型 [J]. 油气储运
(2):22-24+67+3.
[3] 张雪梅 . 大连港油品码头装卸过程质量控制与管理研究 [D]. 南京
理工大学 ,2010.
[4] 曹鑫 , 范世东 . 油港储运过程的预警和应急系统的构建 [J]. 船海工
程 ,2008, 37(6):103-106.
[5] 郭 安 尧 . 从 环 保 节 能 角 度 浅 谈 油 气 储 运 安 全 管 理 [J]. 石 化 技
术 ,25(12):293.

35

研究性文章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4 卷·第 01 期·2020 年 01 月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4i1.3310

Article

Application of Key Technologies for Trackless Measurement
of Urban Rail Transit Contact Network
Yaotao Liu
China Railway First Bureau Group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 Ltd, Xi’an, Shaanxi, 710038, China
Abstract

Trackless measurement technology is the key technology for the ope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urban rail transit catenary, which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urban rail construction. The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key technologies for trackless measurement of urban rail transit catenary,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that may be involved in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It is hoped that the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trackless measurement technology can ensure the quality
and duration of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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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接触网无轨测量关键技术应用
刘耀涛
中铁一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中国·陕西 西安 710038

摘

要

无轨测量技术是城市轨道交通接触网运行和建设的关键技术，能够极大地提升城市轨道建设的效率和建设的质量。论文主要
针对城市轨道交通接触网无轨测量关键技术的实际应用进行探究，指出应用过程中的可能涉及到的问题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案，
希望能够通过无轨测量技术的合理应用保证工程质量及工期要求。

关键词
城市轨道交通；无轨测量；应用

1 引言
无轨测量技术可以在没有铺设轨道的情况下获得高精度
的接触网安装高度，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应
用价值，能够有效提升接触网悬挂安装的精度和准确性，对
工期的控制及整体进度的提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需
要加强对无轨测量技术的研究，明确无轨测量技术应用的流

量成为接触网施工的关键工序，对施工而言尤为重要。
传统有轨测量比较简单，就是根据轨道中心线定位接触
悬挂底座中心点，从而确定接触网安装位置。轨道未铺设时，
无法使用传统的测量方法，必须采用无轨测量技术。

3 无轨测量技术构成
3.1 无轨测量工具结构

程和具体途径。

2 概述
城市轨道交通接触网常规施工流程是在轨道完成之后，
接触网专业依据轨道开始进行定位测量并相继开展后续施工，
但是，由于城市轨道交通项目通常来说工期比较短，对节点要
求较高，工程施工的作业面相对比较狭小，为了保证施工进度，
往往在铺轨之前就进行接触网施工测量。因此，铺轨前施工测
36

图 1 无轨测量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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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桩坐标进行汇总。根据轨道线路曲线半径并结合接触网
平面布置图悬挂点对应里程计算出曲线段每处悬挂点相对应
的外轨超高值。

4.2 作业步骤
4.2.1 找出线路中心
图 2 无轨测量工具尺寸图

3.2 无轨测量工具使用
根据轨道专业提供轨道线路图计算轨道线路中心线坐标，
利用全站仪在现场将线路中心线坐标放样定位并做好标记，
根据计算出的轨道线路中心位置，用接触网无轨测量工具通
过调整轨道轨面标高、轨距、超高等参数配合接触网激光测
量仪完成刚性接触网无轨测量定位，实物图如图 3 所示。

到达作业区域后，根据轨道或土建单位移交的控制桩，
选取两个控制点，一个作为测站点，一个作为后视点，将全
站仪在测站点上安置仪器，对中、整平，然后对全站仪测站
点坐标输入进行设置，然后将棱镜放置于后视点位置对中整
平，将全站仪对准后视点棱镜完成测站定向工作。[1] 下一步
用全站仪将计算后的线路中心坐标点进行定位放样，线路中
心桩位置确定后进行十字线标记，并在隧道侧壁位置做好相
对应里程标记。
在放样完成后，将直线 50-100 米的点和曲线 5-10 米的
点连接，模拟出轨道的线路中心。

4.2.2 纵向测量
纵向测量时，一般以隧道口第一个悬挂点或准确里程标
记为起测点，这里可以结合疏散平台的里程图来确定洞口悬
挂点的里程位置，找到第一个悬挂点后沿着线路中心线标记
位置测量。按照接触网平面布置图所示跨距测出各个悬挂点
图 3 无轨测量工具实物图

位置以后，用红油漆在悬挂底座位置的旁侧隧道壁上用红油
漆画“+”字，并标明悬挂点号、安装类型、悬挂底座及馈线

4 城市轨道交通接触网无轨测量关键技术的
应用
4.1 施工准备

底座安装高度等信息。
当悬挂点遇到隧道伸缩缝、连接缝、盾构隧道管片接
缝、渗水及漏水部位时应该尽量避开，但是最大位移不能超

对无轨测量各施工工序进行技术交底，让每一位技术人

过 ±500mm，且保证不超过最大设计跨距，相邻两跨距的跨

员和现场施工人员都熟悉施工流程和施工方法，保证现场各

距比不大于 1:1.25 的设计标准。隧道内壁离开关位置测量时，

工序施工的顺利开展。测量技术人员必须认真核对施工设计

应该符合车辆限界要求。在测量过程中要记录好每个悬挂点

图纸，必要时应到现场核对，确认无误无疑后，方可使用。

处的隧道类型、隧道净空、曲线外轨超高、设计安装方式等，

在进行无轨测量前，前期小组成员要对现场的环境进行
不断的勘察，将发现的问题进行上报处理，处理完成后才可
进行无轨测量。

核实装配方式是否正确。

4.2.3 横向测量
横向测量通常是测出每组悬挂的悬挂底座的中心点位置。

提前与轨道单位进行沟通，获取轨道专业图纸、车站及

在使用刚性接触网无轨测量工具进行测量时，首先用细线将

区间内控制桩坐标，根据轨道图纸计算出线路中心线坐标值，

悬挂定位点位置相邻的两个轨道相邻线路中心点连通，再对

一般直线段每隔 50-100 米计算一个线路中心坐标值，曲线段

照侧墙纵向测量的悬挂点位置，具体方法为：使侧墙悬挂点

为保证悬挂点线路中心点误差在合格范围内，根据曲线半径

位置垂直于线路中心，与线路中心交点即为此悬挂点的具体

的大小一般 5-10 米计算一个坐标值，对所有需要放样的线路

位置。再打开刚性接触网无轨测量工具上的点状激光灯对准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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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线路中心线位置，向前推进，接触网无轨测量工具上的

越大，受电弓中心线偏离轨道中心线的夹角大，测量出的位

点状激光灯与线路中心上悬挂点的具体位置重合，使接触网

置偏差也越大。

激光测量仪垂直于线路中心线方向；使用距离调节器上下调

首先测量轨道中心点位置，再进行偏移调整以确定悬挂

节使刚性接触网无轨测量工具上平面的水平气泡居中，曲线

定位点中心位置。首先将无轨测量工具放在线路中心将激光

段再对照轨道外轨超高数据计算表调节手摇距离升降模拟轨

对准隧道顶部，做好标识，测量轨道超高，通过向曲线外侧

道的外轨超高。然后在配合接触网激光测量仪进行测量，将

偏移调整距离以确定悬挂点中心位置。与直线段测量方法一

悬挂点拉出值调至图纸要求拉出值后点击长光按钮，并在隧

样，当悬挂位置的拉出值≥ 150mm 时，为了确保具备充足的

道顶部用红油漆进行标记。同时测出隧道净空、导线高度和

调整量，横向测量时，将悬挂定位点中心位置向拉出值方向

拉出值。

偏移调整 50mm，并做好标识。

根据利用无轨测量工具测量的隧道净空数据，对照施工
设计图纸要求，确定各悬挂点的安装类型及形式、使用锚栓
长度，安装类型及形式确定后便可以进行后续的锚栓打孔安
装、悬挂装置安装等施工作业。

4.3 关键控制点
（1）关于城市坐标系与轨道坐标系之间相互的转换
计算坐标值时需确认轨道图纸与现场控制桩坐标是否为
同一坐标系，若不符合必须要进行相互的转换。
（2）无轨测量工具的制作与现场使用的要点
利用轨道或土建单位移交的控制桩坐标放样前，对控制
桩进行复核，误差是否满足使用要求，制作接触网无轨测量
工具时，需根据轨道道床断面图轨面距道床地面高度制作，
利用接触网无轨测量工具现场测量时，始终将测量水平仪气
泡始终保持居中位置，辅助支架中点必须在线路中心线正上
方。[2]
（3）曲线隧道测量的要点
曲线段测量时根据定位点处轨道超高随时调整升降器高
度并注意外轨超高方向，结合轨道设计图计算出每个悬挂点
处的超高。
曲线段测量是整个轨测量技术关键的一步，曲线段测量

4.4 注意事项
在进行无轨测量时，现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前
期小组成员要对现场的环境进行不断的勘察，将发现的问题
进行上报处理，处理完成后才可进行无轨测量。将分析计算
完成后的数据进行实施，首先根据轨道坐标放出线路中心桩，
并进行线路中心桩标记，在进行锚段的纵向测量，标记出需
要测量的悬挂点。将无轨测量工具移动至悬挂点的位置处，
使无轨测量工具上的点状激光灯照射点对准线路中心桩，再
调节外轨超高调节标尺，使无轨测量工具的上平面一段满足
外轨超高要求，在使用激光测量仪进行数据测量，跟踪测量
数据，并进行分析计算所测得的数据进行分析计算，看测量
数据是否合理。
现场发现疑问作好记录并及时上报监理和设计，对图纸
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联系设计，进行解决。对现场悬挂定位
点位置定测后，一定要技术主管进行复核，建立测量复核制
度，严格按照测量工作的“双检制”进行现场测量工作，保
证测量工作的准确性。原始测量数据在现场应及时记录。测
量技术人员要认真整理好数据，保证所有测量资料的完整。
资料必须一人计算，另外一人复核。抄录资料，亦须认真核对。

时根据定位点处轨道超高随时调整升降器高度并注意外轨超

项目部应组织对施工技术标准执行情况、质量保证措施落实

高方向；测量工作展开前，技术人员认真审阅施工图纸，结

情况、施工计划执行情况进行定期、不定期的工程质量检查，

合轨道设计图计算出每个悬挂点处的超高。学习相关规范和

加强现场质量的控制。用于本工程的测量仪器，在使用前，

设计要求，熟练掌握测量仪器及测量原理；现场测量时，严

要检查是否完好。在运输和使用测量仪器的过程中，应注意

格执行测量双检制。

保护，如发现仪器有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并送检，并对上

（4）高净空曲线区段横向测量要点

次测量成果重新作出评定。专业质量工程师经常去现场调查，

在高净空隧道曲线段，导线高度不变，且隧道高度越高，

联合作业队的安质人员，对现场各工序的施工质量进行检查，

其与导线位置距离越大，测量出的位置偏差越大；轨道超高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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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无轨测量技术应用效果

用可以有效提升城市轨道交通的施工效率和施工质量，缩短

5.1 优点

施工工期，减少施工成本，提高城市轨道交通的施工效益。

采用无轨测量施工技术，可以提前进场施工，不受轨道施

通过对城市轨道交通无轨测量关键技术施工优势的分析以及

工进度制约，减少与各系统单位交叉施工作业，缩短施工工期、

具体应用问题的探讨，希望能够为城市轨道交通的持续稳定

减少施工压力、节约施工成本，测量精度高、减少返工现象发生。

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5.2 实际应用效果
经现场实际应用，在区间测量进度提高 95%；测量精度
提高 30%。

参考文献
[1] 牛景露 . 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中接触网技术性能和常见故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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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city, the construction of sewers reflects the true face of it,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 huge impact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recent years, the problem of sewer blockages has often occurred, which has
brought great inconvenience to people’s lives. And the accidents have occurred from dredging the sewers also causes casualties. At
present, the cleanup work of the sewer needs to cooperate with large machines, which wastes too much manpower, material resource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Therefore, our team wants to design and manufacture a machine that can solve the problems of urban sewer
cleaning, dredging, and detection with low cost, high efficiency, and quickness and simpl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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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下水道建设映射出一个城市的真正面貌，同时也对城市的未来发展有着不容忽略的巨大影响。近年来，
下水道堵塞问题时常发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并且近年来因疏通下水道而出现意外的情况时有发生，造成了人
员伤亡。目前下水道的清理工作需要配合大型机器，浪费了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本团队想设计并制造出一样机器，
让它用低成本、高效率、快捷简便的解决城市下水道道清理、疏通、探测等难题。

关键词
智能；下水道；matlab; 超声波探测；单片机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9 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智能管道清理机器人” （项目编号：201913621011）的阶段性成果。

1 引言

难题，并扩展到下水道道电缆铺设、下水道墙壁探测、矿洞

1.1 项目背景

检测以及考古、矿洞探测等地下领域。

随着城市快速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多，大量的生活垃圾
给下水道排污带来巨大压力，下水道因此经常堵塞，影响了

1.2 国际研究进展
1.2.1 中国现状

城市卫生和发展。现有的疏通方式成本过高，就简单的家庭

城市中的下水道担负着越来越大的排污责任，下水道因

疏通就需要百元，大型的疏通车价格就更加昂贵，一次就需

此经常堵塞，影响了城市卫生和发展。但传统人工清理，工作

要几千元，其疏通设备造价竟达到上万元，还需要大量的人

量大、环境恶劣、效率低、效果不佳，而用现代联合清污车清理，

力来完成 。而本团队研究的设备成本在 800 元左右，操作

针对大型管道效率高、效果好，但对分布更广、更易堵塞的小

简单便捷，有很大的市场前景。鉴于此，本团队想设计并制

型管道而言，清理方式不够灵活，成本过高，且中国下水道清

造出一样机器，让它去解决城市下水道道清理、疏通、探测

理疏通探测机器人的发展研制方面还没有自己的成型产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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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有敏感范围大，无视觉盲区，不受障碍物干扰等特点（控

1.2.2 国际现状
在欧美发达国家，他们城市的下水道污物的降解能力比

制程序见附录二）。

较强，且发达国家起步更早，他们的清理污物设备已经逐渐
完善，并且有足够的资金为维修维护提供保障。因此，在下
水管道清理方面，发达国家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对下水管道
的清理，相关人员应该去面对这个问题，并且中国的市场需
求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智能下水管道多功能装置的市场
潜力非常大，并且笔者的装置不仅仅局限于下水道，还可扩
展用于地下考古、矿洞检测等地下领域。

图 2 HC-SR04 超声波传感器

2 研究目的和基本思路

3 项目创新点及优势

2.1 研究目的

3.1 项目创新点

日常生活中，地下管道时常有大量的生活垃圾堵塞下水
道，会有大量的积水，给人们造成一定的困扰。为解决这一问题，
笔者设计了一款装置，装置会通过机械手臂与水枪冲洗作为清
洁手段，对垃圾进行收取和清洗，并采用了超声波传感器和摄
像头来探测管内情况，做出相应操作，由一人就可以完成。为
了保障城市的卫生和面貌，保障路人的安全，保障施工人员的
人身安全，减少施工人员工作压力，提高清理疏通的工作效率。

2.2 研究的基本思路

（1）该装置不同于传统的人工清理方式，更加安全。人
工清理方式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当人们在下水道工作时，
由于环境的昏暗，可能会碰到一些危险的东西；如若遭遇塌
方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2）采用了机械手臂与水枪冲洗作为清洁手段，大大提
高了工作效率，能够轻松解决下水道垃圾堵塞问题。
（3）此装置采用了超声波传感器和摄像头来探测管内情
况，超声波传感器测量出与障碍物的距离，配合摄像头操作

为了使其能够在下水道中自由运动，笔者设计制造了一

人员可以快速的了解到管道内的情况，从而做出准确的选择。

种装置，它大体由车体、机械臂、摄像头和水枪等组成。由

（4）此装置选择蓄电池作为主驱动力，符合国家可持续

蓄电池做主驱动力，在此装置中笔者还采用了超声波传感器
来探测管内情况，测算出与障碍物的距离等，操作人员可以

发展战略，绿色环保节能。
（5）此装置具有多功能性，实用性极强，且造价经济实

快速的了解到管道内的情况，从而做出准确的选择来达到清

惠 800 元左右，可用于矿洞检测，考古等地下领域。

理并疏通管道中的堵塞物以及探测下水道内情况目的。

3.2 项目具体优势

由于选择蓄电池为主驱动力，来为装置的驱动以及机械
臂提供动力，原理结构图如图 1 所示（控制芯片程序见附录一）。

（1）安全性
2016 年漳州一公司清理吓唬四点发生事故，造成一死一
伤；2018 年 8 月 9 日，在新城两名工人清理污水管道发生中毒，
一人死亡。
此装置可彻底代替人工进行地下道的清理、疏通等工作，
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2）成本低
此装置的造价在 800 元左右，远远低于目前市场上清理
下水道的大型机器费用以及人工费用。

图 1 原理结构图
此装置采用 HC-SR04 超声波传感器测距。超声波传感

（3）使用寿命长
此装置采用蓄电池为主驱动力，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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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程序的运行过程中，按要求依次完成对系统各个

可进行多次使用。

模块的调用，并将程序的运行结果提供给用户。[2]

（4）实用性
此装置装备有超声波传感器、摄像头、机械手臂等，在

（5）在各模块的调用过程中，实现对调用过程的现场保

一定程度上符合多种地下领域的使用，例 : 考古探测、矿洞探

护，避免程序跑飞，确保程序正确执行，保存系统运行过程

测等等

中的必要参数。

4 主程序的设计

4.3 中断处理模块
中断处理模块用于获取程序所需的各种参数。在主程序

4.1 初始化模块
初始化模块的主要任务是在单片机复位后为主程序设置
正确的变量，中断及定时器的设置方式和控制字，将部分内
存单元清零，开中断及定时器，将 EEPROM 中的数据调入内存。

运行当中，如果有中断请求，即跳转到其他所要处理的子程
序模央进行程序运行。一般情况下，中断程序中对数据一般
只做简单的读取和赋值工作，不对数据进行处理与计算，缩
短中断程序的运行时间，提高系统响应中断的实时性。

4.2 主程序模块
系统的软件由一个主程序和若干子程序构成，主程序的
主要功能是对所需要的参数进行初始化，设定程序执行过程
中用到的相关变量，分配寄存器，然后再由各中断的要求调
用相应的处理模块和子程序，主程序的流程图如图 3 所示。

5 技术要点和技术指标
5.1 技术要点
机器进行自动运行时，做好自动控制是非常重要的，要
达到稳定、快速和准确三个方面。因此采用了 matlab 算法进
行轨迹运算和误差大小计算，让机器车在工作时尽量达到零
失误。机器进行自动运行时，做好自动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要达到稳定、快速和准确三个方面，所以实现采用 matlab 算
法进行轨迹运算和误差大小计算，让机器车在工作时尽量达
到零失误。

5.2 关键技术指标
在可视化领域将图像信息进行高效精准识别并处理、使
机器在运行时达到稳准快的高效率工作、采用 matlab 算法对
模拟传感信号计算处理、对传感器及机械手臂的准确控制。

6 作品的设计和实验
6.1 外观设计
装置初期外观图如图 4 所示。机器车最上方是摄像头，
为操作者提供视野，防止操作出现失误；摄像头下方和机器
车两侧为传感器，感应与前方及两侧墙壁的距离；机器车前
图 3 主程序的流程图

方分别为机械手臂和高压水枪，以及两侧的车轮。

主程序的主要作用如下：
（1）定义系统运行过程中所需的变量。
（2） 分 配 硬 件 系 统 所 提 供 的 相 关 资 料， 如 寄 存 器、
ROM 以及中断资源和堆栈等。
（3）完成系统的自检 , 确保程序的执行无误。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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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传感器主要利用多普勒原理，通过晶振向外发射
超过人体能感知的高频超声波；一般选用 25 ～ 40kHz 波，然
后控制模块检测反射回来波的频率，如果区域内有物体运动，
反射波频率就会有轻微的波动，即多普勒效应，以此来判断
照明区域的物体移动，从而达到控制开关的目的。
超声波的纵向振荡特性，可以在气体、液体及固体中传
播且其传播速度不同；它还有折射和反射现象，在空气中传
播其频率较低，衰减较快；而在固体、液体中则衰减较小，
传播较远。超声波传感器正是利用超声波的这些特性。[3]

6.3 工作原理
6.3.1 超声波探测原理
HC-SR04 超声波传感器测距功能：提供 50px--450m 的
非接触式距离感测功能。组成：超声波发射器、接收器与控制
电路。基本工作原理：超声波测距模块一触发信号后发射超声
波，当超声波投射到物体而反射回来时，模块输出一回响信号，
以触发信号和回响信号间的时间差，来判定物体的距离。

图 7 超声波传播示意图

超声波传感器工作原理：
① 采用 I/O 触发测距，给至少 10us 的高电平信号。  
② 模块自动发送 8 个 40kHZ 的方波，自动检测是否有信
号返回。
③ 有信号返回，通过 I/O 输出一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
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
测试距离 =( 高电平时间 × 声速 (340M/S))/2。

图 5 超声波传感器工作原理 1
图 8 超声波传感器接线图

6.3.2 装置驱动控制器原理
驱动控制器是通过 PWM 脉宽调制输出电压的大小实现
电机快慢的调整：控制器满足锁线电压和主回路电压供给整
装置后，一般都会有一个开机自检的过程，检查控制器的霍尔，
相线，转向，机械手臂等等周边组件是否正常，随后进入待
机状态，转动提供转动信号，摁下刹车键把切断转向信号后
图 6 超声波传感器工作原理 2

机械刹车阻碍轮子转动，控制器根据电机霍尔元件所处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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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而控制 3 相 6 组功率 MOS 管的开启。

6.5 系统设计
6.5.1 主控制板
对于本系统，主控制板需满足以下条件：
（1）单片机核心性能足够高，保证无延迟，反应灵敏。
（2）单片机核心芯片稳定性高，保证长时间运行的稳
定性。
（3）主控制板全部采用贴片元件，节省空间，提高稳定性。
（4）使用无铅焊锡和免洗助焊剂，减少环境污染。

图 9 装置驱动控制器原理
所有的功能信号（客户的操作指令）通过装置控制的不
同的操作开关，经过引线传输到控制器端，控制器内部集成

（5）使用 6 层或 6 层以上 PCB（印刷电路板），保证整
块电路板电气性能良好。

6.5.2 单片机选型

芯片运算后发出动作指令，控制器同样也有电源电路提供整

综合考虑地下探测装置的工作环境，控制器主控芯片应

板的工作电压，由于控制器通过和控制很大的驱动电路，电

该具有高速的数据处理性能、丰富的硬件接口、低成本和可

流检测保护电路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另外芯片内部写有程

靠性高的特点。[4]

序（附录二），可以根据写入不同的程序实现不同的功能，

选 用 MC9S12XE 系 列 单 片 机， 它 具 备 32 位 单 片 机 的

控制器芯片主要的工作分为功能实现，状态监测，电机控制。

性能和 16 位构架的所有现有优势。它具备高速总线时钟及

驱动原理图如下：

丰富外围接口，有丰富的寻址方式，具有 7 个中断优先级和
117 个中断源，内核支持优先级调度，同时增加了协处理器
XGATE 模块，具有高效、低成本和低功耗等优势，采用它作
为主控芯片能够满足整车控制器功能需求。
MC9S12XEP100 具有如下特性：
（1）通过协处理器 XGATE 模块可建立虚拟外设，这能
够提高整体性能。
（2） 总 线 频 率 达 到 50MHz, 而 XGATE 则 高 达
100MHz。

图 10 驱动原理图

6.4 技术实现解析
6.4.1 matlab 算法
采用 matlab 算法对模拟传感信号计算处理，形成参数与
控制系统形成函数图像来接近稳准快的高效率工作。对于机
器的可视化部分是由摄像头加传感器部分组成，采用先进的
Simulink 可视化仿真工具来对机器车输入的数字信号进行处
理并实现动态系统建模 仿真和分析数据。

6.4.2 单片机接收
单片机接收到操作者数字电信号，通过转换器，把信号
转换为指令，调动机器车运动方向，使机器车更好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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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模数转换器 (ADC)，12 位分辨率和 3μs 转换
时间。
（4）通过 BDM 接口能够实现系统的在线调试。
（5）有 2 个 IIC 接口、个 SPI 接口、5 个 MSCAN 模块
和 8 个 SCI 接口。
（6） 片 内 具 有 4KB 的 EEPROM，64KB 的 RAM 和
1MB 的 Flash。
（7）支持 µC /OS −Ⅱ 操作系统。

6.5.3 电源电路
电源电路为各子模块供电 , 是任何一个系统中都不可缺
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良好设计的电源电路应该具有较宽
的输入电压和工作温度范围，能够抵抗车载电源的瞬间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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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该具备好的电路布局和较高的效率，这样可以降低发

********************************

热量，保证能为系统稳定可靠的供电。

* 主函数
************************************************

6.6 可行性测试

***********************/

地下探测装置在对一些未知环境进行勘测时至关重要，

void main(void)

也是保障人身安全的首要选择。一个作用强大、功能多样的

{

探测装置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开采、清理地下未知地形及各

Init(); // 初始化

种管道的清理，可以避免因坍塌、缺氧等意外情况而出现人

Init_IO(); // 初始化端口

身安全问题的情况。经过应用测试，本系统可以通过灵活的

H_ Sample(); // 霍尔信号采样

运动方向调整系统，完全准确的选择合适的路线前进。动力

Phase_ Change(); // 相位变换

驱动选择的是蓄电池，由于长期在地底下工作，所以无法使

AutoHelpEN(1,0x1AA,200);

用太阳能充电，这里选择蓄电池是作为合适的。出现故障时，

/*
第一个参数设定助力功能允许与否，1 为允许，0 为禁止

该装置自动按原路线返回，回到地面，方便维修。

参考文献

第 二 个 参 数 设 定 助 力 力 量 (PWM 占 空 比 ), 数 值 范 围 :
0~0x355, 数值越大，力量越大

[1] 张冬 , 蒋亚坤 , 郑政 , 何崇凯 , 智能下水道清理装置 [J]. 物联网技

第三个参数设定助力时间，数值越大，时间越长

术 ,2014,4(04):13-14.

*/

[2]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 智能汽车的设计 [C]. 湖南 ,2015.

Keep_ SpeedEN(1,0x20,6);

[3] 李放明 , 超声波车位探测器的研究 [D]. 北京交通大学 ,2014.

/*

[4] 唐山市电动汽车电池与动力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J]. 工业技术

第一个参数设定定速巡航功能允许与否，1 为允许，0 为

与职业教育 ,2019,17(01):2+93.

禁止
第二个参数设定定速巡航最低速设置

附录

第三个参数设定在巡航点保持多长时间后才进入巡航

附录一：控制芯片程序

*/

/***********************************************

Current_ Lim(0xB48);

********************************

/*

*Application:Demo code for E_Bike in W79E83X

过流保护上限值设定

* Edition: Version:1.0

0xB00 对应限电流最大大约为 2.6A

*Company: Winbond Electronics(Shanghai),Ltd.

0xB8U 对应限流值最大大约为 3.8A

* Author: NM01 team

*/

* C o n t a c t : Te l : 0 2 1 - * * * * * * * * 转 1 8 5 4 M o -

LowVoltage_ Lim(0x9B0);

bil: 137********

/*

* Time: March 2007

欠压保护下限值设定

************************************************

电池电压为 47.9V 时 ADC 采样值为 0xB6 ==> 0xB60

*******************************/

推算电池电压为 41V 时的采样值为 0x9B ==> 0x9B0

#define_E_BIKE_W79E83X_C_

推算电池电压为 40V 时的采样值为 0x98 ==> 0x980

#include "intrins.h"

*/

#include "E_BIKE_W79E83X.H"

EABS_Set(1,1);

#include"W79E834.h"

/*

/***********************************************

第一个参数为滑行充电功能使能，1 为允许 , 0 为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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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参数为电刹车功能使能，1 为允许，0 为禁止

POM1.Y POM2.Y=01 设置 I/O 端口为推拉模式

*/

POM1.Y POM2.Y= 10 设置 I/O 端口为输入 ( 高阻 ) 模式

Speed LimHW(0,0,0,1);

POM1.Y POM2.Y=11 设置 I/O 端口为开漏模式

/*

*/

硬件控制最大速度

//POID=0x78; // 设置四个 AD 端口 0 数字输入禁止

参数只能有一个为 1。

PO=0xFF;

第一个参数对应 15km/h

//------P1 端口设 ------//

第二个参数对应 20km/h

P1M1=0x1C;

第三个参数对应 30km/h

P1M2=0xC0;

第四个参数对应 40km/h

P1=0xFF;

*/

//------2 端口设置 ------//

Speed_ LimSW(0x01);

P2M1 =0x01;

/*

P2M2=0x1E;

软件控制最大速度

P2=0xFF;}

参 数 数 值 由 0x00~0x20， 数 值 越 小 速 度 越 大， 反 之 则

/***********************************************
********************************

越小
*/

附录二：超声波探测程序

while(1)

/***********************************************

{

********************************

_nop_ (); .

const int TrigPin = 2;

//AutoHelpEN(0,0x1AA,100);

const int EchoPin = 3;

//Current_Lim(0xB50);

float cm;

//LowVoltage_ Lim(0x9B0);

void setup(){ Serial.begin(9600);

//EABS_Set(0,0);

pinMode(TrigPin, OUTPUT);

//Speed_LimHW(0,0,0,1);

pinMode(EchoPin, INPUT); }

}

void loop(){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

// 低高低电平发一个短时间脉冲去 TrigPin delayMicro-

/***********************************************

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Pin, HIGH);

********************************

delayMicroseconds(10);

* I/O 端口初始化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

cm = pulseIn(EchoPin, HIGH) / 58;

*******************************/

// 将回波时间换算成 cm

void Init_IO(void)

cm = (int(cm * 100)) / 100;

{

// 保留两位小数 Serial.print(cm);

//------PO 端口没置 ------//

Serial.print("cm");

P0M1 =0xBE;

// 串口输出 Serial.println();

P0M2=0x01;

delay(1000); }

/*

/***********************************************

POM1.Y POM2.Y=00 设置 I/O 端口为普通双向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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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Working Principle and Common Faults of Pantograph
Aihui Han
Beijing West Railway Station, Beijing, 100026, China
Abstract

The thesis introduces the structure, working principle and common faults of pantographs of CR400AF EMUs,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of faults, which has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field operations.

Keywords

CR400AF EMU; pantograph; working principle; faults

CR400AF 型动车组受电弓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浅析
韩爱辉
北京动车段北京西动车所，中国·北京 100026

摘

要

论文介绍了 CR400AF 型动车组受电弓的结构、工作原理及运用检修中受电弓的常见故障，分析了故障发生的原因，对现场
作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CR400AF 型动车组；受电弓；工作原理；故障

主要参数如表 1 所示：

1 受电弓概述

表 1 参数详情

受电弓的主要功能是从额定电压 AC25kV/50Hz 的接触

运行时额定电流

网上获取电能，向动车组提供牵引动力。[5]CR400AF 中国标
准化动车组采用的受电弓多数为 CX-GI 型，少数为 DSA380

1. 电气参数

型。论文以 CX-GI 型为例进行介绍。
CX-GI 受电弓组成结构如图 1 所示：
2. 弓头参数

3. 碳滑板参
数

4. 弓角参数

5. 时间参数

1- 底架 3- 堑块 5.6- 绝缘子坚固件 7- 下臂 8- 下拉杆 9- 上臂 10上平衡杆 11- 气囊 12- 阻尼器 13- 弓头（包括碳滑板） 20-ADD 阀
21-APIM 32-APIM 固定板

图 1 CX-GI 受电弓结构

6. 气动参数
7. 接触力

1000A

静止时额定电流

120A

额定电压

25KV

额定频率

50HZ

最小绝缘距离

310mm

最大集电头（弓头）长度

1950±12mm

最大集电头（弓头）高度

365±5mm

碳条长度

1050mm

滑板材料

渗金属碳条

磨损高度

13~15mm

磨损宽度

54mm

弓角材料

全部绝缘

最大升弓时间

10s

最大降弓时间

10s

ADD 触发后，受电弓降到
考核高度下 200mm 处的最
大时间

1s

气控单元接口规格

G1/4 ＇内螺纹

气控单元供风压力

6.5~10bar

静态接触力

80±1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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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落弓高度 D1

741.5mm

最小工作高度 D2

470mm

最大工作高度 D3

2500mm

最大升弓高度 D4

2600mm

运行：受电弓升起后，控制模块内的速度 - 气囊压力曲
线确定出某一速度下的气囊目标压力，并由压力传感器向控
制模块反馈气囊实时压力，当目标压力与实际压力不一致时，
控制模块会通过闭环控制系统适时调整，使其保持一致。
降弓：列车发出降弓命令后，升弓电磁阀失电，气囊内

8. 升降弓高
度

的压力空气经由升弓电磁阀排气口排出，受电弓在重力作用
下降弓，碳滑板 ADD 检测气路、压力开关和 ADD 电磁阀内
的压力空气也同时排出。闭合状态的压力开关常开回路重新
断开，列车即可判断受电弓正常降弓。自动紧急降弓 : 当受电
弓碳滑板磨耗到限或遭外力破坏、控制气路发生漏气以及控
制模块发生严重故障时将受电弓自动快速降下，保护受电弓

2 工作原理

和接触网不遭到进一步破坏。受电弓碳滑板内部安装有 ADD

受电弓采用先导主动控制技术，以列车速度和受电弓位

检测气路，具有自动降弓检测功能，, 当列车运行过程中受电

置参数为依据，通过电空集成的控制模块对受电弓气囊压力

弓发生自动降弓时，会同时自动断开主断路器。受电弓动作

进行主动控制，进而间接的控制受电弓与接触网之间的接触

原理如图 3 所示：[3]

压力。主要的控制逻辑为：首先根据线路接触网参数和以往
的运营经验在控制单元内设置速度 - 气囊压力曲线，然后进
行空气动力学试验对不同工况下的速度压力曲线进行调整和
校正，再将调整之后的速度 - 气囊压力曲线设置到控制单元
内，最后进行弓网受流性能试验对速度 - 气囊压力曲线和弓
网受流性能进行验证，控制过程如图 2 所示：[4]

图 3 受电弓工作原理图

3 受电弓常见故障
（1）碳滑板故障
碳滑板磨损不均匀：受电弓碳滑板磨损不均匀主要是列
车在高速运行中弓头不平衡导致。
图 2 受电弓主动控制逻辑

碳滑板出现过度磨耗故障：受电弓碳滑条磨损过限主要
是由于接触网不平整、表面粗糙，接触网的分段处高度起伏

升弓：列车发出受电弓升弓指令后，升弓电磁阀得电，
压力空气经过升弓电磁阀、调压阀及车顶供气管路，一路
进入气囊，驱动受电弓升起，另一路通过 ADD 阀到碳滑板
ADD 检测气路、压力开关和 ADD 电磁阀。在整个升弓过程中，
ADD 阀的作用非常重要 , 压力空气首先通过下阀体的缩孔向
上阀体、碳滑板 ADD 检测气路、压力开关和 ADD 电磁阀供
风直至上下阀体压力达到平衡，受电弓升起。
48

及短距离内接触网高度剧烈波动等问题导致。
（2）漏风导致的降弓故障 : 动车组在室外环境下高速行
驶时，易受到外部物体击打和撞击，如飞鸟、冰凌等，容易
导致风管、碳滑板处漏风，此时自动降弓装置（ADD）就会
通过一个快速排气阀将受电弓自动快速降下，同时自动断开
主断路器，保护受电弓和接触网不遭到进一步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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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导电线快速磨损：导电线在升降弓过程中与受电弓
其他部位发生干涉，造成磨损较快，当导电线破损达到其总
横截面积约 5% 时，需更换。
（4）受电弓无法升起故障：常见原因为无供风或供风压
力不足、升弓电磁阀未导通、控制阀板处调压阀调节不当或
阻尼器堵。[2]

Article

刻反思，同时，由于维修原因导致的设备可靠性问题也引起
了动车组检修人员的高度重视。[1]

参考文献
[1] 铁道部运输局 , 北京交通大学 . 动车组概论 [M]. 北京 : 铁道部运
输局．北方交通大学 ,2005.
[2] 李芾 , 安琪 , 王华 . 高速动车组概论 [M]. 成都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

4 结语
动车组受电弓故障原因涉及面较广，对铁路运行秩序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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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Overhaul Method and Technology of
High-Voltage Isolation Switch
Guosheng Yang
Jiangsu Rugao High Voltage Electric Co., Ltd, Rugao, Jiangsu, 2265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he power industry, a variety of new equipment and
processes are gradually used in the operation of power systems.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high-voltage isolation switches in power
systems can ensure the stability and safety of power system operations and improve the operating efficiency and quality. The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overhaul method of high voltage isolating switch and related technical points, hoping to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continuous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high voltage isolating 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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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隔离开关的检修方法与技术初探
杨国胜
江苏省如皋高压电器有限公司，中国·江苏 如皋 226500

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电力行业的持续进步，各种各样的新设备及工艺逐渐用于电力系统的运行中。高压隔离开关在电
力系统中的有效应用能够保障电力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提高电力系统的运行效益和运行质量。论文主要针对高压隔
离开关的检修方法以及相关的技术要点进行探究，希望能为高压隔离开关的持续稳定运行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高压隔离开关；检修方法；检修技术

1 引言
高压隔离开关指的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刀闸，高压隔离
开关的结构比较简单，广泛应用于变电站、发电厂等电力系
统中。高压隔离开关通常与断路器进行配合使用，通过在电
路中形成可见断口来提供绝缘间隔。高压隔离开关一般情况

设备检修的过程中，通过隔离开关可以将需要检修的电气设
备与电网有效隔离开来，保障检修公司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在双母线接线形式的电气主接线系统当中，通过与母线隔离
的隔离开关，将供电线路以及电气设备从一组母线切换到另
外一组母线上去的功能为倒闸操作。同时，隔离开关还可以
广泛应用于避雷器电路、电压互感器的投切 [1]。

下都会安装在户外进行使用，长期以来受到户外恶劣天气的
影响，容易产生电器故障和机械方面的故障，影响高压隔离
开开关的正常功能，因此需要加强对高压隔离开关检修方法
以及技术的研究。

2.2 高压隔离开关运行中常见的故障问题
（1）高压隔离开关在运行过程中最为常见的故障问题是
导电系统过热问题，一般来说，高压隔离开关的工作电流需
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进行，如果电流超过额定的范围，将会

2 高压隔离开关概述

导致导电系统过热。其次，触头弹簧长时间处于拉伸的状态

2.1 隔离开关的作用

也会造成导电系统过热的现象。弹簧生锈在高压隔离开关运

隔离开关在电力系统中主要起到的作用包括电源隔离、
倒闸操作以及开合无电流或者微小电流的电路。在进行电气
50

行过程中比较常见，也会造成电力系统运行故障，影响电力
系统运行效率和运行的稳定性，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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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机构箱进水 , 隔离开关的机构箱是用于装载二次元
件的箱体，一般是焊接或铆接结构，且必须留有转动密封的
输出轴。因动密封结构设计、焊接漏焊或焊穿、铆接工艺执
行不到位等原因造成箱体漏水，最终导致箱体内二次元件受
潮，影响辅助和控制回路的正常工作。如图 4 所示。

图 1 产品红外热成像图
（2）在高压隔离开关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也经常会发生
因锈蚀导致的传动机构转动部位卡滞问题，该问题的发生容
易造成高压隔离开关分合闸出现拒分拒合、分合闸不到位、
开关闸操作传动距离变大等现象，影响电力系统运行稳定性
以及操作人员的生命安全。而高压隔离开关发生卡涩现象将
会直接造成高压隔离开关分闸和合闸不到位的问题，主要包

图 4 机构箱内部进水，元件锈蚀

括分合闸定位螺钉调整问题，拉杆变形引起的引发传动不到
位问题以及辅助开关行程调整问题，直接影响电气设备的正

3 高压隔离开关的检测和管理对策

常工作，如图 2 所示。

3.1 优化高压隔离开关发热的问题
高压隔离开关在运行过程发生发热现象，可以参照下述
的处理方法，监控温度的变化，如果温度突然增加则应马上
听见检查导电回路。在进行高压隔离开关故障检修的过程中，
工作人员首先需要检查高压隔离开关接地刀闸是否分合到位，
如果存在接地刀闸没有合到位的问题，需要先将接地刀闸合
到位之后继续进行设备检修。其次，运行人员需要重点检查

图 2 零件锈蚀，影响传动
（3）由于高压隔离开关需要长时间在户外运行，受到户
外天气的影响，容易发生生锈和腐蚀的问题，影响产品外观，
会造成巡视人员对产品状态误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如图 3
所示。

机械卡滞的位置，如果机械卡滞是由于缺少润滑所造成的，
可以加机油润滑之后进行多次转动再核查，如果存在传动部
分的问题，需要申请调度员通过倒运行的方式进行电力的恢
复，然后汇报上级领导进行进一步的检修和处理。但需要注
意的是，高压隔离开关有串联的断路器，为了避免事故的进
一步扩大，保证隔离开关的正常工作，需要适当的减小负荷，
并加强对设备的监视，还需要采取降温通风的措施，保证故
障能够得到及时的处理，一直到能够进行停电检修。在进行
隔离开关检修过程中，首先要保证该线路电力停止供应，减
少由于故障处理过程中造成的人身伤害 [2]。

3.2 对于卡滞、生锈和机构箱漏水的问题，加强开关
运行过程中的巡回检查和日常维护工作
图 3 外观锈蚀

相关工作人员需要结合高压隔离开关按照工作要求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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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形式，在高压隔离开关实际运行过程中注意对开关工作

巢，如果鸟巢建立在分合闸附近，将直接影响分合闸的运行

状态的检查和观察。密切关注高压隔离开关各个连接点的情

轨迹，工作人员需要加强对这些异物的清理和监控，避免由

况，尤其是注意高压隔离开关触头、触指最初是否接触良好，

于异物的存在而影响分合闸的正常使用。其次，分合闸在实

是否存在腐蚀过热的问题。监视蜡片是否有变色和熔化现象，

际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加快润

一旦存在高压隔离开关连接点的运行问题，需要及时进行处

滑剂的老化速度，雨水、高温以及风化都会影响润滑剂的功能，

理和检修。在高压隔离开关巡回检查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

因此，工作人员需要加强润滑剂使用的频率，减少因由于润

瓷瓶是否存在破碎和裂痕的问题，工作人员在操作时不能用

滑剂故障而导致的功能问题。另外，高压隔离开关限位开关

力过猛，避免存损坏零件。要将定位销准确的插入到手柄定

的位置在出现不同程度偏移时，容易导致分合闸螺丝松动而

位孔中，尤其需要注意高压成套开关柜顶上的系列隔离开关

影响隔离开关的整体应用效果。工作人员可以结合设计图纸

的问题，避免在进入柜内检修过程中，由于开关拉杆人为失

的要求，适当的调整限位开关的位置，保证限位开关能够正

误而将高压引入柜内，保证检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同时，

常稳定的工作。

还需要注意高压检修开关定期的清扫工作，及时清除尘埃和

针对上述的产品问题，总结了隔离开关的生命周期盆浴

油污，在转动部分加润滑油，触头、触指部分加入凡士林。

曲线，建议运维人员参照此曲线维护设备，确保设备能够全

3.3 加强基础管理工作

生命周期安全运行，如图 5 所示。

在进行高压隔离开关检修和管理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需
要结合该隔离开关使用的工作环境、工作要求以及工作目的，
选择性能高、质量好的隔离开关进行安装，有效减少隔离开
关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故障的次数。延长隔离开关的使用寿命，
充分发挥隔离开关的功能和价值。工作人员还需要结合隔离
开关的运行要求，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检修制度。
图 5 生命周期盆浴曲线

在检修制度中要包含开关各型号、开关相关质量检验以及开
关检修程序等内容，使得检修人员在检修过程中可以有制度
依据进行参考，保证检测工作能够顺利稳定的开展。另外，

4 结语

高压隔离开关的检修工作人员还需要建立起系统完善的技术

综上所述，高压隔离开关的检修工作是否能够顺利稳定

档案，档案需要包含高压隔离开关安装记录原始资料、性能

地开展直接关系着电力系统工作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因此需

指标、交接文件、运行文件以及检修次数等内容，为后续设

要加强对高压隔离开关检测工作的重视，明确高压隔离开关

备的维护和检修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故障问题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3.4 针对分合闸故障的检修

进行解决，充分发挥高压隔离开关的作用和价值，促进电力

分合闸故障在高压隔离开关周的存在严重影响高压隔离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开关功能的正常发挥，分合闸故障主要表现为异物阻碍、润

参考文献

滑剂老化、限位开关位置问题以及锈蚀问题。当出现异物阻

[1] 邱志斌 , 阮江军 , 黄道春等 . 基于电机电流检测的高压隔离开关机

碍时，由于隔离开关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绝大多数是应用在户
外环境中，分合闸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一定的外界环境
的影响而导致异物阻碍现象。异物阻碍现象最常见的便是鸟

52

械故障诊断 [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15,35(13):3459-3466.
[2] 杨 志 钧 . 高 压 隔 离 开 关 机 械 故 障 分 析 及 改 进 技 术 [J]. 价 值 工
程 ,2016,35(18):97-98.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4 卷·第 01 期·2020 年 01 月

研究性文章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4i1.3314

Article

Discussion on Safety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of CNC
Training Workshop
Dexu Jiang
Yueqing Liush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chool, Wenzhou, Zhejiang, 3256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leads to the necessity of safety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of CNC training workshop, and describes in detail the solutions,
steps and precautions of safety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of grinding machines and ordinary lathe.

Keywords

safety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grinding machine safety retrofit; safety transformation of ordinary lathes

探讨数控实训车间的安全技术改造
江德绪
乐清市柳市职业技术学校，中国·浙江 温州 325600

摘

要

论文引出了对数控实训车间安全技术改造的必要性，并详细描述了砂轮机，普通车床安全技术改造的解决方法，步骤和注意
事项。

关键词
安全技术改造；砂轮机安全改造；普通车床安全改造

1 引言

（2）消除砂轮的危害——砂轮快速制动，模仿自行车的
刹车功能，在砂轮机上增加刹车片，快速制动砂轮。

在中职的数控实训车间中，大部分均设有砂轮机，普通
车床等这些基本而传统的设备，由于面向的是中职学生，而
当下中职学生的素质日趋渐下，在实训过程中，如何有效进
行实训安全防范，既是中职学校做持续化发展的需要，也是
中职学生家长对学校提出的基本要求。

2 砂轮机安全技术改造解决方法
先就砂轮机而言进行阐述，中职学校为了节约实训成本，
一般不选用机夹刀，而是选用成本较低手磨刀，学生在学生

通过对比以上两种方案，不能看出，第一种方案，较为
繁琐，而且经常拆装转动罩子，非常麻烦，对中职学生而言，
经常忘记关闭，达不到预想的结果，第二种采用刹车功能，
快速制动砂轮，在外观上看，砂轮机没有任何区别，使用完
成以后快速制动，符合中职学校的需求。

3 改造砂轮机安全技术的一般步骤及实例说明
以砂轮机为例进行，具体步骤如下 :
（1）了解砂轮机的工作过程，分析可安装制动器的部位，

在磨刀后，在使用完砂轮机以后，关闭电源，砂轮机由于惯

制动器的扭矩及相关的保护和连锁控制。根据需要拆分砂轮

性继续旋转，需要长达几分钟才能完全停止，砂轮暴露而旋

机，找到最合适安装制动器的部分，方便维护，改造方便。

转对经过的人员存在安全隐患。

（2）根据分析整理的结果，设计和制造制动器。本案例

解决的思路：

的设计结构为：一个铁基底座，内壁掏空成容纳线圈的腔体，

（1）砂轮和人员隔离，采用防护装置，每次操作打开罩

线圈被安置与一线圈骨架，并引出两出线，线圈安置在铁基

子，使用完成以后关闭罩子。

底座后，通过铁基底座上设置的孔用侧面出线，然后通过胶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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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进行固定，铁基底座还设有三个孔，用以放置复位弹簧，

测试结果为吸合动作时间为 10 ～ 20ms 为宜，吸合时间再缩短，

复位弹簧顶靠上靠片抵押其上的摩擦片，摩擦片在摩擦力上

需要的电磁力成平方倍增加，能耗太高。

下靠片作用下产生扭矩，带动其上的联轴块与不同形状的轴

（2）制动器释放动作时间的确定，通过示波器进行测试，
测试结果为释放动作时间为 20 ～ 30ms 为宜 。

相连。
（3）制动器的单个部件外部测试，主要测试制动器的
吸合电压，释放电压，静态制动力，温升，噪声等项目，
70％～ 110％额定电压应可靠吸合，20％可靠释放，静态制动
力预设定大于 1.5Nm。
（4）改造完成一部分砂轮机进行测试，并改进设计方案，
主要测试项目，制动是否正常，有无噪声，制动时间如何，
以及制动器的寿命测试，摩擦片材料是否耐磨等。
（5）完成其余砂轮机的改造，等一部分砂轮机测试没有

（3）制动力进行测试，静态止动扭矩 1.5N.m ～ 3Nm 为宜。
（4）砂轮机止动时间在 3s ～ 5s 内为宜，时间太短，冲
击力量太大，太久对摩擦片损耗大。
（5）电磁铁制动器的寿命要求做到 100 万次以上为宜，
可以保证一次改造终身免换。

5 普通车床的安全技术改造解决方法
再就普通车床而言进行参数，普通车床最容易产生安全

问题以后，改造其余砂轮机，砂轮机改造完成，并做好登记表，

隐患的部位为三爪卡盘，它在运行过程中是外露，并能直接

进行后续的情况跟进。

和人体接触的部位，因此对普通车床的安全技术改造放在三

砂轮改造完成实例如图 1、图 2 所示：

爪卡盘上。
解决的思路：
（1）卡盘和人员隔离，采用防护装置。
（2）卡盘上安装传感器装置，当人的身体或或者刀架接
近卡盘距离过小，卡盘上电容传感器，将信号传递到 PLC 上，
PLC 导通增加在电动机端和机床主轴端两个制动电磁铁一定

图 1 产品的整体模型

时间，制动车床转动，同时切断电动机电路，达到安全防护
的目的。
通过对比以上两种方案，不能看出，第一种方案，成本
较低，但是车床卡盘上的罩子加上以后，给车床加工和操作
带来非常不便，达不到预想的结果，第二种采用传感器信号，
并通过 PLC 控制制动电磁铁，在车床外形上无任何的改变，
一旦身体的部分或刀架接近卡盘的传感器小于一定的距离，
PLC 制动主轴和电机，安全有效。

6 改造普通车床安全技术的一般步骤及实例说明
以 CE6140 普通车床为例进行，具体步骤如下 :
（1）了解普通车床的工作过程，分析可安装制动器的部
位，制动器的扭矩及相关的保护和连锁控制。根据需要拆分普
通车床，找到最合适安装制动器的部分，方便维护，改造方便。[1]
图 2 产品的拆分示意图

4 改造时的特别注意事项
（1）制动器吸合动作时间的确定，通过示波器进行测试，
54

（2）根据分析整理的结果，设计和制造改进车床。本案
例的设计结构为：通过卡盘上的传感器输出信号，PLC 接受
到信号以后进行处理，一定时间内接受到传感器变化信号启
动制动装置，并切断主电路，制动装置分布在电机和主轴各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4 卷·第 01 期·2020 年 01 月

研究性文章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4i1.3314

Article

一个，增强制动力，制动装置的得电时间 10s，保证制动效果。
（3）制动器的单个部件外部测试，主要测试制动器的
吸合电压，释放电压，静态制动力，温升，噪声等项目，
70％～ 110％额定电压应可靠吸合，20％可靠释放，静态制动
力预设定大于 3Nm，测试基本和砂轮机制动器一致，不同的
是将失电制动改为得电制动。
（4）改造完成一部分普通车床进行测试，并改进设计方
案，主要测试制动器寿命，车床运行是否正常，有无设计时
候预先想不到的问题。
（5）完成其余普通车床的改造，等一部分普通车床测试
没有问题以后，改造其余普通车床，普通车床改造完成，并
图 4 得电制动器电磁铁的模型图

做好登记表，进行后续的情况跟进。

7 改造时的特别注意事项
（1）制动力进行测试，静态止动扭矩≥ 3N.m 为宜。
（2）普通车床止动时间在 1s ～ 2s 内为宜，PLC 控制的
输出制动器得电时间为 10s，确保快速制动达到预期的效果。
（3）PLC 程序设计，当电机转动时，电机传感器接通型
号给 PLC，PLC 系统才会在卡盘上的传感器接通时时动作，
防止误操作，主轴制动，但手工调节转速档位时候也会导通
传感器，导致误操作制动主轴，无法调节车床转速，后面的
去掉电机处的传感器，通过在 0.3s 内计数传感器脉冲达到 2
次即为主轴转动，有效地解决误操作问题。
（5）由于本次使用的是得电制动器，如吸合时工作气息
为 0，考虑摩擦片损耗导致一定工作次数以后无法转动，故设
图 5 的普通车床改造的 PLC 工作梯形图

计 PLC 程序，并设计寿命测试夹具，测试摩擦片损耗，通过
100 万次的测试，摩擦片的损耗为 0.01mm ～ 0.02mm，保证
得电制动器一次安装终身不需要更换。
CE6140 普通车床改造完成实例如下：

8 结语
数控实训车间的安全技术改造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比较
多，应特别细致，周到、反复进行调试，得到的数据常常需
要进一步简化和优化。实践证明，数控实训车间的安全技术
改造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既是中职学校做持续化发展的
需要，也是中职学生家长对学校提出的基本要求，创造更大
的教育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应用越来越广泛。

参考文献
[1] 张秀娟 . 基于 DNC 技术的数控车间网络化改造项目研究 [D]. 南

图 3 对电磁铁进行寿命实验的 PLC 梯形图

昌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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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bnormal Response of Different Devices to
Low Resistance Body
Qiang Li
Shandong Energy Feicheng Mining Group Co., Ltd, Feicheng, Shangdong, 271608,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ccurately detect the water-rich rock formations on the roof and floor of the roadway,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two-dimensional DC method low-resistance body model, analyzes the abnormal response of different devices to the low-resistance body, and
summarizes the abnormal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devices. The depth is high, and the response to the low-resistance body
is obvious, and there is no stretching phenomenon. Therefore, the three-pole device can be used to detect the water richness of the rock
layer on the roof and floor of the roadway.

Keywords

direct current method; three-pole device; abnormal responses; water richness at layer

不同装置对低阻体的异常响应研究
李强
山东能源肥城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山东 肥城 271608

摘

要

为了准确探查巷道顶底板岩层富水性，论文通过建立二维直流电法低阻体模型，分析不同装置对低阻体的异常响应，总结不
同装置异常响应特征，通过对比可以得出三级装置不仅测量深度达，而且对低阻体响应明显，不存在拉伸现象，因此，可以
将三极装置应用于巷道顶底板岩层富水性探测。

关键词
直流电法；三极装置；异常响应；岩层富水性

1 引言
直流电阻率法是煤矿防治水常用的方法 [1]。二维直流
电法能够将巷道中岩层顶、底板岩层的富水性展现出来，然
而，常用的装置 [2] 有 α 装置，二级（pole-pole）装置，三级
（pole-dipole）装置，施伦贝格（Schlumberger）等装置，哪
种装置对低阻体有明显的异常响应？
为了研究不同装置对低阻体的异常响应，论文通过建立
一个低阻体的模型去正演计算，再通过反演运算得出结果，
分析不同装置的优缺点，便于将最佳装置应用于实际。
本 模 型（ 如 图 1 所 示） 是 以 Res2mod[3] 软 件 建 立 的 模

图 1 地电模型
右两侧。模型建立完成后，将模型进行正演计算，再将导入
RES2DINV 软件 [4-5]，进行反演运算，在反演过程中运用圆滑

型，Res2d 是 由 M.H.LOKE 编 写 的。 本 模 型 采 用 了 36 个 电

约束最小二乘法。RES2DINV 软件使用了基于准牛顿最优化

极，每个电极之间的间距是 1 m；本模拟采用 6 层地电模型，

非线性最小二乘法的新算法，使得大数据量下的计算速度较

在两种不同地层中加入不同的低阻体，分别位于模型的左

常规最小二乘法快 10 倍以上且占用内存较少 [6]。经反演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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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可以的，但是随着深度的不断加大，纵向的分辨率不断
降低，横向的分辨率的拉伸过大，体积效应明显。三极装置
对低阻的横向分辨率良好，对地层没有拉伸，探测深度一般，
但是它对地层分界面的分辨率不是很明确。 温纳 - 史伦贝格
装置是综合了温纳装置和对称四极装置的特点，具有良好的
勘探深度和横向分辨率。同时对地层的顶界面反应不明确，
因此对深地层形态复杂的地质体不能良好反应。
综上所述，探测深度的最大的装置依次是二极装置，三
极装置和温纳 α 装置和史伦贝格装置，最小的是史伦贝格装
置，但是二极装置对异常体具有拉伸的影响。在浅层异常体的、
地层较简单的探测 α 装置，三极装置等都具有很好的效果，
但对于埋深较大的地质异常体的准确探测，都有一定的难度。
因此，在不同的地质条件下，根据不同的地质任务，选择合
适的装置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 刘树才 , 岳建华 , 刘志新 . 煤矿水文物探技术与应用 [M]. 中国矿

图2

不同装置的反演图

通过以上反演图中可以看到所有装置对表层低阻体都具

业大学出版 .2007.
[2] 李金铭 . 地电场与电法勘探 [M].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2005.7.

有很好的响应，但是随着深度的增加，对低阻异常体的响应

[3] Loke, M.H.2-D and 3-D electrical imaging surveys. 26th July 2004.

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模型右边的低阻异常体的响应中，二极

[4] 胡文武 , 岳建华等 . 电阻率层析成像技术及应用 [J]. 勘查科学与

装置和三极装置反演图效果最明显，α 装置和温纳 - 史论贝
格装置对低阻体响应的效果不够明显。α 装置对地层表面的分
辨效果不错，对地层顶界面的分界面有良好的分辨率，但由
于探测深度有限，信息量不够大，深部的探测效果不佳。
在反演图中测量深度最大的是二极装置，二极装置不仅
测的深度大而且数据量大，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浅层的分辨率

技术 .2006,5,55-57.
[5] 李智明 . 三维电阻率层析成像研究及应用 [D].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
理研究所 .2003.
[6] Loke M H,Barker R D. Rapid least squares inversion of apparent
resistivity pseudosections by aquasi Newton method[J],Geophysical
Prospecting,1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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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etecting and Treating of Subsidence Column
in 8202 Working Face of Jinjiazhuang Coal Mine at Liulin,
Shanxi
Chuanying Wang
Shandong Energy Feicheng Mining Group Co., Ltd, Feicheng, Shangdong, 271608, China
Abstract

Jinjiazhuang Coal Mine is affiliated to Jinjiazhuang Coal Industry Co., Ltd and it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is located in Liulin County, China. The 4 # coal of Shanxi Formation and the 8 # coal and 9 # coal of Taiyuan Formation are mainly mined. 4 # coal has been
mined, and now 8 # coal and 9 # coal is mainly mined. The first mining face 8203 working face of the second coal mining area of the
next group of coal has been mined. In the 8202 track along the groove A6 point at 55-67m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eyelet, 21 #, 22 #, 23 #,
24 # gas drainage hol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drilling water volume reached 34.2m3 / h, it is speculated that the middle of the working face There is a hidden structure, so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and treat the subsidence column of the 8202 working face.

Keywords

sinking pole; detect; treat; research

山西柳林金家庄煤矿 8202 工作面陷落柱探查治理研究
王传盈
山东能源肥城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山东 肥城 271608

摘

要

金家庄煤矿隶属于金家庄煤业有限公司，行政区划位于中国柳林县。主采山西组的 4# 煤和太原组的 8# 煤、9# 煤。4# 煤已
回采完毕，现主要回采 8# 煤和 9# 煤，下组煤二采区首采面 8203 工作面已回采完毕，8202 工作面准备回采，在施工 8202
工作面瓦斯抽放孔过程中，在 8202 轨道顺槽 A6 点向切眼方向 55-67m 处施工 21#、22#、23#、24# 瓦斯抽放孔过程中，钻
孔水量达到 34.2m3/h，推测工作面中部可能存在隐伏构造，因此对 8202 工作面陷落柱探查治理研究十分必要。

关键词
陷落柱；探查；治理；研究

1 工作面概况
1.1 工作面井上下位置

1.2 煤层情况
8# 煤 层 位 于 太 原 组 的 中 下 部， 上 距 K3 砂 岩 36.97-

8202 工作面地面标高为 +919 ～ +968m，地表位于中国

51.26m， 平 均 42.32m， 距 4 号 煤 层 55.80-74.10m， 平 均

贺家社村、薛家岭村的山坡、山梁、沟谷地段，对应地表有

65.21m；下距煤 9 平均 11.08m，K1 砂岩 40.7 ～ 43.55 m，平

一条自南东向北西的常年性河流和柳林至石盘上公路。

均厚度 41.73m，下距奥灰间距平均 61.65m。

8202 工作面外段开采标高 +702.25 ～ +712.65m，面长

8# 煤层厚度稳定，8-1 号厚 0.70-1.14m，平均 0.90m，8-2

160m，推采长度 150m，煤层平均厚度 3.3m，其中 8-1 煤厚

号厚 0.80-1.16m，平均 0.96m，夹矸 1.2-1.6，平均 1.4m。煤

0.70 ～ 1.14m，平均 0.9m，夹矸 1.2 ～ 1.6m，平均 1.4m，8-2

层倾角在 3°～ 7°之间。

煤厚 0.80 ～ 1.16m，平均 1.0m。推采面积 24000m2，有效可
采储量 6.34 万 t，8 号煤为焦煤，采用综采工艺开采。
58

8# 煤层顶板岩性为 L1 石灰岩，局部有一层炭质泥岩伪
顶；底板岩性为泥岩和砂质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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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抽放孔，方位 307°，角度 -2°，开孔高度 1.7m，

1.3 构造、钻孔不良钻孔情况
该工作面掘进过程中未揭露断层及陷落柱，工作面范围
内无地面钻孔。与上覆煤 4 比效，工作面皮顺 P7 点处低洼，

夹矸层开孔，其中 0-6m 为矸，6-63m 为煤出水，测得涌水
量 30m³/h，无压力。
表 1 8202 轨道顺槽抽放孔涌水量统计表

造成巷道此处两边高中间低，形成一汇水区。

孔深
水量
孔号
（m） （m³/h）

倾角
孔深
水量
（°） （m） （m³/h）

2 工作面水文地质情况

孔号 倾角（°）

2.1 工作面顶底板含水层情况

21#

0

54

18

22#

-1

61.5

30

23#

-1

52.5

30

24#

-2

63

30

顶板含水层 : 工作面上覆有三层灰岩含水层，其中直
接 顶 为 L1 灰 岩， 厚 平 均 约 为 3.19m； 距 L4 灰 岩 层 间 距 约
为 14.71m， 灰 岩 厚 平 均 约 为 13.27m； 距 L5 灰 岩 层 间 距 约
为 31.15m，灰岩厚平均约为 8.62m。太灰由 L1 灰岩底至 L5
灰 岩 顶， 厚 25.66 ～ 57.76m， 平 均 36.21m。 根 据 本 矿 及 其

2019.7.7 零 班 6 点 于 8202 轨 道 顺 槽 205m 处 向 8202 工
作面施工 1# 底板验证孔，开孔距底板 1.2m，方位 307°，
角度 -14°，钻进斜长 51m 出现涌水（平局 49.5m），垂深
12.1m，水压 0.3MPa( 漏水），水量 20m3/h。

周边石炭系太原组含水层抽（注）水试验资料，单位涌水量

初步分析该水应为底板奥灰水由导水构造补给。

0.000068 ～ 0.00066 L/s·m，渗透系数 0.0001 ～ 0.0003m/d，

（2）8202 皮带顺槽

水质类型以 HCO3·SO4-Na·Ca 和 HCO3·C1-Na 型为主，
为弱含水层，局部构造发育地段富水性较强。
底 板 含 水 层： 底 板 含 水 层 主 要 是 奥 灰 含 水 层， 奥 灰
主 要 由 石 灰 岩、 角 砾 状 灰 岩、 泥 质 灰 岩 及 石 膏 岩、 膏 溶
角 砾 岩 等 组 成， 据 钻 孔 抽 水 试 验 资 料， 奥 灰 水 位 标 高 为

巷道掘进至低洼点处时，顶板有淋水出现，最大淋水
量约 5m3/h，随巷道掘进淋水量变小，现已无水。在此处施
工的 6 个顶板太灰疏放水孔，单孔最大水量 6m3/h，总水量
12m3/h，现已衰减至 5m3/h。
（3）8201 轨道顺槽

+798.5 ～ 800m， 涌 水 量 0.0007 ～ 4.4588L/s， 单 位 涌 水 量
9.12×10-6 ～ 0.4046L/s·m，渗透系数 1.2×10-5 ～ 0.4849m/
d，水质类型以 SO4 ～ Ca 或 SO4·Cl ～ Na·Ca 型为主，矿
化度约 2.35g/L，富水性弱～中等。

2.2 工作面实见水文地质情况
（1）8202 轨道巷：6 月 10 日至 13 日，在 8202 轨道顺
槽 A6 点向切眼方向 55-67m 范围内施工瓦斯抽放孔，孔内出

2019 年 6 月 18 日至 21 日，在 8201 轨道顺槽左帮施工
1# 探水孔，方位 25°，角度 +3°，孔深 43.5m，钻进至 39m
出水，最大涌水量为 54m³/h，压力 0.78MPa，19 日早班涌水
量为 44m³/h，压力 0.8MPa，24 日中班涌水量为 4m³/h，压
力 0MPa；2# 探水孔，方位 37°，角度 +1°，钻进至 34.5m
出水水量不大，继续钻进至 40.5m 水量加大，测得涌水量为
75m³/h，压力 0.9MPa，后测正常涌水量为 63m3/h。

现涌水，具体信息如下：

初步分析该水应为底板奥灰水由导水构造补给 [1]。

21# 抽放孔，方位 307°，角度 0°，开孔高度 1.8m，
夹矸层开孔，其中 0-24m 为矸，24-31.5m 为煤，31.5-54m

表 2 8201 轨道顺槽探水孔涌水量统计表

为岩，钻进至 54m 出水，早班测得涌水量 34.2m³/h，中班 21

孔
孔深
倾角（°）
号
（m）

点测得涌水量 18m³/h，无压力。

1#

22# 抽放孔，方位 307°，角度 -1°，开孔高度 1.8m，
夹矸层开孔，其中 0-27m 为矸，27-37.5m 为煤，37.5-61.5m
为岩，钻进至 48m 出水，测得涌水量 30m³/h，无压力。
23# 抽放孔，方位 307°，角度 -1°，开孔高度 1.8m，

3

43.5

水量
（m³/h）

孔
号

4

2#

倾角
孔深
水量
（°） （m） （m³/h）
1

34.5

63

3 物探探查情况
本次探测采用矿用本安型 YBD-11 型网络并行电法仪进
行探测，在巷道底板依次布置电极和测线，工作方式采用 AM

夹矸层开孔，其中 0-24m 为矸，24-33m 为煤，33-52.5m 为岩，

法，巷道内布设 2 站，电极间距 8.5m。8202 工作面网络并行

钻进至 44.5m 出水，测得涌水量 30m³/h，无压力。

电法探测结果图，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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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揭露地层层位及钻孔见水量基本正常，特别是煤 9 标志层
层位。而 D11、D13、21-24#、1# 孔 11 个钻孔揭露地层层
位及钻孔见水量异常，结合各孔注浆量，分析此处存在一隐
伏导水陷落柱，也正是由于该构造的影响，造成 21-24# 瓦斯
抽放孔见水 30m3/h；1# 孔底板下垂深 12m 处见水 30m3/h；
D11-1 孔顺煤层施工煤层缺失，见水 5m3/h；D11-2、D11-3
图 1 8202 工作面网络并行探测底板异常区示意图

4 钻探探查情况
4.1 物探及实见水文资料综合分析
（1）工作面底板水：工作面底板水害异常区应为网络并
行探测的 1# 底板异常区，此处钻孔见水可能为底板奥灰水顺
导水构造补给，应探查治理的重点。治理方法为钻探 + 注浆
加固 [2]。

孔见煤 9 层位、长度异常，正常隔水层层位见水 15m3/h、
25m3/h；钻孔揭露该地段岩石完整性差，裂隙较发育，钻孔
进浆量大，上述 11 孔共注水泥 942.75t。据钻孔及瓦斯抽放孔
资料，圈定陷落柱 8 号煤范围（见水位置），长轴为西北 东南方向，长度约 35m，短轴为东北 - 西南方向，长度约
20m。9 号煤陷落柱范围位于 D10 及 D12 孔之间，具体位置
还需进一步探查。

（2）工作面顶板水：工作面顶板淋水主要集中在 1# 异
常区下方皮带顺槽 P7 点低洼处附近，淋水的水源分析可能有
二：一是顶板太灰水在此处汇集，为较集中渗水点 ；二是顶
板太灰水受导水构造影响，底板奥灰水可能对太灰水进行补
给。治理方法：疏放 + 观测，若长期疏放顶板淋水量变化不
大，说明有较稳定的补给水源，应对可能的补给通道进行注
浆封堵。

图 2 陷落柱范围示意图

（3）钻孔施工：共施工顶板孔 10 个，底板孔 16 个，合

（3）水层含水层富水性分析

计钻孔 26 个。通过施工钻孔，基本查明陷落柱的范围，查明

通过施工的底板孔分析，正常区域奥灰顶部富水性较差，

了顶、底板含水层的富水性。

4.2 钻探探查分析
（1）顶板含水层富水性分析
工作面外段施工顶板探查孔 10 个，4 个钻孔有水，主要

岩芯较完整，D9、D12-3 孔揭露奥灰顶部均未见水，层间距
分别为 61.65m、66.82m。

5 钻孔注浆情况

集中在工作面低洼处，单孔木水量 0.5 ～ 8m3/h。通过较长时
间的放水，工作面低洼处顶板放水孔水量衰减不明显，说明

利用已施工的钻孔对陷落柱进行注浆加固，共注浆钻孔
20 个，注水泥 974.65t。钻孔注浆量情况如下：

有一定的补给水源。
8202 外面底板孔 D10-D13、1# 孔及 21-24# 瓦斯抽放

孔
号

孔注浆过程中，发现 8202 皮顺顶板淋水变小，特别是第一阶

方
倾
位
角
（°） （°）

终孔
深度
(m)

终孔参
数

钻孔水量 (m3/h)
见水
深度
(m)

水量
（mᵌ/
h）

水压
MPa

水泥
(t)

孔压
MPa

段最后注浆孔 D13 方向钻孔注浆结束后，8202 皮顺顶板淋水

1#

307

-14

51

49

20

0.3

0.15

3.0

及帮部渗水已无，说明底板注浆加固封堵了底板对煤 8 顶板

21#

307

0

54

54

34.2

0

0.15

3.0

灰岩（L1) 的补给通道。

22#

307

-1

61.5

48

30

0

212

3.0

23#

307

-1

52.5

44.5

30

0

0.15

3.0

（2）隐伏疑似陷落柱分析
根据物探及钻探资料分析，D10 及 D12 方向三个角度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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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治理效果评价

24#

307

-2

63

6

30

0

266.2

3.0

D10-1

307

-2.5

115.0

59.0

0.5

0

2.0

3.0

通过物探、钻探等综合探查方法，查明了外段工作面水

D10-2

307

-26

166.0

132.0

0.3

0

5.0

3.0

文地质条件，查清了顶底板含水层富水性，各含水层之间水

D10-3

307

-38

112.0

79.5

1.0

0

4.0

3.0

力联系及补给方式，基本圈定了疑似陷落柱在煤 8、煤 9 层位

43.0
45.0
80.0
扫孔
35
49.0
91.0
51.0
89.0

1.0
2.0
5.0

D11-1

307

-2.5

134.0

D11-2

307

-27

160.0

D11-3

307

-42

111.0

D12-1

307

-2.5

126.0

D12-2

307

-25

185.0

D12-3

307

-39

127.5

D4

83

-20

193.5

分布范围，对陷落柱进行了注浆加固，对补给通道进行了注
0.9

5.5

3.0

2.0
6.0
16.0
15.0
25.0

施工顶板探查孔 14 个，钻孔水量 0 ～ 20.0m3/h。通过
0.9

190.5

3.0

T3、T4 孔注浆 (118t) 封堵及工作面顶板孔的疏放，工作面皮

0.9

47.1

3.0

顺顶板淋水逐渐消失，顶板疏放水量明显减少，太灰水的富

0

0

0.4

3.0

113.0

0.1

0

0.5

3.0

46.0
50.0
69.0
124.5

1.0
3.0
5.0
6.0

0.9

5.5

3.0

8.5

3.0

6

3.7

45

-30

180.5

D9

48

-30

159.0

122.0

2.0

0.77

D13-1

120

-5

160.0

120.0

2.0

0.5

8.5

3.0

111.5
130.0
154.0
51.0
135.0
146.0

2.0
10.0
20.0
2.0
20.0
40.0

0.9

153.0

3.0

D13-3

-14

120

-28

161.0

150.0
2522.5

合计

预计对工作面回采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0.9MPa，最高水位 +801.5m，共注水泥合计 1070.15t，注浆
前后底板由低阻区转变为高阻区，注浆后通过物探及钻探资

0

D7

120

水条件明显减弱，随着顶板孔持续疏放，涌水量会越来越小，

施工底板钻孔 27 个，钻孔水量 0.1 ～ 40m3/h，最大水压

105
145
180.5

D13-2

浆封堵，该区的水文地质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4
8
9

0.9

料验证，注改后该区水文地质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注浆改造
质量符合煤矿防治水规定要求。

8 结论
通过物探、钻探对工作面进行探查及治理，水文地质条
件基本查清，治理效果达到规定要求，工作面回采符合《煤
矿防治水细则》要求。

0.9

59.5

3.0

97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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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3rd Coal Seam Anomaly Zone in Chenmanzhuang
Coal Mine
Haifeng Zhu
Shandong Energy Feicheng Mining Group Co., Ltd, Feicheng, Shangdong, 271608, China
Abstract

The Chenmanzhuang mine is locat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Shanxian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The minefield area is
22.8371km2. The three-dimensional seismic area of the development area delineates 14 coal seam anomaly areas. Multiple hidden
anomaly areas were revealed during the production of the working face. These anomalous areas have complex structures and have a
great impact on production. In previous geological survey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omalous areas, the causes of formation, and the
impact on production have not been studied. In order to help guide prod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3rd coal seam anomaly in Chenmanzhuang Mine.

Keywords

structure; complexity; coal seam anomaly; formation mechanism; analysis and research

陈蛮庄煤矿 3 煤层异常区地质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
朱海锋
山东能源肥城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山东 肥城 271608

摘

要

陈蛮庄矿井位于中国山东省单县东部，井田面积 22.8371km2，开拓区三维地震圈定 14 个煤层异常区，工作面生产中揭露多
个隐伏异常区。这些异常区构造复杂，对生产影响极大。以往地质勘查中未对异常区特征、形成原因以及对生产的影响进行
研究。为有利于指导生产，对陈蛮庄矿 3 煤层异常区地质特征及形成机理进行分析研究，十分必要。

关键词
构造；复杂；煤层异常区；形成机理；分析与研究

1 井田构造特征

倾角一般为 15°左右。开拓区内南及西南区域倾角大，北部
区域倾角较小（如表 1 所示）。

陈蛮庄井田地处中国华北地块（Ⅰ）鲁西地块（Ⅱ）鲁
西南潜隆起区（Ⅲ）菏泽 - 兖州隆起（潜）（Ⅳ）的青崮集
凸起（潜）北侧。区域上为由展布方向大致分为 EW、NE、
NW 和 SN 向 4 组张性断裂控制的凸起与凹陷相间的构造格架。
井田地层基本上为一近东西走向、向北西倾斜的单斜构

受区域内单县断层、平楼断层以及终兴集断层的影响，
主要发育有近 EW、NE 和 NW 向三组断层。以北东、近东西
方向的断层为主，北西向断层较少。开拓区内构造以落差小
于 5m 的小断层为主，一般延展长度较小（105 ～ 235m），
以正断层为主（如图 1 所示）[1]。

造。可采煤层埋藏深度南浅北深，最浅为 -580m；西北角部
最深部位为 -1460m。
煤系地层倾角一般为 15°～ 40°左右。西部倾角一般为
40°左右，中部倾角一般为 30°左右，中北部平楼断层附近
62

表 1 开拓区内各工作面煤层倾角一栏表
工作
面

3204
以南

3204 3206 3402 3404 3406 3406 3408 3410

3410
以北

煤层
倾角

±40°

26° 24° 20° 18° 18° 18° 14° 12°
～
～
～
～
～
～
～
～
38° 38° 38° 38° 37° 29° 17°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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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3402 工作面里段井下物探和生产揭露异常区情况
（1）3402 工作面概况
工 作 面 倾 斜 长 平 均 180m， 里 段 走 向 长 885m， 煤 厚
0.7 ～ 4.6m，平均 3.1m，煤层倾角 25 ～ 39°，平均 32°，
可采储量 138 万 t。
工作面煤层直接顶以泥岩为主，泥质结构，局部含粉砂

图 1 井田地质构造纲要图

质及铝质，局部滑面发育，厚 0.1 ～ 6.5m，平均 1.3m；老顶

2 异常区分布及特征

为粉砂岩，滑面明显，局部破碎见垂直裂隙，易风化，平均

2.1 三维地震异常区分布情况

厚 5.2m。煤层直接底为泥岩，泥质结构，与煤接触面为炭质

开拓区三维地震确定了 14 个异常区 , 其中工业广场煤柱

泥岩，破碎易风化，平均厚 1.5m；老底为细沙粒状结构，互

以西开拓区 7 个（如表 2 所示）。开拓区内异常区长轴方向

层状，以砂岩为主，夹粉砂岩，平均厚 8.2m。采煤工艺为综

以北东向、近东西向为主，与断层构造方向基本一致，影响

采一次采全高，采高 3.1m。

范围最大的是 1 号、6 号异常区。详细如表 2、图 2 所示。
表 2 陈蛮庄矿开拓区三维地震煤层异常区情况表
编号 采区

1

2

3
4
5

6

7

范围

影响范
围

长轴方
向

与构造关系

南部与 df4-1 断
北至 3402 轨顺，南 3202 及
层尖灭轴向一致，
至煤层露头，经距 露头煤、
3200
北东向 北部与 3402 揭露
39427600-39427250 3204、
落差 1.5m 以下小
3206
之间。
构造方向一致
区内有落差
0-14m 北西向
3202 及
3206 轨顺以南，1
DF40 断层，西
3200
露头煤、 北东向
号异常区以西。
部有落差 0-8m
3204
DF26 北东向断
层.
北部有落差
3206 工作面切眼以 3206 以 近东西
3200
0-10m DF27 北西
西
西
向
转东西向层。
3402 里段以南， 3206 以 近东西 与 DF25 断层延
3200
DF25 断层附近。
西
向
展方向基本一致。
与 DF24 断层实
3402 里段切眼以 3402 以 近东西
3400
际揭露延展方向
2
西，面积 8317m 。
西
向
基本一致。
南部有两条断层，
3402 胶顺以北， 3404、
分别为北东向和
3410 胶顺以南， 3406、 北东转
3400
北西向。3402 轨
3408、
经距 39427050北西
顺揭露两条断层，
39427450 之间。
3410
范围向西扩大。
3400

6 号异常区以西

3408

（2）工作面生产情况
该工作面于 2014 年 9 月 14 日试生产，工作面初采受断
层影响，底板鼓起，存在全岩段，岩石硬度较大，影响正规
作业循环，效率较低。
（3）井下物探坑透、地震情况
2014 年 7 月水害防治中心利用无线电波透视探测里段隐
伏构造，圈定 2 处较为集中的异常区（如图 3 所示）。

近南北

图 3 3402 工作面里段无线电波透视探测成果图
1 号异常区位于 3402 工作面轨道顺槽 W7 点前 15m 至
W8 点间（共 40m），向面内延伸 40m，推断可能是受轨顺已
揭露 H=4.0m 断层影响，该断层平行轨顺在巷道内左右摆动。
2 号 异 常 区 位 于 3402 工 作 面 轨 道 顺 槽 测 点 36 ～ 65，
图 2 陈蛮庄煤矿开拓区三维地震异常区分布图

3402 工作面胶带顺槽测点 540 ～ 565 之间范围内，自切眼向
外共计 290m，推断该异常区可能为切眼内已揭露的断层组向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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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内延伸或者面中存在其它隐伏构造。
为进一步探明异常区，2014 年 12 月安徽惠州地质灾害
研究院又采用 KDZ1114-6A30 型便携式矿井地震仪对 2 号异
常区进行复测，得到 2 个构造异常区（如图 4 所示），基本
探清了已揭露断层延伸方向。

图 6 3404 三维地质及掘进揭露异常区平面图

图 4 3402 工作面里段矿井地震仪探测成果图
（4）生产实际揭露情况（工作面切眼素描图）
图 7 3404 胶带顺槽 L58 点前 3m 右帮图

2.4 异常区特征分析
通过对三维地震勘探和生产揭露异常区情况分析，异常
区主要特征如下：
（1）陈蛮庄矿异常区分布数量多，范围大，其面积不等，
形状各异。
图 5 3402 工作面切眼实测素描图

2.3 3404 工作面掘进揭露 6 号异常区情况
3404 轨道顺槽施工至三维地震 6 号异常区后，煤层发生
异常，实际揭露两条两小断层，且两断层之间近 80m 范围成
为全岩，岩石为泥质、粉砂质胶结，含有粉砂岩、泥岩、煤
等大小不一杂乱无章的大角砾岩岩块。该全岩以西约 300m
为半煤岩或全岩。岩性与陷落柱现象基本一致，被暂定为“疑
似陷落柱”。但根据实际揭露全岩段胶结物及包裹体主要成
分为泥岩、粉砂岩及煤分析，塌落岩体主要是 3 层煤顶板及
3 层煤，无早于 3 层煤老顶沉积物出现，也无地下水流入沉
积物出现，若为陷落柱，如此大范围，必然见到比 3 层煤更
新地层岩石出现。同时发现，全岩段底板有时有连续的煤线
出现，无陷落特征。根据以上情况分析，该“疑似陷落柱”

（2）异常区的长轴方向以北东向为主，其次为近东西向，
与断裂构造延展方向基本一致。
（3）异常区构造复杂。实际揭露异常区局部有构造面、
局部以顺煤层发育或与煤层呈小角度相交断层出现、局部为
顶底板向煤内凸起，煤层变薄、局部煤与顶底板相互穿插。
（4）异常区煤厚显著异常。一般煤层厚度变薄，有时与
顶底板相互穿插，异常区下部煤层变厚，局部出现“煤包”。
（5）构造煤特征明显。煤受构造作用破坏变成鳞片状或
碎粒状，强度低。3206 工作面煤层硬度系数 f ＝ 0.12 ～ 0.26，
平均 0.18，为典型软煤层，因煤层单向抗压强度小，对煤帮
处顶板支撑能力较低，且煤层纵横节理均较发育，造成工作
面煤层极易片帮，片帮深度最大达 3m，给工作面机道顶板维
护带来较大困难，极易发生架前顶板漏冒。
（6） 异 常 区 顶 底 板 不 完 整， 原 生 裂 隙 发 育 易 破 碎。

可以被排除，实质仍为构造异常区。其形成主要受北东向断

3206、3402 工作面所处异常区内顶板多为杂质泥岩，非常干

层和北西向断层构造应力挤压、X 剪切、断落而形成。该现

燥破碎，且厚度达 5.5m，极易冒落。

象也证明了 6 号异常区确实存在，且影响范围比三维地震确
定范围扩大，目前揭露资料证明至少向西扩展 240m（如图 6、
图 7 所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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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煤层在断裂后，在构造应力的作用下，断裂盘发生
主动位移。

漏冒；且工作面顶底板为强度低的泥岩；岩层倾角大（最大

（3）由于断裂处位移大小的不同，同时煤层在上部岩石

45°），对生产造成严重影响，这是 3206、3402 工作面生产

的压力作用下，煤层发生重力挤压滑动。断裂盘上部煤层变

被动的主要原因。

薄甚至尖灭，下部煤层逐渐聚集，形成“煤包”。[3]

（2）影响煤质。由于异常区煤层变薄，构造复杂，工作
面全岩、半煤岩段长，造成煤质灰分增加。
（3）降低回采率。煤层厚度的变化，常造成工作面中的
面积损失和厚度损失，降低了煤层的回采率。
（4）掘进率增高。由于煤层异常区范围很难准确探查确定，

图 8 3402 工作面构造异常区形成过程示意图

异常区煤层变薄或形成无煤带，对工作面布置影响较大，只能

5 主要结论及建议

边掘边探，边探边掘，局部无煤带势必造成废巷，使掘进率增高。

5.1 结论

4 异常区形成类型分析

（1）陈蛮庄煤矿异常区是在大构造形成时强大地质应力

煤层厚度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有：地壳的不均衡沉降、

形成顺煤层挤压力作用下形成的，为典型构造挤压原因形成。

泥炭沼泽基底不平、河流冲蚀、卡斯特陷落或岩浆侵蚀、构

（2）陈蛮庄矿异常区分布数量多，范围大，异常区将成

造挤压等。比较常见的是前四种原因，构造挤压一般发生在

为影响该矿生产的主要地质因素。陈蛮庄矿异常区分布数量

大构造受力范围，影响范围较小。根据陈蛮庄 3206、3402 等

多，范围大。开拓区三维地震确定了 14 个异常区 , 其中工业

地点实际揭露异常区资料分析，陈蛮庄煤矿异常区范围没有

广场煤柱以西开拓区 7 个，其中 1 号、6 号影响范围最大。且

发现明显沉积岩相变化特征，因此，可以排除以上前四种煤

工作面内隐伏异常区较多。因此，异常区将成为影响陈蛮庄

层异常原因，而实际揭露异常区内构造复杂，存在构造面、

矿生产的主要地质因素。

构造煤、裂隙发育顶底板等现象，可以判定陈蛮庄煤矿异常

（3）3404 轨道顺槽揭露“疑似陷落柱”范围实质是三

区为典型构造挤压原因形成。其形成原因分析如下：

维地震 6 号异常区。

4.1 异常区形成原因分析

5.2 建议

陈蛮庄井田区域上位于由展布方向大致分为 EW、NE、

（1）一是加强异常区的研究；二是采用巷探、钻探、井

NW 和 SN 向 4 组张性断裂控制的潜凸起与潜凹陷相间的构造

下曹波地震、坑透等方法进一步探明异常区范围；三是从工

格架内。井田位于菏泽 - 兖州隆起（潜）
（Ⅳ）的青崮集凸起（潜）

作面布置、采煤工艺等方面研究技术措施。

北侧单县断层以南，井田四周大断层构造发育，在地质历史
中，该区域地质构造运动十分强烈，煤层异常区的形成与区
域地质构造应力密切相关，准确的说是在大构造形成时强大
地质应力形成的顺煤层挤压力作用下形成的。异常区以顺煤
层断层、微褶曲、煤厚变化、构造煤、顶底板破碎等特征显现。
之所以顺煤层发育，是因为 3 层煤煤层厚度大，煤的强度低，
再加上顶底板为泥岩，与老顶、老顶较坚硬岩石形成两套力
学性质差异较大的界面，在构造挤压应力作用下，极易顺煤
层这个软弱面发生褶曲、断裂、滑动等地质作用，形成异常区。

4.2 3402 工作面构造异常区形成过程分析
（1）工作面煤层在受到外力挤压的过程中，首先会发生
隆起，而随着隆起的不断增大，岩层发生断裂。

（2）加强工作面回采后岩移观测和资料整理，为修改井
筒煤柱线做前期地测工作
（3）加强露头煤提高上限研究，对 3100 采区要适时变
更井田边界。
（4）加强顶板三砂水、底板三灰水的探查和防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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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Innovation Leads Enterprise Development”——
Discussion on the New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Future
Technology Research Direction of Airbag Product Development
Jijiang Chu
Ningbo Shuanglin Mould Co., Ltd, Ningbo, Zhejiang, 315613, China
Abstract

Airbag products,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afety parts in a car’s steering wheel assembly, are a passive safety protection system.
Like the seat belt, they can also provide effective crash protection for passengers. When the car collision reaches a certain level, the
sensor and controller receive and send signals. Under the action of the generator, the tear line of the airbag cover is torn, and the airbag
is quickly opened within 0.03S-0.04S, providing passengers with effective Anti-collision protection to minimize injuries. According to
preliminary statistics, with airbag protection, the head injury rate is reduced by 25%, and the face injury rate is reduced by about 80%.
As people’s pursuit of automobile safety becomes higher and higher, some cars with medium and high-end airbags are equipped with
main, auxiliary airbags, knee, head airbags, and air curtains; even new airbag-type safety belts have appeared, which greatly protects
their effectiveness. improve. The constant changes in the functions of these product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words

airbag; research direction; anti-collision

“技术革新引领企业发展”——浅谈安全气囊产品开发新
技术应用及未来技术研究方向
储吉江
宁波双林模具有限公司，中国·浙江 宁波 315613

摘

要

安全气囊产品作为汽车方向盘总成中最重要的安全件之一，是一种被动安全性的保护系统，它与座椅安全带一样，同样可以
为乘客提供有效的防撞保护，当汽车相撞达到一定程度时，由传感器和控制器接收和发出信号，在发生器作用下，气囊盖撕
裂线撕开，气袋在 0.03S-0.04S 内迅速打开，为乘客提供有效的防撞保护，使其伤害降至最低。据初步统计，有安全气囊保护后，
头部受伤率减少 25%, 面部受伤率减少 80% 左右。随着人们对汽车安全性追求越来越高，目前中、高档气囊有些汽车安装有主、
副气囊、膝部、头部气囊及气帘；甚至出现了新的气囊式安全带，有效性保护大大提高。这些产品功能的不断变化，离不开
技术的革新。

关键词
安全气囊；研究方向；防撞

1 近些年新技术应用成果分享
我司作为中国汽车安全系统零件的主要生产供应商，严

1.1 2013 年，首次引进德国电铸皮纹加工技术理念
技术团队自主研发攻克了加工工艺技术难题，打破常规

格按照汽车质量和环保体系要求，对气囊外观、尺寸、实验

的化学腐蚀皮纹纹路不清晰，生产时易拉伤，纹路无法复制、

进行严格质量管控，通过工厂技术团队努力，攻克各种实际

污染大等缺点、是一种创新的加工工艺，采用蒙皮、电铸电

技术难题，探索并大胆运用新技术，提升产品技术竞争力和

极制作、EDM 放电等全新工艺流程进行制作，此模具生产出

口碑，带动产业链不断发展。通过技术人多年的深入技术研究，

来的产品外观皮纹质感强，纹理清晰，而且损坏后容易加工

取得了一些技术成果并转化应用，现与大家分享：

修复等优点。该加工工艺即“一种注塑模具型腔精密仿真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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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型面的制作方法”成功授权国家发明专利，并成功转化在

1.3 2016 年，Audi 高端气囊盖产品模具首次运用 3D

大众客户气囊盖项目上进行应用开发，累计实现产值近 1 亿元。

打印随形水路技术
在汽车传动链导向件模具上采用 3D 打印随形水路技术
在滑块镶件上尝试应用成功的基础上，又在安全气囊模具上
首次延伸应用，解决了气囊深筋及空间狭窄位置的常规水路
无法设计的问题，通过设计随形水路，确保模芯上各区域注
塑过程中温度一致，保证产品整体区域冷却均匀性，使外观
的一致性，避免因局部温度偏高而产生的表面缩凹，同时一
定程度上也缩短了产品注塑冷却时间（5S-10S）, 此技术适用
范围广，已多家精密模具厂商在尝试应用。

图 1 方向盘总成主要构件

图 5 气囊盖模具模芯随形水路效果图

1.4 2016 年，激光皮纹技术在大众 MQB 平台项目
安全气囊上首次应用
其采用德国激光皮纹加工技术，其外观质感强，纹理清晰、
图 2 气袋打开状态模拟图

均匀 ，其难点是蚀纹前型腔加工余量的工艺设计，后续又推
广应用了多种纹理混合加工、假缝线纹理加工，目前中国汽
车主机厂项目气囊盖产品上应用，美观性和舒适感进一步提
升，满足了当代汽车用户新需求。

图 3 加工工艺流程图

1.2 2013 年，多腔叠层模注塑技术在通用项目侧气
囊模具上首次研发成功
采用 2+2 叠层独特设计制作，克服了注塑平衡性技术难
点，可以同样在 2/1 单层模具匹配的机台上生产，生产效率
和机台利用率大大提高，并在线实现双臂机械手同时取件，
自动称重、防错分方向流转输送全自动生产。该叠层模具在
2014 年荣获中国“精模奖”二等奖、国家实用新型专利。[1]

图 4 模具及注塑过程效果图

图 6 气囊盖三种混合纹理效果图

图 7 外观面假缝线纹理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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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7 年，Audi 气囊盖产品开发上首次尝试应用

已经在今天上海汽车展会上出现了，当汽车撞上行人后在前

温压一体传感器技术

挡风玻璃外侧的气帘保护气袋，安全性保护进一步提升。

该技术，通过前期验证后设置的压力曲线图，对模腔压

作为制造安全气囊产品的供应商，我们有责任为顾客的

力进行时时工艺监控，保证产品品质稳定性，后续通过与注

安全付出，有责任加大质量管控力度，特别是对影响点爆的

塑工艺 DOE 结合，尝试设定标准范围值，实现科学注塑，自

撕裂线厚度和角度尺寸、铰链尺寸必须严格控制，确保生产

动分炼次品，确保不流出不良品，未来将在大众、奔驰等中、

批次产品尺寸和外观的稳定性。

高端项目产品上陆续推广应用。

图 8 传感器模具安装及监控作用示意图
图 10 安全气囊气袋模拟场景效果图

1.6 2019 年，大角度斜顶出技术首次在气囊产品模
具上的开发应用

2.2 安全气囊产品小型化、个性化

为满足客户方向盘总成结构和外观可视效果匹配性的设

在今年的上海汽车展上已出现了小型、个性化的气囊盖

计需求，目前出现有些气囊产品按常规垂直顶出无法实现，

设计理念，外观设计充满个性，非常美观，而且从产品成本

12 点方向外轮廓和围墙处出现倒扣，无法出模，但客户坚持

方面也降低了，或许未来将成为主流。[2]

不能修改产品数据，面对此种特殊设计需求，需评估顶出和
复位结构的有效可行性，特别是平衡性，锁模注塑后模具定

对这些小型化产品，为技术团队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研究
方向：

位是否会偏移等等风险，后经技术团队反复研究，克服种种

（1）从模具角度，由于产品内部整体空间变小，结构设

技术细节难点，采用大角度油缸整体斜顶出，模架采用五轴

计要更紧凑，更合理，同时对模具零件加工工艺合理性及精

CNC 加工确保加工精度，最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产品出模要

度要求更高，我们有必要进行提前研究分析。

求，产品碰穿面基本无飞边，外轮廓分型面基本无飞边，无

（2）从注塑角度，机台的吨位可以减少，节省了生产成本。

段差而且均匀，产品总体状态得到客户一致好评。
该技术已应用于中国知名安全系统部件厂家等产品开发
的模具上推广应用。

图 11 小型安全气囊图样

3 高端品牌汽车气囊缝线真皮包覆新技术研究
图 9 20º 油缸斜顶出模拟效果图
在今年的中国上海车展出现了许多高端品牌车上的安全

2 未来汽车安全气囊产品新技术方向研究 :

气囊外观都采用了缝线纹的真皮包覆技术，美观性好、质感强，

2.1 未来汽车人体保护气袋更多、更追求安全性

舒适性强，其必将成为是汽车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汽车用

随着人们对行车安全要求的提高，未来需更注重驾驶员

户追求的主流新要求。

及乘客的安全性及有效的保护作用，因此在汽车内部气囊的

在成功开发皮纹激光缝线纹产品的基础上，安全气囊盖

布置是全方位布置、如侧气囊，膝盖气囊，顶棚气囊，这些

外表采用真皮包覆工艺技术将作为未来三年技术团队攻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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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以进一步提升技术竞争力。

图 13 双色注塑产品设计概念图

图 12 真皮包覆假缝线高端安全气囊

4 双色安全气囊产品技术研究

累了比较丰富的开发技术和经验，成为了中国安全系统汽车
零部件厂商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今天取得的成绩，离不开

目前的气囊罩盖注塑完产品大部分有缩印、亮印、撕裂

技术人的努力。技术革新引领企业发展，企业发展需要刻苦

线印，大多数需要喷漆遮盖。为了提高表面的质量，考虑不

钻研的技术人。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企业需更加积极

用喷漆的工艺 , 建议用双色注塑的方法来改善外观，省去喷漆

地钻研国际上的先进新技术，组织技术团队进行技术攻关，

工序，而且表面是外表第一层 TPEE 的材料，相对于第二层

迎难而上，攻克技术难点，并大胆尝试应用，让安全气囊产

软一些，触感好，近似仿真皮的效果。

品保持具体较高的业内技术竞争力，做到在中国领先，争创
国际水平，最终促使我司安全气囊产业链不断壮大。

5 结语
目前，国际市场的高端安全气囊已经开发了双色安全

技术革新引领企业发展，企业发展需要刻苦钻研的技
术人！

气囊，需要技术团队去研究分析，攻克技术难题，早点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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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Uncertainty in Measurement
Results of Soil Liquid-Plastic Limit Combined Analyzer
Wangjin Qing
1. Fujian Provincial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Fuzhou, Fujian, 350004, China
2. Fujian Jiaoke Measurement Technology Co., Ltd, Fuzhou, Fujian, 350004,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the uncertainty of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e soil liquid-plastic limit detector, and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e measurement uncertain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general process of measurement uncertainty evaluation and the
method of determining the standard uncertainty component. The relevant measurement and test technicians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when conducting measurement uncertainty assessme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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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液塑限联合测定仪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与分析
王锦清
1. 福建省交通科研院有限公司，中国·福建 福州 350004
2. 福建省交科计量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福建 福州 350004

摘

要

论文通过对土壤液塑限检测仪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并对测量不确定度的分析与探讨，总结了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的一般
流程及确定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的方法，可为相关计量、试验技术人员开展测量不确定评定工作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土壤液塑限检测仪；测量结果；不确定；应用

1 引言

而在计量检定 / 校准工作中，通过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
可表明检定 / 校准结果的量值溯源性是否达到要求。因此，

测量不确定度是与测量结果相联系的参数，表征合理地
赋予被测量值的分散性；是对其真值所处范围的评定，是对
分量结果质量的定量评价。

测量不确定度是计量检定、校准及检测试验工作中不可缺少
的一个重要环节 [2]。
然而，在从事上述相关工作的广大技术人员中，还有很

根据 ISO/IEC 17025:2017《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

大部分对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及其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的分析

用要求》和 JJF1069-2016《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考核规范》的

与计算方法不甚理解或知之甚少，这会导致测量结果的质量

要求，当对测量设备进行校准并出具校准证书时，应给出测

工作得不到保障。因此，为了广大试验检测人员和计量工作

量结果和测量不确定度；对建立计量标准装置、研制测量标
准及制定计量检定规程提出检定方法时，也应评定标准装置
的不确定度 [1]。
在交通工程行业中，测量不确定度主要在各交通领域的

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的步骤及确定标
准不确定度分量方法，下面笔者以土壤液塑限检测仪测量结
果的不确定度评定为例分析一下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的步骤和
方法，以探讨在不确定度过程中如何准确、完整地分析确定
标准不确定度的分量。

检测试验室、研究机构及计量检定机构的检定、校准及检测
试验等工作中广泛应用。开展试验检测工作中，通过检测结
果的不确定度评定，可表征试验检测结果的可靠性与合理性；
70

2 土壤液塑限检测仪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
从 JJG（交通）069-2006《土壤液塑限检测仪检定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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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仪器设备的计量特性可知，其校准结果的不确定度主要来

允 许 误 差 为 MPE：±1.0e( 即 ±0.1g)， 作 均 匀 分 布，

源于质量（圆锥体的质量）、长度（盛土杯尺寸、测量误差）、
角度（锥尖角度）、时间（测量时间）四个方面的测量结果

k = 3，则其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为： u 2 (m0 ) = MPE k = 0.1 3 = 0.0577( g ) 。

的不确定度。下面笔者以中国北京中科东晨科技有限公司生

（3） 电 子 天 平 的 示 值 分 辨 力 引 入 的 不 确 定 度 分

产的数显式土壤液塑限测定仪（型号：LP-100D；出厂编号：

取包含因子

量 u3

(m0 )
电子天平的示值分辨力 d 为 0.01g，其半宽度为 0.005g，

1910502）为例，进行分析 。
[3]

作均匀分布，取包含因子 k

2.1 质量
2.1.1 数学模型
根据测量原理：用电子天平直接测量被校液塑限检测仪

= 3 ，则其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分量为： u3 (m0 ) = d 2 3 = 0.005 3 = 0.0029( g )
由于 u1 (m0 ) > u3 (m0 ) ，为避免重复计算，取最大影响
量 u1

圆锥体的质量。

(m0 ) ，舍弃 u3 (m0 ) 。

（4）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一览表

mi = m0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不确定度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值 u (xi )

u1 (m0 )

测量重复性

0.0056g

u2 (m0 )

本身准确度

0.0577g

式中： mi — 被校液塑限检测仪圆锥体的质量 (g)；

m0

— 电子天平的测量值 (g)。

2.1.2 方差与灵敏系数

2.1.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根据不确定度传播定律 uc2 ( y ) =

2

 ∂f 
 ⋅ u 2 ( xi ) ，可
i =1 
i 
n

∑  ∂x

(mi ) = u (m0 )
式中： u (mi ) — 被校液塑限检测仪圆锥体质量的标准

得： u

u (mi ) = u (m0 ) = u12 (m0 ) + u 22 (m0 ) = 0.0056 2 + 0.0577 2 = 0.058( g )

2.1.5 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k

= 2 ，则
U=
k × u ( mi ) =
2 × 0.058 =
0.12 ( g ) 。

不确定度；

u (m0 ) — 电子天平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2.1.3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的分析与计算：

2.2 长度（以数显卡尺为标准器）
2.2.1 数学模型

（1） 电 子 天 平 的 测 量 重 复 性 引 入 的 标 准 不 确 定 度 分
量 u1

Li = L0

(m0 )

式中：Li — 被校液塑限检测仪被测量长度值 (mm)；

用电子天平对被校液塑限检测仪圆锥体的质量进行 10 次

L0 — 数显卡尺的测量值 (mm)。

重复测量，测量结果如表 1 所示：

2.2.2 方差与灵敏系数

表 1 测量结果
测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次数
测量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值
09 07 07 08 07 06 09 08 08 07
(g)

平均 标准
值 差s
100. 0.00
076 97

在实际测量时，重复测量三次，则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

 ∂f
u ( y ) = ∑ 
根据不确定度传播定律
i =1  ∂xi
2
c

3 = 0.0097

3 = 0.0056( g ) 。

（2） 电 子 天 平 本 身 误 差 引 入 的 标 准 不 确 定 度 分
量 u2

(m0 )
电 子 天 平 由 上 一 级 标 准 检 定 (e=0.1g)， 准 确 度 为

2


 ⋅ u 2 ( xi )
，可


(Li ) = u (L0 )
式中： u (Li ) — 被校液塑限检测仪被测量长度的标准

得： u

不确定度

u (L0 )

准不确定度分量为 :

u1 (m0 ) = s

n

— 数显卡尺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2.2.3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的分析与计算：
（1） 数 显 卡 尺 的 测 量 重 复 性 引 入 的 标 准 不 确 定 度 分
量 u1

(L0 )
用数显卡尺对被校液塑限检测仪盛土杯内径进行 10 次重

复测量，测量结果如表 2 所示：

II 级， 根 据 规 程， 测 量 范 围 为 (0 ～ 2000)g 时， 其 最 大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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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测量结果

2.3.2 方差与灵敏系数

测量
平均
1
2
3
4
5
6
7
8
9
10
次数
值
测
49. 49. 49. 49. 49. 49. 49. 49. 49. 49. 49.
量值
93 95 94 96 94 95 94 94 96 95 946
(mm)

标准
差s
0.0
097

在实际测量时，重复测量三次，则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
准不确定度分量为：

根 据 不 确 定 度 传 播 定 律 uc2 ( y ) =
2

得： uc

(∆ ) = c12 ⋅ u 2 (Li ) + c22 ⋅ u 2 (L0 ) 。

式中：u(Li) — 被校液塑限检测仪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分量

u1 =
3 0.0097=
3 0.0056 ( mm ) 。
( L0 ) s=

u(L0) — 量块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c1 、 c2

（2） 数 显 卡 尺 本 身 误 差 引 入 的 标 准 不 确 定 度 分
量 u2

、 c2

(L0 )
数 显 卡 尺 由 上 一 级 标 准 校 准， 其 扩 展 不 确 定 度 为：

U=0.03mm(k=2)，则其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为：

u 2 (=
L0 ) U=
k 0.03
=
2 0.015 ( mm ) 。
（3） 数 显 卡 尺 的 示 值 分 辨 力 引 入 的 标 准 不 确 定 度 分
量 u3

数 显 卡 尺 的 示 值 分 辨 力 d 为 0.01mm， 其 半 宽 度 为
0.005mm，作均匀分布，取包含因子 k

= 3 ，则其引入的标

— 灵敏系数 ( 其中： c1

2.3.3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的分析与计算：
2.3.3.1 被校液塑限检测仪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Li)
（1）被校液塑限检测仪的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

(Li ) ：

以 10mm 的标准量块对被校液塑限检测仪进行 10 次重复
测量，测量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测量结果

准不确定度分量为：

u=
d=
2 3 0.005
=
3 0.0029 ( mm ) 。
3 ( L0 )

(L0 ) > u3 (L0 ) ，为避免重复计算，取最大影响
量 u1 (L0 ) ，舍弃 u3 (L0 ) 。
由于 u1

2.2.4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一览表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不确定度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值 u (xi )

u1 (L0 )

测量重复性

0.0056mm

u2 (L0 )

本身误差

0.015mm

2.2.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2

2

在实际测量时，重复测量三次，则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
准不确定度分量为 :

u1=
3 0.0567=
3 0.033 ( mm ) 。
( Li ) s=
（2）被校液塑限检测仪示值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Li ) ：

被校液塑限检测仪的示值分辨力 d 为 0.1mm，其半宽度
为 0.05mm，作均匀分布，取包含因子 k

2.2.6 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k

= 2 ，则
U=
k × u ( Li ) =
2 × 0.016 =
0.03 ( mm ) 。

2.3 长度（以量块为标准器）
2.3.1 数学模型

= 3 ，则其引入的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为：

=
u2 ( Li ) 0=
.05 3 0.029 ( mm ) 。

(Li ) > u2 (Li ) ，为避免重复计算，取最大影响
量 u1 (Li ) ，舍弃 u 2 (Li ) 。
由于 u1

则被校液塑限检测仪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为：

∆ = Li − L0
式中：Δ — 被校液塑限检测仪的测量误差 (mm)
Li — 被校液塑限检测仪的测量值 (mm)
L0 — 量块的标准值 (mm)

72

测量
平均 标准
1
2
3
4
5
6
7
8
9 10
次数
值
差s
测量
值 10.1 10.1 10.1 10.2 10.0 10.2 10.1 10.1 10.1 10.1 10.11 0.0567
(mm)

分量 u 2

u ( Li ) =u ( L0 ) = u ( L0 ) + u ( L0 ) = 0.0056 + 0.015 =0.016 ( mm )
2
2

= ∂∆ ∂Li = 1

= ∂∆ ∂L0 = −1 )。

度分量 u1

(L0 )

2
1

2

 ∂f  2

 ⋅ u ( xi ) ， 可
∑
i =1  ∂xi 
n

u=
0.033 ( mm ) 。
( Li ) u=
1 ( Li )

2.3.3.2 量块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L0)
量块由上一级标准检定，准确度等级为 4 等，在标称长
度为 10mm 时，其扩展不确定度为：U=0.22μm(k=3)，则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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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
3 0.816=
3 0.471′ 。
( θ0 ) s=

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为：

u 2 (=
L0 ) U=
k 0.22 μm=
3 0.0001( mm ) 。

（2）数显万能角度尺本身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
量 u 2 ( θ0 )

2.3.3.3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一览表
标准不确定
度分量

不确定度来 标准不确定度
源
值 u (xi )

灵敏系数
ci = ∂f ∂xi

ci × u ( xi )

数 显 万 能 角 度 尺 由 上 一 级 标 准 检 定， 其 扩 展 不 确

u(Li)

被校液塑限
检测仪

0.033mm

1

0.033

定 度 为：U=1 ′ (k=2)， 则 其 引 入 的 标 准 不 确 定 度 分 量

u(L0)

量块

0.0001mm

-1

0.0001

U=
k 1=
2 0.5′ 。
为： u2 ( θ=
0)
（3）数显万能角度尺的分度值 d 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

2.3.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c ( Δ ) =

c12 ⋅ u 2 ( Li ) + c22 ⋅ u 2 ( L0 ) =

0.0332 + 0.00012 = 0.033 ( mm )

数显万能角度尺的分度值 d 为 1′，半宽度为 0.5′，作

2.3.5 扩展不确定度

均匀分布，取包含因子 k

取包含因子 k

U=

量 u3(θ0)

= 2 ，则
k × uc ( ∆ ) = 2 × 0.033 =

= 3 ，则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

0=
.5 3 0.289′ 。
量为： u=
3 ( θ0 )

0.07 ( mm ) 。

由于 u1 ( θ0 ) > u3 ( θ0 ) ，为避免重复计算，取最大影响量

2.4 角度

u1 ( θ0 ) ，舍弃 u3 ( θ0 ) 。

2.4.1 数学模型

（4）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一览表

测量原理：用数显万能角度尺直接测量圆锥体锥尖的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不确定度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值 u (xi )

u1(θ0)

测量重复性

0.471′

u2(θ0)

本身准确度

0.5′

角度。

θi = θ0
式中：θi — 被校圆锥体锥尖的角度 (° )；θ0 — 数显万

u ( θi ) = u ( θ0 ) =

能角度尺的测量值 (° )。

2.4.2 方差与灵敏系数：
根 据 不 确 定 度 传 播 定 律 uc2 ( y ) =

2.4.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12 ( θ0 ) + u22 ( θ0 ) =

2.4.5 扩展不确定度
n

 ∂f 

∑  ∂x 
i =1



i

2



⋅ u 2 ( xi ) ， 可

取包含因子 k

k × u ( θi ) =
2 × 0.687 =
1.4′ 。
= 2 ，则 U =

2.5 时间

得： u ( θi ) = u ( θ0 )

2.5.1 数学模型

式中：u(θi) — 被校圆锥体锥尖角度的标准不确定度

测量原理：用电子秒表直接被校液塑限检测仪的测量

u(θ0) — 数显万能角度尺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时间。

2.4.3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的分析与计算

ti = t 0

（1）数显万能角度尺的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分量 u1 ( θ0 )
用数显万能角度尺对测量圆锥体锥尖的角度进行 10 次重
复测量，测量结果如表 4 所示：

测量
1
2
3
4
5
6
7
8
9
次数
测量 29º 29º 29º 29º 29º 29º 29º 29º 29º
值 59′ 58′ 59′ 58′ 58′ 57′ 57′ 58′ 57′
转分
1799 1798 1799 1798 1798 1797 1797 1798 1797
单位

式中： ti — 被校液塑限检测仪的测量时间 (s)； t 0 —
电子秒表的测量值 (s)。

2.5.2 方差与灵敏系数

表 4 测量结果
10
29º
59′

平均 标准
值 差s
/

/

1799 1798.0 0.816

在实际测量时，重复测量三次，则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
准不确定度分量为 :

0.4712 + 0.52 = 0.687′

 ∂f
根据不确定度传播定律 u ( y ) = ∑ 
i =1  ∂xi
2
c

n

2


 ⋅ u 2 ( xi ) ，可


得： u ( mi ) = u ( m0 ) 。
式中： u ( mi ) — 被校液塑限检测仪测量时间的标准不
确定度

u ( m0 ) — 电子秒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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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量不确定度的分析与探讨

2.5.3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的分析与计算
（1） 电 子 秒 表 的 测 量 重 复 性 引 入 的 标 准 不 确 定 度 分
量 u1

(t0 )

从上述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的过程来看 , 评定测量不确定

用电子秒表对被校液塑限检测仪的测量时间进行 10 次重
复测量，测量结果如表 5 所示：

1

2

3

4

5

6

得出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③评定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i →④

7

8

9

10

平均 标准
值
差s

测量
值 5.03 5.04 5.06 5.01 5.05 5.04 5.03 5.05 5.06 5.03 5.040 0.0156
(s)

在实际测量时，重复测量三次，则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
准不确定度分量为：

u1 (t0 ) = s

计算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i →⑤确定扩展不确定度 U →⑥报告
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

3.2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的确定
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 , 评定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i 在整个
评定过程中是最主要的。那么 , 如何来完整、准确地分析和确

3 = 0.0156

3 = 0.009(s ) 。

（2）电子秒表本身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 2

定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呢 ?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

(t0 )

电子秒表由上一级标准检定，其最大允许误差为 MPE：
±0.10s，作均匀分布，取包含因子 k

u2 ( t0 ) 0=
.10 3
准不确定度分量为：=

= 3 ，则其引入的标
0.058 ( s ) 。

（3） 电 子 秒 表 的 示 值 分 辨 力 引 入 的 标 准 不 确 定 度 分
量 u3

度的一般流程具体如下 : ①分析不确定度来源和建立数学模型
→②通过对数学模型进行分析 , 确定标准不确定度公式 , 进而

表 5 测量结果
测量
次数

3.1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的流程

①通过对数学模型分析确定的标准不确定度公式，可以
得出各主要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②分析各主要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中可能存在的所有不确
定度分量。
③在分析标准不确定度分量时，无论简单还是复杂，均
可从设备、环境、方法和人员四个方面的因素来分析，并要

(t0 )
电子秒表的示值分辨力 d 为 0.01s，其半宽度为 0.005s，

作均匀分布，取包含因子 k

3 ，则其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分量为： u3 (t 0 ) = d 2 3 = 0.005 3 = 0.003(s ) 。
由于 u1 (t 0 ) > u3 (t 0 ) ，为避免重复计算，取最大影响量
u1 (t0 ) ，舍弃 u3 (t0 ) 。

充分考虑在实际测量过程中有哪些因素会影响结果的不确定
度分量，做到不遗漏、不重复 [4]。

4 结语
论文通过阐述测量不确定度的定义及其在交通行业中的
应用，论述了土壤液塑限测定仪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

2.5.4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一览表

分析了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流程，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不确定度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值 u (xi )

u1 (t0 )

测量重复性

0.009s

试验技术人员进行不确定度评定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u2 (t0 )

本身误差

0.058s

参考文献

2.5.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 (ti ) = u (t0 ) = u12 (t0 ) + u 22 (t0 ) = 0.009 2 + 0.0582 = 0.059(s )

2.5.6 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k

74

k × u ( ti ) =
2 × 0.059 =
0.12 ( s ) 。
= 2 ，则 U =

进而保证了测量不确定度结果的准确、可靠，并可为相关计量、

[1] ISO/IEC 17025:2017《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2] JJF1069-2016《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考核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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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建山 . 滚筒反力式制动检验台示值误差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
定与分析 . 福建交通科技 [J],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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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Piled Public Bicycl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icycle Sharing——Take Chancheng
District of Foshan City as an example
Liuxian Feng Luyu Xiong
1. Shenzhen Urban Transport Planning and Design Research Center Co., Ltd, Shenzhen, Guangdong, 518021, China
2. Guangdong Traff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Shenzhen, Guangdong, 518021,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se of traditional public bicycles and shared bicycles in Chancheng District,
Foshan City,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impact of shared bicycles on traditional public bicycles has stabilized. Given the sharp contrast
between the two user groups, the distance, travel time and trave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tribution are basically the same, and the
differential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public bicycles and bicycle sharing is proposed to protect the basic travel needs of citizens.

Keywords

piled public bicyles; bicyles sharing; development trend

共享单车影响下有桩公共自行车发展趋势分析——以佛山
市禅城区为例
刘先锋

陆玉雄

1.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广东 深圳 518021
2. 广东省交通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广东 深圳 518021

摘

要

通过对中国佛山市禅城区传统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使用特征对比分析，发现共享单车对传统公共自行车的冲击已趋于稳定，
鉴于二者用户群体对比鲜明，面对出行距离、出行时间、出行分布基本类同的特征，提出传统公共自行车与共享单车分区差
异化发展，保障市民基本出行需求。

关键词
有桩公共自行车；共享单车；发展趋势

1 引言
近年，共享自行车逐渐兴起，其以使用方便、快捷的特

车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2 禅城区共享单车与有桩公共自行车运行特征

点，迅速主导城市慢行交通；但共享单车如何实现盈利，仍

分析

是摆在企业面前一道难题，悟空单车、小鸣单车、町町单车

2.1 共享单车运行特征分析

等 20 多家共享单车企业相继倒闭；与此同时传统有桩公共自

2017 年初，摩拜牵手广佛地铁，中国首创共享单车与

行车生存空间也受到严重挑战，客流量不断下降、使用频率低，

地铁无缝对接新模式，截至 2019 年，禅城区主要投放共享

财政效益不高，各级政府及社会人士对公共自行车的发展趋

单车主要有摩拜、哈罗、青桔及小黄车四家企业 [1]，总投放

势意见不一。

规模 5 万辆，通过《禅城区公共自行车发展报告》，目前共

通过对中国禅城区共享单车和有桩公共自行车的使用特

享单车主要投放主要在禅城中心城区地铁沿线、大型商场、

征、用户特征等信息对比分析，总结出二者使用特性，针对

写字楼等周边；单车日均出行距离 1.08 公里，出行时间 16.8

性提出有桩公共自行车发展方向，对目前中国有桩公共自行

分钟；车辆日均使用 3.5 次，骑行高峰期集中在 07:45-09:0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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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环境，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同时押金监管困难，疯狂无
序的投放，恶性竞争下，共享单车已从资本狂热中冷却下来，
近年出现共享单车企业倒闭跑路，押金无法兑现等情况，市
区对共享单车押金监管困难。再次共享单车发展形势仍不明
朗，暂无找到盈利途径，目前共享单车的繁荣并非市场主导，
而是资本推动下的疯狂，随着“投资热”的降温，大部分共
享单车企业都已倒闭或者破产。哪怕是 OFO 这种行业巨头，
当前也是负面消息不断。资本狂潮退却之后，由市场主导的
共享单车行业能否保持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能否提供比公
共自行车更优质的服务仍然难以确定。

2.2 有桩公共自行车运行特征分析

其中共享单车占自行车出行 76%，公共自行车仅占自行车出
行 3.8%，共享单车的发展提升自行车出行比重。
（2）受共享单车影响，有桩公共自行车租客量有所下
降但目前趋于稳定。2017 年公共自行车租赁次数为 830.41 万
人 次， 较 2016 年 下 降 15.9%；2018 年， 禅 城 区 公 共 自 行 车
年租客量约 580 万人次，较 2017 年减少 30%。但月均保持在
40~50 万出行次数，并未进一步下降，说明共享单车对公共自
行车的冲击已趋于稳定。
150.00
100.00

2016租车量（万次）

50.00

2017租车量（万次）

0.00

2018租车量（万次）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台等公共空间，由“便民”变成了“扰民”，严重影响了市

城区自行车出行比例为 21.3%，较 2016 年 17.0% 增加了 4.3%，

8月

有车即可取，随意停车，导致共享单车挤占人行道、公交站

出行比例为 17.7%，较 2016 年 13.6% 增加了 4.1%。2017 年禅

7月

过于集中，企业竞争恶性循环。其次无桩约束的共享单车，

《2017 年佛山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2017 年禅城区自行车

6月

序的投放共享单车，导致共享单车投放总量失控，投放区域

（1）自行车出行比例增加，共享单车占比较大 [2]。根据

5月

业为抢占市场份额，在共享单车需求旺盛区域，过度的、无

析得出，二者之间关系如下：

4月

与此同时共享单车也呈现出一些问题，首先共享单车企

通过共享单车与有桩公共自行车出行特征及用户信息分

3月

21.0%，35 岁以上仅占 14%。

2月

体偏向于年轻化，其中 26-35 岁占 65.0%，25 岁以下用户占

3 禅城区共享单车与有桩公共自行车的关系

1月

和 18:00-21:30；工作日的骑行次数高于非工作日，用户群

图 1 近三年有桩公共自行车租车量

禅城区是较早推行有桩公共自行车的城市之一，有桩公

（3）有桩公共自行车与共享单车适用人群存在差异。禅

共自行车系统建设和运营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作，从 2010

城区公共自行车使用群体主要以 35~60 岁本地中老年人为主，

年起至今，禅城区已经建设 212 个有桩公共自行车租赁点 [1]，

占用户比例为 72.3%；共享单车使用群体主要以 35 岁以下年

正常使用车辆 8000~9000 辆，通过《禅城区公共自行车发展

轻人为主，占用户比例为 86%。二者使用群体处在明显差异，

报告》，自 2017 年共享单车进入禅城后，有桩公共自行车租

具有不可完全替代性。

车量呈现下降趋势；2017 年日均租客量 2.3 万人次，较 2016

（4）受共享单车冲击，有桩公共自行车用户群体逐渐萎

年下降 15.9%；2018 年日均租客量 1.6 万人次，较 2017 年下

缩。近两年新办公共自行车租赁卡用户锐减 70%，2017 年退

降 30%；但是有桩公共自行车日均周转率为 3.2 次 / 日，平均

卡用户较 2016 年增加了 1.5 倍，40% 的用户近一年未使用过

出行时间 17 分钟，平均出行距离 1.3 公里；近些年变化不大。

公共自行车。

从出行分布来看主要出行集中在石湾、祖庙中心城区，

（5）有桩公共自行车与共享单车出行特征类似，出行时

出行目的集中在商业周边、地铁站接驳、住宅密集区，租车

间、空间基本重叠。目前有桩公共自行车与共享单车出行时

高峰期仍为早上 7：00~9：00，下午 17：00~19：00。 根据

间均为 17 分钟左右，主要集中在早晚高峰时段，出行距离均

《禅城区公共自行车发展报告》，禅城区有桩公共自行车活

为 1.1 公里左右；从投放区域来看，二者基本重叠，甚至共享

跃 用 户 中 年 龄 35 岁 以 上 的 占 比 72.3%， 其 中 36~50 岁 的 占

单车投放区域以公共自行车布局为依据，由此造成中心城区

比 43.11%，51~68 岁 的 占 比 29.19%；35 岁 以 下 的 占 比 仅 为

共享单车与公共自行车密集扎堆，用户出行空间及时间基本

27.7%，其中 26~35 岁的青年人占比 25.04%，12~25 岁的年轻

重叠，造成资源浪费。

人占比 2.66%。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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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费用约 1700 万元，次均出行政府成本补贴 2.9 元，远高
于共享单车用户付出成本（次均 0.5~1 元费用），政府财政经
济效益不高，但低于政府补贴公交车次均出行费用（次均 3.05

Article

行车租赁点，外迁至外围共享单车覆盖薄弱区域，局部成网。

5 结语
回归到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创立的初衷发现，二者作

元）[3]。
（9）有桩公共自行车与共享单车性质不同。有桩公共自

为慢行系统的一部分，是对城市慢行系统的积极补充，均为

行车和共享单车都是为了解决市民“最后一公里”出行问题，

解决城市出行最后一公里，只不过一个是政府主导行为，基

但是两者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禅城区有桩公共自行车为政府惠民工程，服务提供者
为政府，其出发点是为了满足市民的基本出行需求，具有一
定的公益性。禅城区公共自行车最重视的是市民是否因此获
得了良好的出行体验，而非有桩公共自行车是否带来了经济

本免费为市民提供出行服务，体现了财政的福利及社会公平
性，保障市民基本出行需求；一个是企业行为，市民付费出行，
未来势必会更加追求利润，无法保障社会公平、福利。因此
在共享单车波动的浪潮中，目前政府不宜完全取消公共自行
车，而是一方面加强共享单车监管，另一方面将公共自行车
作为共享单车的补充，分区差异化发展，二者共同支撑城市

效益。
反观共享单车，是企业主导的市场行为，为市民付费的
有偿服务。一方面，由于共享单车是市场行为，具有趋利性，
只会去覆盖客流密集的地区；另一方面，共享单车的目前处
于资金投资市场阶段，其发展前景仍不明朗。
表 1 公共自行车与共享单车使用特征分析
类别 用户特征
公共
35 岁以上
自行
占 72.3%
车
共享 35 岁以下
单车 占比 86%

周转
次均出行成
出行时间 出行距离
出行分布
率
本
2.9 元（基
3.2 次
17 分钟 1.3 公里 本政府买 中心城区
/日
单）
3.5 次
0.5~1 元（使
16.8 分钟 1.08 公里
中心城区
/日
用者买单）

4 禅城区有桩公共自行车发展趋势
目前禅城区有桩公共自行车仍有 6 万活跃用户，月均使

自行车系统。
同时面对传统有桩公共自行车使用不便、客流下降等问
题，可从以下几方面对公共自行车进行升级：
（1）引导公共自行车技术升级
相对于传统有桩公共自行车，共享单车最大的的优势是
停取方便，鉴于此，引导有桩公共自行车进行技术升级，推
出“电子围栏”、“扫码租车”等服务，便捷市民使用。
（2）提升传统公共自行车服务水平
面对现状市民办卡不变、办卡需缴纳押金，同时高峰期
间租还车困难问题，政府应加强传统公共自行管理，推出一
系列便民措施，例如，周末及节假日预约办卡，自行车租赁
系统接入公交卡或身份证系统，减免押金，推出隔夜还车、

用量 50~60 万次，且逐步趋于稳定；其使用人群主要以中老

错峰还车等措施，解决还车难的问题。

年为主（35 岁以上占 72%），与共享单车形成鲜明对比（35

（3）合理布设公共自行车租赁点

岁以下占 84%），二者用户群里存在明显差异，不具备完全

基于公共自行车与共享单车差异化发展的策略，政府应

替代性，虽然共享单车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但随着政府

把握好与共享单车区域划分关系，减少重叠，在保障传统公

监管及资本市场的降温，未来势必找到一个盈利平衡点，在

共自行车局部成网的前提下，把资源最大化利用。

转型中稳步成长 [4]。因此根据有桩公共自行车及共享单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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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Asphalt Pavemen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Highway Bridge Construction
Zhiwei Zhao
Jining Lunan Highway Engineering Company, Jining, Shandong, 2721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demand for highway bridge construction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Asphalt pavemen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for highway bridge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tability of road pavement structures and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highway bridge asphalt pave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preparation
work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herefore,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highway bridge asphalt pav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strictly
control the proportion of asphalt, standardize the transportation behavior of asphalt mixture, do a good job in the paving, vibrating and
rolling of asphalt pavement, and ensure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asphalt pavemen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analysis of asphalt
pavemen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highway bridge construction, points out the main points and precautions of highway asphalt pavement construction, hoping to ensure the asphalt construction effec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ighway bridg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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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way bridge; asphalt pavemen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公路桥梁施工中的沥青路面施工技术分析
赵志伟
济宁鲁南公路工程公司，中国·山东 济宁 272100

摘

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公路桥梁施工建设的需求越来越高，公路桥梁的沥青路面施工技术直接关系着公路桥梁路
面结构的稳定性及运输效率。公路桥梁沥青路面建设水平与施工准备工作和施工工艺息息相关，因此，在公路桥梁沥青路面
施工过程中需要严格控制沥青的配比，规范沥青混合料的运输行为，做好沥青路面的摊铺，振捣以及碾压工作，保证沥青路
面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论文主要针对公路桥梁施工中沥青路面施工技术分析进行探讨，指出公路沥青路面施工的要点以及注
意事项，希望能够保证沥青施工效果，提高公路桥梁施工质量。

关键词
公路桥梁；沥青路面；施工技术

1 引言
沥青路面施工建设是公路桥梁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关
系着公路桥梁的使用寿命和使用效率。公路桥梁每天需要承载
大量的过往车辆与行人的载荷，如果公路桥梁沥青路面施工建
设不到位，将会直接影响公路桥梁的安全性，容易引起路面安
全事故的发生。因此，必须要结合公路桥梁施工特点，做好沥
青路面施工技术的管理与控制工作，严格按照施工规范和标准
进行沥青路面的施工，保证公路桥梁建设的整体水平。

2 公路桥梁中沥青路面施工技术管理与控制的
必要性
公路桥梁沥青路面施工持续时间较长，施工工艺要求较
78

高，在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干扰
施工项目的顺利开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项新工艺、
新材料和新技术逐渐应用于公路桥梁建设过程中，对沥青路
面施工的要求也更高，为了避免沥青路面施工的不必要的问
题，必须要加强对公路桥梁路面沥青施工的管理控制，明确
沥青路面施工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保证公路桥梁的施工
质量，延长公路沥青路面的使用寿命。
沥青路面施工作为公路桥梁建设的外在表现，路面的质
量直接关系着公路桥梁的整体建设水平，因此，对沥青路面
施工技术进行管控是十分必要的。从目前来看，很多公路桥
梁路面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裂缝和塌陷问题绝大多数是由于施
工人员操作不规范和技术应用不合理所导致的。在进行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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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沥青路面施工时，必须要明确施工工艺、施工流程和施
工规范，做好路面质量的控制与检验，保证路面的应用的合
理性和科学性。[1]

3 公路桥梁沥青路面施工特点
公路桥梁沥青路面是由沥青混合料铺在地面上碾压形成
的，所以公路桥梁沥青路面的施工质量主要由沥青混合料所
决定，沥青混合料包括矿料和沥青两部分内容，其中矿料形
成骨架，沥青起到填充空隙和联结的作用。矿料全称为矿质
混合料，由粗集料、细集料和矿粉三大类组成，如图 1 所示。
每一类矿料又具有几组不同的粒径，比如粗集料中的碎石有
19mm 的，也有 15mm 和 10mm 的，不同粒径的矿料能够形
成不同密实度和空隙率的基本骨架。根据碎石大公称粒径的
大小的不同以及整体级配的不同，可以将不同粒径的碎石混

图 2 三种不同级配类型的沥青路面结构层次剖面图

合起来组成不同的矿料，这些矿料加上沥青拌合好铺到道路
基层上并碾压，能够使形成的路面各不相同。按照级配类型

4 公路桥梁施工中沥青路面施工技术分析

可以将沥青路面分为三类，分别为连续密级配、连续开级配

4.1 施工之前的准备工作

以及间断级配，如图 2 所示。 其中，连续开级配大小粒径

公路桥梁路面施工项目相对来说体量较大，持续时间较

的石头都有，但是大的石头较多，小的砂石较少，连续性开

长，直接关系着道路桥梁工程的建设效果，因此，在工程建

级配矿料内摩擦角较好，高温稳定性较好，粘聚力较低，耐

设前期必须要对施工图纸内容进行严格系统的审核，做好技

久性差。连续型密级配矿料粘聚力较高，密实性和耐久性好，

术交底工作。要求施工技术人员具备丰富的施工经验以及施

内部摩擦力较小，高温稳定性较差。间断型级配只有大的石

工理论知识，能够审核出工程图纸中的错误和问题，并与设

头，没有小的石头，具有较高的密实度，粘聚力、内摩擦角、

计人员进行科学深入的探讨，保证图纸能够满足施工建设要

高温稳定性好，但是施工和易性较差。在进行公路桥梁沥青

求。设计人员在进行施工图纸设计与绘制之前，要对施工现

路面施工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公路桥梁的设计级别和使用需

场的环境、气候、地质特点、水文条件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

求，合理选择适合的沥青矿料以及沥青材料，保证施工效果。

明确施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并在施工图纸中重点

在满足工程项目建设需求的前提下，考虑经济实用性要求，

标注出来，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规避，保证施工项目能够顺利

[2]

减少工程项目造价，提高建设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

[3]

稳定的开展。[4] 技术人员要针对特殊施工位置和关键施工技
术进行多方面的论证和审核，将施工图纸提交给专家人员进
行进一步的审核与规范，保证施工图纸设计的合理性，使得
沥青路面施工可以严格按照施工图纸来进行，提高施工建设
质量。其次，在施工之前还需要做好施工材料、施工设备以
及施工人员的准备工作。在施工前期要对施工现场使用的施
工材料进行科学严格的检验，只有检验合格的施工材料才能
够进入施工现场，并严格按照行业标准和规范进行材料的验
收，严禁不合格的施工材料参与施工，做好施工人员的培训

图 1 矿料组成

与管理工作，要求施工人员具备专业的施工知识，能够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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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标准与计划开展施工建设，提高技术应用水平和施工效

4.4 沥青路面摊铺工作

率。然后，在施工之前还需要对施工设备进行性能检测，要

沥青路面的摊铺是沥青工程项目建设的关键环节，工作

求施工设备能长期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只有通过设备性能

人员首先需要结合路面的宽度以及路面的建设情况，选择合理

检查和测试的机械才能够投入使用，保障施工的顺利开展。

[5]

4.2 做好沥青的配比工作

的摊铺施工设备，并通过摊铺设备完成摊铺作业。结合不同公
路工程施工等级选择合理的施工机械和施工方法，施工人员要

沥青的配比是进行公路桥梁施工建设的前提，直接影响

严格按照机械使用的规范进行摊铺作业，保证摊铺活动能够均

后续公路桥梁路面施工能否顺利开展。技术人员需要根据公路

匀连续地开展，提高摊铺质量，及时补救摊铺过程中存在的问

桥梁施工需求以及实际载荷特点做好沥青配比工作，并对沥青

题。沥青的摊铺容易受到施工条件的影响，包括施工时温度、

配比效果进行检测。由于沥青配比和施工材料的拌和通常在施

湿度以及施工材料的干扰，并且由于沥青铺筑的摊铺层存在一

工现场进行，拌制过程中容易受到施工现场环境和施工工艺的

定的差异，所以在进行沥青摊铺过程中，需要严格考虑地面的

影响而导致拌和质量无法满足施工要求，引发施工问题。因此，

温度，结合公路的等级和施工项目建设要求开展施工建设。通

现场施工人员必须要加强对拌制活动的管理与控制，严格把控

常情况下，普通公路地面的最低温度要高于 5oC，混合材料铺

施工材料和施工工艺，选择检验合格的材料倒入沥青搅拌槽中，

筑时的温度要高于 10oC。沥青摊铺工作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

利用相关机械设备进行搅拌处理，避免拌制过程中施工材料浪

高，在恶劣天气尤其在突然降温的环境下，难以对沥青进行夯

费，严格控制拌制的温度和时间，保证沥青材料拌和效果，使

实与摊铺，因此，要严格控制施工的环境，在合理的天气下进

沥青材料能够合理运用于沥青路面施工过程中。[6]

行施工，避免出现施工质量问题。当要在低温环境中进行施工

4.3 路面垫层的施工技术
从道路结构组成情况来看，路面垫层是整体道路的基础，
垫层的质量直接关系着公路桥梁沥青路面的施工效果，如图 3
所示。低级和中级的路面包括土基层、垫层、基层和面层，
高级路面增加了连接层与底基层，能够更好的满足载荷承载
力要求。道路桥梁工程施工期间需要结合工程建设要求合理
选择路面的结构，使得施工质量能够满足实际使用要求。
工作人员在路面垫层施工时，需要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和
标准进行材料比例的调配，要求工程材料粒径控制在 55mm 之
内，碎石比要控制在 30% 以内，整体材料颗粒含量高于 50%。
在具体施工过程中，通过压路机对路基垫层进行多次的碾压，
然后进行材料铺平整形工作，并做好路面初级护理，充分发挥
沥青中沙砾的功能，提高沥青路面的稳定性和承载力。[7]

时，需要采取低温作业的相关保护措施，提高路面碾压的温度，
在摊铺之后才能开始碾压，降低碾压设备的速度并缩短碾压机
之间的距离，提高碾压的次数，并通过相关设备进行路面加热，
提高路面和混合料的温度，保证施工活动能够满足路面使用要
求。其次，沥青路面摊铺混合料需要结合材料的粘度、温度以
及厚度进行，严格按照施工工艺和标准开展沥青摊铺活动。普
通的混合料与 SMA 混合材料由于性能和施工条件的差异，使
用的施工环境各不相同，相对于普通材料来说，SMA 沥青混
合材料更有利于在低温环境下开展施工。[8]

5 结语
综上所述，公路桥梁施工中的沥青路面施工技术直接关
系着公路桥梁项目建设效果以及公路桥梁的承载水平，影响
公路桥梁项的使用效率。论文主要针对公路桥梁施工建设过
程中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进行分析，指出沥青路面施工的特点
以及施工的必要性，并对施工技术具体应用方法进行探究，
希望能够提高公路桥梁沥青路面施工水平，保证整体公路桥
梁施工建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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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Energy-Saving Design Concepts
in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Shuochun Feng
Equipment Development Department, 46th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Group Corporation, Tianjin,
30022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science leve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s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degree of intelligence of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hina’s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design still has a lot of room for progres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more and more problems, in the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 automation design,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Starting from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pplication of energy-saving design concep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ecific measur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energy-saving design concept in the process of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China’s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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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ry 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energy-saving design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节能设计理念的运用探析
冯硕春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46 研究所设备开发部，中国·天津 300220

摘

要

随着社会科学水平的提高以及现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中国机械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机械制造的智能化程
度越来越高，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机械制造自动化设计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为了改善能源消耗量越来越多的问题，
在机械制造的自动化设计中，必须要注重节能技术理念的应用。论文从节能设计理念应用的意义出发，探究机械制造自动化
过程中节能设计理念运用的具体措施，以有效提高中国机械制造的水平。

关键词
机械制造；自动化；节能设计

1 引言
机械制造是能源资源消耗量较大的行业，从中国现有的
机械制造技术来说，尽管相比较原有的技术，中国不断提高
机械制造自动化程度，且生产中的能源消耗量也有所减少，
但随着机械制造业的发展，能源资源的消耗总量不断的增多。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可以应用现有的节能技术，对机械制造
与自动化进行创新改造，从而提高机械制造的实际效能，同

2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的概述以及应用节能设计
理念的价值分析
2.1 概述
机 械 制 造 及 其 自 动 化（Machinery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工艺，包含了各种先进工程
技术内容，其中包括了工程技术，编程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等，
在有效提升机械生产效率的基础上也能更好的保证整个产品
的生产质量，对促进现代工业建设发展等方面均有着不可替

时也可以提升机械制造业工程施工的环保性和节能性，降低

代的作用。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应用也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单位工程的资源消耗量，制造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机械产品。

首先是安全性。与以往传统机械制造业相比，现代的机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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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及自动化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机械的智能化和自动化。例如，

能设计理念，实际上是对自然环境中的资源进行二次利用或

当生产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设备会自动检测并做出停机处理，

者是进行循环利用，将机械制造自动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废

还可以对已经发生的故障进行细致分析，也能及时有效的采

料得以回收进行回收再次利用。这种情况实际上可以降低生

取相应措施，真正有效减少生产过程中事故发生率，从而切

态环境的污染程度，同时也能够提高能源应用的实际效能，

实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其次是应用广泛，与传统机械设备

提高节能设计在机械制造中的应用价值。中国为了加快建设

相比，现代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技术不仅是生产技术方面的创

节约型社会，必须全面的进行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技术的改进，

新，也带动了各个领域中的技术革新。并且当前该项技术已

有效解决资源能源过度消耗的问题。机械制造中节能设计理

经被广泛应用到各个行业，也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最后

念应用以下的评价体系（如图 1 所示），用来判断节能技术

是节能化和微型化。微型化是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技术中

是否提高了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的机械效能。

的又一特点，在更加完善性能的基础上，其造型也更加简洁
并且便于应用，而机械微型化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能源损
耗，在节能环保上的效果更是十分显著。

2.2 价值分析
相比起传统的机械与自动化设计理念，节能理念的渗透
则具有着较强的专业性，这种专业先进的节能理念可以充分
图 1 机械制造节能设计评价指标体系

体现在自然环境设计，生态设计以及环境意识设计等方面，
并且节能设计在工程制造的过程中，也可以真正实现资源的
循环再利用。并且机械制造工程可以有效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也能在机械报废时，真正做到重复使用，加速了人类社会与

4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设计节能设计理念的应用
路径
4.1 机械结构设计的优化

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而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工程实践中，
往往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利用大量资金真正实现
相关节能设计的应用。那么利用节能理念，能够真正做到绿
色管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在获取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缓
解中国相对严峻的资源和环境态势。而当前计算机技术也加
强了机械制造业的自动化水平，也在生产效率和生产安全性
性能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技术
的结合对中国工业化发展更是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机械
制造以及整个自动化发展过程中，更是务必要引入节能环保
技术，在实现技术发展创新的基础上，真正促使中国产业走
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
距，间接提升中国有的科研水平和工业水平。

机械制造自动化的过程中，首先必须要进行机械结构的
优化设计，要将节能设计理念应用在机械结构设计的全过程
中，提高机械设计的整体质量。机械结构的优化设计，可以
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第一，选择使用机械高能效型的电机，电机是机械生
产中能耗量最大的部件，是其核心部件，因此在进行机械制
造的自动化过程中必须首先要关注电机。基于制冷设计的要
求可以选择能耗量低、高效率的电机，目前中国的机械设计
中普通机床上一般用的是导轨的 y 系列电机，这种电机基本
上被全面淘汰。其能耗高、效率低，决定了其必将被淘汰的
命运。电机被淘汰后又用了升降电机 y90-l6，这种电机的效
率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二，尽管这种电机的能效量达到了百分

3 节能设计理念在机械制造与自动化过程中的

之七十以上，但从中国出台的规定《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具体表现

能耗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可以看出电机能效不能低于百分之

与传统的机械制造模式相比较，节能机械制造具有明显

八十一，因此这两种电机必定被淘汰 [[]]。由此可见，在机械

的先进性。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的过程中应用节能设计理念，

设计电机的选择上，要想实现节能设计的要求，就必须要淘

贯穿于机械设计的全过程。节能设计理念应用在自然环境生

汰这两种已经被淘汰的电机。

态环境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改造上。从设计理念上来说，节

第二，优化机械设计系统的动态响应功能，实际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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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机械制造的无用功的时间，提高工作的综合效率，这种

结合起来，实际上这种节能优化设计是在保证内部结构的基

设计有利于提高系统的稳定性。机械制造的动态设计，实际

本刚度的基础上进行的。

上是提升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径。在这种节能设计中必须要注

在动态响应功能节能优化设计上，主要表现在提高移动

意移动部件属于高速精密设备，因此必须要注意精密化设计，

件的加速度，该厂在最核心的部件电机选择好后，将电机的

在符合其基本要求的基础上进行节能优化设计，以此来提高

最大输出扭距 M 值定下来，以一级电机输出效率高于百分之

机械制造的生产效率。

九十一为例子，可以将动部件的负载轴角加速度 a 与负载转

第三，在关注移动部件精密设计的过程中还要不断的优

动惯量 l 驱动轴转动惯量及 m 和一级降速比 i 联系起来，画出

化零部件的内部结构。这些产品的零部件，实际上是对移动

与之对应的函数曲线，从而将本厂动部件的负载轴角加速度 a

部件的一个补充。在这一过程中，要想实现优化节能设计的

与一级降速比 i 的比值降下来，得到系统的最佳响应速度。

目标，必须要注重这些部件的优化设计，重点是对零件的内
部结构进行优化设计，减少零件的重量，从而有效减少内部
结构的重量，以提升其机械性能。这种设计方式一方面可以
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也不会污染大气环境，实现机械制造与
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全面优化。
第四，机械制造自动化的过程中还必须要进行防漏和自
动回收设计的节能优化，要针对其存在的漏油现象等原料浪费
情况进行优化改造，尽可能的减少原料浪费现象的发生。如在
数控立式车床的工作中 x 轴采用井下导轨方式，这种方式极易
导致液压油四处飞溅，其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不良的影响，因
此可以在导轨工作的内部设置防护罩进行引流，将飞溅出的液
压油再次引导回油盒，这种节能优化设计，可以有效的提高烟
油的使用能效，降低使用成本，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

4.2 运用环保型材料进行节能优化设计

具体零部件的优化流程如下：首先要进行横梁的截面优
化，不同截面所形成的高度是不一样的，因此可以利用软件
进行综合分析，分析不同截面下刚度的最大误差，将其控制
在误差范围内，以便于得出最佳刚度需求，从而进行零件建
模，实现零件的有效分析，得出最佳的内部结构方案 [[]]。其次，
要进行机械制造自动化的控制方式的节能优化设计，该厂采
用液压控制系统，但由于其本身存在着制动工作中液压油污
染环境、流体传动装置不宜在高温下工作以及成本过高等问
题，因此在机械节能优化设计的过程中，必须要结合企业控
制系统的优点，尽量利用空气等无成本的资源，由此可以设
计出液压气动相结合的控制系统，
实现节能环保的设计目的 [[]]。

6 结语
经济发展必然会以消耗大量的能源和资源作为代价，中

除了进行机械结构的优化设计外，还要进行设计材料的

国正在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进程，针对中国能源资源消耗

优化设计。机械制造自动化应该遵循“环保高效”的利用原则

量日益突出的问题，进行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的节能优化设计，

在施工过程中尽量选择具有“可回收，可再生性”的生产材料

势在必行。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的节能优化设计必须要结合工

进行生产，降低不可回收材料的应用选择率。另外这些设备可

作现状，进行内部结构、制造工艺以及应用材料等的全方面

以选择一些环保材料，满足容易更换、可循环使用的要求，以

的优化，来有效降低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的成本，提高能源资

此来降低材料对环境的污染率，提高环保材料的应用效率。

4.3 机械制造工艺的节能优化设计
机械制造工艺的优化设计，主要表现在优化工艺工序上，
机械制造工艺的优化应该配合着机械制造内部结构的优化来
进行，要改变机械设备始终处于满负荷的状态，从而有效的
降低机械设备的资源能耗量，提升生产效率，提高节能建设
的实用性，从而达到节能优化设计的目的。

5 上海龙发机械厂的机械制造实例
该机械厂在实际的机械制造中，将内部结构与零件优化
84

源的有效率，这种节能设计理念的应用也符合节能型社会的
建设要求，可避免出现消耗量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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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Measures for High Voltage Transmission Lines in
Power Engineering
Zhijie Guo
Inner Mongolia EHV Power Supply Bureau,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80, China
Abstract

The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high-voltage transmission line directly affect the transmission level and transmission performance of the
whole power project. Scientific transmission line desig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faults and problems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high-voltage transmission line, and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power system operation.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design process of high-voltage transmission lines and th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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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程高压输电线路设计措施
郭志杰
内蒙古超高压供电局，中国·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80

摘

要

高压输电线路的功能以及质量直接影响着整体电力工程的输电水平以及输电性能，科学系统的输电线路设计能够有效减少高
压输电线路运行过程中的故障和问题，提高电力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论文主要针对电力工程高压输电线路设计过程
需要注意的问题及相关对策进行探究。

关键词
电力工程；高压输电线路；设计措施

1 引言
高压输电线路优化的核心在于促进电气工程技术的稳步
发展，作为电力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最基础的工作，电力
工程的高压输电线路的管理及设计直接影响着电力工程项目
的可持续发展。从当前高压输电线路实际运行状态来看，仍
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及故障，影响高压输电线路的正常
稳定运行，因此，必须要加强对电力工程高压输电线路的优
化与设计，提高电力工程项目的安全性与可靠性，为用户提
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电力设计工作人员在进行高压输电线路设计之前，需要实地
考察电力工程的施工环境，做好设备的准备和把控工作。并
且要严格把关输电线路的设计流程，保障电力工程的施工质
量，合理控制安装过程。同时，还需要从多个角度保障电力
工程项目整体的安全性，为用户提供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障，
严格管理输电线路并进行科学的工程验收活动，及时发现施
工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问题与故障，采取及时可靠的措施进行
解决，促进高压输电线路施工项目的顺利开展。

2.2 高压输电线路设计的过程管理
高压输电线路设计过程管理主要包括设计前期管理以及

2 电力工程高压输电线路设计管理要点

流程管理两部分内容。首先，工作人员必须要加强对设计前

2.1 加强对输电线路设计过程的管理

期管理的重视，在电路设计工作开展之前，做好充足的准备

要想使电力工程高压输电线路设计工作能够顺利稳定的

工作，加强对设计技术性文件的审核以及设计方案的沟通与

开展，必须要明确影响输电线路正常工作的各种因素，探究

交流，做好技术的交接以及工程项目的材料准备和设备准备。

不同地区环境以及气候条件对电力工程项目安全性的影响。

其次，在具高压输电线路设计与施工环节，需要明确电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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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以及风险因素，并进行综合的分析，

置以及雷电引流导体的组成标准和具体的安装形式，正确应

立足于高速电路设计目的以及设计实际要求，从多个层次进

用避雷线，采取水平悬挂的方式进行安装，提高防雷效率。

行解决方案的研究，保障线路运行安全性与科学性。

为了防止周边建筑物受到雷击的影响，还需要设置高压输电

2.3 当前中国电力工程高速输电线路设计现状

设备的配套装置并架设相应的输电线路设备。[3]

结合中国当前电力工程高压输电线路设计实际运营情况

3.3 合理选择输电线路

来看，输电线路在设计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在实际输电线路安装与建设的过程中，环境因素会对高

影响高压输电线路的工作质量与工作水平。中国电力企业在

压输电线路的电路设计产生严重的干扰，为了保证设计质量

输电线路设计过程中没有重视起实际管理活动，线路设计的

以及设计效果，必须要加强对输电线路的系统的分析以及环

覆盖性和全面性不足，而影响整体输电线路的运行水平。因此，

境因素的全面探测，明确环境因素对高压输电线路正常工作

必须要加强对全过程电路设计的管理与重视，相关管理人员

的具体影响，从而能够采取合理的措施进行优化。高压输电

要强化电力建设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保证高压输电线

线路通常跨越的地域比较广，往往会经过一些自然条件比较

路设计质量以及管理质量能够达到标准要求。做好高压输电

恶劣的区域，比如天气特殊的山林区以及高寒地区的，这些

线路工程前期的准备工作、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安装工作以及

区域施工难度比较大，人力资源管理相比较困难，所以设计

工程设计完毕之后的收尾工作，加强对设计全过程的分批、

人员必须要对施工困难的区域进行全面的考察与分析，明确

分次、分步骤管理，及时解决施工设计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各

不同的制约线路设计的因素，并综合选择出性价比最高的设

种问题，有效应对高压输电线路设计突发情况，提升中国整

计方案，尽可能的减少线路实际实施困难对工程项目设计以

体输电线路的管理水平。[1]

及建设的影响。其次，设计人员还需要结合线路走向的实际

3 电力工程高压输电线路的设计措施
3.1 基础施工阶段的管理与设计
在混凝土结构基础之上进行的电力系统高压输电线路施
工为基础施工，主要包括塔杆的加固以及支撑活动。工作人

情况，尽可能的减少线路的转角以及弯曲度，从而可以保证
输电线路的运输质量并节约施工材料。同时，设计人员在设
计方案确定之后还需要积极调试，使得施工现场能够与高压
输电线路电气设计图纸高度契合，实现输电线路建设的效益
以及价值。[4]

员在具体施工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岩石、桩基以及掏挖等相
关技术开展工程项目地建设。施工人员针对软土地基处理采
取掏挖的技术以增强地基的稳固性，为后续塔杆的稳固搭建
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还需要在特定的位置选择相应的孔
洞并进行密封处理，密封之前还需要做好孔洞的清理工作，
提高施工建设质量。其次，施工之前要针对岩石做好基础施
工工作，对岩石的成分进行充分的考证与调研，在保证整体
稳固性的前提下进行注浆和打孔工作。[2]

3.2 高压输电防雷设计
高压输电防雷设计是高压输电线路整体设计的关键内容，

3.4 合理进行导线架设工程设计
电力工程高压输电线路导线架设工程设计主要包括连线
设计及放线设计两部分内容。导线的连线设计包括架空线与
压接线、耐张线夹之间的连接以及架空导线之间的相互连接。
在设计的过程中必须要保证跳线与导线耐张线夹之间形成良
好的连接，并能够与电阻进行充分接触，避免不合格的导线
进入高压输电线路而影响整体高压线路的运行质量。导线的
放线设计主要目的是保证高压输电导线的质量，工作人员需
要观察裸导线段以及金属导钩之间是否存在分股现象，保证
杆塔的混凝土强度能够达到设定值。

直接关系着高压输电线路运行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工作人员
需要按照行业标准以及技术要求合理的引入安全避雷针，保
障输电线路与雷击点隔离开来，并可以通过合理科学的制定
防雷电流引流方式，以减少高压电路受到雷击的概率，采取
有效的保护设备减少雷击的影响。工作人员需要明确接地装
86

3.5 做好高压输电线路设计中的防污损设计
在进行高压输电线路防污损设计时，需要明确高压输电
线路的配置方式以及配置标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产生各种污
损的现象的类型，并结合高压输电线路的绝缘情况进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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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分析，在设计流程中减少污损对高压输电线路正常工

高压输电线路运行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促进电力行业的持续

作的影响。工作人员需要结合高压输电线路的工作特点，合

稳定发展。

理确定高压输电线路的绝缘距离以及绝缘结构，从而可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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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Qiuyan Wang
Beijing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102209,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technology in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gradually widespread. At the
same time, the use of this technology has greatly changed people’s work, and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technology in various industries has continued to deep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guide for people’s production development and future
technology,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and social stability, greatly liberating manpower and
improv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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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网络技术方面的应用和改进
王秋燕
北京市商业学校，中国·北京 102209

摘

要

目前在中国科学技术的创新中对计算机技术的应用逐渐广泛，同时这一技术的使用对人们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计算机
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不断加深。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为了人们生产发展以及未来科技的指引者，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竞争
力以及社会稳定性，极大地解放人力、提高生产效率。论文主要针对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网络技术方面的应用及改进进行探讨。

关键词
人工智能；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

1 引言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
改变，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现代信息化技术，广泛应用于
计算机网络技术领域，使计算机应用能力能够更好地满足各
个行业发展的需求，有效推进经济的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
质量。[1] 计算机网络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是相互影响、相互
促进的，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更好地
实现智能化发展。

方式和生活质量。人工智能涉及各种高新技术以及心理学和
语言学等多种学科内容，具有类似于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
惯以及能力，能够实现对人的智能模仿。人工智能涉及多种
领域，包括图像识别、语言处理、专家系统、自然语言识别，
能够做出一定的智能反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极大地解放
了人力，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复杂的科学工程计算结果，
提高计算的效率和准确率，是当前时代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2.2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优势
人工智能具有十分优越的应用前景，在信息处理、模糊

2 人工智能技术概述

信息识别、模仿学习、合作协同及成本投入等方面有着显著

2.1 人工智能定义

的优势。人工智能技术需要通过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得到充分

人工智能是一种高科技应用技术，可以理解为类似于人

的实现。首先，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往往存在的一

类智能行为的一种行为活动。人工智能技术是对多种学科进

些不稳定因素，影响设备网络运行效果，无法处理一些模糊

行综合结合的一种技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生活

数据，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网络运行更加稳定和安全。使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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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网络可以具有人类的思维，从而能够有效处理模糊数据，

可以增强计算机在防御方面的智能程度，提高网络安全性和

降低模糊数据处理成本。人工智能可以模拟人脑对模糊信息

稳定性，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自主识别网络运行过程中的病

进行分级管理，并按照一定标准将处理之后的信息数据进行

毒、危险因素、木马软件等，对垃圾邮件进行智能的防御和

划分，这样可以有效维持计算机网络系统的稳定性，提高信

拦截。智能防火墙技术可以通过记忆和统计的方式达到良好

息处理速度，保障信息处理质量。其次，在大数据时代，数

的病毒防御效果。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大量的

据呈现海量增长的趋势，原有的信息处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

数据信息都处于极度共享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安全

时代发展的要求，当前信息能力处理的不足，严重制约计算

是影响计算机网络技术进一步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信息容易

机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大

受到病毒和黑客的攻击，而且病毒文件传播性强，用户在下

的信息处理能力，可以实现高水平人脑和智能机器之间的有

载软件和浏览材料的过程中，材料和软件本身可能会附带病

[2]

机融合，从而极大地提升信息处理速度。 人工智能系统在

毒文件传播出来，影响整体计算机网络的安全性。人工智能

计算机网络数据处理过程中可以采用智能逻辑计算，屏蔽很

技术的合理运用可以在传输过程中实现文件的加密，提升信

多不确定性的信息和重复的信息，使得大数据可以得到更加

息传输的安全性，防止文件传输过程被篡改和破坏。[3] 人工智

快速、准确的运算，大幅提高信息处理能力，保障信息处理

能技术在互联网中可以直接自动检测用户下载的软件和数据

结果。

包，拦截有风险和有病毒的数据，并通过隔离和提醒的方式

3 计算机网络技术运用现状分析

提高用户的警惕性，尽可能地避免用户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
人工智能构建了规则产生式的专家系统，可以由管理员

现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计算机网络技术的

编码入侵特征，借助经验性的知识构建推理数据，提高入侵

运用越来越广泛，且在人们的工作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检测效率。人工智能辅助数据进行安全存储，并按照安全管

作用和价值。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运用过程当中，人们对信

理专家系统的规则自主判断入侵，及时发现信息传输与软件

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越来越重视。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运用单

下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高网络的运行效率，保障数据的

位和个人越来越关注网络信息的控制和监视功能。为了能够

安全性。但专家系统会受到前期检测范围的限制，通常只能

更好的运用监控与控制功能，计算机网络技术信息的准确性

够应对已知形态的入侵。

和时效性是必须要保障的。而单纯的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是
不能有效保障数据信息的准确性和实效性的，必须要将人工
智能技术充分的运用到计算机网络技术当中，才能在庞大的
数据库中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近几年来，随着计算机网络
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犯罪的现象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并
与日俱增，人们对信息网络的安全性越来越担忧，如果计算
机网络技术没有灵敏的反应速度和超强的侦察能力，是不能
更好抵御网络病毒侵袭的。而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当中运用人
工智能技术，能够结合各类数据信息和系统故障数据来生成
自动化的信息库，并不断丰富拓展信息库，能够在第一时间
来识别与排除病毒，在保障计算机网络安全方面发挥着不可
股量的作用和意义。

4.2 应用于计算机网络系统管理和评价
面对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人工智能技术在计算机网络管
理中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人工智能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网络
安全管理方面，它还可以对专家数据库进行充分的利用，以
此来有效完成综合管理工作。要想促使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
断发展，首先应该坚持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并管理好知识
库中的问题。从管理层面上来看，计算机网络变化多端，而
且其工具类动态码也是不断变化的。面对这一问题，人工智
能可以促使其更加简洁化，而且能够降低程序的复杂性。对
于综合管理工作来讲，这些都能为其提供有利帮助。在整个
信息系统中，人工智能模式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就信息系
统来讲，很多专家的经验和知识都是其中所包含的内容，不

4 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网络技术方面的应用

仅如此，还有很多新知识、新内容包含在内。完善系统有利

4.1 应用于网络安全管理

于集中专家想法，而且，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系统去评价相

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网络技术方面应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类似的问题。在当前大多数企业中，人工智能系统被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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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中。随着企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可以结合人工智能

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联合使用还可以引导工作站做出相关指

技术特点完成监控工作，以此来促使企业管理朝着现代化的

示和命令，实现计算机网络系统的计划性管理和流程管理，

方向不断前进，而且，这也有利于企业工作效率的提升。不

明确各管理细节，有效处理各项报告和数据，提高数据管理

仅如此，对企业而言，人工智能能够让其管理工作更加简单化，

质量和管理效率。

且大大降低了成本的投入。

4.3 应用于教学活动中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信息时代的全面到
来，计算机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更加普及，有力地推进
了各个行业的发展和革新。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将人工智能
技术融入到课堂教学与学生学习中，可以提高教学的准确度，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例如，
目前人工智能在早教方面的应用已经产业化，AI 智能机器人
的诞生使得早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教育质量大大提升，
原有的人力教育水平偏低与教学资源不够完善的问题得到有
效解决。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背景下，教师需要不断学习新

5 人工智能应用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改进
未来发展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大数据背景下的
一个基础。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为人们的工作和
生活提供了便利。为了最大限度利用发达网络带来的便捷性，
人工智能技术的强制性使人们的大部分隐私暴露于互联网。
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算法推送”技术，通过检测人们的浏
览内容、点赞分布特点、浏览停留时间、个人信息、手机相册、
手机通讯录和朋友圈互动信息等内容，推送人们可能感兴趣
的内容的，宣传相关广告，制约了人们认知的多样性，每个
人只能关注人工智能计算分析的有限内容，不利于知识结构
的构建。

的知识和新的理念，才能够适应新时代教学要求。但教师的
记忆力和水平是有限的，难以迅速解决能力范围之外的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在课堂中的应用可以使教师通过互联网及时搜

6 结语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和研究可以促进计算机

索得到准确的答案，有效处理学生的问题，提高教学质量。

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极大地提高了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安

4.4 应用于人工神经技术

全性和数据的计算效率。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中的应

对人类社会处理工作进行模拟是人工智能在人工神经技

用具有显著的优势，与计算机网络技术互相依存，相辅相成，

术应用中的一个重要表现，人工智能模拟人类神经细胞的工

因此，要加大对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各项功能方

作特点，可以更好地应对各种网络问题，准确判断各种网络

面的探究，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促进互联网技术

故障产生的原因。人工智能利用人脑学习模式和学习原理可

更好的发展。

以构建出独特的适用性的人工神经网络，提高对入侵数据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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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period, and proposes specific measures based on actual conditions to provide guarantee for the accur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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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新时期国土空间的规划功能定位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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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针对新时期背景下，国土空间的规划功能定位进行分析，并且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为国土空间规划功
能定位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提供保障。

关键词
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功能；功能定位

1 引言
在当前中国社会经济不断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虽然各个
领域的整体发展状态普遍比较良好，但是生态环境却越来越
恶劣。如果生态环境无法得到有效保护，那么势必会直接威
胁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还有可能会威胁到人们的生命财
产安全。早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就已经明确提出，
要将生态环境看作是与生命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具体操作过
程中，要对国土空间进行统一的安排和管理，实现对生态环
境的保护，同时还要对生态系统进行统筹治理，这样才能够
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作可以在实践中得到有序开展，就必须要结合实际要求，将
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这些内容全部都与其进行有效结合。
国土空间规划总体定位在具体开展过程中，要结合实际情况，
尽可能将其自身的战略性等特点充分发挥出来。在与实际情
况进行结合分析的时候，发现在实践中凡是涉及到国土空间
的开发、利用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措施，都必须要对开展的各
种活动给予相对应的指导性参考意见。例如，在现阶段已经得
到批准的“国土空间规划纲要”当中，已经明确提出要意识到
总体战略、主要功能区发展等在其中的重要性 [1]。在发展过程
中，要结合实际情况，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将国土资源
实际环境的承受能力看作是其中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要促

2 新时期国土空间的规划功能定位

使国土空间规划的定位可以真正有效的落实到实处，体现在各

2.1 总体定位

个环节当中，同时还要保证国土空间的开发、保护以及治理工

国土空间的规划其实主要是指在实践中要结合实际情况，

作可以有序开展。由此可以看出，在新时期背景下，中国国土

将中国土地资源开发、保护以及治理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活动

的总体规划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对国

部署作为其中的主要内容。在这一基础上，要想保证各项工

土资源的开发、保护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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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功能

好的承载能力进行判断。同时还要与国土空间在开发过程中

国土空间规划其实就是指新时代背景下的国家规划。国

的适宜性评价结果进行结合，将其看作是基础，[4] 这样可以

土空间规划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可以构

实现对城镇、农业等各个环节的有效控制。与此同时，还可

建不同层级，实现为国土空间划分体系的全覆盖，各个分类

以在实践中实现对生态空间合理的规划，对生态保护红线等

之间可以实现一级并列。通过划分，可以在各个不同层级、

也可以实现严格的管控。在对空间规划进行科学合理的编制

分区以及类型等方面实现对空间规划体系科学合理的构建和

的时候，也可以将其直接看作是生态空间在日常管理过程中

利用。空间规划在实施过程中，其主要的起点够是“统一底图、

非常重要的控制手段。

底数、底线”，而在对重点进行目标设置的时候，其主要是

2.4 治理规划

围绕着“统一的方案、统一的用途管制以及统一的管理事权”。

中国国土治理在构建和具体应用过程中，其主要是被应

在实践中还要与新的要求进行结合，实现对国土空间规划的

用在一些非农建设耕地使用补偿制度当中，其主要目的是为了

强化，这样可以实现对各个不同专项规划的有效指导和约束。

满足该制度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个性化需求。现阶段，所提出

在实践中，要结合实际情况，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对

的土地治理规划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其可以被看作是所有治理

中国的国土空间规划主要涉及功能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和研

活动在具体开展过程中的主要指导依据。在这种背景下，要结

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想从根本上实现对国土空间规划

合实际情况，将土地使用看作是整体规划当中非常重要的基础

功能的定位和分析，就必须要对其自身的土地使用、城市化

环节，同时还要与实际情况进行结合，从中提出土地综合治理

布局等各种不同类型的主要功能进行确定，同时还要将这些

在具体开展过程中的战略部署要求，同时还要对各种不同类型

功能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作用和价值充分发挥出来 [3]。国土

的政治活动进行统筹安排。通过这种方式在实践中的有效落实，

空间规划在具体开展过程中，主要会涉及到的内容体现在以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对重点区域、重大工程等各种不同类型的项

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要对战略目标进行确定，在实践中

目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和落实 [5]。与此同时，还要在实践中构

压落实区域的发展战略思想，是还要与国土空间规划进行结

建和落实符合国家、省级等各个不同等级的规划体系。在当前

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进行妥善处理。这样可以直接对

社会经济不断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节约用地理念的提出以及在

各种不同类型的约束性、指导性指标进行确定。其次，要在

实践中的有效落实，其不仅可以实现对土地的治理规划，而且

实践中对国土空间格局进行优化和完善。在实践中要对市域、

还要意识到土地数量、质量以及生态环境在其中的重要性。提

县域的国土空间进行科学合理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同时还

高对城建建设、重点开发低效率等各种不同环节的重视程度，

要实现对整个格局的统筹和规划。这样不仅可以对整个开发

这样才能够实现对生态的有效治理。

强度进行有效控制，而且还可以对用地结构、空间形态等进

3 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的实施策略

行最终确定。

2.3 利用规划

3.1 科学设立规划指标
规划指标在制定和具体应用时，由于会划分为多种类型，

中国国土规划和过去制定的土地使用管控制度之间具有

所以要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指标进行科学合理的选择和利用，

密切的联系。中国现阶段的土地空间总体利用规划在具体构

这样才能将这些指标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作用和价值充分发

建和利用过程中，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对现有资源的

挥出来。比如国土开发顺序、分类、国土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等。

保护，提高资源的使用率，尽可能避免出现浪费的现象。国

现如今，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到新时期发展的背景，要想从根

土空间规划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国土空间的整体利用率，

本上实现其总体规划管控指标的构建和利用，就必须要对现

避免出现国土空间过度浪费的现象。在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

有的各种不同类型指标进行合理的分析和应用，同时还要保

利用的时候，要与市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进行结合，在

证该指标在应用时，可以实现对空间的开发、保护和利用。

对现有资源环境进行开发的时候，要对环境是否具有非常良

国土规划在体系在制定和具体应用过程中，其主要的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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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现有开发途径进行优化和完善，同时还可以促使其自

各个方面的部署和内容。还可以将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各

身在资源保护方面的能力可以得到强化，这样可以尽可能避

种不同类型资源的开发和环境保护管理制度进行不断深入的

免生态环境不会受到任何的破坏影响。

完善和优化。

众所周知，在国土开发过程中，开发流程在其中具有非

除此之外，在对土地规划进行治理指标具体落实时，为

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其中各种不同类型的分项基本上都属

了保证该指标在实践中的有效落实，应当将城乡治理目标看

于土地使用的整体规划当中的用地面积 [6]。在与国土规划主

作是其中的基础，实现对其科学合理的分解和利用。在具体

要功能区域划分和利用现状进行结合分析的时候，发现在实

操作过程中，要对土地开展治理规划，从粮食产量、坚守耕

践中要结合实际情况，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实现对开

地红线这这个角度出发。对其中相对比较标准的农田规模等

发流程方面的安全管理。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要对开发强度、

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建设，同时还可以促使其自身的耕地质量

面积等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同时还要对农村

可以得到有效提升，这样才能对现有的各种不同类型数量指

居民的居住地点保留指标等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和设置。发

标进行科学合理的构建和利用。

现在实践中其自身的城市空间总体规划目标在制定和落实时，
可以与土地使用整体规划当中的目标达成一致。由此可以看

4 结语

出，国土空间规划总体体系在构建和具体应用过程中，要将

国土空间规划在实施过程中，对相关管理部门提出的要

重点放在土地的使用方面，同时还要保证土地在使用时可以

求更高，为了达到要求，必须要促使各个部门相互之间可以

与整体规划之间建立良好的衔接。

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交流关系。在保证国土资源可以实现合理

3.2 完善规划实施流程

开发的基础上，可以提高国土资源的整体利用率。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在编制和具体应用过程中，通常情况
下是直接根据提出的总体改革要求来实现。新的空间体系在
制定和落实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同时
还要坚持将人民作为中心，实现空间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和持续化。在这种背景下，国土空间规划在编制过程中，
其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自上而下的基本编制原理和要求。通
过一些具有约束性的指标，将其合理的应用到最终的详细规
划当中，这样不仅可以通过一系列先进技术给予良好的支撑，
同时还可以对自然资源调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这样可以构
建符合实际要求的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实现对现有规划流程
的完善和优化。通过对中国国土规划现状进行结合分析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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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ommon Problems of Urban Design in Old
City Reconstruction
Lizhi Zhao
Xinjiang Haochen Architectural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Changji, Xinjiang, 831100, China
Abstract

In China’s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work, the old city reconstruc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work link. The old city reconstruction
work is the reasonable repair or reconstruction of the existing buildings and public facil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work is the premise of urban design and overall planning work.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old city reconstruction, and formulates the correct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old city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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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旧城改造中的城市设计常见问题
赵丽芝
新疆昊辰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 新疆 昌吉 831100

摘

要

在中国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当中，旧城改造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工作环节，旧城改造工作是对现有的建筑以及公共设施进行合理
的修缮或者重建，该项工作的开展是城市设计和整体规划工作的前提保障。基于此，论文重点针对旧城改造工作当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且制定出了旧城改造工作的正确实施流程。

关键词
旧城改造；城市设计；设计

1 引言
在城市设计工作当中，重点包含了实体设计工作和管理
控制工作，一方面来讲，直接表现出了城市内部的具体设施
的设计工作。针对其设计成果来讲，相关设计工作人员可以

因素影响，同时还需要充分重视城市内部的相关设计工作，
将设计工作理念有效的融入到旧城改造工作的各个环节当中，
以此来充分展现出整个旧城改造工作所带来的效能，对城市
的长远稳定发展和建设提供出了重要的保障。

将设计方案有效转化成为城市内部实体建筑和设施所表现出

2 旧城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

的直观感受，让人们可以充分感受到城市内部空间环境变化

2.1 土地性质复杂

所带来的视觉感受，有效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空间居住舒适程

在实施旧城改造工作当中，由于旧城区范围内的土地权

度，同时对整个城市的美观性以及安全性等方面也有着重要

属性质相对比较复杂，其中包含着很多比较复杂的土地归属

的保障；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城市内部的设计工作主要是

信息，重点涵盖了单位集资建房的直接用地划分，自荐房屋

以管理政策为基础，通过正确的设计导向来充分展现出整个

建筑、集体性用地、商品房屋建筑、出让用地，同时还涵盖

城市的设计规划要点，能够有效的控制城市内部的设计和管

了一些军事用地等类型，由于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土地性质上

理工作，对城市的环境改善以及保护城市内部重点的历史文

存在的差异，在征收和补偿的标准上也存在明显的不同，因此，

化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旧城改造工作当中相关

在实际的拆迁工作难度上相对较大，对整个旧城改造工作的

设计工作人员必须要充分协调城市内部各个不同环节的发展

开展形成了较大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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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将城市内部的构成元素之间进行有效的关联，对城市内

在旧城改造工作当中三类居住用地通常情况下比例相对

部各种不同类型的建筑形式以及建筑之间的关系进行确认，

较高，同时在整个房屋的构建形式上相对比较复杂，在该建

其中比较常见的设计方式有侧面封闭、边沿连续性结构、明

筑区域范围内城市内部的人口密度相对较大，人们的整体居

暗结合结构以及结构跨接等形式，通过这些方式有效的使用

住环境质量较低，进而整个旧城改造的工作迫在眉睫，但是

可以重点突出城市当中的整体轮廓线条。其次，以居民的日

在旧城改造工作正式开展之前，相关建设工作单位为了追求

常生活需求以及城市内部的历史发展轨迹，对整个城市进行

自身的经济效益，使整个旧城改造工作的成本大幅度上涨，

有效的改造和完善，保证城市内部的建筑体功能表现的更加

政府方面需要有效平衡公共性经济利益，因此无法及时有效

多样化，同时还可以保证城市内部的环境更加良好 [2]。

的引入社会方面的投资力量，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整

3.2 突出旧城的文化特色

个旧城改造工作的实际进度。

2.3 破坏历史建筑、景观

文化特色和城市空间结构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文
化特色的发展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类型的艺术形式来加以表现，

旧城改造工作当中经常会破坏到一些历史性建筑或者是

比如旧城当中的古建筑、民间艺术等，通过这种表现形式可

景观建筑，相关改造施工单位为了有效节约经济成本的投入，

以有效提高整个城市内部的文化发展层次，提高了城市的文

在开展旧城改造工作当中经常会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施工措

化发展内涵。在旧城改造过程当中相关工作人员必须要针对

施，主要表现为将城市内部一些比较古老的文化建筑进行拆

城市整体的发展特性以及各种建筑设施的功能进行合理的把

除，并且对历史景观区域产生了严重的破坏，这一影响因素

控，通过概念化的设计理念对城市内部的建筑设计展开工作，

直接造成了城市内部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发展气息。城市整体

这也是现阶段中国旧城造工作当中比较常用的实施方式，因

的文化底蕴以及外在的魅力值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对整个城

此对于建筑主体来讲，必须要充分考虑到区域划分的重要性，

市的容貌也形成了重大的破坏，因此在旧城改造工作当中，

对城市内部的历史建筑以及城市的文化建设发展特性来加以

对历史建筑和景观的破坏所带来的损失非常严重，甚至可能

充分的考虑，有效满足各个不同层次的城市功能发展需求，

造成无法挽回的经济以及文化损失，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内部

有效开展城市当中人性化设计工作充分注重通行路线的设计，

的重点文化建筑，对提高整体整体的表现能力有着重要的意

要积极的收取城市居民的意见，有效延长城市内部场所的使

义，需要引起相关单位的充分重视 [1]。

用寿命，缩小场地的实体占有面积，并且还需要保证建筑体

3 旧城改造中城市设计具体方法
3.1 掌握旧城的空间布局基本规律
要想有效提高城市整体的外貌形象，必须要有效处理好
城市内部各个建筑体相互之间的关系，给人们呈现出一种良
好的视觉体验，并且还需要为城市后续的发展工作提供出更
多的改造空间。在城市化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城市建设和
人们的生活质量有着密切的关联，并且也是一个城市整体发
展的特色基础，因此为了有效保证新城市和旧城市之间的协
调性发展，必须要全面掌握旧城改造工作当中的一系列发展
规律，为城市内部的发展和设计工作提供出充分的物质空间。
在旧城改造工作当中必须要充分注意以下几个工作原则：首
先，必须要做到改造工作当中的建筑协调性，需要有效表现
出有机体相互之间的衔接程度。对于城市空间规划工作来讲，

整体的舒适性和美观性 [3]。

3.3 城市设计引导与控制
在城市旧城改造设计工作中需要有效加强控制功能的发
挥，充分保证城市整体的规划项目的高效化开展，有效结合
现阶段城市内部的具体发展状况，对旧城改造工作当中的历
史发展情况以及历史变迁问题进行深入性的研究和了解，针
对不同区域范围内的旧城改造工作提出相应的规划和改造方
案。首先，需要充分保证规划方案的可操作性以及可控性，
在规划设计工作当中，需要针对现有的土地资源和绿化空间
进行有效的改造和使用，充分保证空间使用的整体效果，并
且还需要针对城市内部的土地具体使用范围以及具体的使用
途径加以明确，不能产生过度资源开发等问题。土地强度控
制指标是城市资源运用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控制内容，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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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控制工作当中重点包含了城市内部的容积率，建筑体的高

效调查传统建筑的建设发展工作内容，在进行功能性规划工

度以及城市整体的绿化面积等，这些影响因素相互之间的协

作当中，必须要充分保证设计方案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同时

调，可以有效的推动整个城市环境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是

还需要在不同的规划和发展进程当中，有效的表现出城镇内

保证整个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重有因素，比如在

部所独有的文化发展特色，同时针对工程的建设发展工作内

相同容积率和建筑密度的条件下，营造出具有差异性的区域

容来加以有效的保障 [5]。

城市环境。其次，在现阶段中国城市开发工作当中，通常情
况下是以招商引资的方式来加以开展，但是由于部分开发商

4 结语

比较注重自身的经济效益，因此在改造和建设过程当中，对

论文对城市旧城改造工作当中的常见问题进行了有效的

城市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考虑程度有所欠缺，所以在

总结，重点提出了旧城改造工作当中的相关注意要点。在旧

城市的设计工作中必须要针对这两方面的内容加以充分的考

城改造设计工作当中，相关设计工作人员必须要充分了解到

虑，不断加强城市空间环境质量控制，实现整个城市建设发

城市内部整体的发展态势，对城市的文化发展底蕴有着充分

展效益的提升 [4]。

的了解，在旧城改造工作当中需要有效保护好城市内部重点

3.4 城市延续性设计

的文化建筑，对整个城市内部的空间进行合理的规划，为城

在城市的延续性设计工作当中，涉及到了各级人士和单
位的共同参与，其中重点包含了城市建设管理单位、城市规

市居民创造出一个更加适宜的居住环境，推动城市化建设的
高质量开展。

划设计单位以及城市各级居民等，从事设计工作不单单是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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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of
small Reservoir reinforcement Project
Lulu Li
Haihe Aihui District Water Bureau, Heihe, Heilongjiang, 164300,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small reservoirs in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reservoir ope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and control to ensure the smooth construction of the danger removal and reinforcement proje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small reservoir reinforcement proje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cret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effective management measures on the basis of problem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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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管理措施初探
李璐璐
黑河市爱辉区水务局，中国·黑龙江 黑河 164300

摘

要

目前，中国小型水库数量众多。在水库运作过程中，要加大管控力度，保证除险加固工程顺利施工。论文通过对小型水库除
险加固工程施工管理必要性进行分析，阐述了施工管理的具体内涵以及特征，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有效的管理措施。

关键词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管理；措施

1 引言
现阶段，在中国小型水库建设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
题，为了保证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顺利实施，需要做好前期的
施工准备工作，保证作业过程顺利完成。水库是防御洪水、
充分使用水资源的重要基础工程。在进行水利建设过程中，
一些区域受到传统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基础设施不够完
善，建设质量不高。尤其是水库完成以后并没有进行定时的
维护。长时间使用会出现渗透现象，给当地人民带来一定的
安全隐患。

2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管理的必要性
对小型水库进行除险加固工程管理，能有效提高水库的

暴雨情况，针对极端天气应该加大水库。除险加固工作能有
效的起到减灾作用，在进行小型水库除险加固过程中，要考
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做好施工建设，实现后期的
管理规范，保证水利工程顺利完工。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少
数区域水资源短缺。建设小型水库，不仅能够起到防洪减灾
的作用，还能帮助农业区域更好的灌溉，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
在进行资源综合管理过程中，起到管控和防范作用。由此可见，
在进行小型水库除险加固过程中，实施全面的施工管理工作，
能有效地实现水资源的节约，为区域经济发展其供强有力的
支撑。

3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管理
3.1 内涵

安全性能，起到防洪减灾的作用。一般情况下，中国小型水

小型水库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在防御洪水、

库年久失修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命和财

调运水资源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施工管

产安全。近年来，随着全球气温不断攀升，局部可能出现有

理过程中，应该做好安全检查工作，实现全过程的管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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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除险加固过程中，需要对主坝进行加固，也就是在施工

行工程建设过程中，应该以质量作为准则。然而，在实际过

建设时需要将坝基和帷幕全部铲除、重新抹面、做好修整工

程中，并不能对工作各项情况进行分析，忽视质量管控施工

作（如图 1 所示）。对于输水隧洞来说，需要使用钢筋砼衬砌，

作业人员综合素养不高。在进行除险加固作业中，由于规模

[1]

此外，需要对边墙进行加固 。

较小，可能会采取外包的方式。这样团队建设综合业务能力
得不到提升，无形中会加大工程质量风险。且机械设备材料
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并不健全，没有进行定期的检查工作，严
重影响工程施工进程。另一方面，水库除险加固施工管理过
程中，安全检查工作是重中之重。然而大多数区域在小型水
库建设完成以后，忽视了后期的除险加固工作，项目管理人

图1

小型水库主坝加固施工

员只是简单的进行质量验收，并没有按照施工标准做好全方
位的状态检查，无论是从具体的实施情况，还是后期的验收、

3.2 特征
在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施工管理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

监管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隐患。多数单位加固施工完

方面的特点，首先，建设过程中投资费用较低、工期短。在

成以后，无法对安全内容进行检查，检查过于流于形式，严

施工过程中，施工进度和预期问题存在一定的偏差，需要做

重影响建设质量。

好及时的修复工作，保证施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与此同

除此之外，在进行施工建设过程中，忽视了前期的管控

时，在进行施工建设管理过程中，还需要做好人员监管工作，

工作。并没有对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进行全方位的控制，

避免由于监督不力，使各项施工管理无法有序开展。其次，

在进行施工建设之前，应该开展实地调查工作，对水库的使

小型水利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施工技术不高，一般来说，在建

用性能进行全面分析，在保证原有的功能之上做好出现加固

过程中，相关人员技术力量不高，施工人员专业素养不高，

处理，由于区域经济资金受到一定的限制，很多参建单位在

缺少一定的培训工作，无形中加大了工程安全隐患，并不能

建设过程中，无法进行前期调查工作的进行投入建设。由于

严格的按照设计精准度进行施工 [2]。

资金得不到保证，不能解决水库实际问题，使用的建设材料

4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管理问题分析

不达标，带来极大的安全问题 [3]。

5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管理的措施
本案例在探究过程中，主要是以湖南省梅塘水库为例。
该小型水库的总库容量为 640 万立方米。在除险加固过程中，

现阶段，在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施工管理过程中，要做好

主要对主坝、输水隧洞以及溢洪道进行加固，详见内容如表 1

全方位的管控工作，无论是工程设计，还是施工现场的监察，

所示。

需要考虑到建设情况，从各个角度出发，实现工程的全面控制，
表 1 除险加固内容

整体上提高工程建设质量。一般情况下，在进行工程施工管
理过程中，需要从方案准备、施工监督、分工管理三个层面
展开（如图 2 所示）。

方案
准备

为了提高小型水库的运行能力，全国范围内纷纷开展小
型水库除险加固管理工作。在进行除险加固施工管理过程中
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方面，工程质量把控不到位，在进
98

分工
管理

施工
监督

图 2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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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方案准备
目前，在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施工管理过程中，必须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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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施工完成以后，需要做好质量验收和测
定工作，这也是施工管理的最重要内容，需要对施工质量进

好前期的方案准备工作，才能保证后续各个阶段顺利施工。

行严格控制，针对不合格的情况进行解决。

需要做好全方位的方案计划工作，实现工程的科学布局，对

5.3 分工管理

各个环节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考虑到施工场地的地形以及周

现阶段，在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施工管理过程中，要保证

围的水电情况。施工方案在落实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当地

各项施工顺利完成，必须要确保施工的安全性，施工各个部

的实际情况，才能保证施工按照原有的计划进行，在规定的

门之间都要各司其职。对于因施工负责人来说，要做好施工

时间内完成施工建设。施工方案必须要有技术人员、水利工

场地的管理工作，无论是施工工序、施工材料、还是施工质量，

程专家等各个人员共同参与，才能保证水利工程建设的完整

需要全面把关，保证每个环节都能达到建设标准。与此同时，

性，做好水库特点的全面分析工作，设计科学的除险加固工

在施工现场管理过程中，要严格的按安全质量管理原则，保

程方案。与此同时，在小型水利工程除险加固进行之前，要

证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施工中的安全性，尽可能的减少施工中

在第一时间内对水库材料进行验收，重点做好混凝土全面监

的危险因素 [5]。

测工作，确保使用的混凝土符合国家建设标准。除此以外，
在进行除险加固建设过程中，还需要做好实地勘察工作，需
要考虑到地形影响，避免给后期施工埋下安全隐患 [4]。

5.2 施工监管
在进行施工管控过程中，要对各项施工内容进行全面控

6 结语
在进行小型水库除险加固过程中，应该使用科学的方式，
对不同类型的水库，制定不同的方案，加大水库建设，充分
发挥水库的运作效用。

制，在施工建设之前，必须要考虑到后续施工能否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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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and Water Loss and the
Protection Measures of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Xu Li
Haihe Aihui District Water Bureau, Heihe, Heilongjiang, 164300,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 control project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of the region, realize the basic regional construction objectives such as flood control and drainage,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and then solve the problem of soil and water loss in the
process of engineering oper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henomenon of soil and water los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 control
projects,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oil and water los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some effective
protective measures.

Keywords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control projects;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and water loss; protective measures

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水土流失特征及防护措施探究
徐莉
黑河市爱辉区水务局，中国·黑龙江 黑河 164300

摘

要

现阶段，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要加强中小河流治理工程项目的管控工作，才能有效地改善区域的整体环境，实现防
洪排涝、灌溉排水等基本的区域建设目标，进而解决工程作业过程存在的水土流失问题。论文通过对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水土
流失现象进行阐述，分析了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水土流失的现状，最后提出了有效的防护措施。

关键词
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水土流失特征；防护措施

1 引言
近年来，虽然中国加大了水土流失的管控力度，但是区
域在建设过程中忽视了水土保护工作。绝大部分区域仍存在
人为的水土流失，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不断叠加，使得水土
流失更加严重。以此为基础，需要做好区域岩性分布、位置、
水土流失特点的分析调查工作，才能有效地解决水土流失问
题，缓解生态环境压力，给今后水土保持水土流失工作顺利
实施，提供一定的指导意义。

位，它和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水土流失也就意味着人
们在无形中会丧失大量的生存条件，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水土资源和农业生产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因此，现阶段必须要加强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水土流失的防护
工作。
现阶段，水土流失防治的主要责任范围是加大项目建设
区域和直接影响区域的管控工作。项目建设区主要包括主体
工程、施工生产、临时堆土、取土场等一系列的工程进程。
在进行工程河道整治过程中，项目建设主要包括具有一定防

2 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水土流失阐述

控能力，在进行水土流失防治过程中，应该严格按照管理范

2.1 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水土流失

围划分特定的项目建设区域。除此之外，在进行项目防治过

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国在进行中小河流治理过程中

程中，要严格的按照施工建设期间的运行情况，考虑本项目

发现，后期水土流失面积不断增加，这和中国经济发展状况、

最主要的运行特点。在进行防治过程中要严格的按照中国开

人为因素有着一定的联系。水土在自然资源中占据着关键地

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流失防治标准，进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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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水土流失特征

更重要的是人为因素的破坏，水土流失主要在植被稀疏区域

在某种程度上，水土流失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共同

以及矿山开采、新建公路工程区域更为严重。通过实地调查，

作用。对于自然因素来说，主要包括地形、降雨、地质、植

在水土流失分析过程中，该区域主要有面蚀、局部滑坡、坍

被等。人为因素主要包括开矿、修路、开荒等一系列的行为，

塌等现象（详细如表 2 所示）[2]。

不同的因素，在进行水土流失过程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表 2 土壤侵蚀等级分布

水土流失的主要物质结构就是岩土，无论是它的化学成分，
还是物理成分，都和水土流失的速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某
种程度上，如果该区域的土层越疏松，那么岩石风化也就越
厉害，水土流失也就越快。站在科学层面来看，水土流失和

4 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水土流失防护措施

[1]

物理力学性质、结构构造、风化强度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联 。
表 1 水土流失的因素
人为因素

开矿、造桥、建设、修路、开荒等

自然因素

地形、降雨、地质、植被等

现阶段，在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水土流失防护过程中，必
须要做好科学的布局、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实现分区治理才
能有效地解决水土流失。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双重作用下
形成的消极影响，避免面积、范围、类型的扩大，实现区域

3 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水土流失现状

经济可持续发展（如图 2 所示）。

现阶段，在中小河流水土流施工程治理过程中，以中国

科学布
局规划

滇南古城建水为例。建水处于中国云南高原地区。在区域范
围内，地质构造发育、红河南盘江沿岸陡峭、气候多变、降
雨不均匀。对于地貌地形来说，地势南高北低，主要以河谷
地貌、熔岩地貌以及中山地貌为主，地貌特征是水土流失的
关键因素。在进行该地层分析过程中，主要在建水盆地的西
部和北部的盆地边缘地区，也就是广慈水库一带。由于该区
域有煤层，在进行煤炭开采过程中受到人为因素干扰，使得
水土流失情况日益突出。除此之外，该地层处于裸露盆地和
半山区的过渡位置，岩土具有一定的膨胀性，遇水会发生泥化，

分区治
理

水土保
持

图 2 中下河流治理工程水土流失防治

4.1 科学的布局规划
现阶段，在中小河流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必须要做好

该区域有高达 30 米的柱状土体，植被较少，且冲沟发育较为

总体布局工作。要严格的按照不同项目的主体工程落实科学

明显。

的总体布局，按照施工特点、施工方式以及工程进度，建设

在建水水土流失工程治理过程中，需要做好防治工作，

区域水土流失预测结果，以及综合防治目标，结合不同区域

由于该区域是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的 II 级。在治理过程中，

水土流失的影响，考虑到地形地质以及土壤条件，做好水土

相关区域部门应该加大水土流失情况的检测工作，加大治理

流失防治的规划工作。尤其是在进行水土保持过程中，要保

力度，才能保证中小河流治理工作顺利开展，在治理过程

证总体布局的规范性和合理性，水土流失防治主要包括：主

中，要结合周边的青云、望城等小流域进行综合治理。据

体工程施工、施工生产以及临时堆土等，在进行水土流失防

不完全统计，从 2009 年至今，治理的水土流失面积超过了

治布局时，可以搭建临时排水沟，临时编织袋阻挡等方式。

240km3。然而，近几年，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区域经

与此同时，还需要加强水土流失防治的管理工作，能在最大

济得到极大进步，不少矿山企业在开采过程中，忽视水土保

范围内降低水土流失的面积。在进行施工组织过程中，要进

持到作用，治理速度仍然和水土流失速度，两者之间有着一

行分段施工，及时防治，才能有效地降低的面的裸露时间，

定的差距，水土流失有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不仅有自然因素，

在最大范围内减少水土流失速度。在落实永久防治措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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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铺设相应的植被，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实现施工

时支撑工作，最好将推土断面设置为梯形，能有效地保证高

生产区、临时堆土区等管控工作，尤其是在施工完成以后，

度边坡比。除此以外，在进行临时排水设施加制过程中，需

要加大绿化面积，结合相关的区域做好开展工作，才能有效

要实现排水沟和的脚排水沟有效连接，做好临时区域的调整

地防止水土流失 [3]。

工作，才能保证后续绿化装置顺利铺设。最后需要考虑到取

4.2 做好水土保持

土场的设置，进行取土场设置过程中，需要将取土后场地标

在进行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水土流失防护过程中最重要
的一点就是要做好水土保持工作。要结合相关水库径流、水
土保持治理的工作经验。考虑到不同地形地貌特点。对水土
保持工作的影响。可以面山绿化、将坡改为梯状。如果坡度
小于 25°，可以在冲沟底部选择种植云南松、桉树等，如果
超过 45°需要覆盖土层和植草。如果坡度较陡，需要使用芦柴，

高和周围的高层进行分析，最好是以上两者，保持基本的持平。
在此过程中，不需要加设护栏，或者是排水设施，在施工建
设完成以后，必须要对渠屠场进行全面的清理工作，尤其是
表面覆盖的杂草和杂物等，进行及时的清除 [5]。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进行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水土流失防护过程

[4]

种植阙类植物 。

4.3 实施分区防治
在主体工程进行分区防治过程中。可以使用临水坡防护。

中，它是一项长期而又系统的工作，必须要建立长效机制，
做好重点流失区域的全面监管工作，才能保证中国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

如果超过设计水位，需要使用植物防护，在进行设计方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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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Prestressing Technology in Highway
Bridge Construction
Qingliang Yang
Henan Xinrong Expressway Construction Co., Ltd., Luoyang, Henan, 471000,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o-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has promoted the stable progress of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In the current era, society has also set new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ighway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t present, China is in an era of high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arious advanced technologies are widely us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industries, and it is no exception for highway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work. As a current advance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prestressing technology is applied to highway bridge construction,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its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level, and ensure construction safety.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prestressing technology in highway bridg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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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桥梁施工中对预应力技术的有效应用
杨青亮
河南省新融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中国·河南 洛阳 471000

摘

要

中国社会经济及科技水平的迅速发展，推动了交通运输行业的稳定前进，当前时代下，社会对公路运输行业的建设也有了新
的标准与要求。目前，中国处于科技化水平较高的时代，各种先进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发展建设中，对公路桥梁施工
工作来说也不例外。预应力技术作为当前一种先进的施工技术应用于公路桥梁施工中，可以有效提高其施工质量及水平，确
保施工的安全性。基于此，论文全面分析了公路桥梁施工中对预应力技术的有效应用工作。

关键词
公路桥梁施工；预应力技术；有效应用分析

1 引言

升，因此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十分迅速，在这个过程中对道
路桥梁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因此相应的预应力技术的使用

社会经济及科技水平的迅速发展也带动了交通运输行业
的发展。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科技水平发展较高的时代，
各行业的建设发展都加强对先进技术的应用。为进一步确保
施工的安全性以及人们的出行安全性，在公路桥梁施工当中，
[1]

也在不断的增加，还有相应的使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实
际上的意义就是能够更好的保障道路桥梁施工的安全性，那
么对于相关的预应力技术，它主要就是在道路桥梁施工过程
当中增加一定的应力，确保相关的设计能够符合标准和要求，

就要加强对预应力技术的有效应用 。因此，论文将全面分

以此来保障道路桥梁施工安全性 [2]。预应力技术在使用时应

析一下公路桥梁施工中对于预应力技术的应用情况，并就如

当保障它的稳定性，并且对桥梁的跨度增加在实际工作桥梁

何进一步提高该技术的有效应用提出相关建议措施。

施工当中，对运用率的使用也非常的普遍，因此在很大的程

2 公路桥梁施工中预应力技术的简介以及存
在的隐患
目前中国经济在不断的发展，人均汽车保有量在不断提

度上该技术的优势十分明显，并且对于整个技术的发展也有
很重要的促进，加强对预应力技术的使用，能够更好的提升
施工的速度，并且能够降低施工的成本，对于很多建筑工程
企业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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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公路桥梁施工过程当中，对于预应力技术

的更新施工的工具。由于当前中国的信息化技术水平较高，

的使用应当注意的地方有很多，首先，预应力技术在使用时，

各种先进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建设发展中，对于公路

应当注重张拉时间和力度的控制，为了能够更好的实现对混

桥梁的施工建设来说，也需要注重对先进施工技术及工具的

凝土强度的提升，在具体施工过程当中相关的施工人员会将

应用，才能确保公路桥梁施工中可以有效的对于盈利技术的

早强剂加入到混凝土当中，在完成一定的工作之后，混凝土

利用，例如，通过钢交线优化和各项配置更新的有效过程就

的强度就能够迅速的提高弹，却会降低整个混凝土的弹性，

可以达到巩固路桥附件结构，提升整个施工工程质量的目的，

进而能够使得预应力的效果降低，如果相关的工作人员在施

除此之外，作为在预应力施工构建制度当中最为重要的工具

工时，他们的经验和专业技术水平不足的话，就会给整个施

之一，应力锚的应用也相当的重要，其能够在施工的后期发

工带来很严重的影响，进而降低预应力的效果，因此。张拉

挥充分的作用，所以说为了进一步推动应用锚支撑预应力技

时间以及力度的控制就显得极其重要，除此之外在施工时钢

术发挥其有效的作用，在工作施工过程中就需要选择及应用

筋管道还容易出现堵塞，由于施工人员相应的专业技术或者

性能更加优质的配件。在配件选择过程当中需要具体的根据

操作不当，都会导致预应力的钢筋管道出现堵塞的情况影响

选择标准以及实际的施工情况与盈利的设计要求调解来合理

钢筋顺利的过混凝土，使得建筑施工的规定和要求有着很大

选择应力锚，并且也需要审核应力锚的配件质量，避免由于

的偏差，严重的影响整个施工的进度，并且会给成本带来很

各方面选他的疏忽导致公路桥梁，工程质量方面出现问题，

大的提升，因此相关的工作人员必须加强专业技术培养，提

威胁到人们的出行安全。[4]

高个人的职业素养，将现场的管理工作真正的落实到实处，

3.2 公路桥梁施工中预应力技术应用的关键

最后，在运营类技术进行使用时，混凝土很有可能会发生其

由于目前进行公路桥梁施工中对混凝土方面选择存在一

他的变化，在使用时相关的外部添加剂使其工作性能提升，

定的问题，导致了公路桥梁的施工质量有一定缺陷。但将混

然而预应力在其使用时会导致它的性能下降，从而应当选择

凝土预应力技术应用到公路桥梁施工过程中就可以有效的提

相符合的材料来进行施工，才能更好的保障预应力技术在使

高第一次发现问题的几率，在选择及应用混凝土材料投入公

用时的安全性。

[3]

3 公路桥梁施工中预应力技术应用时的关键点

路桥梁施工过程中，通过对混凝土正道技术的运用，能保障
混凝土混合得更加均匀，不会产生或者说产生较少的气泡，
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对混凝土材料性能的影响，那么在进行

预应力技术在公路桥梁施工当中的使用情况十分普遍，
因此论文下面就针对公路桥梁施工中预应力技术运用时的关
键点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和介绍，以便能够更好的了解预应
力技术在使用时所体现的具体价值和在施工时应当注意的一
些问题，为日后工作桥梁的施工提供更好的参考和借鉴，希
望能够更好的提高公路桥梁施工的质量和水平，加强预应力
技术使用的科学性。

3.1 预应力技术对施工材料及相关技术的改进

混凝土预应力技术应用时，就要注意一下几个方面，首先在
应用振动棒的过程中，应当将震动棒正确的插入，保持其插
入以及速度的均衡，因此才能够有效的控制振动棒的震动过
程，使得混合土得到有效的混合，其次，为了完成浇筑的过
程，需要结合实际的施工情况，将材料进行二次震倒，从以
此来有效的避免混凝土材料的性能受阻，出现气泡，或者说
降低路桥结构稳定性问题的发生，最后，在进行施工过程中，
对搅拌泵送运输等各个过程，需要注意人员调配及技术设备

首先根据公路桥梁及结构预应力引入的实际标准要求来

的完善，通过对人员的调配，可以有效确保在整个运输过程

看，在过程当中需要合理的改善施工材料及相关施工工具。

当中运输的安全性能，并且也可以保障相关材料以及设备妥

此方面工作能够直接影响到整体的施工质量及可靠性，因此

善的保管。[5] 除此之外，在该技术应用时，也需要定期检查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构件制作的工作人员就需要结合预应

设备的工作状态，必须保障设备处于一个安全，确保设备没

力技术运用的过程选择配合预应力技术一次能够支撑技术的

有故障出现，维持设备高效的工作水平，才能提供更加持续

有效施工材料，从而达到工具的优化，除此之外，也要不断

可靠的高效服务过程，从而为预应力的应用提供更佳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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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及技术支撑。

对于人们的出行安全也有较大的保障。有效的降低各类安全事

3.3 公路桥梁施工中预应力有关加固的提升

故发生的频率，对中国运输行业的迅速发展来说也有一定的帮

作为公路桥梁施工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工程加固施工的
效果及其显著，且具有增强后期整体结构的稳定性，巩固预
应力形成的重要作用。并且在全面提高路面结构的抗核载能
力上，提升路桥结构的整体寿命以及延伸。路桥的使用年限
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在进行加固施工过程中，
需要通过对前期已经形成的路桥结构荷载的应力把控，在此
基础上也要进行技术的考量，进而确认安装部位，使整体的
路桥结构具有更好的拉应力。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技
术考量及安装过程中需要采用专业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各项工
作，这样才能确保该技术的使用效果达到最优。除此之外，
将预应力技术应用于公路桥梁施工中，也可以有效的提升路
桥的和载力，改善路桥的受力情况以及组织结构，这样就可
以使整体的公路桥梁工程的组织具有较强的耐力性，即使在
重力下压的过程中，也可以达到受力均匀的效果，这样就可
以为后期的投入使用打下坚实的基础，最后，对于路面结构

助作用，除此之外，在混凝土施工过程中，受弯构件会对碳纤
维的作用起到促进以及支撑的作用，因此在对预应力把控的过
程中，应当更加注重对受弯构件的应用，以此来达到整体结构
具有更强拉应力的目的从而推动路桥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最终
达到为整体建筑工程提供更大可能性的目的。[6]

4 结语
总而言之，要想进一步确保公路桥梁施工的质量和安全
性，并保障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出行安全，要加强对预
应力技术的有效应用。通过对该技术的有效应用可以降低施
工过程中各类事故出现的概率，与此同时，也可以有效的提
高施工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希望论文上述有关
于公路桥梁施工中对预应力技术的应用情况的论述分析能够
对日后公路建设企业在此方面的改革有所参考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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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ailway Safety Inspection and Monitoring
Guarantee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
Hu Sun
Hami Safety Supervision Squadron of Safety Supervision Brigade of China Railway Urumqi Bureau Group Co., Ltd,
Hami, Xinjiang, 839000,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peed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ccelerating, the demand for market transportation is increasing, and railway
safety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As far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concerned, the speed of upgrading railway technical
equipment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and the management system has also undergone innovation and reform, which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railway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refore, the relevant management personnel need to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afety of railway traffic,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ensure the handling measures and methods of railway safety, promote the safety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establish the railway safety inspection and detection guarantee
mechanism, which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measure to ensure the safe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railwa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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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安全检查监测保障体系及其应用研究
孙虎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监察大队哈密安监中队，中国·新疆 哈密 839000

摘

要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市场交通运输的需求不断增加，铁路安全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铁路技术设备更新换代的速度不断提高，管理体制也出现了创新改革，对铁路建设及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直接性影响。因
此，相关管理人员需要对铁路交通的安全性有更加清楚的了解，对如何保障铁路安全的处理措施及方式要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推进安全基础性建设，建立铁路安全检查检测保障机制，这也是中国当前可以保障铁路能够安稳运行的根本措施。

关键词
铁路安全；检查检测保障体系；应用

1 引言
近些年来，中国铁路运输事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特别
是高速铁路的发展。而这对中国铁路行车的安全也提出了更
多的要求，安全监控及预警成为了必要性措施，对建立检查
监测保障体系来说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目前从中国在铁路
安全保障方面来看，是采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进行综合性
的保障，实现将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及网络技术的共同使用，
而这也是当前保障中国铁路运输安全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其中安全事故是指出现了人员伤亡或者经济损失的事件；而
铁路事故除了会出现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之外，还存在铁路
中断或者出现脱轨等情况。按照目前中国规定的制度，对于
铁路事故应该按照不同等级进行区分，即特别重大事故、重
大事故，和较大事故、一般事故等区分之后，进行相应的调
查处理。

2.1.1 隐瞒事故的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铁路事故各地出现的概率差距
较大，有些地区的铁路局出现问题高达 27 件 / 百亿吨公里，

2 中国铁路安全检查监测保障体系现状分析

而有一部分地区的提炉具，却只有 3 件 / 百亿吨公里，其中

2.1 中国铁路事故故障管理问题

的差距差别竟达到近十倍。虽然中国不同地区的铁路局在设

首先，需要明白铁路事故和安全事故的定义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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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是因为监察工作人员在进行检查的时候，并没有主动认真

故性质较为严重的数量并不在少数，所以不难看出这些铁路

的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平时进行检查的时候，仅仅是走马观花，

局存在较为严重的隐瞒情况。而这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认

没有严格落实检查规则，甚至有时候尽管发现了问题，但是

识到隐瞒事故的危害性，除此之外，也反映出中国在事故信

也并没有对于相关部门进行监督，了解其是否采取措施解决

息的管理上还缺少科学有效的措施。

了相应的问题。

2.1.2 事故深层次原因调查不够充分

2.2.2 问题整改不到位

。经过调查可以看出，上报事故数量较少的铁路局，一些事

出现铁路事故之后，严格进行追究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了

在进行检查监督的过程之中，存在虽然检查出其中存在

解出现故障的原因，从中总结经验，在之后不再出现同样的

的问题，但是却由于问题整改不到位，而导致修正并不及时

事故。但是在中国铁路出现事故之后，人们最关心的是责任，

的情况，这依旧会造成较大的后果。例如，在之前出现的“4·28”

[2]

尤其是直接性责任的问题 。例如，在出现列车超速事故的

铁路事件，即使在之前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其中存在的诸多问

时候，最先追究的便是当前职责在谁，调查后了解是机车乘

题，“4·28”铁路事件之中的问题基本在进行检查时都提出

务员由于中断了望而造成的，但是却没有去调查分析，当前

了，但是在之后进行整改的时候，监督人员并没有加强管理，

机车乘务员中断了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由于乘务时间安
排并不合理，而导致乘务员出现过度疲劳的情况；还是因为
出乘之前，乘务员的休息时间不足？亦或是因为信号机设置、
曲线地段，夜间风雪等因素，而导致了望条件不好而出现的。
所以尽管在之后对出现铁路事故的机车乘务员进行惩罚，
但由于没有分析原因，所以在之后有可能会再次出现相同的
问题。

2.1.3 事故分析调查和定性定责方面存在问题
虽然当前中国新的《事规》已经实施了几年的时间，但
是人们普遍对其掌握及理解上却还有较多的问题。有一部分单
位在理解上并没有完全的把握，依旧存在大事化小的倾向。除
此之外，绝大多数的单位在调度中所填写的工作表差距也较大，
这便导致调度所对事故缺少了正确的认识，例如，出现填表并
不及时，甚至有时还会出现隐瞒不报的情况。最后，便是事故
的统计还没有完全规范，有一部分单位并没有按照规定及时将
B 类及以上的事故进行汇报，或者有一部分的报告内容和顺序
并不一致，从而使铁路事故汇报出现较多的问题 [3]。

从而出现了问题整改不到位的问题，最后出现了较大的安全
事故 [5]。

2.2.3 安全监督检查的方式较为单一
第一，在进行现场检查的时候，并没有制定相应的检查
表，导致在检查的时候针对性较弱，并没有突出重点检查问题，
在进行检查的时候随意性比较大，对检查工作并没有严格落
实，不进行考评，从而使工作人员在进行检查的时候，并没
有发现其中出现的实质性问题。第二，部分监察部门在进行
工作安排的时候，对均衡性没有引起重视，对工作的重点内
容并不清楚，这些情况便导致了一部分的死角问题，从而在
长时间中都没有进行相应的检查 [6]。特别是其中一些工作的重
点内容，以及关键的岗位，在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问题比较少，
一些安全性隐患并没有及时发现，并且采取的措施存在问题。
第三，在出现问题之后，工作人员无法从问题之中，综合性
的分析出关键性的一些问题，从而导致检查的力度受到损失。
最后，在进行安全监察监督规律探索方面还存在问题，对于
下一阶段应该如何进行监督检查并没有科学合理的指导方案，

2.2 中国铁路安全检查监督的问题分析

从而使检查出现较多的问题。

2.2.1 履行检查监督职责上存在问题
在进行监督的时候出现较大的问题，从而导致铁路出现

3 中国铁路安全检查检测保障体系框架设计

较大事故，不仅对旅客生命财产会产生较大的威胁，对中国

3.1 铁路安全保障体系框架

的铁路事业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4]。这主要是由于进行

3.1.1 安全检查监测保障体系

安全监督人员的责任意识出现问题，有一部分监察人员认为

在铁路运行的过程中，应该选择最为先进的技术，对可

出现事故，和当前的安全监察部门没有任何的关系，并没有

以影响铁路安全的工作人员、设备及环境等相关因素加强监督

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没有认识到自身的监察工作并不到位。

检测，并且对专业人员进行整合，从而实现信息共享及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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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效果 [7]。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应该及时的采取措施进

可以进一步的设立相应的数据库，对铁路运行的实际情况进

行解决，预防出现铁路安全事故，将其中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

行数据的收集，另外还可以通过利用现代化先进技术，对铁

消除。

路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增加数据搜集的范围。除此之外，通

3.1.2 固定设备保障体系

过对地下的分析，可以了解地质当前的稳定情况。特别在灾

对于铁路行驶过程之中的信号、供电等线管设备的变化

害多发的季节和节假日的时候，要加大对数据的监控，加大

规律，管理人员都需要有先进的检修手段及科学的维修管理

数据收集，建立相应的数据库。

模式，对设备要进行科学化的管理，更新当前工作人员的检

3.2.3 历史数据查询功能在铁路安全检查监测保障体

[8]

修观念，提高设备的质量，保障铁路运行中的安全 。

系中的应用

3.1.3 实时监控的现场状态和虚拟模型的同步更新技术

在进行数字化监控预警系统技术的应用中利用隶属数据

首先，需要建立铁路现场的场景模型数据库。通过使用

查询功能技术，可以及时了解铁路运行中的相关数据，实现

BIM 建模，可以对铁路现场的各项元素进行建模，将铁路现

对铁路运行情况精准化、全面化的了解。例如，在进行查询

场之中的各项实体元素，和模型进行一一对应，从而完成铁

的时候，输入关键词，便可以了解到相应的数据信息，通过

路现场场景模型数据库的建立。

对铁路安全检查监测保障体系的查询，综合利用历史数据，

其次，在虚拟的环境下，可以将模型分成静态及动态虚
拟模型两种。而其中的动态模型是需要 BIM 软件进行相应的
动作定义，来达到铁路现场的实际运行情况的效果。
最后，在 BIM 技术之中，编写相应的脚本，将其和相关
的模型进行绑定，从而形成可驱动的数字化的运动模式，为
之后进行实施数据驱动模式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3.2 铁路安全检查监测保障体系需要建设的主要内容
3.2.1 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

可以避免出现相关事故的效果，将损害减少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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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tection Technology of
Coal Detection
Shengqun Tang
Guangxi Coal Geology Bureau, China Coal Geological Administration, Liuzhou, Guangxi, 545005, China
Abstract

As a basic energy, carbon resources play a key rol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control of production capacity stage, only through strict testing can the quality of coal meet the market
requirements. Coal detection technology has a strong specialty and complexity, and its specific control points should be made clear in
appli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al detection,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measures of coal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promotes the level of detec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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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检测现状及检测技术论述
唐胜群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广西煤炭地质局，中国·广西 柳州 545005

摘

要

煤炭资源作为基础能源，在现代化基础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是随着环保力度加大、控制产能阶段，只有对其进行严
格检测，才能保障煤炭的质量符合市场要求。煤炭检测技术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与复杂性，在应用时应该明确其具体的控制要点。
论文通过分析煤炭检测现状，探索煤炭检测技术的应用措施，促进检测工作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
煤炭检测；现状；检测技术

1 引言
在社会生产生活当中，煤炭一直以来都是不可获缺的重
要资源，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尤
其是在当前“由数量到质量转型”的关键时期，只有控制其

工作顺利实施的关键，但是由于在选择的过程中未能对其进
行严格控制，会导致检测误差较大的问题产生。在开展煤炭
检测之前，应该由专业人员在实验室进行严格分析，保障平
送检样品选择的合理性，防止待检测煤炭样品缺乏代表性而
导致结果误差较大，因而影响煤炭资源的整体质量。

具有良好的质量，才能促进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推动社会
生产活动的顺利实施，促进煤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科
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煤炭检测技术与工艺也得到提升，为煤
炭的综合利用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中国煤炭检测工作的
起步较晚，在实际工作中仍旧存在诸多问题，限制了检测工
作效率的提升。

2.2 检测仪器问题
检测仪器的精度不够，也会导致检测结果不准确，对于
煤质的分析缺乏可靠依据。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煤
炭检测仪器在材质和结构设计等方面仍旧存在较大的差距；
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匮乏，难以为技术的自主研
发和革新提供保障。在实践工作当中，仪器的应用也存在较

2 煤炭检测的现状分析

多的局限性，例如，自动冲水量控制的稳定性不足，热容量

2.1 检测偏差大

会随着温度变化而受到影响；在检测特殊煤炭样品时通常使

选择具有代表性、均匀性的煤炭检测样品，是保障检测

用自动煤灰熔融性测定仪，但是由于缺乏对温度的合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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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导致检测数据出现较大的偏差。

优化与提升。与传统煤炭检测设备相比较而言，其制造工艺

2.3 检测制度不完善

性能和耐用性都得到明显提升。煤流机械化采样系统的技术

检测权威部门审核制度的缺失，是导致检测工作缺乏规
范性与专业性的主要原因。在实际工作开展的过程当中，缺
乏严格的制度约束，导致采样不合理和检测技术应用不规范
等问题的产生；在使用实验室仪器的过程中，由于未能按照
规范进行操作，也会导致检测结果当中存在较大的误差。

2.4 检测人员问题
缺乏对市场的有效监管，不正当竞争等问题依旧存在，
限制了中国煤炭检测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煤炭质量难以得
到有效保障 [1]；煤炭检测单位未能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实
施检测工作，未能投入必要的设备与技术，使得数据获取和
分析缺乏严谨性与科学性；煤炭检测人员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较为陈旧，难以适应当前检测工作的实际需求，也会导致煤
炭资源的价值难以得到充分体现。

成熟度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其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会出现问题，其中排斥大粒度和截取全断
面不完全等问题较为常见。全煤柱采样技术会对静止煤流采
样系统的运行产生直接影响，会导致煤种多和煤质状况差异
大等问题的产生。在实际应用过程当中，应该对设备进行严
格检测，明确设备的测量准确度要求和相关试验标准，增强
仪器检测的精确度。此外，还应该科学跟踪检测仪器的稳定
性能与环境适应性，明确仪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
针对当前煤炭检测的实际状况对其进行改进和优化，促进检
测质量与效率的提升。

3.2 发展方向分析
自主研发的技术和设备在中国煤炭检测当中得到广泛运
用，但是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技术的先进性仍然存在
较大的差距。在煤质检测当中，其准确性、稳定性和自动化

3 煤炭检测技术及其发展

等仍然由较大的提升空间；快捷化、规范化、系统化、自动

3.1 煤炭检测技术现状及问题

化和信息化，是当前煤炭检测的主要发展方向；相关计量规

在开发利用煤炭资源时，应该促进煤炭资源利用率的提

定与标准的制定，也能够为检测工作的实施奠定基础，促使

高，为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就要求在煤炭检测工作

其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对实验室质量控制的重视，能够促

当中，应该确定合理的检测标准，能够增强工作的规范性与

进检测技术水平的提升；在常规分析项目当中，应该促进自

专业性。

动化程度的提升，通过氧化铝多晶体纤维材料和陶瓷纤维等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检测技术也在一定程度

替代材料的应用，以及微波、红外和激光等加热方式的应用，

得到改进与优化，自动量热仪、自动工分仪、温控仪和自动

能够增强检测技术的使用性能；库伦法测定水分、容量法等

半自动灰熔融性测定仪等得到广泛应用。原子光谱分析、常

也会得到逐步推广 [3]；实验室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应用，大大

规加热燃烧、电化学分析、热重分析、化学分析、紫外与可

增强了煤炭检测的自动化程度，能够实现数据采集与处理的

见光分析、红外光谱分析和气相色谱分析等等，是当前经常

自动化，动态化跟踪样品分析过程，增强数据的精确性。

使用的几种煤炭检测技术。与此同时，在上述检测技术的使
用过程中，通常会运用多种仪器加以辅助配合，比如元素分
析仪、气相色谱仪、红外测硫仪、X 荧光光谱仪、原子荧光
光谱仪、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和工业分析仪等等。在检
测技术与仪器的使用过程中，除了应该严格标定仪器外，还
应该合理控制其工作环境，防止检测数据出现较大的误差；
在检测煤炭中的氢时通常采用电量法，相较于传统的三节炉
法，其工作强度较小，而且大大提升了分析的效率。为了促

4 煤炭检测问题的处理建议
4.1 合理选择样品
在选择煤炭检测样品时，应该确保其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能够真实、全面的反映煤炭资源的整体质量状况。还应该针
对样本进行反复试验，对于检测数据进行对比与分析，发现
其中存在的较大差异并找到原因，降低检测结果的误差。

4.2 完善检测仪器

进仪器使用性能的提升，应该加强对电解池的优化与改善 [2]。

检测仪器的质量也是决定检测结果的主要因素，应该根

机械化采样系统的应用，使得煤炭检测技术得到进一步

据当前煤炭检测的实际要求，对仪器的性能进行优化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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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先进技术的引进与应用，促使煤炭检测朝着自动与科学

5 结语

[4]

化方向发展 。人工检测应该与仪器检测结合使用，保障检
测数据的合理性与精确性。

煤炭检测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实施，应当满足社会转型
的实际要求。在实际工作当中，由于先进技术与工艺的缺失，

4.3 完善管理制度

导致在检测精准性和效率等方面仍旧存在诸多需要改进之处，

应该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对煤炭检测技术的应用过程

应该加强先进技术的引进与自主研发，促进煤炭检测技术朝

进行有效监督管理，防止出现不规范操作行为。在制度的制

着自动化与信息化方向发展，实现对煤炭资源的高效化利用。

定当中，应该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并对制度
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防止出现流于形式化的问题，对检测
人员起到良好的约束与规范作用。

4.4 提升人员素养

参考文献
[1] 李正章 , 陈宁 , 麦明荣 , 符盛 . 煤炭检测技术现状及探讨 [J]. 化工
管理 ,2018(34):28-29.
[2] 李申怡 . 关于如何提高煤炭检测准确性的思考 [J]. 内蒙古煤炭经

应该重视对相关技术人员的培养，增强其专业能力，保
障检测的效率与质量。尤其是在信息化时代当中，应该督促
检测人员增强自身的信息化素养，掌握先进的计算机操作技
[5]

术，从而为技术的革新奠定保障 。加强对检测人员的专业
培训，使其能够对自身知识体系和技能进行及时更新，适应
新时期煤炭检测工作的特点。加强对检测人员的有效考核，
防止在检测中出现懈怠情绪，使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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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Boiler Water Treatment
Dan Liu
Changji Special Equipment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e, Changji, Xinjiang, 831100, China
Abstract

The ultimate goal of boiler water treatment is to ensure the safe operation of the boiler under thin and even scale-free conditions, to
avoid the phenomenon of boiler corrosion or scaling that affects the normal use of the boiler. In order to completely remove the impurities in boiler water and make the quality of steam and water meet the national standards,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detection knowledge of boiler water, but also to select scientific water treatment methods. Through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oiler
water treatment in China’s industrial production,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o be solved.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boiler water treatment, and puts forward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boiler water treatment, so as to extend the service life of boiler and ensure the safe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of boiler set
a good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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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iler water; treatment; structure; equipment; detection

试论锅炉水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刘丹
昌吉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中国·新疆 昌吉 831100

摘

要

锅炉水处理的最终目标是保证锅炉在薄垢甚至无垢的工况下安全运行，避免锅炉出现腐蚀或结垢而影响锅炉的正常使用的现
象。想要彻底除去锅炉水中的杂质，使蒸汽、水品质符合国家标准，不仅需要提高对锅炉水的检测认识，还要选用科学的水
处理方法。纵观中国当前工业生产中锅炉水处理现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因此，论文针对锅炉水处理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分析，并针对性提出改进对策，希望通过论文的阐述能够为锅炉水处理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从而为延长锅炉使用寿命，
保证锅炉安全高效运行奠定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
锅炉水；处理；结构；设备；检测

1 引言

2 锅炉水处理现状

锅炉水的处理能够直接关系到锅炉的使用寿命和运行状

通常，锅炉水处理方式需要结合水质进行充分考虑，工

态。近年来，由于工业生产中对锅炉水处理不当引发的安全

业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天然水中含有钙、镁等离子，将其打

事故频繁发生，警醒相关部门与从业者提高锅炉水处理重视

入锅炉后，通过加热、沸腾会导致水中的杂质离子产生化学

程度，结合中国锅炉水处理的现状可以看出 [1]，当前在锅炉

反应，从而形成水垢、垢下腐蚀、汽水共腾现象等，对锅炉

水处理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需解决，其中包括科学

的正常运行造成极大的危害。如果没有进行科学的锅炉水处

的水处理知识的缺乏、水处理过程中存在盲目性等，导致锅

理，会导致锅炉使用寿命缩短，同时对工业生产带来损失和

炉水处理后水汽质量达不到国标，同时为锅炉的安全运行留

危险。据能效部门调查统计，锅炉中每形成 1mm 水垢，将多

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因此，论文针对锅炉水处理中存在的

消耗 5%-8% 的燃料 [2]。然而，由于当前中国锅炉水处理方面

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对策，对同样问题的锅炉

存在较多问题，以及蒸汽冷凝水的利用率较低，导致燃料大

使用单位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量浪费。中国每年因锅炉水处理不当造成的锅炉安全事故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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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由此可见，锅炉水处理已经成为当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发其他事故。

3 锅炉水处理的具体方法

4.3 防垢剂使用不当

中国相关部门针对锅炉水处理工作，明确规定了水质的
标准，并提出工业生产锅炉在使用过程中，应该做到因炉、
因水、因地制宜，并结合水质和锅炉的工况选用科学的处理
方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当前中国针对锅炉水处理
的方法也逐渐成熟，具体有以下几种。

3.1 锅外水处理方法
锅外水处理方法也就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预先进行水
处理，使水中的杂质去除，形成软化水或者除盐水，并将其
注入锅炉中，这种处理方式能够有效防止锅炉水中杂质发生
化学反应后形成水垢。在锅外对水进行处理时，可以利用树
脂交换器、反渗透、电渗析器等设备。

3.2 锅内加药水处理方法
所谓加药水处理方法，就是在锅水中添加化学药品，通
过药剂可以使锅炉水中的镁、钙离子进一步形成水渣，沉入
锅炉的底部，进而通过排污方式将水渣排除的水处理方法 [3]。

近年来，中国各大企业在锅炉水处理过程中，存在使用
加防垢剂的水处理方法，由于缺乏合适的操作规程，导致防
垢剂不仅没能充分发挥效果，反而使锅炉内结垢严重，导致
企业必须用更高的代价彻底清理锅炉内部。

4.4 冷凝水的回收率低
蒸汽锅炉内的冷凝水，是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运用蒸
汽锅炉产生蒸汽，当蒸汽充分利用并冷却后，就会形成冷凝
水。如果在生产中，冷凝水没有被污染，是可以回收利用的。
然而，结合中国锅炉水处理现状看，大部分企业未利用冷凝水，
而是将其直接排放。

4.5 热水锅炉排污缺乏科学性
当前针对热水锅炉，部分从业人员对排污存在错误认识，
认为热水锅炉无需排污。企业对热水锅炉水处理认识不足，
主要可以从两点分析，第一种是热水锅炉水处理方法，第二
种是热水锅炉水处理原理。上文提到，在热水锅炉中加入药
剂 [5]，能够使药剂与水中杂质生成化学反应，从而使水中杂

4 锅炉水处理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
4.1 锅炉水处理设备利用率较低，缺乏水质化验设施
通常情况下，工业生产中的蒸汽锅炉基本会配备锅炉水
处理设备，蒸汽锅炉的水处理设备利用率相对较高，能够达
到 60% 左右；而工业生产中的热水锅炉水处理情况较差，一

质变成水渣，使锅炉达到除垢效果。通常，承压热水锅炉中
的锅水与整个系统中的水是一个整体，通过水泵施压进行水
循环，因此，如果能够充分了解这一构造，并在排污后在热
水锅炉中补给经过软化的水，能够有效提高热水锅炉水质，
从而起到良好的水处理效果。

方面原因是大多数生产单位没有配备锅炉水处理设备，另一
方面是缺乏水质化验设施，导致生产单位即使采取措施进行

5 锅炉水处理对策

水处理，也往往难以分析水质是否符合国家制定的相关标准，

5.1 提高锅炉水处理监管力度

因此导致工业锅炉水质的合格率较低。

4.2 缺乏锅炉水处理相关知识，处理过程存在盲目性
锅炉水处理不仅需要使用单位具备水处理设施或添加水
处理药剂，还需要技术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就中国工
业锅炉水处理现状来看，普遍存在水处理工作人员缺乏专业
能力的现象，甚至一些企业水处理由司炉工兼职，由于缺乏
水处理相关知识，在处理过程中，对于水处理的原理、用药量、
处理流程、最佳加药时间未能掌握，同时不能熟练操作水处

监管部门在锅炉水处理工作中，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责
任和义务，并结合锅炉需要制定明确的工作规范；同时，需
要提高锅炉水处理工作的监管力度，运用法定职能定期对企
业进行检查，一方面提高企业对锅炉水处理的意识，另一方
面规范企业锅炉水处理的行为，使其能够充分意识到锅炉水
处理的重要性，从而提高锅炉水处理效果，保证锅炉安全高
效运行。

5.2 完善锅炉水处理设备，提高利用率

理设备，甚至出现药剂用错、水处理设备再生方法不当等行

工业生产过程中，运行锅炉的同时需要配备相应的锅炉

为 [4]，不仅导致水处理达到不到理想效果，还会适得其反引

水处理设施。在锅炉水处理过程中，推荐优先使用锅外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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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法，一方面可以有效提高水的质量，另一方面能够提高
[6]

锅炉水处理设备的利用率 。

5.3 加强重视锅炉水处理人员的专业素质

5.6 重视锅炉检验和水质监测，提高水处理效率
在锅炉安装过程中，监督部门通过监测能够提高对水处
理设备的认识，同时能够对当地水质和锅炉给水量实际情况

工作人员是锅炉水处理工作的执行者，其专业能力和职

有所了解，有利于确定科学的水处理方案，通过锅炉内、外

业素养能够直接关系到锅炉水处理的效果和水平，因此，企

检以及水质检测，能够确保水处理设备的运行状况，同时可

业需要加强重视培养专业的锅炉水处理人员，使其能够充分

以确定水质检测结果是否合格、相关制度是否落实到实际工

了解锅炉水处理流程，掌握锅炉水处理设备的使用方法，以

作中 [8]。从而正确反应出生产企业在锅炉水处理中的效果和

及药剂的用量、加药时间等明确了解。从而培养出技术能力强，

水平。如果出现问题，可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优化和完善，

专业素质高的锅炉水处理团队，有效提高锅里水处理的效果

一方面有利于对前一阶段的锅炉是处理工作进行总结和评价。

和水平。

另一方面能够为后续工作作为重要参考依据，奠定良好基础。

5.4 利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锅炉水处理的科学性

6 结语

锅炉水处理工作涉及范围较为广泛，其中包括：原水预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

处理、锅炉水处理设备的操作、锅炉防垢、锅炉除垢、锅炉

进步，中国对节能生产也提高了重视程度，并提出了严格的

排污等方面。当前，中国大部分企业受到设备、技术等影响

要求，企业在生产中对锅炉水处理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当前

很难达到锅炉水处理要求，加上水处理意识差，管理力度不

化学工业发展规模日益扩大，化学除盐方式应用逐渐广泛，

强等原因，导致水处理效率低。基于这些问题，企业需要从

同时，一些先进的新型水处理设备研发出来，在具有大容量

根源上采取措施解决，树立长远的发展观念，推荐通过实行

和高效率特点的同时，还能够减少处理费用，实现自动化水

区域联合的方式统一使用锅炉，从而有效降低达不到锅炉水

处理目标，水处理工作也应与时俱进，适应市场。

处理需求的小规模企业成本。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有效提
高锅炉水处理效果，还能减少工业生产中的废气排放，对提
高资源利用以及企业管理能力有积极作用 [7]。与此同时，锅
炉水处理人员需要充分做到与时俱进，通过累积经验、学习
先进技术等了解水处理的全新动态，从技术和专业方面提高
锅炉水处理效率，延长锅炉的使用寿命，提高锅炉运行安全性。

5.5 提高对锅炉水处理认识，科学选择处理方式
通常情况下，锅炉水处理需要在锅炉启动前便开始采取
措施。全新锅炉，在使用前，建议对锅炉进行碱煮，在锅炉
内壁形成一层致密的保护膜，达到良好的防腐效果。如果在
水处理过程中，采用锅外水处理和锅内处理方式相结合，针
对需要保留部分碱度的锅炉，需要将其转变为部分钠离子交
换法水处理，通过原水碱度消除一部分硬度。另外，企业需
要加强重视提高水质检测工作，并制定具有科学性的监督制
度，同时坚持落实到实际工作中。除此之外，水质监督需要
送样检测和现场抽检两种方式相结合，从而使得检测结果更
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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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Mine Hydrogeology
under Complicated Conditions
Jinkai Zhao
Heilongjiang Coalfield Geological Survey Institute, Jixi, Heilongjiang, 158100, China
Abstract

“The Regulations on Wa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oal Mine” (2009) clearly stipulate that coal mines need to evaluate the hydro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mine every three years. Nowadays, China’s coal mine production is gradually developing in the direction
of deep and complex. The existing survey data show that the complex 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faced by coal
mine production are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predict, so it is urgent to further clarify the guiding methods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new problems faced by the classification of mine hydrogeological types under complex conditions, and then discusses the evalu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mine hydrogeological conditions in detail with a case, in order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majority of practitioners.

Keywords

coal mine production; hydrogeology; type division; evaluation criteria

浅谈复杂条件下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方法
赵金凯
黑龙江煤田地质勘察院，中国·黑龙江 鸡西 158100

摘

要

《煤矿防治水规定》（2009 年）中明确规定，煤矿需要每间隔三年评价一次矿井水文地质条件。现如今，中国煤矿生产逐步
朝着深、复杂的方向不断发展，现有的勘察资料表明，如今煤矿生产面对的复杂地质条件、水文状况已经越来越难以预测，
亟需进一步明确指导性方法、评价标准。基于此，论文首先阐述了复杂条件下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面对的新问题，然后结
合案例，对煤矿水文地质条件评价与类型划分进行了详尽论述，以期为广大从业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借鉴。

关键词
煤矿生产；水文地质；类型划分；评价标准

1 引言
复杂条件下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是保证煤矿安全生产
的主要依据，是防治水安全的重要基础，自上世纪五十年代

据利用程度不足、评价针对性不强等问题也随之暴露。因此，
当下需要进一步对复杂条件下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方法进行
梳理，以为煤矿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参考借鉴。

起，中国就在逐步探寻煤矿水文地质类型划分的方法，直至上

2 复杂条件下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面对的新

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才构建起了完善的煤矿水文地质类型划分

问题

体系。在“十三五”规划中，中国煤炭开发重点地域开始转移，
而此前的重点开采地区，因表层的煤炭资源已经充分开采，煤
矿开采朝着深、复杂的方向逐步发展 [1]。同时，正在逐步开发
的西部矿区，却存在较为突出的涌水风险危害。虽然在《煤矿
防治水规定》（2009 年）施行后，中国各地煤矿水文地质情
况已经基本实现了“全面摸查”，但是从整体层面上来看，随
着煤矿生产的逐步推进，煤矿水文地质条件评价不足、水量数

现如今，对矿井水文地质的划分主要参考《矿区水文地
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因煤
矿开采会对水文地质条件造成影响，所以现如今各地的煤矿
水文地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且出现了此前未出现的新问题。

2.1 第四类充水水源
水文地质条件勘察中所面对的水体主要为地下水、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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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地下水主要为碎屑岩类裂隙水、松散岩类孔隙水、可溶

“煤矿水文地质规范”的颁布，该煤矿的水文地质条件确定

性岩类岩溶水，经过数十年的大规模开采，各地煤矿采空区

为“极复杂型”，2013 年响应国家要求，对矿井的水文地

的面积越来越大，同时因早期煤矿行业监管不力，部分不规

质类型进行初步评价，凸显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矿

范小煤矿的不规范开采，造就了一大批规模不明、位置不明

区不同开采水平的水文地质条件存在明显差异，无法实现全

的煤矿，从而导致现如今的煤矿开采面对极其严重的“老空水”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的统一评价；二是煤矿自上世纪六十年代

情况 [2-3]。

投产，开采时间较长，煤矿的水文地质条件在开采过程中不

煤矿开采遗留下的“采空区”，其本身联通了采空区上

断演化，水文地质条件类型变化难以评价；三是岩溶陷落柱

部含水层，地下水、地表水本身的流动状态、赋存状态已经

等特殊的地质问题无法实现有效评价。对此，需要基于现有

不再是天然状态，一是煤矿含水空间不仅仅局限于煤层采空

的方法，探寻符合该煤矿水文地质条件的水文地质类型划分

区，同时还包括上覆的冒落裂隙带内所有岩组；二是含水介

方法。

质本身因煤矿开采发生变化，具备了裂隙、孔隙双重特征。
因此，煤矿开采目前必须考虑的第四类充水水源，其本质是
不同于碎屑岩类裂隙水、松散岩类孔隙水、可溶性岩类岩溶
水的新型水介质，其分布以“块状”呈现，且水体的垂直向
上厚度较为突出，导水性、富水性也相对明显 [4]。

2.2 煤矿水文地质勘查对象的多样性
一是上覆薄层基岩，上覆薄层基岩本身是在冒落裂隙带
影响下形成了薄层岩体，在煤矿水文地质情况勘查的过程中，
需要同时勘查新生界松散岩孔隙、上覆基岩含水岩组，尤其
是在基岩露出地段或者裂隙发育地段，地表水可能会直接成

3.1 水文地质条件评价目标
以“合理评价、准确划分”为基础，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长期的、短期的、中期的煤矿水文地质灾害防治方案。一是
要根据不同开采水平、不同盘区、不同阶段，制定差异化的
评价原则；二是要以“安全生产”为基础，围绕“十三五”
中要求，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煤矿水文地质灾害的防治提供指
导依据；三是要突出矿区的敏感区域、重点区域。
另外，详实的资料是进行水文地质类型划分的主要依据，
因该煤矿的建成时间长、水文地质条件在长年开采下变化明
显，所以需要根据煤矿建成、投产的水文地质勘察报告作为

为地下水的充水水源，此类水文地质勘查情况较为复杂，目

直接参考治疗，同时补充 2010 年以后的煤矿水文地质勘察规

前现行的勘察规范均没有详细的参考内容。

范，补充 2010 年后的新建成工程 [7]。

二是正常厚度上覆基岩，在煤矿采空区增加的情况下，
正常厚度上覆基岩的勘察需要根据区段来调整具体的勘察方
法，尤其是存在开采历史的区段，需要充分考虑“老空水”
的影响。
三是煤田下组煤，因为浅层煤矿已经开采，所以对下部
开采造成影响的不仅仅是下伏岩溶裂隙含水岩组，需要在勘
察的过程中同时考虑到老空水以及上层岩组 [5]。

3.2 水平盘区差异化评价
该煤矿地下水系统相对独立，难以用一个水平标准、
盘区标准对整个煤矿的水文地质情况进行评价，勉强统一标
准必然会导致水文地质条件类型的划分过于复杂，所以采用
“水平盘区差异化评价方法”。现如今，该煤矿生产水平分
为 -310m、-490m、-620m、-800m。
-310m 水平的煤矿开采已经全面收尾，因 -310m 水平开

3 煤矿水文地质条件评价与类型划分
某煤矿建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正

采工作开展较早，经过数十年的生产，-310m 水平含水层已
经基本疏干，同时残余的涌水量也逐步稳定。

式投产，该煤矿始终采用立井、水平集中运输大巷、集中上

-490m 水平大部分回采完毕，对该水平的评价分类以

山与阶段石门的开拓方式和走向长壁采煤方法，煤矿地层的

南翼一石门、南翼一石门 ~ 四石门、南翼四石门以南为主。

含水层为砂岩裂隙承压含水层、奥陶系岩溶裂隙含水层 [6]。

南翼一石门主要体现出导水断裂、褶皱、构造发育，上世纪

煤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生陷落柱突水事故，对煤矿生产造

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共发生 2 次岩溶陷落柱断裂构造突水，

成严重影响，经过修复后，煤矿于九十年代恢复生产，随着

如今高区域仍旧有着 10m3/min 的涌水量，经评价，将南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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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盘区分为“煤层底板受高压奥灰水复杂区”；南翼一石
门 ~ 四石门有小型断裂发育，各个区域之间的水力不存在直
接联系，同时水位已经降至 -500m，评价为“以煤层顶板砂
岩裂隙含水为主区域”；南翼四石门以南，有发育的大型、
中型断裂，且地表褶皱明显，地下水系统独立，评价为“砂
岩裂隙含水层充水为主区域”[8]。
-620m 水平区域进入回采阶段，各个水层的补给连续
性不显著，且水循环、岩溶发育均受到一定的影响，经过检
测，-620m 水平总涌水量仅为“2.7m3/min”，评价为“裂隙
薄层灰岩含水层充水为主区域”。
-800m 水平已经完成了斜石门建设、泵房建设、水仓建
设，测试用水量仅为 0.09m3/min，充水以“煤底板岩巷充水”
为主要构成部分。-620m、-800m 水平的预测结果相对简单，
基于 -310m、-490m 的突水资料对 -620m、-800m 水平进行
评价，预测 -620m、-800m 水平涌水量，可为未来的采掘工
作奠定基础。

Review

4 结语
综上所述，复杂条件下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应该充分
考虑到煤矿的勘探现状、采掘现状、采掘历史等技术性报告，
尤其是针对已经投产较长时间且条件相对复杂的矿井，需要采
取分盘区、分水平的评价方法，秉承“安全生产”的基础性原
则，重点揭示目前煤矿的敏感区、重点区。文章上述案例中，
分盘区、分水平、划重点的评价方式，能够突出煤矿目前存在
的差异化水文地质情况，对于煤矿水文地质条件的划分有着极
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上述内容在具体的计算方法方面有所欠缺，
还望广大从业者能够根据当前的规范以及矿区的实际情况，探
寻水害威胁发展的计算模型，以为煤矿安全采掘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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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Evaporative Condensation
(Cooling) Technology in Metro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Nannan Lv
CLP Harbin Rail Transit Co., Ltd.,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urban populations has put greater pressure on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Strengthening subway construction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ransportation problems and provide convenient travel services for people. Especially in modernization, the
subway has also become one of the main indicators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urban development. The performance of subway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will determine the operating effect of the subway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e application of evaporative condensation (cooling) technolog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promote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and improve
people’s riding environmen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inciple of evaporative condensation (cooling) technology, proposes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this technolog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evaporative condensation (cooling) technology in subway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echnical personnel.

Keywords

subway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evaporative condensation (cool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浅谈地铁通风空调中蒸发式冷凝（冷却）技术的应用
吕南南
中电科哈尔滨轨道交通有限公司，中国·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

要

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给交通系统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加强地铁工程建设能够有效缓解交通问题，为人们提供便捷的出行服务。
尤其是在现代化建设当中，地铁也成了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地铁通风空调的性能，会决定地铁交通系统的运
行效果，应该加强蒸发式冷凝（冷却）技术的运用，促进通风空调的高效化运转，改善人们的乘坐环境。论文对蒸发式冷凝（冷却）
技术的原理进行分析，提出该技术独有的优点，探索地铁通风空调中蒸发式冷凝（冷却）技术的应用策略，为技术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
地铁通风空调；蒸发式冷凝（冷却）技术；应用

1 引言
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对地铁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只有不断提升地铁的安全性与舒适性，才能满足人们的
出行需求。中国各大城市纷纷致力于地铁建设，加快了物流
速度的同时，能够缓解公交出行的交通压力，改善城市交通
环境。通风空调是地铁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针对性

端，不仅会占用大量的建设用地，而且在运行中会产生较大
的能耗，不利于中国节约型社会的构建。而蒸发式冷凝（冷却）
技术的运用，则能够简化空调系统的结构，增强空调系统的
整体运行性能。为此，应该明确其具体应用要点，保障地铁
建设的顺利实施。

2 传统空调系统的问题分析

设计与优化，能够降低空调系统的能耗，同时保障其良好的

风冷空调或者水冷空调等，在地铁建设中的应用较多，

通风效果。传统地铁通风空调系统冷却塔的设置存在一定弊

但是在其长期运行过程中依旧存在诸多问题，难以满足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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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地铁建设工作的实际要求。中央空调有着较大的占地面积，

耗问题进行有效控制。蒸发式冷凝器的运行效率，由于入口空

尤其是必须留出足够的空间用于地下机房的建设，不仅会对

气状态参数的变化而得到提高，机组换热面积也大大降低，因

建设用地进行挤压，而且使得地铁建设成本持续升高 [1]。在

此降低了地铁通风空调系统的建设成本投入。

空调系统的构成当中也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导致在运行控制
方面存在难度，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后续检修
与维护当中，也需要较大的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水冷空调

4 地铁通风空调中蒸发式冷凝（冷却）技术的
应用措施
4.1 蒸发式冷凝器与直接蒸发冷却器结合

和风冷空调的运行效率不高，在运行中会产生较大的能耗，
在地铁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下，不利于中国节约社会的
构建。

填料应用于蒸发式冷凝器的进风口位置，并将淋水系统
应用于填料上方位置。室外空气能够在填料的作用下实现预
冷，循环冷却水温度和空气干球温度得到有效控制。在此过

3 蒸发式冷凝（冷却）技术的应用情况

程中，制冷系统冷凝温度和冷凝压力明显降低，蒸发式冷凝

3.1 现状分析

器制冷系统的运行效率得到增强。通过长期检测实验可以得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地铁通风空调设计也受到行业人士

知，对比无填料的蒸发式冷凝器，有填料的蒸发式冷凝器在

的高度重视，蒸发式冷凝（冷却）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各参数方面都有明显优势。29.1%-65.9% 是其空气传热系数

能够解决传统冷却塔占地面积过大的问题，在节省城市建设

的提高幅度，33.9%-63.8% 是其传质系数的提高幅度，7.4%-

用地的同时，能够为节能环保事业做出贡献。在 20 世纪中期，

16.5% 是其总传热系数的提高幅度 [3]。此外，在能效比方面，

西方发达国家最先应用蒸发式冷凝（冷却）技术，其应用领

该蒸发式冷凝器也能够提高 1-3 个百分点。蒸发式冷凝（冷却）

域较广。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升，蒸发式冷凝（冷

机组应用于通风空调当中，应该视地面空间情况进行合理布

却）技术在工程建设中的应用也较为常见 [2]。在中国广州、

设。当地上空间较小时，应该在地下排风道进行布设，能够

重庆和深圳等地，蒸发式冷凝（冷却）技术在地铁工程当中

防止对土建结构产生干扰；当地上空间较大时，可以直接在

得到运用，能够为通风空调的设计提供技术支持。

地面当中进行布设。

3.2 蒸发式冷凝（冷却）技术的原理

4.2 板管 - 填料复合式蒸发式冷凝器与机械制冷的

水和空气是蒸发冷凝器中主要的冷却介质，水分随着温

结合

度的升高而不断蒸发，冷凝热被带走后能够起到良好的制冷

耦合填料与板管换热器构成蒸发式冷凝器，填料应用于

效果。在冷凝机组的运行过程中，水泵将冷却水输送至喷嘴

板管换热器的空隙当中，能够促进换热面积的提升，循环水

当中并在冷凝排管外表面喷洒。空气能够对水滴进行冷却处

的温度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增强了整个机组的散热性能。在

理，风机对水蒸气进行排出。

机组内部的结构设置当中，采用上下布置的方式，能够有效

3.3 蒸发式冷凝机组的优势分析

节约占地面积，增强了设备应用的灵活性。避免了设备用房

与水冷式冷凝器和风冷式冷凝器相比较，蒸发式冷凝器
的冷凝温度较低，能够有效降低运行能耗，起到良好的节能作
用。冷却水系统不必再应用于通风空调当中，减少了冷却塔后
能够有效降低建设成本。与水冷式冷凝器相比较，其耗水量得
到大幅度下降。受到排污损失和吹散损失等因素的影响，蒸发
式冷凝器所需的循环水量也降低了 50% 左右。在排风风道当

的建设，因此能够降低成本投入。板管 - 填料复合式蒸发式
冷凝器与机械制冷一体化冷水机组，主要由循环水箱、蒸发
器、制冷剂管路、压缩机、喷嘴、填料、节流装置和板管蒸
发式冷凝器等组成 [4]。该机组可以设置于排风道与新风道之间，
也可以应用于地面上和机房内。

4.3 蒸发式冷凝器与间接蒸发冷却器的结合

中设置蒸发式冷凝器，能够有效增强车站美观性，同时节约建

管式间接蒸发冷却器应用于进风口的位置，在对室外空

设用地。融合蒸发冷凝技术与蒸发冷却技术，可以对机组的能

气进行等湿降温处理时，主要依赖于管式间接蒸发冷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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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效控制湿球温度和干球温度。在蒸发式冷却器当中，

道和空调送风管等进行包裹，降低在系统中的能量损失。

循环水存在于制冷机盘管表面当中，与空气的热湿交换能够

5.3 制式选择

带走热量。蒸发式冷凝器的换热效率得到优化，而且增强了
整个机组的制冷性能，有利于实现节能减耗的目标。

地铁运能和气候条件是决定车站通风空调方式的主要因
素。同时，通风空调方式要尽可能利用自然资源，降低系统

在地铁暖通空调应用该机组时，应该对间接蒸发冷却器

的运行能耗。本工程列车编组为 6 节编组，远期高峰小时行

的二次排风问题加以重视，保障二次排风的顺畅性。在地铁

车对数为 26 对。哈尔滨在目前中国修建地铁的城市中，纬度

送排风道内应用该类型机组，也能增强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

最高，冬季寒冷而漫长，夏季短暂而凉爽。根据气象资料统

在送风风道当中安装直接膨胀式表冷器和间接蒸发冷却器，

计（1984~2003），夏季最热月平均温度为 23.1℃，冬季最

在地铁排风风道安装蒸发式冷凝器，为了保障机组的多工况

冷月平均温度为 -18.1℃，年平均温度为 2.5℃，日最高气温

[5]

运行，应该合理设置阀门 。制冷剂直膨、蒸发式冷凝器和

≥ 30℃的天数平均 18 天 [6]。本线车站大系统送、排风机均采

间接蒸发冷却器应用于炎热的夏季，而通风模式则应用于严

用变频控制。为减小室外冷风对公共区环境温度的影响，公

寒的冬季，空调模式和通风模式可以在春季或者秋季使用。

共区通风冬季采用电加热器、热风幕机的设备，设备均采用

在传统冷却塔设置时存在较大的难度，而蒸发式冷凝器的使

多档调节，以满足节能运行的要求。

用则有效的避免了此类问题，冷冻水和冷却水也由于制冷剂
直膨和蒸发式冷凝器的使用而减少，也无需建设配套的空调
机房，因此能够有效控制建设成本。

5.4 环控节能
地下车站采用全封闭站台门式通风系统，将车站与区间
隧道分隔开，将列车发热量隔断在区间内，充分利用列车行驶

5 实例分析

产生的活塞效应和活塞风井的吐呐作用，排除部分列车产生的

5.1 工程概况

余热余湿，吸入地面的新鲜空气对区间隧道进行通风换气，大

中国哈尔滨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位于呼兰区、松

量减少了车站的负荷；从而有效减小车站的设备及管路、相关

北区、道里区、南岗区、香坊区，线路北起江北大学城站，

电气设施；并且大大降低了通风系统的运行费用。更为重要的

沿松北大道、中源大道，下穿松花江，沿经纬街、颐园街、

是，采用全封闭站台门式通风系统，在哈尔滨的严寒冬季，降

中山路、珠江路、公滨路敷设，终至气象台站，线路全长

低了列车运行活塞风进出车站出入口带来的出入口冷风渗透影

28.7 公里，全部为地下线，共有 8 座换乘站，与轨道交通 1、

响，对于提高车站内环境，降低出入口热风幕开启及公共区通

3、4、5、6、8 号线形成换乘。

风系统新风电加热的使用频次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对于运

5.2 系统方案

营人员不能够经常前往，但又不得不设置通风空调设施以保证
房间换气次数及排出余热等通风要求的场所（如本工程中间风

根据地铁车站负荷特点，采用变风量通风系统具有很大
的节能潜力。本线排热风机、车站大系统送、排风机均采用
变频控制。变风量系统系统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固定送风温度，

井内的设备用房），建议设置温控风机，这样可避免在气候凉
爽或房间发热量不大的情况下通风设备满负荷运行状况的发
生，既可节约电能，又能延长设备的使用年限。

改变送入房间的风量来满足室内变化的负荷。由于通风系统
大部分时间在部分负荷下运行，所以风量的减少带来了风机

6 结语

能耗的降低，提高了设备和系统的效能。利用变频器调节风

为了增强地铁通风空调系统的运行性能，应该将蒸发式

机转速，可实现风量的连续调节，能耗下降明显，而且能够

冷凝技术与蒸发式冷却技术结合在一起，促进系统运行效率

更好的适应车站负荷的变化。此外，还可以采用其他措施实

的提升，降低运行能耗，满足中国节约型社会的构建要求。

现系统设计的节能减排。在设计通风系统时，应该明确其客

在设计过程当中，主要是通过蒸发式冷凝器与直接蒸发冷却

流量，加强近期与远期规划。运用保温棉对冷冻水供回水管

器结合、板管 - 填料复合式蒸发式冷凝器与机械制冷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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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式冷凝器与间接蒸发冷却器的结合的方式，降低机组的
占地面积，控制了地铁建设的成本。这不仅能够促进城市化
建设的迅速发展，而且为中国经济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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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the Audi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Lead of Internal Control
Keyan Li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004, China
Abstrac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ersonnel training. At present, China is vigorously developing higher education,
so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inevitable. Through the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found tha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o achieve effective
cost control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done many aspects of analysis and
research in the aspect of project audit, in order to build a more comprehensive project audit system. Research and analyze the specific
construction of project audit system, the core of which is internal control, that is, the construction of project audit system needs to take
internal control as the basic goal and direction, so that the purpose of project audit is clearer.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oject audit,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audi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is dominated by internal control, in order to provide help and guidance for practice.

Keywords

internal control;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project audit

以内部控制为主导实施高校建设工程项目审计初探
李科言
江苏省徐州医科大学，中国·江苏 徐州 221004

摘

要

高校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巨大，而且中国目前正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所以高校建设成为了必然。通过对目前的高校建设做
具体的分析发现，为了实现高校建设的质量提升，并在建设的过程中实现成本的有效控制，高校建设工程在项目审计方面做
了多方面的分析与研究，旨在建设更为全面的项目审计体系。研究分析项目审计体系的具体建设，其核心是内部控制，即项
目审计体系建设需要以内部控制为基本目标和方向，如此一来，项目审计的目的更加的明确。为了推动项目审计建设与发展，
论文分析研究以内部控制为主导的高校建设工程项目审计，旨在为实践提供帮助和指导。

关键词
内部控制；高校建设；项目审计

1 引言

2 内部控制概述

高校建设工程项目审计对工程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一方

从高校建设工程项目审计实施来看，要基于内部控制实

面，通过项目审计，高校工程建设的具体资源利用等会更加

施项目审计，必须要对内部控制有所了解。就目前的资料研

的清楚，资源使用效率和利用价值会更高，另一方面，项目
审计的实施能够有效地规避工程建设中的漏报、瞒报或者是

究来看，所谓的内部控制具体指的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单位
为了提高经营效率、充分有效地获得和使用各种资源，达到
既定管理目标，而在单位内部实施的各种制约和调节的组织、

多报情况，从而实现工程建设成本的有效控制。基于现阶段
的高校建设工程项目审计实例做分析发现，在审计工作中，

计划、程序和方法。对内部控制进行具体的分析，其主要包
含了 5 大要素 [1]：（1）内部环境。在内部控制实施中，内部

内部控制往往是审计忽视的地方，却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

环境是基础，其影响着内部控制的综合效果。就目前的内部

方，所以为了强调审计效果，突出工程控制的整体质量，基

控制环境分析李戡，其主要包括了治理结构、机构设置及权

于内部控制对项目审计做分析与讨论现实价值显著。

责分配、内部审计、人力资源政策、企业文化等一系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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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险评估。风险评估在内部控制实践中也发挥着重要的

用问题和解决策略做分析讨论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作用，因此需要做重点的强调。（3）控制活动。单位或者是

4.1 应用问题分析

控制主体基于内部控制的具体目标采取的控制策略和计划称
之为控制活动，其对于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有显著的影响。（4）
信息与沟通。信息与沟通可以实现内部控制的及时调整，这
对于控制实效提升有显著的意义。（5）内部监督。内部监督
的具体效果影响控制活动的落实，也影响控制策略的质量，
因此需要注意内部监督。

对高校建设工程项目审计进行具体的分析发现尽管项目
审计实施以内部控制为主导，依然存在着显著的问题，主要
的问题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是审核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问题 [4]。对目前的项
目审计做具体的分析可知，要实现项目的有效审计，具体的
审核资料要包括七项，分别是（1）项目文件；（2）工程招

3 内部控制在高校建设工程项目审计中的具体

标资料；（3）工程投标资料；（4）工程承包合同；（5）工

作用

程设计图纸及竣工图；（6）工程变更及签证；（7）工程结
算书。这 7 项内容，每一项都会影响到最终的审计结果，所

对目前的高校建设工程项目审计做分析发现，在项目审
计实践中以内部控制为主导，主要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是以内部控制为主导的项目审计在项目成本控制和
风险控制中可以发挥出更为显著的作用，项目审计的综合实
效会有显著的提升 [2]。简单来讲，项目审计的目的是为了控
制成本，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同时，利用项目审计可以对
项目实施的风险等做评估，这样，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安全
性会更加显著。内部控制强调的内容比较多，在项目审计实
施的过程中以内部控制为主导，项目审计体系会更加全面，
其在项目审查方面的效果发挥会更加的显著。
第二是以内部控制为主导的项目审计能够为审计方案以
及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指导。具体分析项目审计，其影响因
素多样，其中包括了审计内容、审计标准、审计人员的工作
态度和专业性等等。很多工程在建设的过程中有审计的意识，
也会建立审计体系，但是没有明确的参考，所以审计内容体
系漏洞百出，标准也不统一，审计人员的综合素养更是无法
满足具体的审计要求，所以最终的审计结果差强人意 [3]。内
部控制的内容明确，以内部控制为主导，项目审计体系建设
会更加的全面，所以在高校建设工程项目审计实施中，强调
以内部审计为主导现实价值明显。

以在项目审计中需要对具体的资料做准备。从高校建设工程
项目审计实例分析来看，这 7 项内容确实有准备，但是具体
的项目中的内容却存在着遗漏，比如工程变更及签证资料中，
变更内容和签证资料存在不齐全的现象，承包合同中的相关
内容也有缺陷等。这些问题影响了审计的有效实施。
其次，在项目审计的过程中，一般的审计是根据资料计
算工程量，认真查看定额套用情况，在查看的过程中对变更
原因和数量进行重点关注，然后详细调查主要材料的价格是
否合理，经与甲乙双方核对后出具审计结果 [5]。换言之，审
计的具体实施需要执行规范、标准的流程，但是在目前的高
校建设工程项目审计实践中，项目审计的流程存在着缺失的
情况，这导致了具体审计结果的真实性问题。总之，审计过
程的不规范和流程的缺失影响了项目审计的最终实施，所以
需要对此问题进行分析与解决。
最后是编写审计报告。审计报告编写是项目审计实践中
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报告编写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体现报告
的专业性，即报告的格式，内容的阐述等都需要合乎规范，
另一方面还要从报告体现工作人员的态度，因为报告中数据
的错误等会显得报告编写不用心，这样的审计报告，可靠性
会受到质疑，其参考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因此要对编写审

4 基于内部控制的高校建设工程项目审计应用

计报告问题加以重视。

分析

4.2 问题解决策略

对现阶段的高校建设工程项目审计做分析发现内部控制

基于具体的问题，要有效的解决，必须要针对问题现状

在项目审计实施中有所应用，但是具体的应用还存在着问题。

采取有效的策略。基于目前的项目审计案例，高校建设工程

为了实现应用问题的解决，强化项目审计的综合效果，对应

项目审计要改进，具体的工作实施需要从以下方面做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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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需要制定审计项目计划 [6]。审计工作具有系统性，

当向审计机关提出审计组的审计报告。审计组的审计报告报

所以要全面的提升项目审计的效果，必须要有清晰的审计目

送审计机关前，应当征求被审计对象的意见。就审计终结工

的和方向，所以基于高校建设工程项目审计的具体目标制定

作的具体分析来看，审计报告的编写是重中之重，所以必须

审计项目计划，这能够为项目审计的实施提供方向。简言之，

要对审计报告编写的规范等进行强调，这样，审计报告的专

项目审计计划对审计有指导和参考作用，所以为了保证审计

业性、合理性才会更加的显著，其对实践工作的参考和评估

工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做计划的针对性制定现实意义显著。

价值会显著提升。

第二是审计准备。审计准备工作对最终的审计效果有重
要的影响，因此在项目审计开始之前，需要对审计的相关工

5 结语

作进行准备。就项目准备工作的具体执行来看，需要根据审

综上所述，高校建设工程项目审计的具体结果对高校工

计项目计划确定的审计事项组成审计组，并应当在实施审计

程建设有显著的影响，所以从工程建设效率和质量的考虑，

三日前，向被审计单位送达审计通知书；遇有特殊情况，经

加强审计工作具有必要性。现阶段的高校意识到了内部控制

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审计机关可以直接持审计通知书实施审

的积极作用，所以在项目审计建设中以内部控制为主导，但

计。需要注意的是，在准备工作中，审核资料必须要重点关注，

是即便如此，一些问题依然无法避免。为了解决具体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审计准备工作实践中，需要确保审计资料的完整

必须要从审计的具体实施入手分析高校建设工程项目审计实

。出了上述的工作外，为了保证审计工作的顺利实施，上级

施中的问题，所以文章在具体问题总结的基础上对问题的解

审计机关需要基于统一组织的审计项目编制审计工作方案，

决策略进行了分析，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为项目审计工作实践

每个审计组实施审计前应当进行审前调查，编制具体的审计

提供帮助和指导。

实施方案，这样，审计的具体实施会更具秩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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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Maintenance Measures of MW Broadcast
Transmitter Failure
Shaofang Wang
Heze Zhongbo Broadcasting Station, Heze, Shandong, 274000, China
Abstract

The MW broadcast transmitter is the core device of broadcast transmission. Therefore, the relevant technical department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failure analysis of the MW broadcast transmitter and formulate targeted maintenance measures. As an important medium
in social development, broadcasting can transmit a variety of information and information,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trengthening
social information exchanges, promoting production development in various fields, and improving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general
public. Judging from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operation of medium-wave broadcast transmitters in some regions,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ith failures, which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stability of broadcast transmiss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maintenance measures for each failure to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roadcasting industry in China.

Keywords

MW broadcasting; transmitter; failure; maintenance measures

关于中波广播发射机故障分析及维护措施
王少芳
菏泽中波转播台，中国·山东 菏泽 274000

摘

要

中波广播发射机是广播发射核心装置，因此当前相关技术部门要注重做好中波广播发射机故障分析，拟定针对性的维护措施。
广播在社会发展中作为重要媒介，能传递多项资讯信息，对强化社会信息交流、推动多领域生产发展、提高广大群众生活水
平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从目前部分区域中波广播发射机运行现状来看，存有着较多的故障问题，对广播发射稳定性具有较大
影响。因此，要针对各个故障采取科学规范化维护措施，推动中国广播行业稳定发展。

关键词
中波广播；发射机；故障；维护措施

1 引言
在社会现代化发展中，广播是人们生产生活中信息获取
的重要媒介。在广播信息发射中，中波广播发射机是重要应用
部分，此类设备综合能耗较低，运行效率较高，在各个地区发
射台广泛应用。但是中波广播发射机在长期运行中受到不同影
响要素影响会产生多项故障问题，管理部门要及时采取相应的
维护措施，避免系统发生运行故障，对整体传播效率以及传播
质量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对广播节目效果展示具有限制作用。
基于中波广播发射机故障分析，要整合各项维护管理经验，提
高各项技术应用水平，推动中波广播发射机稳定运行。

递电磁波，这样能实现信号有效转化。其中发射天线应用材料
主要是选取垂直振子单桅杆拉线铁塔，其中中波广播发射机在
运行中，全面实现信号有效转换主要是与水平极化、椭圆等电
磁波相互关联。设备运行效率、天线发射效率之间联系紧密，
天线在信号传输过程中要消耗相应时间。其中电磁波功率在计
算过程中可以借助公式 N1=Pr/Pi=Pr (Pr=1)，依照天线振子耗
损以及输入功率变化关系来分析电磁波功率各项具体数值。中
波广播发射机在运行过程中能对数字调频进行有效控制，做好
后续各项综合处理工作。计算机在运行编程过程中能接收二进
制信号，其中系统涉及的主要信号属于模拟信号，需要技术部
门对信号进行加工处理，使其逐步转变为二进制中“0”与“1”

2 中波广播发射机工作原理概述
中波广播发射机在运行过程中主要是基于天线来发射传

来获取信号。计算机在运行中在数字信号二次加工过程中主要
是选取编码器，与功率放大器相会配合提升编码成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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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波广播发射机故障检测方式
在中波广播发射机故障检测中，技术人员可以选取看、听、
闻方式进行。对中波广播发射机外观现状、元件与仪表运行
状态进行检测，分析其外观是否损坏、锈蚀等，整合表面中
存有的各项问题。当其表面没有异常问题，要对其他方面展
开针对性检查与综合处理。技术人员通过听，能获取广播发
射机内部运行现状，判定有无异响问题，广播信号传递中是
否存有杂质。发现广播传递中存有异常问题，要及时进行停
机维护。最后技术人员要对中波广播发射机运行烧焦气味进
行嗅闻，发现异常气味要及时对内部组成元件展开多方位检
查，确定故障源。

故障中。因此，当前相关管理部门要注重对模块开关展开针
对性控制，定期对模块展开维护修复，提升开关电路运行稳
定性。在定期修复中，要确保其能全部关闭，还要对各类器
件损坏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在桥式功放场效应管击穿现象修
复过程中，要展开多方面检测，保障各个部件具有完整性。
其次是信号错误问题，此信号属于射频推动信号，主要是涉
及到相位与电平。信号错误大多都是发生在模块中，技术人
员要对二极管与负载情况进行针对性检测。而后是模块出现
虚焊问题，要及时对模块进行修复，在修复之前要做好精细
化检测，重点判定虚焊、连焊问题，还要对铜皮进行针对性
检查，再判定其周边各类元器件基本运行情况，分析是否存
有变色、开裂等问题，技术人员要及时推动变压器，确保负

4 中波广播发射机故障分析

载 T1 和 T2 能正常运行 [3]。

4.1 相同位置情况下，功放模块连续故障

4.3 欠激励故障、缓冲放大器故障与发射功率故障

此类故障主要是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漏极相位
错误问题。在模块射频信号推动中相位不能超出 5°，场效应
管所对应的波形相位也不能超过 5°范围。目前多项影响要素
会导致漏极相位问题发生。比如驱动信号错误，会诱发变压
器故障、模块接触不稳定等问题。此类问题发生之后，模块
还能继续保持运行，但是随着运行时间增长，运行温度会不
断上升诱发故障。其次是射频推送信号不正确，其中主要是
涉及到电平幅度以及相位幅度，当前功放模块推动电平设定
为 23V 限定值，在两个模块中信号相位差不能超出 5°。如
果射频推动信号产生异常问题，将会诱发电缆故障。其次是

从故障内容来看，欠激励主要是存在于以下方面。射频
信号产生来源主要是激励器，在正常情况下，通过 XJ 获取方
波信号峰值电平值主要为 4-4.5Vp-P，开路峰值电平是 8.59.0Vp-P，都属于常见的方波信号。当激励信号较低，会产生
激励器故障，输出激励会一度中断，将会诱发欠激励故障问题。
相关管理部门要对供电进行全面检查，判定各类组成器件完
整度。当发射机没有各类异常问题，仅仅存有红灯闪烁问题，
能将其判定为检测电路故障。其次是模块产生连续性损坏问
题，其中 A/D 转换器设定不合理，将会导致模块故障发生率
较高。其中在高调幅状态中，将会对较高台阶功放产生威胁。

模块插座故障，此类故障主要是由于技术人员在插座拔插过

此时要全面检查拔码开关与跳接线位置 I，判定 S1 对应位置。

程中频率过快，对弹簧张力产生影响。在具体操作中要禁止

当 S1 开关设定错误，将会导致采样信号相位产生异常问题。

多次插拔，定期做好针对性检查工作，及时对弹簧片进行更换。
其次是输出变压器故障问题，技术部门会设定固定的射频路
径，比如输出、变压器、合成器。但是变压器产生故障之后，
对模块稳定运行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所以当前技术人员要
定期对变压器进行检查，判定其是否存有过度磨损与破坏问
题。之后是控制信号错误问题，大多数控制信号错误都是发
生在驱动电路中，此时要对编码器具体输出进行检查，之后
对各类信号进行综合对比，能有效判定电平正确性 [2]。

4.2 不同位置状态下，功放模块多次故障

其中调制编码板提供的信号不能精确化落在模块中，将会导
致模块基本耗损不断扩大。在缓冲放大器异常中，缓冲放大
器主要是起到方波信号转换作用，促使方波信号转变成正弦
波信号，通过全面放大之后再传输到电平。其中电平基本峰
值要介于 18V 上下浮动，供电电压正常情况下是处于 30VDC
浮动，当供电电压发生变化，会导致输出电平产生变化。缓
冲放大器在运行中发生故障问题，将会导致输出激励电平快
速降低、直接中断。通过对电路检测能得出是电路显示板故
障问题，将会导致电平产生中断，诱发欠激励故障 [4]。

此类故障发生类型较多，首先是开关电路故障。此类现

中波广播发射机功率输出故障是目前比较多见的故障，

状发生要素较多，其中场效应管损坏问题主要是发生在电路

此故障实际表现就是设备报警功能运行正常，但是设备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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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运行。在此现状中，相关技术人员要及时对功率盒输入

技术人员要定期定点做好开关检查，对各项检查数据进行记

电阻进行针对性调整，通过示波器做好数据针对性分析，对

载，发生问题之后之后进行汇报，把控最佳的维修时间。中

各类组成部件变化情况展开观察，分析故障主要发生原因。

波广播发射机长期运行中各类元器件损耗较高，技术人员要

在正常情况下，发射机功率故障输出故障产生主要原因是由

定期对元器件进行更新。做好元器件针对性采购，选取正规

于发射机内部电路故障问题诱发。当事故发生以后发射机中

工厂的产品来保障中波广播发射机稳定运行。

控制板信号发生较大转变，电平在一段时间内会快速升高，

5.3 拟订更完善的发射机维修工作制度

电阻信号大多数呈现为饱和状态。此时传递的信号电位较低，
不会传递出相应的信号功率，信号在传递中会遇到较多问题。
中波广播发射机发生功率输出故障问题，技术人员要及时换
置电器，防止产生更严重后果。

当前要针对发射机运行现状拟订完善的工作制度，为员
工各项工作提供参考，对员工行为进行约束。结合维修工作
要求，管理部门要定期开展针对性培训工作，拟定工作人员
具体职责。其次还要定期开展各项交流研讨会议，为广大技

5 中波广播发射机维护措施探析

术人员提供更广阔的交流空间，技术人员也能有效弥补自身

5.1 定期清除部件灰尘，做好清洁工作

工作中存有的问题。

中波广播发射机在长期运行中受到多方要素影响会产生

6 结语

较多事故问题，所以当前要针对性做好各项维护管理工作。
全面降低各项故障发生概率，促使发射机能稳定运行。中波

综合上述，中波广播发射机故障是发射机运行主要限制

广播发射机长期与空气环境接触，在空气中弥漫有较多灰尘，

性隐患，不及时处理将会产生较大问题。相关管理部门要做

长期发展将会导致中波广播发射机内部中积攒较多灰尘，当

好发射机运行维修工作，定期做好故障排查与隐患消除工作，

灰尘积累到一定阶段之后将会对部件运行速度产生较大负面

促使发射机稳定运行。

影响，导致电路产生短路问题。其中发射机中存有较多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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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Management Mode of
Hospit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Ju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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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has also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hospital construction,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rapid progress of hospit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However, many construction contractors are not very familiar with
hospital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o the current hospit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s not perfe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ospit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anagement mode of hospit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summarizes the targete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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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工程建设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李峻
山东大学口腔医院，中国·山东 济南 250012

摘

要

人们生活质量持续提高，对医院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效推动了医院工程建设领域的飞速进步，但现在因为不少工程
建设承包单位不是很了解医院建设管理，所以目前医院工程建设管理还很不完善。为切实提升医院工程建设质量，论文分析
医院工程建设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并总结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
医院工程；建设管理模式；存在问题；对策探析

1 引言
医院工程建设时间很紧且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因此需要
提升医院工程项目的管理水平，并科学规划、合理设计、严

论文探究了医院工程的建设管理对策，希望给医院发展带来
一些借鉴价值 [1]。此外，论文还分析了医院工程建设的特点
与其中存在的问题，从决策、制度、设计等各环节总结了提
高医院工程建设管理质量的措施建议。

控好质量、成本等，保障工程项目的社会效益最大化。现在
医院工程建设上有着不同方面的问题，而且关键的还不在技

3 医院工程建设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术，通常是组织和管理问题，因此医院工程建设方无法有效

3.1 工程监理的缺陷性

管控项目。所以，完善管理模式，并动态控制项目的各个环
节迫在眉睫。

2 医院工程建设管理模式的重要性

工程监督对确保工程建设水平而言至关重要，是工程建
设非常关键的一环。工程监督方不但要管控好工程的进度与
质量，还应详细专业地为建筑企业解答。医院工程建设通常
是由私人投标获得承包权建设的，总是在施工前才聘请工程

现在，人们越发关注医疗卫生事业，为切实改善病人的

监督单位监管工程。因为时间紧迫，监督单位无法宏观地管

就医环境，许多医院正不断扩张规模。尽管中国医院工程建

控工程，也无法进行准确评估，只能把监督的重点放在工程

设管理模式也有一定的进步，但问题依然很多，如果不能尽

施工质量上 [2]。此外，现在还缺乏专门的医院工程建设监督

快解决这些问题，不利于医院的有效管理与长远发展。所以，

单位，有些监督单位并不熟悉医院建设的管理与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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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监管单位也无法全程参与医院工程建设项目的整个设立

因此，他们决策的正确和项目的可行性、设计的先进性、投

与验收程序，也就无法准确整体地把握工程建设，无法对有

资的合理性等息息相关。

关部门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同样也无法提前预防控制风险。

4.1 采用科学的管理模式

3.2 工程监理的阶段性

医院工程建设时，应当实事求是地选择项目管理模式。

工程监理方需要为建设单位提供专业咨询服务。以前的

首先，根据建设环节慢慢落实，选择管理模式需要充分结合

业主加工程监理的管理模式中，医院工程建设往往是招投标

自身的技术力量和管理水平、项目构成、项目性质及监理技

时或施工时才聘请监理单位，所以监理单位主要是控制施工

术等诸多因素。此外，还应结合实际情况，优先选择已成熟

质量。因为缺乏长期稳定的医院建设管理机构与工作机制，

并熟练掌握的管理模式。对较新的还不成熟的模式，还要逐

建设监理公司也不能全程参与整个工程的建设项目情况，也

步通过实践的运用与检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改进

就无法给建设企业提供有价值的专业咨询意见，极大影响了

传统的管理模式。因为时代在持续进步，人们也对医疗卫生

医院工程建设的整体质量水平。

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医院工程开始扩大建设规模 [4]。而

3.3 工程“信息孤岛”现象

一旦此时仍然墨守成规，一味的守旧而不做任何改变，将无

医院工程包含了许多专业门类，信息量十分巨大，需要
健全先进系统的信息管理体系，并使施工信息渠道更加畅通，
有效提高管理效率。现在，现有的工程管理模式没有建设企
业与项目实施企业间的信息采集、加工、传输与存储机制，
信息管理手段相对滞后，所以不少工程信息无法及时传递，

法确保决策的科学合理，很容易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与信誉
亏损。所以医院建设管理部门在采用项目管理模式时，需广
泛吸纳不同方面专家的意见，有效整合后再制定科学的决策。

4.2 完善优化规章制度与管理机构
管理的高效性需要优化规章制度以及高素质的管理人员。

极大降低了建设公司的决策水平，严重的还会延误工期，带

制定规章制度需要耐心全面，并包含不同角度的各个方面，

来不可预估的经济损失。医院工程建设和普通建筑等建设工

同时对违反规定的做法需明确具体的处罚措施，让全部的管

程不同，其门类与信息量都很繁杂。目前不少工程管理都没

理人员知道一切行为不管好的坏的都是有章可循的。制度完

有信息处理与优化技术，也就无法实现及时共享信息，许多

善了之后，还应具备高素质的管理人员。由于医院工程建设

项目对接也做不到位，造成工程管理部门和建设施工部门了

覆盖到诸多领域，需要配置财务、建筑、设备、医疗、管理

解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的还会造成工期延误。

等各个方面的专业人员，因为涉及到过多的人员，因此自然

3.4 管理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不高

造成互相之间推诿扯皮的问题，严重耽误了工程项目的建设

管理机构健全、管理人才充足才能确保医院工程建设项
目管理质量达标。根据医院的维护管理要求，现在医院后勤
部门编制人员和工作职位基本匹配，主要负责承担医院管理、
设备运营管理等日常工作，不过要抽出专门人员扩建医院的
话，一定会造成本职工作和临时抽组工作的重叠现象，人的
精力是有限的，这样会给工程质量、进度与投资等都带来很
大的负面影响。

4 提高医院工程建设管理水平的有效措施

进程。所以急需优化人员结构，尽可能选择水平高、素质强、
有责任心的人来积极参与项目管理机构，并激发出他们的工
作积极性，引导提高团结协作精神，在制度的限制下一起努力，
希望可以有效促进工程安全高效的开展。

4.3 提高设计质量，落实以人为本
基建管理部门需要明确，建设医院是为了创造更好的医
疗服务环境，以及为更多的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以，医
院建设是将以人为本落实到位的实际举措。因此，设计项目时，
需要强调以人为本，并考虑到方便患者就医与切实提升服务

医院工程建设和普通的民用项目比较而言很特殊。医院

水平的角度，符合人性化的设计需求。由于医院工程覆盖到

是项目的最终所有者，需要直接参与整个项目的每个环节与

诸多专业，基建管理人员更应意识到其综合复杂性。为确保

[3]

流程 。而这一系列环节的直接实施者就是医院基建管理部门，

医院建设科学合理及实用，第一步在选择设计公司时就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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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慎重，先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再选择技术水平高、

了工程质量与使用价值之后，一方是想尽可能压缩成本的，而

资质信誉好的设计公司承担设计职责 ; 其次，和设计公司充分

另一方却想多要钱。其实，这样的情况站在他们的立场也实属

沟通交流，明确医院建设的规模、目标与后续的发展需求，

正常，但如何实现二者统一，关键还是要看合同。对双方在执

让设计公司可以更好地进行工作 ; 此外，编制好整体规划，因

行合同时可能发生的经济纠纷，需要在合同内容中予以明确。

地制宜、合理布局；最后，单体设计需以经济、适用、安全、

不光是要明确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调整合同总价，还应明确调整

美观为基础，风格方面尽可能和之前的建筑及附近建筑保持

的计算方式 [6]。所以，尽可能拟定一个完善的工程合同十分关

一致 [5]。规划与设计医院建设和医院的可持续发展分不开，

键，同时执行时严格按照合同办事也很重要。工程施工中的索

所以不能急于求成、盲目决策，需要做好充足的应对准备。

赔与反索赔都需严格根据合同规定，医院基建管理层需认真学

4.4 规范施工管理操作

习合同条款，养成凡事以文字合同为依据的习惯，走正当程序，

工程施工的实质是把设计图纸转化为工程实体，能够确
保建筑的使用作用与工程产品质量，最终带来项目的使用价值。

防止不必要的索赔。

5 结语

所以，施工方面的质量控制对整个工程建设而言至关重要，也
是落实科学管理的重中之重。第一，充分发挥监理的管理作用。
医院建设工程较为系统，包含着生物学、医学、材料信息等诸
多学科门类。不少医疗与设备用房的要求都很特殊，如手术室、
放疗、病理等部门 ; 而专业工程覆盖了中央供气系统工程、智
能化工程、防护工程等。在工程施工时，监理工程师应协调好
各方的进度与质量，实际操作较为困难，经常因为不同专业间

尽管目前的医院工程建设已经在不断完善，但还存在不
少问题，具体有投标资金、监督不到位、工程进度、质量及
技术问题等，其中最关键的还是工程建设施工时的组织管理
问题，其本质在于医院工程建设的业主方没有很好地管控工
程。为及时解决这一问题，医院工程建设的业主方需更新传
统思维，创新其管理方式与准确把握施工动态。

无法协调好关系，导致施工进程互相影响，不但延误了施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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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Analysis of Quality Management in Traffic Engineering
Survey and Design
Hui Li
Ningxia Branch of Tianjin Municipal Engineering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Yinchuan, Ningxia, 750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of traffic engineering project
has been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field of traffic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design of traffic engineering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level of the final traffic engineering project. It is necessar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process of traffic engineering investigation and design to ensure the final construction level of the engineering project. This paper mainly probes into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trategy in the process of traffic engineering investigation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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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交通工程勘察设计中的质量管理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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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交通工程项目建设行业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在当前交通工程建设领域，交
通工程的勘察设计直接关系最终交通工程项目的建设质量以及建设水平。需要加强对交通工程勘察设计过程中质量管理工作
的重视，保证最终的工程项目建设水平，论文主要针对交通工程勘察设计过程中的质量管理策略进行探究。

关键词
交通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管理

1 引言
深入了解工程勘察设计的内容、特点及形式，优化交通
勘察设计质量管理策略，保证交通勘察质量和设计水平，对
交通项目的持续稳定开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加强对
交通工程勘察设计工作的重视，通过合理的开展交通工程勘
察工作保证交通勘察质量和交通勘察效率，从而保证最终的
工程项目建设效果和建设水平，促进交通建设行业的持续稳
定提升。

代的作用和价值，对于提高工程项目的投资效益、环境效益、
生态效益以及社会效益有十分关键的价值。交通工程勘察设
计属于为社会发展以及地域经济提供交通支撑的动态系统，
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交通勘察设计具
有主体性、协同性、层次性、渐进性四个特点 [1]。
首先，在开展交通勘察设计工作之前，需要结合以往交
通勘察设计公司的经验以及实际工程项目的建设要求，进行
新工艺、新技术以及新设备的应用以及开发，加强人才的储
备和培养，提高整体勘察设计水平和质量。受到建设工程地

2 交通勘察设计的特点

域性以及勘察设计、单位水平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导致最终

作为交通工程项目建设的关键环节，交通工程勘察设计

的勘察设计质量难以得到保障，影响工程项目的进展以及建

工作直接关系着最终的工程项目建设水平以及建设工程项目

设效率。因此，需要结合工程项目的实际建设要求，形成由

的投资效益，对于城市的发展与及交通行业的进步有着十分

高资质勘察设计单位承担重点工程和高等级公路，一般交通

明显的作用。在交通工程建设过程中，勘察设计有着不可替

设计单位承担一般性工程以及低等级工程项目的层次，确定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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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勘察设计方案，并结合工程项目的精神目的构建地方交

编制施工图预算以及确定施工要求，为施工项目的顺利开展

通规划设计机构以及对应的建设规模和建设能力。其次，随

奠定坚实的基础。

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对交通建设项目的需求量也逐渐提升，
勘察设计的任务量也逐渐增长，相关公路项目的勘察设计规
模也逐渐加大 [2]。各级勘察单位需要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以
及市场的需要，应用协同性的培养模式和建设模式，使得未
来交通工程项目的建设能够更加的系统和稳定。另外，随着
勘察设计质量水平和力度的逐渐提高，相关勘察设计单位的
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对勘查人员的专业水平以及综合素
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交通勘察设计领域呈现出勘察设

4 交通工程勘察设计的质量管理对策
4.1 加强对勘察设计质量的指导和监督
行之有效的监督策略以及监督机制对于交通勘察设计工
作顺利稳定的开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工程管理单位以及
业主需要以审慎的态度去看待交通勘察设计质量管理工作，
明确进度和质量以及造价与质量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自身
的监督管理作用，加强对勘察设计单位设计理念以及设计方
案的宏观控制工作。首先，需要做好勘察设计单位资质的把关，

计质量水平以及人才质量逐渐提高的趋势 [3]。

结合具体工程项目的建设情况，将是否通过国家资质认证作

3 交通工程勘察设计的内容

为一个重要因素进行考量。然后，需要严格把控项目分包关口，

3.1 划分设计阶段

避免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出现一流资质中标而三流资质施工的

一般的交通工程勘察设计项目分为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

问题。从当前工程项目勘察设计情况来看，存在一些分包单

两个阶段来进行，对于技术上相比较复杂，同时缺乏设计经

位和外委单位鱼目混珠的问题，相关分包的人员素质专业能

验的项目可以增加技术设计的方案和内容。为了更好地解决

力较差，导致设计出来的最终方案难以匹配工程项目的建设

降水项目总体部署以及总体开发方案的问题，需要进行总体

要求，无法保证工程项目的建设质量。另外，还需要加强对

设计以及总体规划活动，在初步设计的过程中，明确建设规

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工作，工程管理单位以及业主单位需要

模原料来源、产品方案工艺流程、主要建筑物主要设备、公

安排专门的工作小组对相关具体的项目进行负责，督促和控

共辅助工程、构建物、三废治理方案、定员估计总图布置以

制勘察设计的每个关键过程，及时发现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问

及占地面积等相关问题和注意事项。初步设计工作的开展主

题和不足，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解决，避免相关问题体

[4]

要在于大型设备和材料的预安装以及土地的征用活动 。

现到最终的设计方案中。同时，还需要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评

3.2 初步设计的内容

价机制和奖惩机制，对于能够高质量完成勘察设计任务的单

初步设计的内容包括设计的依据以及设计的指导思想的
确定，明确工程项目的建设规模、动力燃料的来源，主要的
设备选型以及工艺流程的确定。工程项目建设人员需要明确
主要建筑以及公用辅助工程的建设情况以及新技术的应用情
况，同时需要进一步确定设计方案的选择、设备订货、土地
征用活动的开展情况，控制基础投资活动以及进行施工图的
合理配置，做好施工组织设计的准备和编制活动。

3.3 技术设计的内容
技术设计的内容需要结合相关部门的工程特点以及工程
要求自行制定，工程设计的深度需要能够满足设计方案中重
大技术问题以及相关设备制造和试验开展方面的技术要求。
在施工图设计的过程中，需要根据批准的初步设计计划来进
行做好材料的安装、设备的安装以及非标准设备的制作工作，
132

位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如果勘察设计单位不能保质保量的
完成任务以及出现重大设计事故，需要予以经济惩罚并限制
其进入交通勘察设计市场，使得各个勘察设计单位能够高度
重视及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工作，保证交通工程勘察设计的
最终质量和效果。

4.2 建立终身责任制度
项目法人和建设单位需要全面负责公路工程的建设质量，
监理单位负责对工程质量的控制。设计勘察单位需要结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行业标准，保证能够按照政府部门的
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勘察设计活动的质量管理工作。建立健全
勘察设计质量方面的终身责任制度，从而能够充分提高工程
项目勘察的质量和效果。首先，可以明确各级各类勘察设计
人员的质量责任，把控工程勘察设计的各个环节，明确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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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具体人员的责任和义务，划分明确质量职责以及责任，

生的交通工程质量事故案例的教训，保证勘察设计活动能够

一旦发生设计质量事故，需要能够将责任落实到人，避免出

安全可靠地开展，其次，还需要提高勘察设计人员的质量意识，

现推诿责任的问题。其次，还需要应用质量责任制度进行关

深入分析设计过程中存在的失误和缺陷问题，高度重视勘察

键问题的预警和防范，从以往的质量责任终身制内容涉及的

设计的质量和效果，可以通过舆论宣传教育活动保证质量意

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质量责任的控制体现在问题事后的

识的长效性和稳定性。

处理过程中，但是一旦发生质量事故，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社
会影响和经济损失，甚至会带来重大的人员伤亡，引起社会

5 结语

恐慌。因此，必须要加强对交通工程勘察设计质量控制工作

综上所述，交通工程勘察设计的质量管理工作直接关系

的重视，从预警和防范的角度进行终身责任制的制定和设计，

着交通工程项目建设的效率和建设水平，需要加强对交通工

通过各个设计程序以及设计环节的综合控制，避免出现勘察

程勘察设计工作的重视，明确交通工程勘察设计的特点以及

设计活动的质量问题。及时发现勘察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主要内容，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工程勘察设计的质量和效果，

及不足，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纠正，保证后续设计工作能够

提高整体交通工程勘察设计水平，促进交通工程勘察行业的

顺利稳定地开展，保证最终勘察设计的整体效果和整体质量。

持续稳定发展。

4.3 加强对勘察设计人员专业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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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den Danger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Design of
Municipal Roads and Bridges
Wenchao Ma
Ningxia Branch of Tianjin Municipal Engineering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Yinchuan, Ningxia, 7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hidden trouble problem in the process of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design seriously affects the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project,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unicipal
road industr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analysis of the hidden trouble problem of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design, to
avoid the risk problem of municipal road construction from the design point of view, and to improv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design scheme.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hidden dangers of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design and related countermeasures
to exp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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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道路桥梁设计中的隐患及对策
马文朝
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宁夏分院，中国·宁夏 银川 750000

摘

要

市政道路桥梁设计过程中的隐患问题严重影响了市政道路桥梁工程项目的建设效率和建设质量，不利于市政道路行业的持续
发展。因此，需要加强对市政道路桥梁设计隐患问题的分析，从设计角度规避市政道路建设的风险问题，提高设计方案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论文主要针对市政道路桥梁设计的隐患以及相关对策进行探究。

关键词
市政道路桥梁设计；隐患；对策

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市政
道路桥梁工程项目的建设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从实际市政
道路桥梁建设情况来看，由于设计方面的问题，导致道路桥
梁建设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以及风险，影响市政道路桥梁项
目建设的稳定性、安全性。因此，需要加强对市政道路桥梁
设计隐患以及对策的探究。

2 市政道路桥梁设计过程中的隐患问题

设计方案严重偏离于实际情况的问题。设计方案在现有施工条
件和施工背景下的可操作性比较强，导致施工成本增加以及施
工工期延长，影响施工项目的顺利稳定进行。同时，当前市政
道路桥梁设计中存在不良的风气，有的设计人员为了片面的追
求工程项目的美观度而忽略了工程项目建设的实用性，在成本
控制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大量应用超前的设计方案，在实
际施工过程中存在施工难度大以及施工控制难的问题，影响施
工项目的顺利开展和最终的施工质量 [1]。

2.2 整体设计水平有待提升

2.1 市政道路桥梁的设计方案严重脱离于现实的需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对市政

在进行市政道路桥梁设计工作之前，需要做好施工项目

道路桥梁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但从实际工程项目建设情况

地调查工作，明确施工现场的环境和施工条件，了解施工工期

来看，存在各种各样的桥梁道路坍塌问题，影响人们的生命

要求以及质量控制的目标，保证设计方案能够有效顺利的执行。

财产安全。根据事故分析可以发现道路桥梁事故问题绝大多

但从实际市政道路桥梁施工情况来看，普遍存在市政道路桥梁

数是由于现行的设计人员工作能力低下，无法提供专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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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图纸所造成的。很多设计人员在进行工程项目设计过

足工程项目的建设要求以及建设质量。因此，需要加强对市

程中，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实地考察工作，也未能结合实际条

政道路桥梁工程项目设计工作的重视，明确设计过程中需要

件进行数据的验算，仅仅依靠理论知识便进行建筑结构的设

具体注意的环节以及问题，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对原有的设计

计，影响建筑项目的使用功能以及耐久性，不能保证市政道

理念进行优化和升级，改变设计人员的设计态度和设计意识，

路桥梁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因此，必须要加强对市政道路桥

将设计方案与现有的施工技术有机匹配起来。在具体的桥梁

梁设计工作的规范，严格开展设计工作，按照数据程序和设

工程项目设计过程中，不仅需要结合桥梁工程项目的实用性

计规范进行外形、结构以及功能的设计，科学的分析数据，

开展设计活动，还需要适当提高市政道路桥梁工程的美观性

并精准测算误差。结合实际要求建设符合需要的市政道路桥

和一致性，实现工程项目与周边建筑和道路的衔接，避免市

梁，及时发现市政道路桥梁设计过程中存在的误差和不足，

政道路桥梁工程项目建设对城市整体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

[2]

严禁套用以往的桥梁的资料 。

需要加强对市政道路桥梁工程设计人员的培训，使施工人员

2.3 设计方案不合不科学

能够掌握先进全面的设计技术以及设计理念，结合城市实际

市政道路桥梁建设施工项目地开展主要是结合前期的设
计方案以及工程规划来进行的，合理科学的设计能够保证后
期项目顺利稳定的建设，使得工程项目的建设效果符合设计
规范和设计要求。但是具体的设计方案的规划离不开设计单
位的经济开展工作以及整体规划活动，设计人员以及单位缺
乏全局意识和安全意识，过度重视经济效益，缺乏精确系统
的前期开展工作，盲目地进行施工方案的设计，过度压缩设

发展的需求开展设计工作，保证项目建设能够顺利稳定地进
行，促进城市的持续发展。在桥梁工程项目设计过程中，还
需要注意工程项目的细节设计，保证桥梁工程结构设计能够
满足力学性能的实际需要。同时还需要在保证桥梁结构质量
基础之上进一步简化施工工序，规范施工程序，降低施工成
本以及施工难度。

3.2 开展整体环境的协同设计作业

计时间，严重影响市政道路桥梁设计工作的质量和功能，导

市政道路桥梁的设计需要从整体的角度来进行，不能仅

致市政道路桥梁项目建设缺乏安全性合理性，难以满足经济

仅局限于局部或者某一部分，需要考虑外界因素对整体施工

和民生发展的需求 [3]。

所带来的影响。公路桥梁设计对造价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

2.4 缺乏科学系统的设计审核制度

出成本，地质变化和水文观测都会影响施工的成本控制以及

作为市政道路桥梁工程设计工作的最终环节，设计审核
质量以及监督效果直接关系着市政道路桥梁工程项目设计的
水平。系统科学的审核方案以及审核制度能够有效进行设计
方案的审核以及管理，保证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和合理性，使
施工人员可以有效依据设计方案进行项目施工和建设。目前，
在市政道路桥梁工程设计过程中，设计审核力度不足以及设
计审核方案不明确是最为常见的一种隐患问题，由于设计方
面的不合理，会给施工质量留下很大的隐患，甚至也会威胁
人们的生命安全，导致各种事故的发生。因此，必须要加强
对设计审核工作的重视，落实审核制度以及审核策略，充分

施工的整体进度，需要尽可能的选择精确度比较高以及误差
比较小的方式进行市政道路桥梁的设计。例如，在桥梁工程
项目建设设计过程中，需要应用桥梁桩基穿孔技术保证项目
勘测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可以结合周
边复杂的地质环境对施工项目进行优化和规范。尽可能地避
免施工过程中对周围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和影响，在有限的条
件内完成桥梁项目和道路项目的建设，有效避免工期因素对
工程项目建设整体的消极影响。在地质条件比较特殊的区域
进行施工时，需要合理规划土方面积，并根据实际地质情况
做好设计变更活动，根据实际需要开展设计，使得原有的复
杂的地形能够更加合理和有效的应用施工方案，提高施工项

[4]

发挥工程设计审核监督的作用和价值 。

目的建设水平和建设质量。

3 市政道路桥梁设计隐患的相关解决对策

3.3 实现市政道路桥梁设计艺术性和实用性的有机

3.1 提高设计质量和设计效率

融合

当前很多市政道路桥梁工程设计方案比较落后，难以满

在进行市政道路桥梁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需要在尽可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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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满足道路桥梁使用新功能的基础之上，兼顾工程项目的

审核流程以及审核标准进行规范化的控制，避免审核结果受

美观性和艺术性，要求市政道路项目的设计人员充分了解道

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另外，还需要提高对设计人员和

路桥梁的施工工艺以及施工技术，明确在施工过程中建筑材

审核人员的要求，确保工作人员具备专业能力。

料的搭配原则以及养护方法，详细体现施工期间可能用到的
工艺和技术，保证整体施工项目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

4 结语

工程项目设计人员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美学知识，具备独特的

综上所述，笔者在论文之中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市

审美能力，结合当地发展规划以及道路桥梁的周边环境，科

政道路桥梁设计中的隐患问题严重影响市政道路桥梁项目最终

学开展市政道路桥梁设计工作，设计出能够充分融合到当地

建设的质量和效果，不利于市政道路桥梁建设行业的持续稳定

环境并兼具艺术性和美观性的道路桥梁工程。

发展。因此，需要加强对市政道路桥梁设计工作的重视，明确

3.4 加大设计审核力度

市政道路桥梁设计工作中常见的隐患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

科学系统的审核政策和审核方案对于进一步规范市政道
路桥梁设计活动，提高市政道路桥梁设计质量和设计效率具

解决，保证桥梁工程项目建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为项目顺利
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提升市政道路桥梁的整体功能。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设计审核工作的有效开展能够及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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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of Road and
Bridge Planning and Design
Yinxin Wang
Ningxia Branch of Tianjin Municipal Engineering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Yinchuan, Ningxia, 750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the technical level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road and bridge planning and design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which can ensur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the
final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However,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road and bridge
planning and design, which affect the service life and safety of roads and bridges. This paper mainly probes in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process of road and bridge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points out the targeted improvement measures in the hope
of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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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桥梁规划设计的现状与改善措施
王寅鑫
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宁夏分院，中国·宁夏 银川 750000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建筑行业技术水平的逐渐提升，道路桥梁规划设计的质量和设计效率得到了有效提高，能够保障
最终道路桥梁建设的质量和水平。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道路桥梁规划设计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影响道路桥梁的使用
寿命和使用安全性。论文主要针对当前道路桥梁规划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探究，指出针对性的改善措施，希望
能够促进道路桥梁工程建设持续稳定地开展。

关键词
道路桥梁；规划设计；改善措施

1 引言
道路桥梁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与人们的生活有着
十分密切的联系。在具体施工过程中，由于工程项目涉及到
的因素比较多，持续时间较长，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缺乏对结构围护、结构材料选择以及结构构造建设等方面问
题的考量。很多设计人员在设计之前并没有对项目施工所在
的区域位置、地理环境、地质条件以及气候特征进行全面系
统的勘察，缺乏对交通流量、环境因素以及温度因素的重视。

影响工程项目的顺利建设。因此，需要加强对道路桥梁设计

首先，在实际施工的过程中，通常会发生保护层厚度较小、

管理工作的重视，明确当前道路桥梁设计存在的不足，并采

混凝土强度不够、材料规格不符合以及结构受力不均的问题，

取科学的措施进行改善和优化，使道路桥梁工程项目建设能

严重影响工程项目的建设质量和建设水平，影响桥梁主体结

够顺利进行，保证最终道路桥梁建设效益和建设质量。

构的耐久性和安全性。其次，从施工方本身来说，施工单位

2 当前道路桥梁规划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

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过分的追求利润，选择不合格的

不足
2.1 存在一定安全隐患问题
从当前道路桥梁设计实际开展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参与
设计的工作人员往往仅重视道路桥梁的结构设计和结构强度，

材料进行建设，严重影响施工质量，无法满足设计的要求和
标准，使得道路桥梁使用的安全性存在很大危险 [1]。

2.2 缺乏合理科学的设计方案
设计人员在进行道路设计之前，需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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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系统的勘察，保证设计方案的安全性和可行性，但从道路

准跨境还是大跨度。选择不同的设计方案以满足项目的时间

桥梁设计工作实际开展过程中可以发现，很多企业的事情人

要求。同时，还需要加强在设计施工过程中对整体施工预算

员并没有真正进入社现场进行勘察。有的设计人员为了减少

的控制，尽可能的减少施工成本和施工造价，降低施工难度，

工作量，加快设计速度，仅结合施工工人的现场反馈数据进

使得标准化的设计流程可以被广泛的应用。

行道路桥梁的设计，导致道路桥梁设计方案的执行性和合理

3.2 提高设计人员的专业素养

性较差。道路桥梁作为中国重要的运输载体和基础设施，对
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以及城市现代化的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企业在进行施工设计之前，必须要加强对施工现场的
勘察，在设计方案中考虑周边各种综合性的因素，保证设计
活动能够顺利稳定的开展 [2]。

道路桥梁项目工程通常体量较大，持续时间较长，涉及
到的人员、设备、材料较多。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
需要综合考虑影响道路桥梁施工建设的因素，科学严谨的进行
设计方案的选择和确定。首先，企业需要加大对专业高水平设
计人才的招聘，通过提高待遇等相关措施吸引专业人才参与到

2.3 缺乏专业的审核

项目建设和项目设计过程中来，重点考察设计人员对沿途熟悉

道路桥梁设计完成之后通常需要专门的审核机构和监督

程度、道路测绘水平以及特殊道路的建设经验等。其次，还需

机构进行设计方案的审核与验证，使得设计方案能够真正有

要加强对当前现有人员的培养力度，提高设计人员对周边地质

效的应用到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保证方案设计的合理性和

环境建设背景以及水文条件的熟悉程度，尽可能的减少设计过

科学性。但是在具体道路桥梁市集活动开展期间，很多施工

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失误。另外，还需要组建专业可靠的设计团

单位缺乏对审核工作的重视，并没有对设计图进行审核，直

队进行施工现场的考察和技术指导工作，有效避免施工过程中

接应用到具体的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导致设计中存在的隐

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同时，还需要充分调动设计人员的工作积

患会大量体现在工程项目建设期间，影响项目实际建设进程

极性，避免由于工作态度松散所造成的方案丢失以及数据错误

[3]

以及建设质量 。

问题，保证设计方案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还需要加强设计数据

2.4 缺乏专业高水平的道路桥梁设计人员

和设计结构的优化和计算，提高设计人员实景模拟的能力，最

高素质高水平设计人员的参与是保证道路桥梁设计工作
能够顺利稳定开展的前提，但从具体行业从业人员素质情况

大限度地提升设计人员的综合实力。

3.3 优化完善道路桥梁建设安全问题

调研来看，绝大多数道路桥梁工程设计人员的职业素养需要

在进行道路桥梁建设的过程中，需要结合道路桥梁的实

提升，很多设计人员缺乏足够的实践能力，在道路桥梁设计

际建设要求以及建设目的选择合理的设计方法。保证桥梁的

过程中通常仅依赖信息网络和理论知识，缺乏对施工现场考

安全性和耐久性。当前在道路桥梁建设设计过程中，应用最

察工作的重视。很多建设企业也缺乏对道路桥梁工程设计人

为常见的两种方法为标准跨径桥梁和大跨径桥梁两种其中，

员的培训活动，导致设计人员知识体系更新比较慢而且实用

大跨径桥梁建设方法是比较大胆的一种设计方案，具有较强

的培训方法也相对比较落后，难以充分调动起道路桥梁设计

的个性特点。标准跨径桥梁是当前道路桥梁规划设计领域应

施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做潜力，难以保证设计师的职

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设计方法，相对来说更加容易施工，性价

[4]

业水平，从而影响道路桥梁设计图纸的专业性和可行性 。

比高，成本较低。在道路桥梁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3 道路桥梁规划设计的相关对策

道路桥梁的强度也会慢慢的退化，容易引发道路桥梁的事故

3.1 合理选择设计方案

和问题。大跨径桥梁在长期使用之后出现安全问题的概率相

科学合理的设计方案直接关系着施工项目主体结构的耐
久性和安全性，在设计过程需要加强对道路桥梁主体结构形
式的研究，结合道路桥梁的实际应用条件、应用特点以及应
用要求，选择合理的结构模式，明确道路桥梁设计结构是标
138

对比较高，很多大跨径桥梁由于拉锁的耐久安全问题需要及
时进行更换，保证桥梁的正常使用，减少道路桥梁的安全事故。

3.4 加强对道路桥梁监测和养护维修工作
在投入使用道路桥梁工程之后，由于道路桥梁本身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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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缺陷以及材料的问题，容易引发安全和病害事故，影

的施工过程中，道路桥梁结构受力体系不同，会导致结构应力

响道路桥梁的正常使用，因此，必须要加强对道路桥梁工程

也发生改变。在道路桥梁施工期间，需要结合施工方案科学转

项目日常的养护和检修工作，应用先进的软件和技术实时监

换结构机制，保证道路桥梁项目施工的稳定性、科学性、经济

测道路桥梁的运行状态，及时发现道路桥梁的风险因素以及

性和合理性，满足施工阶段稳定性以及施工结束之后安全性的

可能造成安全事故的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解决，避免

需求。

事故风险的进一步扩大。需要以预防为主的理念进行道路桥
梁病害的处理，确定科学系统的措施，尽可能的消除道路桥

4 结语

梁病害的影响，保证道路桥梁整体的耐久性和安全性。另外，

综上所述，道路桥梁设计质量和设计效率直接关系着道路

还需要加强对道路桥梁设计过程中细节工作的设计和重视，

桥梁工程项目的建设水平，需要加强对道路桥梁设计工作的重

路桥工程设计人员在进行桩基础施工方案确定过程中，需要

视，明确当前道路桥梁设计活动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采

结合道路桥梁基础的使用功能以及受力状态，对桩基水平承

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解决，促进道路桥梁行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载力以及纵向承载能力进行精确的计算，准确核算桩身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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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Analysis of Internet of Things and Oilfield
Production Informatization
Qing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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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promoted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oilfield production enterprises. At present, the quality requirements of oilfield production work are higher and higher, and the relevant standards are more and
more strict. 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 reform of production work, can oilfield enterprises further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tim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oilfield production inform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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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与油田生产信息化的相关分析
王庆
中国石油吐哈油田公司信息技术公司自动化技术部，中国·新疆 吐鲁番 838202

摘

要

社会经济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了油田生产企业的不断前进，当前时代对油田生产工作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相关标
准也越来越严格，各油田企业只有加强对生产工作的改革，才能进一步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基于此，论文简要分析了物联网
与油田生产信息化工作。

关键词
物联网；油田生产信息化；分析

1 引言
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物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
于各行业的发展建设中，对油田生产信息化工作也有较大帮
助作用。因此，为了能更好的推动中国油田生产信息化工作
的建设发展，论文就针对当前物联网技术应用于油田生产信
息化工作过程中存在不足之处进行简要分析，并针对这些缺
陷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能够为日后中国油田生产信息
化工作的建设发展有所借鉴参考。

方面所需的工作人员就必须具备专业的知识及过硬的技术能
力，因此在人员方面的投入的资金力度就较高，与此同时由
于该技术较为复杂，一旦该系统出现故障时，对系统进行维
修所需要的维修费用也是比较高昂的，这对每个企业来说，
都是一笔不可忽视的高昂的费用，对企业的经济负担较为沉
重。另一方面，由于该技术系统的复杂性以及高科技性，对
该技术不仅在系统技术引进的时候所需要的费用较高，在引
进之后，日常的维修管理所投入的资金也必定是一笔不小的
开支。由于该技术系统的复杂性，必须对该技术的护理工作

2 当前物联网技术应用于油田生产工作过程中

做到位，要进行全面的多方位的检查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够

存在的不足之处

保证该技术系统能够正常使用，确保日后工作正常开展。然而，

2.1 该技术系统复杂，投资成本较高

就当前中国油田行业工作的具体开展情况来看，企业在此方

首先，由于物联网技术是由各种高新技术所组成的复杂

面的资金以及技术的支持力度较低。一方面，企业对先进的

的系统，那么该系统在具体运营过程中，其难度较高。在此

技术的引进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中国的油田生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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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作的发展较为缓慢；另一方面是由于企业的资金利率较

平较低，那么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就极容易因为操纵技术不当，

低，而且经费较为紧张，这就使得企业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进

出现一些人为性因素问题，比如产生一些系统故障等突发性

行生产信息化建设工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引进物联网技术。

因素，由于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低，就不能够及时的进行问

2.2 安全性能较差

题的解决，进而导致该技术系统不能够得到及时的完善修复，

在当前中国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对网络的安全性能的维
护工作并不是非常到位，所以说，该技术的安全体系也是存

错过了最佳的修复时机，这不仅是增加了该方面的资金支出，
而且也丧失了一个高科技技术系统。

在一定的漏洞的，一方面该就是发展在中国仍然处于一个起

3 针对上述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措施

步阶段，所以相应的安全性的建设工作仍然存在较大的漏洞，

3.1 加大技术改造力度，降低投资成本

并不是十分到位，这就使得该技术的系统在运行方面仍存在

针对当前物联网技术在应用过程中，投资成本较高的问

着安全隐患，使得一些不法分子可以有机可乘。另一方面，

题，在今后工作中就应当加强对该技术的改造力度，以此来

由于当前中国的黑客人员较为广泛，相应的技术泛滥也使得

进一步降低企业在这方面的投资成本，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

物联网技术的安全系统有着较大的安全风险。由于系统的安

首先，企业就需要加大对此方面技术改造力度，由于当前中

全性对整个技术的发展进程来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

国的物联网技术仍然处于发展起步阶段，所以，这方面的工

当前中国的物联网技术发展现状的情况来看，其安全性能还

作建设仍然存在较多不足之处，缺乏相应的经验，在今后工

是有待提升的，仍然较差，这不仅与该技术自身因素有关，

作中切均匀的加大就应当大力借鉴其他国家的此方面的发展

也与当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环境存在较大的关联性。物联网

经验，加强与其他国家企业的交流合作力度，通过与其他企

技术自身没有做好安全方面的工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

业之间的学习交流来进一步促进该技术的建设发展，从而有

中国当前的信息科技环境的不正常性却是更为致命的问题。

效降低这方面的成本投入。与此同时，只有降低物联网技术

由于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导致中国的网络环境一直处于一

的应用引进的资金力度，才能够使更多的企业有能力应用此

个比较差的状态，那么对于一些发达先进的科技，比如物联

技术进行相应的系统集成建设工作 其次，也需要加强企业的

网技术，其安全保护工作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重视程度，要时

资金收入渠道，对政府来说可以为企业在此方面工作建设发

刻防止一些黑客等心怀不轨的人对于该技术的破坏。针对当

展提供更大的资金支持力度，来推动企业拥有足够的资金来

前物联网技术的安全性能较差的问题，在今后工作中，相关

用于该方面的建设，可以使用更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促进智

工作人员就必须对物联网技术的安全保护工作引起足够的重

能油田系统集成建设工作的开展。

视，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进一步确保该技术可以应用于各行

3.2 建立健全安全保障系统

业的发展建设中，推动各个行业工作的合理有效开展。

2.3 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较低

系统的安全保障性能对一个技术能否稳定健康运行来说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要想更好的使物联网技术应用

由于该技术系统较为复杂，那么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就具

于智能油田系统集成的建设工作，就应当加大对物联网技术

有一定的难度，所需要的工作人员就必须具备专业的综合素

的安全保障系统工作的建设，必须足够重视对于物联网技术

质且过硬的技术能力，才能确保该技术合理有效应用于各项

安全保障系统的建立。首先，由于当前中国的网络环境秩序

工作中。然而，具体结合当前中国的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发展

较为混乱，缺乏合理有序的秩序，因此在今后工作中国家就

情况以及油田行业对此方面的重视情况来看，该行业的相关

需要对网络环境的整治引起足够的重视，对运用高科技技术

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普遍存在着较低的情况，而且企业对工

来进行违法违规现象的不法分子给予严厉的惩治，为各项先

作人员的要求也不高，这导致工作人员的质量水平处于参差

进技术的建设发展营造良好的运行环境。与此同时，通过加

不齐的状态，对进一步应用该技术促进油田信息化生产工的

强此方面违法人员的惩治力度，也可以给其他拥有违法违规

发展来说是极为不利的。[1] 由于相关工作人员的技术能力水

心理的不法分子，一定的警醒作用。其次，也要做好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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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障监督工作，加强对此方面的检查监督力度，可以通

的，信息化建设方案。其次，企业也可以加强与科研院校高

过建立专门的监督小组来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管理工作，在

等院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于高等院校之间交流与合作

监督过程当中才能够及时发现各类问题，采取措施将其解决，

可以为专业的技术人才队伍的扩建，注入新鲜的血液提供人

避免物联网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小故障问题，演变成影

才保障，并且通过引进专业的技术型人才，也可以为工作人

响整个技术的大的障碍。最后，由于时代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

员的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对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进行

因此对物联网技术的建设发展也需要随着时代发展变化不断

一些指导，并进行相应的改正。通过长期的指导培训，进而

更新，来进一步适用于油田企业的信息化工作的建设发展，

将中国的工作人员也培养成一批专业性、技能水平高的技术

对系统的相关安全性保障措施也要及时到位，发现漏洞之后
及时进行相应的处理，确保系统技术处于安全状态。

3.3 培养专业性技术人才

人才，更好的服务于物联网技术于油田生产工作的建设发展。

4 结语
总而言之，物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于中国油田生产信

拥有一支专业性强，技能水平高的建技术人才，对于后

息化工作，起着较大的帮助作用，虽然在当前应用物联网技

期的油田生产信息化建设工作来说，起事半功倍的作用的。

术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不足之处，阻碍了该技术的应用效果

针对当前中国的相关工作人员技术水平较低的问题，应当重

得到最大化发挥，但在今后工作中，通过各方人员的共同努

视对专业性技术人才的培养。要想实现人才培养可以从以下

力研究，必然会将这些问题解决，推动物联网技术进一步应

几个方面实施。首先，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理论培训，使其

用于油田生产信息化工作中。希望论文上述有关物联网技术

进一步了解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流程以及应用过程中的注意事

与油田生产信息化工作的论述分析，能够为日后油田企业在

项，那么就可以通过聘请此方面专家采用定期开展讲座的形

这方面工作的发展有所帮助。

式来不断丰富工作人员在此方面的理论知识。也要加大对工

参考文献

作人员的时间培训力度，使其进一步了解企业的信息化工作

[1] 范金玺 , 刘珩琳 , 何坚 . 吉林油田油气生产物联网建设技术与实

建设发展情况。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将理论知识进一步应用

现功能研究 [A]. 第三届信息化创新克拉玛依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

于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工作中，创造出更加符合企业经营现状

[C].2014.

142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4 卷·第 01 期·2020 年 01 月

综述性文章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4i1.3333

Review

Analysis of Problems in Highway Route Design
Shaofei Wang
Qinghai Highway Scientific Research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Xining, Qinghai, 810008,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is also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development.
The mileage of trunk roads is getting longer and wider.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highway construction, the design of highway routes
has become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part of highway construction in highway construction. This is also the basic content of highway
construction,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completion of highway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quality. Although China has rich
experience in highway construction, there are still some issues that need to be noticed in the design of highway routes.

Keywords

highway; route design; design

公路路线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分析
王少飞
青海省公路科研勘测设计院，中国·青海 西宁 810008

摘

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交通事业也同样处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主干公路里程数越来越长、范围越来越大。随
着公路建设速度的加快，在公路建设中，公路路线设计成为了公路建设中尤为重要的一项内容，这也是把公路建设好的基础
内容，对完成公路施工进程以及完工质量有重要的影响。虽然目前中国在公路建设方面的经验已经很丰富了，但是在公路路
线设计方面还是有一些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
公路；路线设计；设计

1 引言
在整个城市都在加快发展脚步的背景下，为了更好的实
现经济发展，交通建设就需要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交通资源支
持，这样才能加大交通运输量，扩大交流，利于经济发展。
不可否认建设公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质量，更能为人们提供便捷的交通条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

路路线是公路的生命，它对行驶在道路上的车辆们提供了可
供通行的基础，对道路安全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中
国现行的公路路线建设中要着重注意以安全性为基础并坚持
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的原则。

2.1 以安全为基础，注重对地形地质的勘测
在公路建设之初，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公路路线的设计中，

的道路上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而实现公路建设的稳定发展

最亟待解决的仍然是安全性的问题。安全是保证人民生命财

必然离不开对公路路线设计的要求，有了合理化的设计才能

产完整最有利的措施，所以在涉及到城市未来的繁荣发展，

充分发挥公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意义。

以及人民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对公路建设中路线设计是否符

2 公路路线设计原则

合安全性的检验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依然是道路途径地质问题

在公路路线设计中，关于公路线形的设计是整个公路设

以及地形要点。地质是决定这一段路线的材料选择及施工时

计的核心部分，在线形的设计上要保证车辆行驶的安全性，

人力物力耗费的关键，也是在未来的道路投入使用过程中可

也要适应驾驶员的视觉以及心理，公路要引导驾驶员的视线，

以保证机动车驾驶员避开一系列因地质问题造成的泥石流，

使驾驶员有足够的舒适感和安全感。因此，有些国家提出公

山体滑坡等等安全隐患的重点，而地形则决定了路段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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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设计的合理性，因而两者共同加以考虑对整条公路的建

重要性呼之欲出，所以在公路路线设计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设都是十分重要的。其次，在安全设计的问题上还需要注意

也必然需要有效的解决，以下就简单的举例说明一些常见的

对道路施工材料的选择，耐用性也是对一段公路的基础要求，

路线设计问题以及相关的分析解决办法。

选择坚固耐用的建筑材料才能在未来的使用中更好的提高其

3.1 地质问题

经济效益，展现公路运输的骄人价值所在。

2.2 以科学性为重点，提升路线设计的合理性

公路的建设主要是依托于土地进行建构的，所以说在整
体的公路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在整体的公路线路设计之初进行

在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中，基于科学的考量来进行公路

实地的地质勘测工作。在公路路线的设计中，加强对道路沿

的建设是十分有必要的。在这一过程中不得不提到的就是针

线的地质考察，并对相关的地质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可以有

对公路上存在的弯度和坡度的测量以及控制。在机动车驾驶

效规避开一些路段存在滑坡、软基、泥石流、踩空等等的不

的途中，司机与机动车都存在一个安全上的极限值，只有把

良问题。要明确的知道，公路建设不是儿戏，完整的公路建

公路上涉及到道路的拐点以及转弯处的设计进行科学化的处

成后会迎来各方的车辆行驶其上，如果在公路建设之初对地

理才能有力的保证车辆不至于在进入拐点的时候陷入失控的

质的研究和调查都不充分就是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负责

状态，确保车辆可以流畅的进入到公路驾驶中。

任，就是对整体的城市经济发展不负责任，所以说地质调查

2.3 以工程质量为标准，将经济效益与道路质量相

虽是看似不重要的小事，却也是涉及生命的大事。城市发展

结合

的过程离不开公路的建设，而公路路线设计的安全性离不开

一个完整的道路施工，内容极其庞大，施工的成本也是

施工前的设计规划与检查，只有确保掌握了整体的路线上会

巨大的，所以在公路施工的过程中，对人力物力财力的要求

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多种解决方案，在实际的公路建设中才能

都是极高的，尤其是在面对盘山公路或者隧道建设的时候，

有效地提高工程质量，规避未来的道路危险 [1]。

因而在公路建设中对经济效益方面的考量也是必不可少的。

3.2 坡度问题

公路路线设计作为整体的公路施工进程基础部分，在设计之
初是否能将经济性指标落实到最终的工程中将直接影响到工
程的最终效益。因此在公路路线设计的过程中，要明确要求
以最小的施工工程为主体，按照经济状况对各阶段的路况进
行科学合理的设计，逐渐形成规范、高效的施工体系。把握
经济成本，合理选择设计方案对完成工程建设的优化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3 公路设计中的常见问题及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目前中国的公路建设经验已
经可以说是比较丰富的了，但是在具体的公路路线设计方面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公路路线设计人员的高度重视。
一条公路的线形质量将直接影响公路运营的安全、经济、舒适、
快捷等功能。除此之外公路的路线定线也是公路设计中关键
的一步，因为路线线形是一条公路的骨架，设计是否合理，

在公路的路线规划当中，除了对路线经过地段的地质检
测，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整体路面的坡度设计问题。在部
分的路段，尤其是高速公路上，选择合适的变坡点是非常重
要的。如果在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不能结合构造物的位置
对竖直曲线的准确位置进行对比，而且没有将路基的最高点
控制在造物上，就会进一步导致路堤提高，从而增加到公路
施工的工程量。例如解决凸形竖曲线这一问题时，要尽可能
设置在隧道、公路铁路分离式立交等构筑物的顶端，而对于
解决凹形竖曲线的问题，就要尽可能设置在天桥或者通道等
构筑物之间，使路线纵断结构上下起伏，以此减少挖填的数
量，也能对工程造价有所控制。基于如此重要的设计性问题，
设计过程中要充分的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结合实际情况对
变坡点的选择做合理设计 [2]。

3.3 过弯问题

会影响到公路桥隧、人工构造物以及路面的设计，从另一方

一条笔直的公路建设起来是最省时、省力的，也是两点

面来说它也是控制工程造价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公路建成

之间最短的距离，但是在实际的公路路线选择中，想要实现

后，线形不易改变。基于以上的种种因素，公里路线设计的

全部建设成笔直的公路是不现实的，要知道一条路途径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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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经过的路段，到达的地方都是应该考虑到路线设计中的，

度仅仅满足相关规范中的最小长度要求，并没有充分考虑路

因此就不得不面对公路过弯的问题，这也是一条公路必然要

线线形以及其加宽渐变率的问题，这样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是

面对的问题。那么公路过弯时的弯度控制以及一条公路上存

使道路的美观性变差，另一方面是使道路的安全性降低，影

在的弯道数量就应该纳入到整体的公路路线设计问题中。在

响行车安全。所以说这方面的因素亟需引起设计人员的重视，

驾驶员开车驶入一个弯道的时候怎样的过弯点，多大的弯度

毕竟选择合适的缓和曲线长度才不至于导致直线到弯道的转

以及在过弯时机上的把握都是有关驾驶员们生命安全的重大

折显得突兀。才能满足对路线线形的要求，才能确保路线设

问题，所以要加以科学的实际测量并按照公路设计的规范化

计的合理和安全性。

[3]

标准进行整体的设计考量是尤为重要的 。

3.4 连续坡度设计问题
一直以来，在公路路线的设计中，连续坡度设计的问题
就是其中一个重点所在。在部分公路路线的设计中，很多设
计以及参与施工的人员只注意到了对局部坡长以及缓和坡路

4 结语
在中国庞大的在交通体系中，不得不明确的说公路的线
路设计非常重要 , 在整体的施工中是否根据地形的有利条件和
实际的经济因素对路线进行设计，是公路应用价值能否体现

段的处理，但没有重视控制某个路段的连续通向平均纵坡，

的关键所在，这也就要求在公路线路设计中必须应注意地形、

并因此造成这一路段平均纵坡连续超过规定的最大限度，很

地质、弯度、拐点、路基、连续坡度等诸多问题对公路投入

容易引起严重的交通事故。针对这一问题，公路路线设计人

使用后的影响。公路路线设计始终是公路建设中尤为重要的

员应该充分给予重视，在公路路线的设计中，要注重结合当

一项内容，也是建设公路的基础，公路路线设计对公路施工

地的实际路况以及地形，在适当的位置增设紧急避险车道，

质量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用最有力的措施保证车辆的行驶安全，最大限度的减少交通

参考文献

事故的发生。

[1] 焦 方 辉 . 公 路 路 线 设 计 中 应 注 意 事 项 分 析 [J]. 四 川 水

3.5 过渡曲线长度问题
在平面上来看，一条公路是由直线和曲线相互结合组成
的，在这一过程中连接直线的缓和曲线长度就是尤其需要重
点考量的。但是在当前许多公路的设计上对路线进行放样测
量的过程中很少重视对缓和曲线的测量，导致缓和曲线的长

泥 ,2019(09):78.
[2] 马 跃 虎 . 公 路 路 线 设 计 的 注 意 事 项 [J]. 交 通 世 界 ( 工 程 技
术 ),2015(09):54-55.
[3] 况振华 , 张家瀚 , 王玲 , 杨卫红 . 试论高速公路路线设计与环境保
护策略 [J]. 美与时代 ( 城市版 ),2019(10):105-106.

145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4 卷·第 01 期·2020 年 01 月

综述性文章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4i1.3334

Review

Application of Roller Stretching Comprehensive Method in
Stress Relief of Small-radius Seamless Line
Baoli Cheng
China Railway 12th Bureau Group Fourth Engineering Co., Ltd., Xi’an, Shaanxi, 71002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railway transportation has also developed by leaps and bound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networked operation of railways, small-radius tie lines are used for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eamless
lines, uniform and accurate stress release for small radii with a radius of 800m and below is the focus of construc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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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method; ultra-small radius; stress release

滚筒拉伸综合法在小半径无缝线路应力放散中的应用
成宝利
中铁十二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中国·陕西 西安 710021

摘

要

随着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铁路交通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了实现铁路的联网运行，使用小半径联络线施工。
在无缝线路的施工过程中，对联络线 800m 及以下小半径应力放散均匀和准确性是施工控制的重点。

关键词
综合法；超小半径；应力放散；应用

1 引言
随着中国铁路建设的迅猛发展，无缝线路就是把 100m
长的钢轨在焊轨工厂用气压焊或接触焊的办法焊成 500m 的长
轨，然后运到铺轨地点，再焊接成 1000m 到 2000m 的长轨，
最后再将长轨焊成通长的区间线路。无缝线路有一个重要特
点，轨条长度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但是，在扣件的
约束下，无法进行自由伸缩，进而在内部产生巨大温度应力。
为了更好的保障无缝线路的稳定与强度，必须充分掌握轨条
温度应力及其变化规律。通过应力放散，进一步消除温度对

重新松开扣件、起升钢轨、垫上滚筒使钢轨处于自由伸缩状
态或自由伸缩后再强制拉伸，放散掉钢轨内的附加应力和温
度力，在钢轨处于设计锁定轨温时的“零”应力状态下，将
线路锁定完成无缝线路的过程。
无缝线路应力放散是释放温度应力的过程，使钢轨锁定
温度变得更加合理，进而缓解钢轨所承担的温度应力。通过
应力放散，尽可能避免无缝线路钢轨拉断、跑道以及胀轨等
问题。

3 小半径无缝线路应力放散的特点

线路的影响，最大限度的保障线路的稳定性能。[1,2]
在 800m 及以下小半径线路应力放散过程中，钢轨将偏

2 无缝线路应力放散的含义与作用

移至螺旋道钉，在锁定钢轨时将人工拨移钢轨，导致钢轨实

随着钢轨轨温上升，钢轨就会伸长，在有限区间内进而

际伸长值较理论伸长值大，在超小半径线路上尤其明显，从

需要释放温度压力，缩短钢轨长度；随着钢轨轨温下降，钢

而使理论锁定轨温与实际锁定轨温发生偏差，不能准确记录

轨就会缩短，在有限区间内进而需要释放温度压力，伸长钢

锁定轨温，为线路维护带来一定影响；同时由于钢轨与螺旋

轨长度。应力放散和锁定是将已经达到初期稳定状态的线路，

道钉的摩擦，发生超小半径段钢轨理论伸长值与实际伸长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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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的情况，从而导致应力放散不均匀，为线路稳定和强

（4） 固定长轨条的一端（39 米范围螺栓拧紧或与相邻

度留下隐患。施工过程中存在道钉丝扣损坏的情况，从而加

长轨条焊接）；另一端与长钢轨接头处留出空挡（一根长轨

大修建成本。

单独向一段拉伸）。

4 无缝线路应力放散的方法和优缺点
无缝线路应力放散的常见方法有滚筒自由放散法、列车
碾压法、滚筒拉伸综合法。滚筒自由放散法通畅适用于道岔

（5）起高长钢轨，每 6-8 米垫入滚筒，铲下轨底胶垫。
（6）在小半径段的曲线内侧安装与轨距挡板相对应半径
的横向限位滚筒，滚筒中空可自由转动，滚筒安于螺旋道钉上。
（7）用橡胶锤敲击钢轨，使钢轨处于自由伸缩状态；或

和新建区间平直线路应力放散，优点是所需设备少、操作简单，

采用撞轨器反向撞轨，使钢轨恢复自由状态，同时检查轨条

缺点是作业轨温控制难、可作业时间短。列车碾压法一般适

四周有无附加应力。

用于既有维修时应力放散，优点是不用中断行车、施工简便，
缺点是作业轨温控制难、放散不彻底不均匀。滚筒拉伸综合
法适用于新建区间线路应力放散，优点是可作业时间长、放
散彻底均匀，缺点是设备相对较多。

[3]

5 小半径无缝线路应力放散施工
对于 800m 及以下小半径无缝线路应力放散，选用滚筒
拉伸综合法，同时对钢轨横向偏移进行辅助。结合某联络线
600m 半径左转曲线和右转曲线交接段应力放散施工将超小半
径无缝线路应力放散工艺介绍如下。[4,5]

5.1 工艺流程
施工准备—→拆扣件—→垫滚筒—→安装横移限位滚
轮—→安装撞轨器—→敲击或撞轨使钢轨处于自由伸缩状
态—→每隔 100 米设 1 个临时观测点标记—→测轨温计算各
点拉伸量—→拉伸并用撞轨器撞击、观测各点位移量—→各

（8）使用直角尺，每隔 100m 设置 1 个临时观测点标记，
以便检查应力放散是否均匀。
（9）根据多点所测轨温，计算各观测点钢轨实际需要的
拉伸值。
（10）实施拉伸，在拉伸器发挥作用的同时，用撞轨器
撞击夹具，促使长钢轨在振动下自由伸缩。
（11）一边拉伸和撞轨时，一边观察所需拉伸值的余量；
端头到位后，检查各点的位移量是否到位，以检验拉伸是否
均匀。如拉伸一端的位移量已经到位，而远离拉伸器的位移
量尚未到位，使用撞轨器继续撞击，促其到位。
（12）各测点的位移量均已到位后，撤出滚筒，落下长
轨条；靠近拉伸器 50-100 米拉伸段轨枕扣件全部上紧后，撤
除拉伸器。
（13）小半径段落采用隔二上一的方式上紧扣件，逐个
拆除横向限位滚轮，其后紧跟上紧扣件。

点位移达到放散要求后拆滚筒—→上扣件（隔二上一）、拆

（14）补齐扣件，标记位移观测“零”点。

除横移限位滚轮—→上完所有扣件—→作位移观测标记。

（15）单股放散结束后立即测定轨温，填写“长钢轨应

5.2 施工方法
（1）清理道床，散布滚筒、横移限位滚轮，分散撞轨器，
预安装拉伸器。
（2）根据所放散轨条长度，在线路应力放散前，设置位

力放散技术资料表”。在左右股温差不超过 3℃时，再进行另
一股长轨放散锁定作业。
（16）将待放散的长钢轨与已放散长钢轨进行焊接锁定。
（17）在轨温不超过 5℃时，按以上步骤，进行下一单

移观测桩，并进行编号。单元轨条长度大于 1200m 时，设置

元轨节应力放散。

7 对位移观测桩（单元轨条起、讫点，距单元轨条起、讫点

6 小半径无缝线路应力放散施工注意事项

100m 及 400m 和单元轨条中点各设置 1 对）；单元轨条长度
不大于 1200m 时，设置 6 对位移观测桩（单元轨条起、讫点，
距单元轨条起、讫点 100m 及 400m 各设置 1 对）。
（3）拆除或松开放散范围内（通常为 1000 ～ 2000 米，
不短于 200 米）的全部扣件。

（1）应力放散时滚筒间隔不宜过大，一般在 6 ～ 8 米，
钢轨目视平顺。
（2）横向限位滚筒间隔一般隔两根轨枕安装一个。
（3）考虑到单元轨节范围内的温度变化、坡度及滚筒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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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的影响，各观测点的实际位移量与计算位移量偏差不得不

复杂的段落还必须加强应力放散分析，查找处影响因素，对

大于 2mm。

症制定措施，更好的保障列车运行安全。

（4）敲击钢轨或撞轨器撞击时应尽量保持一致，使震动
达到最大；禁止用锤敲击钢轨轨头，以防砸伤轨头。
（5）各小段上扣件人员必须协调一致、紧张有序，在短
时间内迅速均匀上完扣件，上扣件前必须保证清除大胶垫上
的碎石。

7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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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for Noise of Cement Industry Equipment
Liangjie Li Wenqiang Yang
Sichuan Jiahe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 Ltd., Chengdu, Sichuan, 61004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scale and quantity of cement industry are also increasing. In the process of
processing, a large number of cement building raw materials need to be broken, extruded, transported, cooled, milled, etc., so it will
produce very serious noise pollution, and have a very bad impact on the production and living activities of the surrounding residents.
Therefor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oise control technology for cement industry equip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which
deserves the attention of relevant research department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source of noise pollution in cement industry,
points out the harm of noise pollution, and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noi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hoping to
play a reference role in the noise pollution control in cemen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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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ment industry equipment; noi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初探水泥工业设备噪声环保治理技术
李良杰

杨文强

四川佳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水泥工业的规模和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而其加工过程中需要对大量的水泥建筑原材料进行破碎、
挤压、输送、冷却、碾磨等处理，所以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噪声污染，对周边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产生十分恶劣的影响。因
此对水泥工业设备噪声环保治理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理应得到相关研究部门的重视。论文主要针对水泥
工业噪声污染产生的来源进行分析，指出噪声污染产生的危害，并介绍噪声环保治理技术的应用，希望能够给水泥工业开展
噪声污染治理工作起到一些参考作用。

关键词
水泥工业设备；噪声；环保治理技术

1 引言
水泥厂所产生的噪声污染往往具有固定的声源点，而且
其种类和构成也相对复杂，具有极高的声压，而在水泥工厂
的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到破碎机、球磨机、空压机、鼓风机
等多种设备，这些都是噪声污染的产生来源，需要相关部门

水泥工厂中应用较多的磨机为球磨机。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
球磨机中的钢球、简体衬板和物料会不断的发生撞击摩擦，
从而形成较为严重的噪音，而且噪音频带较宽，级别高，传
播也较远，会长时间存在于厂房之中，给工作人员的身心健
康带来一定的影响，也会给周围居民的生活和工作产生十分
恶劣的影响 [2]。

加以重视，并认真探讨噪声环保治理技术来有效的改善这一
情况，减少水泥工业给人们带来的影响 [1]。

2.2 风机噪声污染
在水泥工厂的生产中，对使用的空气压缩设备、除尘设备、

2 水泥工业噪声污染来源

粉料输送设备、熟料冷却设备等一般会匹配专用风机。风机

2.1 磨机噪声污染

在使用过程中也会产生一定的震动，空气产生较高的流速，

在水泥工业的生产过程中，磨机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基础
设备，可以用于水泥、生料和煤粉的生产制作中。而在目前

从而使相关进出口部位出现摩擦现象，产生噪音，特别是转
速高、压力大的风机噪音频带较宽，声压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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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破碎机
在水泥工业的生产过程中还要涉及石灰石破碎等工艺，

且将其形状设计为非等距梯形。此外还要在玻璃中间安置空气
层，可以发挥吸声效果。而且对于墙壁和窗户之间的接缝处理，

因此会使用到破碎机，在生产过程中石灰石和设备之间出现

也可以采用橡胶皮条来进行密封。如此一来，在具体的生产过

强烈的冲击碰撞产生很大的噪音。目前中国水泥工厂较为常

程中，操作人员可通过玻璃观察对设备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控，

见的破碎机类型共有三种，分别为锤式、反击式和颚式，而

不仅可以保证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而且还能保障人员的健康。

以上三种类型的破碎机所产生的噪音等级均超过 100dB。

4.2 风机降噪

3 水泥工业噪声的危害

对风机的降噪处理则主要在于对风机的进出口位置需要
安装一系列的消音设备、软连接，风机底座增加减震器或者

经过具体的调查可以发现，在水泥工厂长期工作的生产
人员由于受到噪音污染，对其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
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引
发头晕、头疼、耳鸣血压升高、抑制肠胃运动、听力下降。（2）
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引发心率、脉搏加快。（3）对视觉器
官的影响。引发眼痛、眼花、视力减弱。（4）对消化系统的
影响。引发食欲不振、恶心、消瘦等。所以，水泥工厂的高
等级噪声污染对生产人员的身体健康具有十分严重的影响，
我们必须要加以重视，并应用先进的噪声环保治理技术进行
处理，保护水泥厂工人的身心健康 [3]。

4 噪声环保治理技术的应用
4.1 球磨机降噪
在水泥工业的设备当中，球磨机是一项重要的基础设备，
同样也是水泥制造过程中产生噪音污染的来源之一。为了降
低球磨机运行所产生的噪音污染，水泥工厂的技术人员会采
取使用阻尼包裹、建立隔离设备、改变球磨机仓内结构及研
磨体形状等方式。但在投入使用后，并没有十分显著的降噪
效果。对此，技术人员对球磨机设立单独的隔音室，将其封
闭起来。一般球磨机厂房墙壁材质为砌墙，具有较好的隔音
效果。水泥厂在建造球磨机隔离室时需要注意对隔音门、隔
音窗等位置的安装和设置 [4]。

4.1.1 隔音门的安装
水泥工厂在对隔音门进行设计时，首先要使其具有强
大的隔音功能，此外还要方便开关。隔音门的材料应选择木
质的纤维板材，并在夹层位置加入岩棉，这样至少可以隔绝
30dB 的噪音。此外在尺寸上也要结合球磨机的大小来合理的
设计，从而方便球磨机的进出以及相关的检修工作。

4.1.2 隔音窗的设置
水泥工厂在对隔音窗进行设置时通常会使用双层设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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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震支架。当风机运行时，可通过管道中的矿渣棉等消音材
料对噪音污染起到良好的降噪效果。在气体流通过程中，材
料会吸附在管道的内壁。而对材料的厚度设定，则要通过噪
声等级来进行判断。如果噪声越大，则应选取厚度更大的材料。
如果噪声来源为低频率，则可以采取一些轻薄的消音材料。
而设计消音器也应根据噪声等级来决定消音器的尺寸和数量。
如消音器的尺寸过长，则应安装较多的消音弯头，这样可以
具有良好的降噪效果。其次在风管儿的外侧还应包裹阻尼材
料，起到进一步的降噪作用 [5]。
消音器设备的主要作用在于可以对噪声进行弱化，因此，
在水泥的生产过程中一直作为重要的降噪措施。在水泥工厂
的实际生产过程当中，技术人员可以充分发挥消音器的降噪
优势，将其应用于机械设备的生产运行中，从而减少噪声的
产生。而在水泥工业常见的消音器类型有三种，分别为抗性、
阻性和抗阻复合型消音设备。主要工作原理在于消音器可以
对噪声的频率进行改变，从而降低噪声。抗性消音器设备可
以对中等频率的噪声进行抵消，一般被安装于水泥工厂的鼓
风机和罗茨风机之上。阻性消音器则可以对中等及高等频率
的噪声进行降噪，被安装于磨机设备上。复合型消音设备的
应用范围较为广泛，可对各种等级的噪音进行降噪，而且具
有十分明显的降噪效果，主要应用于高压离心风机等设备。

4.3 破碎机降噪
对水泥工厂的破碎机进行降噪处理应安装隔音罩。在车
间厂房中，用具有明显消音效果的板材进行安装，并更新破
碎工艺，使其可以进行自动生产，通过这种方式有效的达到
降噪效果。

4.4 振动噪声控制
水泥工厂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难免会产生震动，所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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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重视此过程产生的噪音。而想要有效的解决此类问题，则

业的噪声污染，减少对人们的影响。

需要相关技术人员在生产初期制定出完善的防治措施。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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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Complex Mountain Seismic Data
Xian Du

Jiawen Niu

Linxuan Du

CNOOC EnerTech-Drilling & Production Co., Tianjin, 300459, China
Abstract

The mountainous area of Papua New Guinea are located in the piedmont zone of Papuan fold belt in the Papua basin. In this area, the
wave field is seriously attenuated and destroyed, the secondary interference of two-dimensional seismic data is serious,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of data is very low, and the static correction is larg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ismic data in seismic data processing, it is suggested to adopt proper data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and means including establishment of uniform floating datum net and
interactive iterative refraction static correction, regional anomaly amplitude attenuation, surface consistency compensation, interactive
stacking velocity, protection of shallow layer information, the attenuation of random noise, radial prediction filtering technology and so
do. The result demonstrates that the seismic profile with high signal-to-noise ratio can be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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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ua New Guinea; mountainous seismic data; static correction; signal-to-noise ratio; seismic profile

复杂山地地震资料处理技术
杜贤

牛佳文

杜林轩

中海油能源发展工程技术公司，中国·天津 300459

摘

要

巴布亚新几内亚山地位于巴布亚盆地 Papuan 褶皱带上的山麓地带，波场受到衰减和破坏严重，二维地震资料次生干扰严重，
资料信噪比极低，静校正量大。针对该区的地震资料特点，在地震资料处理中，采用建立全区统一浮动基准面网与交互叠代
折射静校正，区域异常振幅衰减，地表一致性补偿，人工交互拾取叠加速度，保护浅层信息，衰减随机噪音，径向预测滤波
等技术为主的处理流程与手段。得到了较好的处理效果，为地质解释人员提供了较高信噪比的地震剖面。

关键词
巴布亚新几内亚；山地；静校正；信噪比；地震剖面

1 引言
巴布亚新几内亚山地位于巴布亚盆地 Papuan 褶皱带上，

件使原始记录上多次折射，次生干扰严重很重，资料信噪比
极低，用常规的处理流程难以取得好效果。结果反复分析试验，

位于海拔高度超过 1000 米的山麓地带 , 并且被厚度约为 1000

认为处理该地区的方法，除了做好基础工作，取准取好各种

米的喀斯特化石灰岩所覆盖，地表条件复杂，地表地形起伏

参数外，关键是使用好静校正方法，求准静校正量，采用有

剧烈，沟壑纵横，主要为山地和峡谷，海拔 1100-2700m 短距

效的方法压制各种干扰波，提高信噪比，采取这一思路制定

离内高程差变化大，近地表的几百米喀斯特灰岩形成的岩洞

流程，收到了较好的处理效果。

和裂缝会造成地震波散射而衰减和破坏波场；浅层几百米喀
斯特灰岩速度 2000-3000m/s，
而下覆灰岩速度 4000-5000m/s，
随着地层埋深度变大，速度变化由大到小，与常规地球物理

2 处理方法
2.1 静校正方法

处理模型相反，处理时对速度谱能量团的拾取比较困难，极

静校正的问题几乎是所有复杂地区地震勘探所面临的一

大影响地震剖面处理成像质量 [1]。同时，复杂的表层地震条

个主要问题，做好静校正是这类问题地区资料处理取得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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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关键 [2]。根据巴布亚新几内亚山地地震资料静校正问题

就可以得到各个炮点与检波点的静校正量并进行静校正。

的特点。将静校正问题分为二步做，即先建立全区统一浮动

2.1.3 地表一致性反射波剩余静校正

基准面网，解决大的静校正问题，再做交互叠代静校正进一

当做完了野外静校正和折射静校正后，剖面中仍然存在

步缩小静校正量值。

残余静校正量。它对同一个 CDP 道集内各反射波到达时的影

2.1.1 建立全区统一浮动基准面网

响不一致，使得动校正后共中心点道集反射波无法同相叠加，

常规静校正是对地震道进行的时移校正，是为了消除地

影响叠加效果。反射波剩余静校正主要是解决短波长静校正

表低降速带厚度的横向变化引起的影响。山地地形高差大，

问题 [4]。在做剩余静校正处理时，要注意时窗的选取和最大

当采用统一基准面做地形校正时，校正层的厚度，岩性变化

相关时移量的选取对剩余静校正的影响。

都很大。在此情况下，必须考虑波的入射和出射射线偏角的

（1）选取时窗。剩余静校正通常是在指定的时窗内计算

影响，若再按基于射线直上直下的方法做校正，将产生很大

并把计算结果应用于整个记录道，为了使得到的剩余静校正

的误差。充分利用小折射资料，用小折射点和纵横测线交点

值能真正反映记录道中的剩余时差，需要把分析时窗放在反

做为控制点，将低降速度带与高速带的分界面做为浮动基准

射波能量强，连续性好、波形稳定的平缓反射层上。

面，建立全区统一的浮动基准面网，利用常规静校正公式作

允许的最大时间偏离值，其大小最好是在 24 ～ 48ms 之间，

浮动基准面静校正
t=h1/v1+h2/v2-（h1+h2）-f+fd/vf

（2）选取最大相关时移量。最大时移量是做道相关时所

（1）

式中，h1，h2 为低降速层的厚度，v1，v2 为低降速层的速
度，f 为地表高程，fd 为浮动基准面高程，vf 为替换速度，在
本工区为 4000m/s。
将测线校正到全区统一的浮动基准面网上，这样就基本
解决了较大的静校正问题，以及测线的闭合差问题，又减少
了校正层的厚度，从而减少静校正和动校正误差。理论和实
践证明，建立全区统一的浮动基准面网后，处理效果更好。

2.1.2 交互叠代折射静校正
常规的静校正处理，解决了资料中长波长的静校正问题。
但其先天条件是时间延迟只与地表位置有关而与传播路径无

最大不超过 100ms。在剩余静校正较大的情况下，大的时移
校正量会出现周期性跳跃的情况；而小的时移校正量，则需
要增加循环的次数以便获得最大剩余静校正量。因此应该选
取适中的时移校正量，且每循环一次，须做一次速度分析，
确保速度准确。

2.1.4 最终基准面校正
叠加之后，利用已求取的最终基准面静校正量将叠加
剖面校正到最终基准面上，同时对叠加速度进行最终基准面
校正。

2.2 压制干扰波
巴布亚新几内亚山地地震原始资料各种干扰波特别发育，

关。巴布亚新几内亚山地地表高程变化大，低降速带的厚度

干扰波能量强，信噪比低，为压制各种干扰波，提高信噪比，

与速度变化也大，这些因数引起的静校正问题是无法用常规

在资料处理中，主要采取以下做法。

静校正方法解决的。为了进一步提高静校正精度，必须利用

2.2.1 区域异常振幅衰减

初至波信息作折射静校正，解决短波长的静校正问题 [3]。

区域异常振幅衰减的主要目的是消除地震记录中的野值、

假设折射界面为水平或倾角平缓，那么初至旅行时炮检

感应及坏道。采用的是一种地表一致性处理方法。其原理是

距域应是一致或缓慢变化，对 S1 炮中某一道 R1 来讲，其初至

根据有效反射的形成机制，在含噪音信号的振幅值大于实际

旅行时如假设为 t1，在同 S1 相邻的几炮中，假设与 R1 有相同

信号振幅的基础上，应用高斯地表及地下一致性处理技术，

炮检距的其它各道初至旅行时的均值为 t2，由此，可以得到

将地震道时窗内的地震进行四分量分解计算，用求出新的均

（S1,R1）道的静校正量是 t1-t2。同理，可以得到所有地震道

衡因子对地震道进行振幅均衡处理。这种方法能有效地压制

[3]

的静校正量 。同样假设在炮集内，检波点的静校正量是随

野值，且原始记录波形不失真，频率成分损失小，代替了部

机的，在检波点道集内，炮点的静校正量也是随机的。这样，

分人员剔除坏道，野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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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应用 F-K 速度滤波

加和叠后去噪。但对于本区原始信噪比较低的资料，仅靠叠

应用 F-K 速度滤波是压制频率成分与反射波相近而视速度

加和叠后去噪难见到好效果。为提高叠加剖面信噪比，在叠

有较大差异的规则干扰波的有效手段。在地表高差较大和地表

前炮集记录上应用频率 - 空间域预测方法对随机噪声进行压

起伏剧烈的地区，多次折射波很严重，应用 F-K 滤波能收到较

制，这样，在较大程度上改善了叠加输入数据的信噪比 [5]。

好的效果。为了提高记录中各种干扰波的同相性和相干性，使

2.7 径向预测滤波

用 F-K 滤波在记录进行基准面校正与自动剩余静校正后使用。

2.3 振幅处理

由于叠前规则干扰不能做的十分彻底，残余干扰的存在
使叠加剖面上常出现与反射波同向轴有交角的席状干扰 [6]。

由于野外激发条件和接收条件有变化，使得炮与炮之间，

为消除这种干扰，提高叠加剖面信噪比，在叠后应用径向预

道与道之间的能量极不均匀。为消除这种激发、接收条件变

测滤波。径向预测滤波是通过增强给定倾角范围内的反射波

化带来的反射振幅横向变化，在对原始数据做振幅处理时，

的相干性来达到增强有效波能量。

所用方法是先对数据做球面扩散补偿，然后再做地表一致性
振幅补偿。

2.4 反褶积
对于低信噪比资料。我们在应用反褶积时，即要兼顾资
料的信噪比又兼顾提高分辩率。通过反复试验表明，用预测
反褶积和谱调整效果较好。预测反褶积是用预测的方法，根
据地震记录的有效波和干扰波信息预测出纯干扰部分 ，从而

3 效果分析
对该区资料用上述的方法处理，得到满意的效果。如图
1 所示，是按常规方法处理得到成果剖面，如图 2 所示，是论
文叙述方法处理得到的成果剖面，浅层得到较好的有效反射
层，中深层反射层连续性增强，基地反射特征清楚，地质构
造清晰，地震现象丰富。

得到已消除干扰波后的有效波的信息。它有两方面应用，一
是当多次波发育时，取多次波的周期为预测距离，从而达到
压制多次波的目的；二是压缩地震子波，从而提高地震资料
的分辨率。对于低信噪比资料，突出信噪比相对较高频段的
信息成分更显得重要，这可以通过谱调整方法实现。

2.5 用高精度人工交互拾取叠加速度

图 1 按常规方法处理的成果剖面

速度选取精度直接关系着共中心道集的叠加速度。采用
高精度交互速度分析方法。不仅可方便地拾取叠加速度，还
可以利用动校正后的道集，速度扫描叠加段，常规速度扫描，
速度剖面等进行速度选取质量跟踪控制，以求得最合适的叠
加速度。在检查速度的横向上的处理中，进行了三次速度分
析和三次剩余静校正叠代。

图 2 按本文叙述的方法处理的成果剖面

2.6 衰减随机噪音
巴布亚新几内亚山地无数山沟是地震勘探的次生干扰源。

4 几点认识

它们所产生的次生干扰一部分具有较好的相干同相性，另一

通过对该区的资料处理，有以下几点认识：

部分是不规则的随机干扰。一般处理流程中，叠前干扰压制

（1）复杂山地资料处理，解决好静校正是最关键的问题。

主要针对规则干额，依据干扰波与有效反射波频率或视速度

建立全区统一浮动基准面网与叠代折射静校正联合使用是一

上的差别，分离压制干扰波，而随机噪声的压制则主要靠叠

种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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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压制干扰，提高资料的信噪比，用区域异常振幅
衰减能有效消除野值、感应及坏道，用 F-K 速度滤波能消除
规程干扰。对低信噪比资料，只有在叠前有效压制干扰的基
础上才能提高资料信噪比，才能有效地进行叠加速度分析及
剩余静校正量的求取。
（3）对复杂地表条件下采集的山地低信噪比资料的处理，
分析工作非常重要，要找准关键技术问题，并根据问题的性
质和特点，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法，只有这样才可能得到满意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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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Safety Management of Teams
Shuai Geng
SINOPEC SABIC Tianjin Petrochemical Co. Ltd., Tianjin, 300271, China
Abstract

Teams and groups are the basic level organizion by which the business enterprise management is strengthened and safety produce is
made good, that is also an end stop for a rest point of enterprise safety management. Making teams and group safety management good
is the key of petrochemical enterprise safety production, is also the most practical and the most valid way by which the dead, the injure
and the disaster is de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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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班组的安全管理
耿帅
天津（中沙）石化有限公司，中国·天津 300271

摘

要

班组是企业的基层组织，是加强企业管理、搞好安全生产的基础，也是企业安全管理的最终落脚点，搞好班组安全管理工作
是石化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关键，也是减少伤亡和灾害事故最切实、最有效的办法。

关键词
班组；安全；管理

1 引言
班组是企业按照工艺要求或产品而划分的基本作业单位，
是企业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管理工作最基层的行政组织，
是企业构成的基础。班组担负着企业生产的第一部分任务，
班组是最小的社会集体，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同事间的分
工和合作，思想生活上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关系。班组管理
是指为完成班组生产任务而必须做好的各项管理活动，即充
分发挥全班组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生产积极性，团结协作，
合理地组织人力、物力，充分地利用各方面信息，使班组生

担负着对班组的日常生产和各项工作进行统一指挥、统一安
排的重责，其自身素质和人格魅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班组的安
全管理。班组长首先应具有较高的安全生产意识、安全知识
素养和安全责任感。平时不仅要注意学习安全知识，宣传安
全生产的重要性，而且还要带头严格执行安全工作的各项规
章制度，只有这样才能被班组员工所尊重、信任，各项工作
才能得到班组成员的支持。班组长还必须要有高度的事业心
和责任感，既要懂生产、精技术、通安全、熟管理，又要吃
得苦，吃得亏，困难面前冲在前，责任来了敢承担，还要有

产均衡有效地进行，最终做到按质、按量、如期、安全地完

一套灵活的工作方法，能关心、团结同志，做好职工的思想

成上级下达的各项生产指标。安全管理是以安全生产为目的，

政治工作，有效的组织和带动班组成员遵章守纪，努力工作。

而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的一系列活动 [1]。

始终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指导思想，

2 班组长要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各项规定，全
面提高自身素质
班组长作为兵头将尾，是班组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
156

带领班组全体职工为实现“安全、优质、低耗、高效”的目
标努力奋斗。全面加强班组成员安全教育的力度，作为班组
长要经常在适时的时间向大家讲述安全的重要性和大家一起
分析事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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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班组安全学习质量
除了参加装置安全管理人员组织的学习有关安全文件精
神、事故通报、安全法律法规等外，还要坚持自我总结学习，
从实践中学习。分析讨论近段时间工作中还有哪些地方不完
善，还有哪些安全细节被忽视，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
和提高。安全事故的魔鬼常常就隐藏在细节之中，要使大家
都牢固树立 1％的错误将会导致 100％失败，安全生产只有满
分，如果有哪一点没做好，将可能导致功亏一篑，彻底失败。
安全所追求的“零”事故，就好比数学上的极限，最大值为零；
就好比数轴的零点，所发生的事件都在负半轴，当时间无限
延伸，永远达不到正半轴。坚持从别人的事故中学习，通过
分析讨论，从中吸取教训，联系工作实际总结经验、举一反三，
使人人能熟练判别异常情况，及时排除生产故障，将事故隐
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提高班组整体的安全水平。正如大
家经常说的班组成员要认真学习工艺流程和操作法，提高操
作技能。要想不出事，就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同时大家互相鼓励切磋操作技术，取长补短，提高操作水平，
并且定期组织小测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不让一丝一毫

Review

但是必须站在自己工作的角度想一想，不清楚的反问一下或
者重复说一遍，谈谈自己的想法，可能很多问题都能避免。
要强调个人的自我防护能力，加强安全意识，必须按规定穿
戴劳动保护用品，定时定路线巡回检查，危险点、危害点、
事故多发点必须提高警惕，比如巡检压缩区域机泵时戴好防
护眼镜，并且做好事故预想；靠近受限空间的地方最好坚持
两人一组，间隔一定距离，携带气体检测仪器，注意防止各
种意外事故。设备检修时，严格按规定操作到位，签工作票
时现场人员和班长都必须亲自到设备现场确认符合检修条件，
签订了完工作票后不再对将要检修的设备做任何操作，如果
确实需要，必须经班长同意，并且操作处理后必须再次对检
修票认真确认其是否符合检修要求，不能想当然行事。对于
重要操作，应要求相关技术员下达操作指令或工作提示，班
长要坚持亲自监督指挥，做到万无一失。其实，只要人人都
动起脑来，负起责来，从细节做起，事故的魔鬼就很难得逞。
认真日常巡检，尤其是要认真做好交接班前后和恶劣天气的
巡检。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不给事故发生的机会。作为班长
应带领大家积极落实装置对雷雨季节、检修停产期间安全措
施和安全预案的学习，并积极执行防冻防凝措施，力争从源

的操作错误出现在实际工作当中。遇到装置组织的安全学习

头上消灭各种隐患。此外，大家同样要注意上下班途中的交

和安全演练，任何人不能缺席，要认真做好记录，争取大家

通安全和人身安全。通过班组的标准化管理，强调以安全标

对问题的看法和积极发言。

准化为指南，对作业过程进行改善，形成一种优化作业程序，

4 强化细节管理，完善各项措施，远离安全

逐步达到安全、准确、高效的作业效果。班组作业标准化是

事故
安全事故常常就隐藏在各种细小环节的忽视之中，因此，
班组工作应从细节入手，强化细节管理。要认真开好“班前会”
和“班后会”，任何操作动手之前必须仔细想一想，条件是
否具备，有什么后果，自己是否对此操作心中有数，不是很
清楚的必须多问一下为什么，这样的想法已经在装置的岗前
危害识别工作中体现出来了，其中包括简单的安全注意事项，

预防事故、确保安全的基础，它能够有效地控制人的不安全
行为，尤其能够控制“三违”现象的产生。保证班组成员上
标准岗、干标准活，从而制约侥幸心理、冒险蛮干等不良现象，
这样可有效强化班组安全管理。

5 精雕细刻，科学管理，加强班组安全文化
建设
安全生产、依靠科学，重在管理。重大的伤亡事故，无

也有重要操作的安全操作规程。岗位内部之间、现场和主控

不与管理不善、麻痹大意、违规操作、不讲科学有关，责任到位，

之间必须加强联系配合，相互提醒，人人负责，多层把关，

措施到位，管理到位，才能严把安全关。生产、生活中的一

才能尽最大程度把事故避免。虽然强调每个人的言行的正确

次次安全事故说明，任何的麻痹大意、松散懈怠，都将埋下

性，但是人无完人，难免有疏忽，所以还得需要提高班组成

大祸的隐患。重视安全就要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关爱生命，

员整体的安全能动性，相互提醒和监督，避免一些低级的工

关注安全，需要精细管理。把各项工作做精、做细、做实，

作错误。比如：别人说的话有可能没有表达清楚或者说错了，

使上下环节、不同专业能够有效沟通与衔接，做到既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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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又互相监督、制约。装置安全文化建设围绕公司管理
的主题，明确目标，落实措施，以班组安全文化建设为载体，
通过幻灯片、视频和安全教材对装置 EHSS 文化建设进行宣
传贯彻。班组是企业的细胞，是最基本的组织。在班组安全
文化建设中遵循三个原则：一是零事故原则；二是危险预知
原则，把岗位一切潜在的危险因素事先辨识出来，加以控制
和解决，从根本上防止事故的发生，主要采用了 JHA、SCL
等风险评估方法；三是全员参加原则，全员参加，即大家一
起站在每个人的立场与工作岗位角度，主动发掘其所在作业

6 结语
搞好班组安全管理工作，有许多工作要做，应牢固树立
“安全生产重于泰山”的理念，以实现员工的价值，保护员
工的生命与健康为宗旨。“思则有备，有备无患”。面对安全，
班组的管理需要新思路、新办法、新观点、新创意。全体员
工应鼓足干劲，以更开阔的思路，以更科学的态度，以更加
饱满的热情，为企业的发展尽心尽力，做安全的“使者”，
成为企业的忠诚卫士。

场所中可能发生的一切危险因素，以无事故和无疾病为目标，

参考文献

共同努力做到预先推进安全卫生管理，使安全工作没有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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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Slope Protection in the Design of Highway
Subgrade
Yan Shao
Qinghai Highway Scientific Research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Xining, Qinghai, 810008,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current design of the road subgrade, relevant persons are neede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design level and quality.
Among them, the protection of the slope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design of the road subgrade. The inadequate design of the slope
protection will have a serious negative impact on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road project.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slope protection design, we need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improve and optimize it.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ensure that the slope
protection design can achieve the desired effect.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on the slope protection design of highway
subgrade for th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of relevant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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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way subgrade; design; slope protection; problems

浅谈公路路基设计中的边坡防护问题
邵琰
青海省公路科研勘测设计院，中国·青海 西宁 810008

摘

要

在目前公路路基设计的过程当中，需要相关人士进一步提高设计水平和设计质量，其中，边坡防护是公路路基设计当中重要
一环，边坡防护设计不到位将会对于公路项目整体质量造成严重负面影响。针对于边坡防护设计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需要采
取有效对策进行改良和优化，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边坡防护设计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论文主要关于公路路基边坡防护设计
的研究，以供相关专业人士进行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公路路基；设计；边坡防护；问题

1 引言

合实际情况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若是在边坡防护设计的过
程当中没有结合现场的情况实施合理化的选择，这样情况之

在当前需要相关的工作人员高度重视公路设计工作，其
中，路基设计属于公路设计当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大组成部
分，路基设计水平和设计质量直接关系到公路项目整体的质
量水平。在路基设计的过程当中，其中的重点内容是边坡防
护设计，边坡防护设计会对于公路项目整体质量造成重大的
影响，所以值得相关人士的高度重视，要采取有效措施进一
步提高边坡防护设计工作水平和工作质量。

下就会导致边坡防护设计缺乏恰当性以及科学性，同时对于
边坡防护设计质量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公路的优化
完善，这需要引起相关人士的高度重视 [1-3]。

2.2 参数确定不当
在当前公路路基设计过程当中，要求高度重视边坡防护
设计。边坡防护设计的过程当中需要对于参数进行明确，若
是参数确定不当情况之下，将会对于边坡防护设计造成重大

2 公路路基设计常见边坡防护问题

的负面影响，同时造成边坡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受到破坏，

2.1 边坡防护设计方法不当

不得不引起高度的重视。

当前边坡防护设计存在着诸多种类型的方法，其中主要
方法包括工程防护以及植被防护法，相关的工作人员应当结

2.3 材料选用不当
在路基边坡防护设计工作开展的过程当中，需要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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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人员结合相应的规范和设计要求开展设计工作，不能够

理及科学的运用地质比拟法，应当通过利用周边边坡作为实

为了节约成本而选择一些劣质的、廉价的防护材料，这样以

验模型，通过采取数据对比法以及力学计算法来研究地质情

次充好的后果就是导致路基施工质量受到负面影响 [3]。

况，可以根据相关的分析得到相关参数，这样就可以为边坡

3 公路路基边坡防护设计策略
3.1 合理选择边坡防护设计方法
根据大量实践和研究显示，目前为了切实的保障路基设
计质量，需要高度重视边坡防护设计。在边坡防护设计工作
开展的过程中，要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科学合理的边坡防护设
计方法。其中，错误的方法势必会对于路基边坡造成负面影响，
甚至会破坏路基边坡。所以为了切实保障路基边坡防护设计
的效果以及质量，需要采取科学合理的设计方法。比较常见
的边坡防护设计方法主要包括了植物防护法以及工程防护法
两大类。在当前开展边坡不防护设计工作过程当中，可以采
用植物防护设计方式，植物防护设计主要就是通过利用植物
对边坡起到固定作用，这样促使边坡坡面稳定性得到进一步
增强，同时也可以有利于避免雨水的冲刷会对于边坡造成影
响或者破坏。常见的植物边坡防护技术主要包括了混植防护、
植草防护、三维植草防护等，值得引起相关人士的高度重视。
另外，和植物边坡防护技术相对应的是工程防护设计技术，
工程防护设计方法通常都是适合在一些不适合利用植物来进
行防护的地质条件状况之下使用，工程防护是作为植被防护
的一种重要补充方式。对于边坡防护设计方法来讲，在工程
防护设计的过程当中，主要包括了灌浆防护、喷浆防护、护
面墙防护、浆砌片防护、干砌片防护等等。上述的各种工程

防护设计提供参考依据。除此之外，在开展边坡防护设计工
作的过程当中，相关的工作人员不仅仅需要对于边坡的强度
特点和岩土结构特点进行深入的观察分析，而且还应当充分
的考虑到经济性、环保性和路基稳定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制
定科学有效边坡设计方案，同时也可以促使公路路基设计经
济效益得到全面的提升，还能够降低工程项目造价。设计人
员针对边坡开展设计工作的过程当中，还应当注重对于自身
思路和设计理念进行动态化的调整，需要对于各种路基边坡
防护数据进行优化和调整，更加注重采用循序渐进的边坡设
计原则。应当结合路基边坡地质情况重新审视边坡设计方案，
切实保障边坡设计的可靠性以及可行性。值得关注的一点就
是，相关的设计人员在制定路基边坡防护方案的过程当中，
要避免出现过度设计情况。通过利用植物防护设计虽然可以
有助于避免坡面受到风雨和洪水侵蚀，但是植物防护设计也
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植物根系生长可能会导致路基土体内部
产生缝隙问题，同时会造成土体的渗透率降低，这也会对于
边坡防护性能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所以，植物防护应用要控
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不可以过度。另外，相关的工作人员在
实施边坡设计的过程当中，还应当避免过度注重边坡防护设
计美观性而忽略了实用性，要求结合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生态
特点选择合理的植物，只有这样才能够进一步提高边坡防护
设计工作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以及经济效益。

边坡防护方式，还需要相关人士结合现场实际状况进行合理
科学的选择，特别是需要结合当地路基土质状况和当地气候
条件实施合理化选择，这样才能够保证工程边坡防护设计的
科学性和合理性，提高公路路基工程项目质量 [4]。

3.2 科学确定边坡防护设计参数
目前为了进一步提高公路路基边坡设计工作质量和工作
水平，要求相关工作人员结合现实状况对于公路路基坡率、
边坡高度等等设计参数加以明确，这样才能保障路基边坡设
计工作质量和工作效果。一方面气候特点以及地质环境会对
于路基边坡造成重大影响，会影响到边坡的稳定性。另外路
基边坡的稳定性还同样会受到人为设计改造的重大影响。相
关的工作人员在针对边坡开展设计工作的过程当中，要求合
160

3.3 合理选择边坡防护设计材料
在当前相关的工作人员针对路基开展设计工作的过程当
中，要求切实选择好边坡防护材料，这是不可忽视的重大环节，
直接影响到了边坡防护效果和质量。在公路路基设计工作开
展的过程当中，要求相关设计工作人员结合路基项目实际状
况以及结合土质情况、气候条件以及环境状况选择合理及科
学边坡防护材料。其中可以选择采用的材料包括了炉渣、石灰、
水泥、混凝土、四合土、石灰土等等，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
相关的工作人员在实际设计过程当中，不仅仅需要充分的考
虑防护质量，更加需要考虑到环保因素和经济因素，要结合
上述因素选择最合理的防护材料，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提高边
坡防护工作的经济效益以及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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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意事项

仅可以促使水土流失情况得到良好的改善，而且还可以有助

4.1 保障路基边坡稳定

于对于湿度温度进行良好控制，有利于环境的改善。植物防

在目前对于路基边坡开展设计工作的过程当中，设计人
员需要切实的保障路基边坡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要求相关的
人士结合现实的状况加强科学合理的设计，例如，对路基边
坡稳定性造成重大影响的一大因素是降水量，特别是对于降
水较为集中以及较大区域，边坡防护设计过程当中需要考虑
到水侵蚀负面影响，另外还需要针对于软岩土进行考虑，防
止其表面的破碎和风化会对于边坡稳定性造成重大的影响 [5]。

4.2 注重环境保护
公共路基设计过程当中，相关的人士要切实做好边坡防

护还具有美观性，能够起到美化公路景观重要作用。然而植
物防护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就是植物防护在初期效果不够
显著，同时在后期还需要强化养护和管理工作。但是工程防
护却与之相反，工程防护虽然前期一次性投入比较大，同时
需要较长施工周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却
能够快速有效发挥出防护的效果，同时后期也不需要过多的
进行养护和管理，所以，公路路基边坡防护设计工作开展过
程当中要结合实际考虑综合效益的问题。

5 结语

护设计工作，边坡设计的过程当中，要对于环境保护问题充分

综上所述，随着当前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日益发展，城

加以考虑，切实加强边坡的绿化工作，不但能够起到良好防护

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在当前的城市当中，公路建设已经成为

效果，同时可以促使环境得到改善。例如可以通过采用框格防

了不可忽视的重要的一个部分，同时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

护技术以及客土喷播技术等等对环境加强保护，另外，还需要

发展，在当前公路路基设计的过程当中，需要相关工作人员

结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对于施工方案进行合理及科学设计，只

高度重视边坡防护设计工作，要求相关的设计人员合理科学

有这样才能够尽可能避免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值得关注的一

选择边坡防护设计方法以及防护材料，还应当制定科学有效

点就是切记不要为了追求美观性而忽略了边坡防护实效性，要

的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够促使边坡防护设计水平和设计质量

充分的了解该区域植物的生长情况、生长规律，这样才能够合

得到全面的提高。

理选择有效植物种类，切实保障边坡防护工作可以落实到位。
另外为了切实保障边坡防护的有效性，还需要制定合理防护方
案，需要相关设计工作人员进一步强化研究的力度对于边坡防
护设计方案进行改良和优化，只有这样才能够进一步提高路基
边坡防护效果，实现生态环境的良好保护。

4.3 注重综合效益
在当前针对于路基边坡防护开展设计工作过程当中，还
需要相关设计人员高度的重视综合效益，综合效益主要就是
指边坡防护综合化的价值。例如通过应用植物防护技术不仅
仅可以促使路基建设成本大幅度的降低，而且植物防护本身
操作相对较为方便快捷，通过采用植物加强边坡防护工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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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Project
Haitao Ma
TBEA Xinjiang New Energy Co., Ltd., Urumqi, Xinjiang, 830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China attach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existing photovoltaic enterprises. Among them,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it is necessary to
carefully investigate the photovoltaic enterprises, understand the product sales situation of the market, timely conduct self-summary and
analysis, and promote the long-term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photovoltaic enterprises.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project at this stage,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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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工程建设管理浅谈
马海涛
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现有的光伏企业的建设管理工作。其中，为了进一步的促进企业的长期性发展，
必须要对光伏企业进行仔细调查，了解市场的产品销售情况，及时地进行自我总结分析，促进光伏企业的长期性进步与发展。
因此，论文主要针对现阶段的光伏发电工程建设管理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光伏发电；工程建设；管理应用

1 引言
目前，中国的光伏企业在国际市场管理中由于部分问题
常常受到不同的国家的反倾销调查，导致中国的产品出现产
能过量的危机。其中电源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能源，对于
人们的生产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想要在现有的条件资源
下建立起专业性的能源资源管理建设平台，必须要根据实际
情况做好整体性的评估调整内部的能源结构体系管理，促进
后续的管理运行，提升光伏发电工程的质量。

2 光伏发电工程内容分析
在进行管理建设中，现阶段的光伏发电管理工程主要是

充放电控制器进行组合，进一步的根据实际情况将绿色环保
的政策进行落实，共同构建专业性的光伏电站工程管理建设，
提升基础设施工程的管理质量，满足社会大众的基本需求，
实现太阳能光伏电站的有效管理。而目前，中国的太阳能光
伏电站使用均寿命较长，其资源的循环性较强可以根据实际
需求将不同的数据进行合理应用和管理，从而保证数据的精
确性，降低实际的能耗。而目前，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能
源资源的消耗量加大，现在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将不同的能
源进行转换，建设高质量的光伏发电工程 [1]。

3 光伏发电工程建设工作分析
3.1 光伏发电工程设计分析

应用了光生伏打效应理论，利用太阳能电池来采集对应的太

在进行光伏发电质量管理建设中，其中的工程项目设计

阳能资源从而将其转换成电能。其中，由于太阳能光伏电站

的管理工作直接关系到实际的工程建设管理质量，必须要引

的系统管理和构造，必须要由太阳能电池方阵，蓄电池组和

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其中的光伏发电的系统发电方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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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发电时间很长，但容易受到周边地区的严重干扰，

施工阶段，并且制定相关的奖惩措施，对此，还需要拟定对

因此，对于周边的环境管理有着比较高的要求。而这种现象

应的工期应对方案，拟定工程的施工资源的需求计划，保证

主要是基于其温度设置效应出发，这就要求设计管理人员对

各项工作指标符合实际的施工需求，能够合理的解决工期问

于领斜角度的计算和设计精确度较高，额外的输出能耗低。

题。除此之外，还必须要注意在进行官府项目建设时，必须

不仅如此，其中芯片的表面管理程度对于系统的管理工作效

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施工进度的监督控制，加强项目公司与

率也有一些保障，能够确定部分地区的良好的外部环境，保

当地政府之间的合作管理，建立起专业性的社会关系，避免

证光伏发电系统的稳定运行，这样才能充分的改进整体的系

出现一定的管理因素影响施工建设进度。而项目公司还要加

统的工作效率。

强与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对于其验收时提出的

3.2 光伏发电工程质量分析

问题要及时进行整改和反馈，避免出现意外影响实际的收益 [4]。

在进行光伏发电质量管理建设中，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

3.5 光伏发电工程造价分析

将工程建设的质量进行合理的管控，发挥其基础性的经济管

在进行光伏发电质量管理建设中，相关的部门必须要根

理效益，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其中在工程的准

据实际情况做好基础的工程造价管理理念设计，根据相关的

备阶段必须要逐步的加强对于施工单位的机械设备的管理审

要求做好上级的工程造价的管理控制，聘请专业的专家进行

查，注重施工现场的材料管控，保证基础的工程建设要求，

指导介入，对工程进行合理的监督管理，提升工程造价的管

注重支架承载力的审核，做好整体的施工管理要求 [2]。对此，

理执行力。与此同时，还需要强化招投标的管理监督，优化

还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将地下设管线的位置进行确定，做好

实际的程序制度，把控恰当的招标技术，做好基础性的知道

后续的准备工作，保证支架的垂直管理度以及混凝土的浇筑

管理。除此之外，还需要将施工的范围进行管控，根据实际

质量，做到质量进度的有序管理。不仅如此，还需要将整体

的依据进行概念的落实以及风险的管理，及时有效的进行合

的施工管理进度进行管控，选择最佳的监理手册进行运算，

同的风险管理，提升合同的可行性分析 [5]。对其中概念的落

做好最后的图纸审核以及会议纪要，保证工作的持续进行以

实上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结算管理和优化基础的资金结

及后续的验收管理工作。

构预算工作，逐步的降低成本资金，做好季度的资金需求管

3.3 光伏发电工程安全分析

理计划编制，逐步的将其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避免出现公

在进行光伏发电质量管理建设中，相关的部门必须要及
时的认真学习相应的管理条例，积极的跟进国家所出台的相
关的政策。在施工现场，根据实际情况及时的对施工人员进
行培训管理，传达部分的安全意识，及时的传递部分新的文
明施工的理念。对此，还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好前期的岗
前培训，由相关的单位组织工作，在考核合格之后才能进行
上岗操作实践。不仅如此，相关的管理部门还需要根据实际
现场的情况做好整体的规划，加强建设强度的管理，避免出
现误差，及时的做出材料的整改以及材料的检查，配置准确
的消防设施设备，严格管控人员的出入等 [3]。

3.4 光伏发电工程进度分析

款挪用情况，进一步的加强审核进度管理工作，对不合格的
该工程进行不合格审单。

4 光伏发电工程质量控制要点
在光伏发电工程建设中，首先要落实自我监督和自我防
范的功能，特别是对隐蔽工程的施工，要注意施工节点和施
工步骤，做好隐蔽工程的验收和管理工作，把原材料进行源
头上的控制，对于不合格的产品要进行退货处理，要委托有
资质的检测单位对材料进行样本的检测，提供相关的实践报
告以及材料的出厂合格证，这样才能够进一步保证原材料的
高质量性和合格性。除此之外，还要严格的按照施工图纸进
行施工，对于某些不合格的施工地点要进行返工处理，加强

在进行光伏发电质量管理建设中，项目公司必须要根据

对于施工工艺的控制，做好材料施工控制的控制，做好对应

实际情况进行节点计划的分析，并对其中的进度问题进行政

的准备工作。不仅如此，在进行施工时，还要根据现场的实

策的应对，注重相关的计划的编制管控，将其细化到不同的

际情况进行处理，对于部分需要改进的地方必须要施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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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同意，且对全体员工进行告知，这样才能减少施工失误。

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组织专业性的人员进行规章制度的学习和

对于某些违反规定的行为要进行严惩，减少不法分子的投机

培训，让每一个岗位的人员能够深入理解工程建设的管理制

行为。

度。光伏发电工程的领导在组织员工进行学习时，需加入真

5 光伏发电工程管理中的问题举措
5.1 强化光伏发电工程安全管理技术
在对光伏发电工程的安全管理时，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
开展相应的工作，对于某些细节性的操作必须要根据现场的
施工运作情况来进行处理，使用一些安全性高的绝缘带包扎
线和专业性的机械设备使得员工能够在进行高空作业时保证
设备安全稳定性。而对于地面工作者来说，地面工作人员要
带好安全帽，利用设施设备进行施工运作，根据实际情况以
及使用标准来进行合规操作，减少故障以及安全事故的发生。
在进行施工管控时，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进行方案的确定，
严格的执行对应的搭建与拆除管理工作，依照对应的方案进
行设计，保证整体的施工的稳定性，避免出现高处坠落以及
坍塌事故的发生 [6]。

5.2 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建设
在实际的光伏发电工程工作开展中，必须要建立起完善

实发生过的案例，以此来增强员工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
让员工能够熟练的掌握不同的知识点，意识到工程管理的安
全意识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整体
的光伏施工建设力度，建设新型的技术创新手段和工具，提
升整体的工作效率。对于施工管理人员必须要及时的开展安
全责任意识的提升课程，将每一个人的责任逐步的落实到位，
做好前期的管理工作和管理手段，不断的为后续的工程建设
奠定基础。

6 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国家越来越重视现有的光伏发电工程
项目建设。为了进一步的构建光伏发电工程项目的评价指标
体系，必须要从原有的管理建设中吸取教训，找出实际的施
工建设中的经营管理不足之处，提供完善的实践经验，保障
投资的合理性。通过对相关的工程的建设管理，必须要根据
现有的实际情况才能编制出更为完善的管理体系，健全相应

的体制机制以及规范的管理制度，积极的落实考核评价管理

的指标，促进光伏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机制。光伏场要出台相关的绩效考核办法，将安全生产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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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Architects Carrying out the Whole Construction
Service
Lei Zhao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Urumqi, Xinjiang, 830002,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architect industry is to better promote some successful architectural service experience, and ultimately ensure
that architects can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overing more aspects of architectural services. Its specific services are throughout the whole
construction production process. As the main owner agent and industry leader expert, architects can better complete the whole construction production process The main design and monitoring make the architecture service system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and mak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construction industry more scientific and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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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开展建筑全过程服务的探讨
赵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

摘

要

建筑师行业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推广一些比较成功的建筑学服务经验，最终保障建筑师实现建筑学服务涵盖更多方面的目的，
其具体的服务在整个建筑生产过程当中得到了贯穿，作为主要的业主代理人以及行业领头的专家，建筑师可以更好地完成对
整个建筑生产过程当中的主要设计以及监控，使建筑学服务体系逐步地走向科学化以及合理化，使整个建筑业的发展更加的
科学以及健康。

关键词
建筑师；建筑；服务

1 引言
在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国民就业保障方面，建筑设计作为
建筑产业的支柱，始终处于上游以及关键地位，主要特点如下：
属于技术比较专业，服务比较无形、进行设计产品生产以及
施工过程管理的一个行业，其主要的重点是如何在比较安全、
适用以及经济的基础之上使整个建筑产业可以向比较科学、
和谐以及可持续的方向上进行发展，最大程度上保障整个社
会的建筑环境质量以及人文关怀可以得到提高。

这个区域之内，会采用一些空间的具体形式以及历史文脉的
具体手段，比较负责任地对人居社会的公平之处以及可持续
发展的具体理念进行大力提倡。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掌握
各种各样的知识，技能以及经验，当然可以通过教育以及培
训的方式进行获取，只有这样才具备从事建筑实践的相关职
业资格。由于建筑物的投资规模比较大、储存时间比较长、
对国计民生的影响非常大，因此各国在这方面都有具体的立
法，如果不是本人或者本家庭的一些建筑物，要强制性的要
求通过具体的设计、审批、建造、验收以及使用等这些法定

2 建筑师以及建筑全过程

程序，这些程序都需要由具备资质的个人或者机构来独立完

2.1 建筑师的具体含义

成 [1]。

建筑师指的是按照法律或者习惯在职业上以及学历上专

建筑师以比较高的职业道德以及规范，很大程度上赢得

门给予合格，并且在其主要从事的建筑实践辖区之内进行注

了公众对于建筑师诚实以及能力方面的信任；从建筑师的发

册 / 执照 / 证书的人群，该建筑师会从事具体的职业实践在

展历史来看，建筑师不管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还是以现代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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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的角度来观察，都是把建造项目的管理服务作为核心内

题的一个相关过程，建筑生产全过程会对具体的空间环境进

容的，在建造全过程当中主要以业主以及公众利益为主要目

行相关的自我求解过程，会在相应的建筑需求、业主目标以

标，主要是为了维护建筑的品质以及建筑市场的公正性，而

及具体的资源限制当中达到一种平衡，进而取得共赢的局面。

不是把建筑产品的样式作为主要目的 [2]。

2.2 建筑师的素质以及责任
从现代社会的继承以及行业标准的规范化来看，建筑师
这种职业必须要具备两种素质以及三重法律身份，两种基本
素质主要指的是：第一，作为行业专家，必须要拥有专业技
能以及职业技巧；第二，作为社会公正以及公平维护者，要
拥有可以维护公平的诚信感以及责任感。三重法律指的是：
第一，属于比较独立的合同执行者（具备独立性）；第二，
属于业主的代理者（具备服务性）；第三，属于准司法性的
相关官员（具备公正性）[3]。在中国现有的具体工程监理制度
下，本来相关的建造活动管理应该由建筑师进行承担管理，
但是却把这些职责进行了拆分，分别由建筑师、相应的监理
工程师以及具体的业主工程部（指挥部）进行共同的承担，

3 中国建筑界的现状
在整个建造过程当中专业建筑师缺位以及服务的片段化，
会导致建设市场当中唯一评价标准变成了主要的价格，这样
以来会对于相应的建筑施工、部分厂商以及具体的建筑设计
行业等关于技术研发的相关关注以及投入造成了比较严重的
阻碍，会使整个行业的运转出现畸形状态，造成非常大的浪费。
关于服务标准，目前中国对服务流程从设计深度以及设计收
费角度提出了具体的检验指标，但是这些主要的检测仅仅涉
及到了建筑设计的具体环节，前期策划以及后期的具体监督
都没有相应的涉及到，服务质量本身的相关过程控制以及管
理标准更是很难涉及到，对于个性比较密集的产品、单品生
产以及技术适宜的具体方面无法进行针对性具体有效的监控，
对于设计品质以及产品创新方面也是无法提高的。

而建筑师的设计服务有了具体的限制，仅仅在设计阶段完成
图纸交付的工作，在材料、质量、进度以及造价控制方面，

4 建筑师的工作内容

建筑师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关于建筑质量的整体控制方面更

4.1 前期阶段

是没有办法做到，政府规划的相关管理部门（主要包含消防、

前期阶段是可行性研究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因此

人防以及相应的绿化等部门）以及具体的质量检查部门，这

必须要对建筑物产品的相关市场定位以及特性描述等方面进行

些都是属于社会的监管部门，他们只对建筑最低限度的合格

解决，以更好的确定项目设计方向以及产品的具体特征；策划

质量进行监督，监理工程师对于整体设计的了解以及学术支

阶段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阶段，主要可以帮助业主决策巨额投

撑非常的缺乏，关于业主利益以及设计实现方面的相关解释、

资以及资源投入的走向，建筑师主要服务于空间环境的具体规

变更、监控的具体地位以及能力等非常的缺乏，这样会造成

划设计在本阶段当中。如果想要完成很多方面的策划工作，往

现场的施工只能按照图纸进行，主要的制度将会造成建筑师

往需要与其他的一些顾问咨询团队进行配合才可以 [5]。

在建造现场出现缺位的相关现象。因此，关于一些具体的建

4.2 方案设计阶段

筑设计，由于上述的一些原因，建筑师将他们称之为比较遗

方案设计属于整个设计过程当中的首个阶段，可以把业

憾的建筑（对建造过程以及最终的效果无法进行具体的控制），

主具体的项目需求、法规以及资源的具体限制条件、建筑师

建筑师职业方面的训练以及设计观念只能在图纸上面进行停

专业技巧以及相应的创造力更好的结合起来，可以对建筑项

留，也只能显示于图纸上面，关于建筑技术、材料、施工以

目目标与内容的最初以及最重要的阶段进行设定，当然这些

及管理等知识的缺乏，已经成为了中国建筑师的缺憾 [4]。

都需要业主以及建筑师进行比较充分的交流，多次的进行反

2.3 建筑全过程

复推敲，对产品规格的设定要进行具体的研究等。

由于建造过程项目本身的特征，造就了建筑生产过程主

4.3 初步设计阶段

要提供建筑产品的制造以及提供服务过程，从管理系统方面

初步设计阶段主要包含：设计的具体深化以及优化，设

出发，可以将其具体的归结为：对问题进行查找以及解决问

计技术条件和业主要求之间的相互融合，这个方案主要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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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建筑专业一直扩展到各个专业协作的相关专业，也会从

得到质量上的保障，就需要通过比较有效的招标方式进行获

体量空间造型的具体概要性提案拓展到综合性较强的技术解

取最合适的承包商。

决方案阶段，对设计目标的具体建筑意象以及相应的技术路

4.6 监造的阶段

线方向进行了比较明确的确定，将各个专业的条件在建筑专
业设计的基础上汇总并整合的一个阶段，对建筑物的精确尺
寸以及空间形态、技术路线的确定以及法规经济技术等进行
了确定，可以很好的体现业主以及设计者比较综合的设计意
图。对空间以及造型的尺寸进行了明确的确定；对相应的技
术措施以及比较主要的性能参数进行了确定；更好的协助业
主对造价、工期以及品质进行控制；完成了具体的行政审批。

4.4 施工图文件设计阶段

建筑施工指的是选择一些比较合适的部品进行装配，来
更好的实现建筑性能设计的最重要过程以及环节，这个时候
需要专业的建筑师作为业主进行全程代理、全面地进行监督
以及控制，保障在投资、质量以及进度的资源限定条件当中
实现建筑的具大规模以及比较复杂的功能。建筑师在工地现
场当中作为业主的代理人，主要行使监造的权利，主要对工地、
设计、审批以及签证进行详细的观察，以保障在承包商的具
体管理下工地可以运行的比较顺畅，因此，建筑师在合同管

在完成建筑物的相关全面设计之后才可以进行施工文件
的设计，在这之前要明确建筑物的空间以及技术参数，要把
各种各样的材料、部品以及设备进行整理，形成比较完整的、
可实施的以及可控制的一个系统，保证在下一阶段的建造施

理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具备足够的经验以及专业知识，要比
较的谨慎、以及负责，只有这样才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

5 结语

工过程当中可以实现具体的建筑产品。在设计初期，要确定

综上所述，建筑师在建筑的过程当中充当着非常重要的

建筑空间以及材料，调整好各部分之间的尺寸以及细节设计，

角色，可以更好的对建筑进行设计，保障建筑物的质量，但

对全部材料、设备以及技术系统进行必要的整合，更好的保

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仍然存在非常多的问题，相信随着建筑

障建筑物的具体空间以及造型当中使用的全部材料及细部等。

体系的不断发展以及完善，建筑师将会发挥更大的能力，更

因此，施工图文件主要包含：用图纸的形式对空间以及尺寸

好的保障建筑业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进行发展。

[6]

进行定位，用文字形式对产品规格以及形式进行描述 。采
用各种比较专业的作业以及互提条件图的具体方式对设计进
行深化以及技术进行研讨，要严格具体的制度，可以把书面
保障的具体原则以及深度的要求更好的结合起来，在多次循
环当中对遇到以及预见的所有问题进行逐一的解决，可以通
过设计评审的具体方式，对各专业的相关意见进行汇总，最
终形成比较全面以及完整的解决方案 [6]。

4.5 招投标阶段
招投标阶段指的是业主集中起来对总承包商进行选择的
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业主可以通过报价机制进行获
得最优产品以及服务，可以最大程度的压缩成本，想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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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roject Management of Chongxi Water Plant
Equipment Installation Project
Yuekai Shi
Shanghai Baofa Huanke Technology Co., Ltd., Shanghai, 201900, China
Abstract

Urban water supply project is a municipal public product, which pays attention to meeting public needs.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in
its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is the basic condition for ensuring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facilitie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equipment purchase and installation project of Chongxi Water Plant in Chongming County,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to water treatment project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dynamic management of the whol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project management in construction preparation stage, management
in construction process, completion acceptanc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the project management team
through standardized and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methods, to ensure that the equipment procurement and installation project successfully passed the completion acceptance. It provides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projec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local residents.

Keywords

water treatment; equipment procurement;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process

浅析崇西水厂设备安装工程的项目管理
史月凯
上海宝发环科技术有限公司，中国·上海 201900

摘

要

城市给水工程属于市政公共产品，注重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在其建设过程和运营过程中的规范化管理，是保证给排水工程设
施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论文以中国崇明县崇西水厂设备采购和安装工程的建设过程为背景，通过在项目在施工准备阶段的
管理、施工过程中的管理、竣工验收及售后服务的整个施工过程通过全过程动态管理，来论述施工管理对水处理工程建设的
重要性。在施工过程中，项目管理团队通过规范化、专业化的管理方法，保证了设备采购和安装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为
尽早发挥本工程的作用，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
水处理；设备采购；安装；工程管理；施工过程

1 引言
2003 年 3 月，亚洲开发银行与联合国人居署签署了一份
备忘录，开始实施亚洲城市水管理项目。该项目的主旨之一
是加强城市需水管理。以帮助该区域实现关于“2015 年前将
缺乏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条件的人口比例减半”方面的“千

中，资源与环境已成为制约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上海在资源与环境方面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在水环境治
理与饮用水安全保障方面，上海市积极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
实现供水公共服务均衡化。加快青草沙水库及原水系统、黄
浦江原水连通管闵奉支线、崇明东风西沙水库和原水管、陈

年发展”目标 [2]。在中国长三角地区，由于环境承载力与经

行水源地嘉定支线等重点工程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供水集

济发展存在着不平衡关系，导致水资源恶化，造成水质性缺

约化，将全市饮用水水源集中至四大水源保护区 [3]。

水问题 [1]。
位列长三角核心的上海市目前正处于后工业化的特殊发

东风西沙水库和原水管主要服务对象为解决崇明岛本岛
70 万居民饮水困难的问题。东风西沙水库按照设计规划为“一

展时期，加快突进转型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上海“十二五”

库四厂”，将向岛内目前已有的两座自来水厂提供优质原水

时期及更长一段时间发展的主基调。然而，在经济发展过程

的同时，其配套工程再新建堡镇自来水厂和崇西水厂两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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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西水厂是“一库四厂”中其中一座自来水厂，该工程

运输、安装、设备性能保证测试、全厂系统工艺调试以及可

是保证集约化供水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以市政供水工程—

靠和有效的试运行；提供相关资料、图纸及操作维修说明书，

崇西水厂的建设过程为背景，以其在施工过程中对施工程序、

并负责对业主人员的技术培训。

组织结构、进度、质量、投资、安全等方面的合理管理来展

2.3 与其他工程的分界面

开工程建设过程的论述。通过科学的管理程序，使得整个施
工项目的管理工作能够更加科学有效的顺利实施，直至竣工
验收，为早日实现上海市集约化供水工程提供保障。

机电设备与土建工程的分界面为设备基础预埋件或预留
孔，设备所需的预埋件和预留孔由土建工程提供和完成。
本工程弱电部分由土建承包人完成，具体内容包括水厂

2 工程简介

内所有建筑物、构筑物内及室外的电话系统、有线电视系统、

2.1 项目简述

管理部门用以太网系统（中控系统除外）的设备、线缆、预

中国崇明岛一年之中有 1/4 左右时间被咸潮包围，因此，
岛内自来水主要靠岛内的内河取水，水质较不稳定。东风西
沙水库作为上海第三大水库，于 2014 年 12 月正式通过竣工
验收。这也将彻底改写崇明“守着长江口，喝不到长江水”
的历史。东风西沙水库的建成，70 万岛民盼望的崇明区域集
约化供水工程即“一库四厂”（由东风西沙水库提供原水，

埋管件的提供和敷设。自控、仪表专业的其余部分均归于设
备承包人。
电气设备与 10kV 供电外线为 10kV 进线柜，进线开关以
下归于电气设备承包人，进线开关以上为供电外线范围。各
单体内的照明、接地、防雷、消防工程归于土建承包人。

3 施工准备阶段的管理

分别向崇西水厂、城桥水厂、堡镇水厂、陈家镇水厂提供原水），
为解决岛内人民的饮水问题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崇西水厂是“一库四厂”中其中一座自来水厂，其厂
址位于三星镇邻江 6 队，紧邻东风西沙水库，水厂征地面
积 38623.9m2， 约 合 47.4 亩。 工 程 设 计 规 模 5 万 m3/d， 计
划总投资约为 4.3 亿元，原水取自东风西沙边滩水库，备用
原水采用庙港河。水厂设计要求出水水质达到卫生部颁发的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水厂内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生产废水（主要为沉淀池内产生的沉淀污泥）进
行浓缩脱水处理后，水质不低于《上海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31/199-2009 中的一级标准。
笔者参与了设备采购和安装工程标段的施工，本标段总
包单位为中铁四局，工程计划开工日期为 2013 年 11 月，计
划工期 365 日历天。

2.2 工程内容及范围
崇西水厂的主要工艺流程为：取水泵房→沉淀池→滤池
及反冲洗系统→清水池→吸水井二级泵房→用户，以及水处
理过程中配套的加药系统、污泥浓缩及脱水系统、电气工程、
仪表工程。主要施工内容为水厂机电设备采购及相应安装工
作，并包括相应设备的调试、运行和技术培训。主要包括下
列分项工程：水厂的机械、电气、仪表完成制造及供货、试验、

本工程施工准备阶段是指收到工程项目中标通知书起至
项目管理团队进驻现场开始施工的前期准备阶段。设备采购
和安装工程在该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是组织设备、材料订货，
确定设备专业分包单位，完善投标时所选取的设备品牌以及
签订设备供货合同。按照规范要求做好施工准备阶段项目管
理的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工作。
在水处理工程设备安装项目中，设备采购和安装部分的
工程特点有：（1）土建单位的施工一般是在设备安装单位确
定后方可进行施工，其中工程施工进度，工程分界面及预埋
工作需要双方紧密配合施工，设备基础预埋件根据设备安装
单位合同确认的设备基础预埋件进行施工；（2）部分设备如
沉淀池的折板、刮泥行车、砂滤池设备等为非标定制设备，
需要根据设计要求的技术标准进行定制加工；（3）水处理所
需设备品种多样，在工程施工前期需要细分，进行分类采购。
设备材料主要达到的目标是符合招标要求的先进、经济的材
料，并满足整个项目进度、质量、投资等综合目标 [4]。

3.1 专业分包的组织管理
本工程采用综合评标价法确定的固定单价的总价合同。
综合评标价法主要确定了施工单位在水处理行业的管理、技
术、业绩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对本次招标所要求提供的设备
的零配件保证能力和售后服务能力等进行了综合评选。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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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定工程量总价合同则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分部分项工程

安装的分包工程外，其余设备安装以及整个水处理工程的单

量清单进行投标报价及施工，施工过程中发生的设计变更和

机调试，联动调试，系统调试（试运行）由专业安装单位进行，

工程量签证的内容根据合同内已确定单价来调整新增加的工

与总包单位共同保证工程的顺利交付使用。

[5]

程量 。

由于本工程的分包单位较多，做好分包单位设备的生产

本工程专业分包主要为设备材料供货的专业分包和设备
安装工程的专业分包。对设备材料供货的专业分包主要控制
[4]

制造、供货、施工和验收等工作在整个施工过程中采取分阶段，
分层次的管理方法。分包单位的合同签订全部由公司采购部

内容是采购计划、供货计划、质量控制和采购投资控制 。

根据招投标的商务和技术要求负责签订。在分包单位确定后，

专业安装分包的选取主要审查内容是安装单位的资质等级、

由工程部和项目部负责实施。项目部根据施工进展情况，在

在水处理工程安装方面的业绩、安装队伍的素质、安装完成

合同内容的跟踪与控制、合同变更、合同信息管理等方面进

后设备调试及售后服务响应能力。

行控制，并在合同实施过程中做好合同风险防范；同时对整

根据水处理工程的专业技术要求，结合以往同类工程的

个工程进行总承包管理，组织落实各专业分包单位的施工进

管理经验，对设备采购和安装工程划分为 4 种分包类型：设

度计划管理、质量控制、投资控制和安全管理工作。

备材料供货、设备材料供货及安装、专项工程分包、专项工

3.2 开工前的内部协调工作

程安装。
本工程共计 24 家专业分包单位，主要划分如下：
（1）专业设备材料供货 17 家：主要有水泵机组供货、
非标设备定制供货、阀门供货、搅拌器供货、污泥脱水系统
供货、加药系统供货、电缆线供货等。主要合同内容为按照
技术要求进行设备的供货、指导安装、配合调试、响应总包
单位的售后服务要求。
（2）次氯酸钠制备系统供货和安装工程 1 家。该部分的
控制难点为次氯酸钠制备系统，由生产厂商进行专业分包设
备供货、现场组装及调试验收工作。
（3）活性炭投加系统供货和安装工程 1 家。该部分控制
难点为 30m³ 活性炭储罐的安装、称重计量系统和药剂精确计
量投加系统的现场组装及调试验收。
（4）电气工程设备供货及安装工程 1 家：该部分主要工
作内容为高低压设备供货和安装，需要通过电力部门的调试
验收。
（5）自控仪表工程 1 家。该部分主要工作内容为生产过
程中的各种仪表的采购、安装和调试、中控系统的编程和调试，
负责符合要求后的整体验收工作。
（6）专项安防工程 1 家。安防系统由专业安防厂家进行
安装，并通过公安有关部门的验收。
（7）专项电动葫芦和行车工程 1 家。起重机和电动葫芦
属于特种设备，需要通过专业的特种设备监督检验。
（8）专业水处理工程安装单位 1 家。除由专业单位进行
170

工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首先要根据公司组织管理框架
及投标文件中的人员组织架构组成项目经理部来开展工作。
项目部按照工期计划、质量管理、投资控制合同管理和安全
施工进行建立项目部组织架构。由项目经理周期性的组织召
开阶段性工程内部控制工作会议，主要工作重心是检查落实
各参建人员的工作、按照工期计划落实施工前准备工作、组
织相关人员分析施工图、制定工作推进计划等。
工期计划方面由专人与土建单位做好衔接工作，尽早落
实设备供货和安装计划。质量控制方面由质量负责人根据招
投标文件、施工蓝图、技术规范要求等通过动态控制来不断
跟进设备生产制造、运输供货、资料准备等。投资控制和合
同管理在施工准备阶段两者相互联系，由项目经理和造价员
共同落实合同预付款、设备制造过程、供货周期和供货计划。
安全施工按照公司总体形象做好施工前的文明施工准备工作，
制定好实施性安全组织设计，同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共同作
为本工程的纲领性文件来展开工作。

3.3 开工前的外部协调工作
开工前的外部协调工作包括各参建单位的外部协同工作，
主要包括了：建设单位，质量监督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
位及土建施工单位等相关单位。通过工期、质量、投资、安
全方面全过程动态控制做好开工前的外部协调工作。
前期准备工作中，施工单位签订合同后，根据双方合同
规定，由建设单位支付工程预付款，施工单位则出具工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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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来确保工程的顺利实施。按照监理单位的监理规范要求开

管、短管、消防、通信工程等从技术角度工程量划至土建单位

展工程开工前的准备工作。施工单位需要做好各相关单位的

较优；工艺管线和加药管线施工从专业技术角度划至设备安装

相互衔接工作，一般设备安装单位需要确定的工作有：督促

单位较优。但是，室外工程工艺管线与雨污水管网、自用自来

建设单位及时落实开工，不断跟进施工准备阶段建设单位的

水管网交叉施工又带来协同施工的困难。因此，在设备安装施

工作进度；复核工程量清单和施工图，向设计单位提出工程

工过程中，做好参建单位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积极发挥各自

量清单与图纸核对疑问，确定设计意图；根据本工程特点，

施工特长，认真做好工期计划，质量保证措施，投资控制措施，

结合自身专业施工的技术实力提出工程建设的合理化建议等；

安全文明施工等措施对整个项目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

根据监理单位及工程施工规范要求，向监理单位提交实施性

4.1 工期计划

施工组织设计，实施性安全组织设计，施工进度计划等开工
所需相关文件；落实同土建单位双方交叉施工部位的相互配
合所需的必备条件。
在施工准备阶段设备安装单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与土建
单位的相互衔接工作，一般是在土建工程完成一定的单位工
程后设备安装单位开始进场施工。但是，由于双方的交叉作业，
设备安装工作可能影响土建单位的施工计划。因此，在施工
前期同土建单位和工程各相关单位进行工作面的对接和确认
工作，沟通好施工过程中双方交叉施工的应对办法，将会降
低各方在施工过程中产生摩擦的几率。以此创建各参见单位
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友好施工和文明施工。

4 施工过程中的管理
本工程施工过程阶段是在土建单位完成一定施工任务后，
设备安装具备施工条件的情况下，设备安装队伍进驻施工现
场，开始工程实体的设备安装工作。结合在施工准备阶段已
经完成的各种准备工作，按照拟定的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等
计划展开目标控制。所采取的措施包括组织措施、管理措施、
经济措施和技术措施。工程管理目标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是组织，包括了组织结构模式、组织分工和工作流程的合理
部署 [6]。因此需要充分发挥各相关人员的积极性、合理调配
资源、做好施工机械设备部署，保证施工任务的顺利进行。
为保证总体工期不晚于计划工期，设备安装工程在施工
准备阶段根据安装程序需要合理划分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位工
程，根据工程特点做好搭接施工。与土建单位做好交叉作业
的协调配合工作和指导土建单位完成设备基础的预埋件工作。
水处理工程在招投标阶段，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会存
在土建单位施工较为专业工程量划分至设备安装的工程量中，
反之亦然。例如，设备安装工程中的设备基础预埋件、预埋套

工程进度控制以实现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期限为最终目
标，在保证总目标控制的前提下，根据组织关系、搭接关系、
工艺流程关系以及劳动力计划、材料计划、机械设备使用计
划等其他保证性计划在不同层次上编制相应的进度计划 [7]。
为提高设备安装工程工期计划的合理性和精度，工期计
划必须根据土建工程的进度计划制定单位工程施工计划、月
进度计划、季度进度计划。另外，为保证总体工期最优，需
要协同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土建施工单位定期召开工程例会。
在监理单位的协调下，设备安装单位根据土建单位的施工进
展情况和必要的准备工作，提出土建工程计划建议。建议主
要体现在，土建单位具备搭接施工，提前交付的工作面应通
过协调工作及时交付设备安装单位进行施工。
土建单位按照单位工程施工顺序，一般为先深后浅、先
地下后地上、先全厂后单项的先后施工顺序。设备安装的施
工顺序一般是工艺管线→设备安装→电气安装→仪表安装→
调试。在符合常规工程施工程序的同时，在不影响土建单位
总体工程进度的情况下合理调整其施工搭接顺序，施工形成
流水作业，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尽量将计划工期提前。
设备安装工程包括了设备供货和设备安装工程，在总体
设备安装计划确定后，根据网络图计划制定各种类型的设备
进场计划也是必不可少的。做到设备进场计划同设备安装计
划同步进行，将到场设备直接就位或安置在工作面周边，减
少设备二次吊装作业有利于施工计划和投资控制。
在工期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工程中，要根据 PDCA 循环原
理，即进度计划的编制、检查、调整、总结的循环过程来推
进进度计划的制定和执行 [6]。

4.2 质量保证
工程项目质量是指所建工程满足业主需要、符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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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设计文件及合同规定的综合。工程施工是形成实体质

告予以确认其质量。对于工艺管线中所使用的碳钢钢管则需

量的决定性环节。由于影响工程质量的影响因素多、质量波

要按照要求提供管材生产追溯表。

动大、质量隐蔽性和终检局限性，因此需要施工单位在施工

4.2.2 设备安装质量保证

阶段严把质量关、必须坚持质量标准及各参建单位共同保障
[1]

工程质量 。

安装质量保证是设备安装工程中质量保证的核心工作。
在设备，材料，构配件符合质量控制的情况下，安装的质量

影响施工阶段质量的主要因素可以从人、机、料、法、

保证决定整个工程的顺利交付使用及后期正常使用。本工程

环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控制。在本工程

质量检验的标准在符合《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

设备安装过程中的质量保证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设备及

规范》（GB50231-2009）等技术规范的要求的同时，参照《上

其构配件材料的产品质量保证；二是设备安装过程的质量保

海市城市污水治理机电设备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试

证，两者相互影响，缺一不可。按照过程控制的方法，对本

行稿）》(SZ-06-99) 进行检验批的质量检验。

工程分别制定相应的质量控制，一般采取三阶段控制方法即

首先，根据质量检验评定要求划分检验批、分项工程、

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

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按照质量检验程序进行质量控制。其次，

4.2.1 设备供货质量保证

设备安装前对具备安装条件的工作面做好复测工作，认真核

在设备质量控制过程中，成套设备的设备供货如水泵、

对图纸及设备安装基础的符合情况。再次，在设备安装过程中，

行车、成套加药系统、成套电气系统、自控系统设备供货等

对于关键设备的安装需要根据要求由设备供应方进行指导安

设备按照工作计划到达项目现场后，首先由项目经理组织技

装，保证安装质量。最后，对已完工内容做好竣工验收前的

术主管，质量负责人，设备监理负责人设备供应商负责人三

成品保护工作，尽量减少由于成品保护不到位而造成设备外

方共同进行等进行设备开箱检验。该阶段主要检查工作为：

观损坏，甚至设备零部件丢失的严重后果。

包装情况的检查，清点到场设备数量是否与合同清单相符，

在整个设备安装过程中每个节点都需要及时向监理单位

设备随机文件是否齐全，设备外观保护情况等，由总包单位

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做到安装工作同资料记录同步进行。

开具设备开箱验收记录单。对于符合合同要求的设备即可进

各项报验要求按照符合上述验收规范的质量要求。首先，在

行设备安装。对于不符合设备开箱验收条件的设备需要区分

报验过程中工作面的交接及设备安装前的复测需要相应监理

情况，分别进行处理。到货设备与设备合同所要求数量或尺

人员进行确认。其次，分项工程安装完成后进行分项工程验

寸不符的情况需要同供应商现场交货负责人进行处理。设备

收工作，单位工程完成后进行单位工程验收工作。再次，注

外观保护不到位的情况如果后期可以采取补救措施的如钢制

重隐蔽工程的施工及验收工作，在隐蔽工程隐蔽前所有工程

构件的轻微变形，设备运输过程中的表面划伤可以设备安装

质量得到确认，所有检验内容检验完成后再进行隐蔽工作。

完成后，竣工验收前由设备供应商进行修补完善。由于专项

由于供水工程的特殊性，工艺处理流程中的各单位工程的工

设备供货采购合同在订立之初就需要确认生产企业的生产能

艺管线，泥水分离管线等基本上都处于埋地连接，该部分质

力，生产经营许可等。因此，到场设备不符合规范标准及合

量控制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做好管道防腐处理及检查，工艺管

同要求的情况较少发生。若存在该方面情况，则采取合同条

线的隐蔽验收，完工后的工艺管线按照规范要求 100% 超声探

款措施予以处罚。

伤检验及重要部位的 X 光检测并做好检测记录工作。

除成套设备专项供货外，设备安装工程中还有部分材料
需要根据工程所在地及结合工程需求进行采购的材料，如钢
管，槽钢，钢板，电缆桥架等散装材料。该部分材料一般根
据工程进展情况，就近采购符合质量规范要求的材料。该部
分材料的进场报验根据要求检验其数量，规格型号，出厂合
格证明，如有需求，需要材料生产单位提供专第三方检测报
172

4.3 投资控制
工程造价的有效控制是建设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
工程造价控制，就是在建设项目投资决策阶段、设计阶段、
工程发包阶段、施工阶段和运营准备阶段，把建设项目投资
的发生控制在批准的投资限额内，随时纠正发生的偏差，以
保证项目投资管理目标的实现，以求在各个建设阶段能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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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西水厂在投资方面的控制分为施工阶段和运营准备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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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场经过验收的设备及时申请工程款是本阶段投资控制的重
点内容。

段的投资控制。为保证投资控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本工

崇西水厂进度款申请过程中，在实际完成工程量中表现

程分为设备采购的投资控制，主要按照分阶段结算的方式支

出前两个月土建为主设备安装为辅助施工时施工产量较低；

付材料设备采购款项；设备安装投资控制，采用建安工程款

中间三个月设备安装逐渐进入主要施工阶段，大批设备进场，

结算方式进行支付；设计变更投资控制，采用设计变更达到

施工产量明显提高；进入仪表安装工程后施工产量降至开工

设备安装工程投标报价一定的比率进行支付设计变更款。

时的产量，但此时相应设备到货款支付及调试款支付将成为

崇西水厂设备安装工程建设过程中，设备采购合同工

投资控制的重点。施工过程中做到每个形象进度的合理计划，

程付款方式采取预付款 20%，工程进度款按照形象进度付款

资源配置合理调度，在各个施工阶段有足够的资源用于工程

60%，竣工验收后支付至经审价后合同总额的 95% 及质保款

施工，避免出现窝工或施工准备不足，对于有条件提前货到

5%；设备安装合同按照预付款 10%，形象进度付至 80%，调

现场的设备及时安排设备进场并做好报验工作，以工期计划

试验收完成后付至 95%，质保款 5%；工程设计变更起付额度

和投资控制相互结合，投资回收和工程款支付形成一定的时

为超过合同总价 5% 后同进度款一起支付变更额度的 60%。整

间差来逐渐回收工程投资，保证工程现金流，持续产生经济

体质保为竣工验收后 12 个月。据此付款特点，对于本工程整

效益。

体施工投资控制方面可以满足工程专款专用，整体工程现金

4.3.3 设计变更的投资控制

流较为理想。

4.3.1 设备采购的投资控制

工程设计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设计变更。变更有多方
面的原因，有业主单位提出的工程设计变更，有设备安装过

设备采购的主要工作发生在施工准备阶段，即设备安装

程中设计补充的设计变更，有监理单位提出的临时的工程量

工作前。本阶段对于工程建设过程是一个资金流出的过程，

签证等变更。对于投资控制来说，多数变更为增补新的工作

其投资控制的重点工作是对专项设备采购的预付款支付的控

内容。崇西水厂项目采用的是综合单价计价清单，对于新增

制，主要体现了采购部对设备生产的了解程度及合同谈判能

补的工作内容根据综合单价来进行增补。其原则是，原合同

力。对于成套标准设备如水泵，阀门等通用设备控制合同预

中已有的设备增补按照原合同综合单价进行报价；原合同中

付款在 5%--20%，设备到货款付至 50%，安装调试款付至不

没有的但有类似分项工程的按照类似的合理价进行报价；没

超过 80%，竣工验收款付至 95%，质保款 5% 的付款方式进行

有类似项目则按照工程计价规范进行报价。

付款。对于非标加工设备由于前期投入的定制加工费用较高，

4.4 安全监督

可适当提高预付款比例，减少过程款比例。部分水处理工程
核心设备会采用进口设备，进口设备的付款处理方式可以减
少过程款的支付程序，以此换取较为经济的设备采购价格。
一般采取预付款，设备到货款，质保款三阶段付款方式。对
于部分在设备安装后期才需要的设备可以在设备安装进度款
申请过程中再确定合同。
综合设备采购过程中的投资控制特点，最大限度控制预
付款的资金投入不大于本工程设备预付款金额，做到本工程
项目现金流的合理控制，减少公司经营负担。

4.3.2 设备安装的投资控制
设备安装工作开始后，对工程建设开始申请形象进度
款，本阶段是现金流入的过程，对已完成工程清单内容和已

设备安装工程施工现场情况复杂，施工单位多、需要工
种多、交叉作业多、露天作业多、环境影响大、起重吊装作
业多；劳动条件差，危险源多，安全事故发生频率高。因此，
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以“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管理方针，通过管理和技术手段将各项安全管理规定落实到
生产现场 [9]。
崇西水厂项目实行上海市建筑建材业网站的施工项目网
上备案的标化工地管理和上海市水务建设工程文明工地申报。
项目部根据要求对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项目经理安全管理、
专职安全员安全管理的三类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本工程实行
全过程安全管理。
本工程建立了以总包单位为核心的施工安全管理组织，
173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4 卷·第 01 期·2020 年 01 月

综述性文章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4i1.3361

Review

各分包单位服从总包单位的统一管理。现场管理以项目经理

较少，主要对已安装阀门等无需电力驱动设备进行调试。对

为首要领导人，进行落实施工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各部门、

于需要电力支持的设备的单机调试一般计划调试节点同联动

人员和分包单位的安全职责，并定期学习安全管理各项规定，

调试节点相差一至两周时间。符合单机调试的设备由设备总

严格贯彻安全管理方针，通过有效的组织管理实现安全管理

包方联系设备供应方，由设备供应方指派专业技术人员进行

目标 [10]。

现场设备调试工作。主要检查设备启动工况是否符合技术要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在安全制度方面制定了

求，并按照单机调试要求，进行点动试车及开机运行一定时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安全技术交底制度、

间进行检验设备。同时，在设备单机调试过程中，检查设备

安全事故处理制度、安全检查和验收制度。通过有效的制度

使用安全工况，安全标识牌等是否符合安全要求，为联动调

化管理将各安全责任落实到人，确保安全生产。

试做好准备工作。

为保证各项安全责任制度的落实施，公司对项目安全负
责人定期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不断强化安全管理意识；

5.1.2 联动调试
联动调试是所有系统设备已通过单机调试，并确认设备

项目部安全生产管理方面在项目经理领导下，负责落实各项

工况良好的情况下而进行的整个水处理系统设备的调试工作。

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确保安全生产费用的有效使用；

崇西水厂供水工程设备联动调试采用东风西沙水库供水进行

并根据水处理设备安装工程的特点制定安全施工措施，消除

系统调试工作。该阶段是全部水处理系统设备的系统调试前

安全隐患。根据建设施工安全要求配备专职安全员，负责对

的联合试运转，主要检查系统贯通情况，并检查最大设计处

现场进行现场监督检查。

理工况下的系统运行稳定情况，本阶段同时检验了土建工程

安全管理措施方面，严格按照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中各

中各工艺单元的相互贯通等情况。按照水处理工程的联动调

项安全管理规定进行施工。根据水处理设备安装工程的特点

试运行要求，所有主要设备的 24h 不间断运转时间不小于

对起重吊装、有限空间作业和临时用电等制定专项安全施工

72h，用于全面检验系统设备的性能。并在此期间对使用单位

方案；施工所需现场办公区、生活区与作业区分离，符合安

及业主单位人员做好技术培训工作。

全使用要求；施工过程符合文明工地的各项要求；施工机械

联动调试的过程中，部分配套系统会有无需在同一时间

设备在使用前检查各项证件，经过专业监理审批后再进行施

检验和难以在同一时间检验的两种可能性。无需在同一时间

工。强化生产人员的安全意识，每日开工前召开安全生产例会；

检验的设备是指本系统单独成为一个子系统，其运转与否不

对生产人员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定期检查施工作业人员的

影响水处理的正常运行。例如，安防系统和起重机可以在安

安全防护用具，定期进行检查、补充和更新劳保用品；为从

装完成后单独进行系统调试及验收工作。难以在同一时间检

事危险作业的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验的系统是指本系统单独可以运行，但其性能的检验需要配

5 调试及验收
5.1 设备调试
崇西水厂设备安装工程按照调试顺序是：单机调试→联
动调试→系统调试→投产试运行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的调
试工作内容不同，难度不同，所需动用的资源也不尽相同。

5.1.1 单机调试
单机调试是已安装完成的设备在具备单机调试的阶段进
行调试，并做好调试记录工作。由于水处理工程设备安装工
作的特性，电气工程和仪表工程一般在主要设备安装完成后
再进行安装工作，所以，在设备安装过程中的单机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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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的原材料、药剂等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需要的材料。例如，
次氯酸钠制备系统，活性炭投加系统等加药系统需要相应药
剂、原材料的投加，并且在有生产的情况下予以联动调试运
行。主要原因是在无生产或使用自来水进行调试的情况下所
投加的药剂等会污染调试用水的水质。污泥脱水系统的污泥
主要来源为原水在浓缩池中所沉淀的污泥，该污泥只有在系
统运行一段时间后产生足够多的污泥后方可进行污泥脱水系
统调试。

5.1.3 系统调试
一般水处理设备安装工程合同中至联动调试经过监理、
业主等相关部门验收后即可申请竣工验收，对于尚未能完全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4 卷·第 01 期·2020 年 01 月

综述性文章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4i1.3361

Review

进行联动调试的系统，由设备供应商做出系统调试承诺，在

工验收后的 12 个月止。在此阶段内，总承包单位本着“以顾

具备条件的时间进行调试工作。但对于专业的运营单位参建

客关注为焦点”的企业经营理念，在售后服务期间以为用户

的设备安装工程，为保证服务质量，本工程设备总包单位增

着想，对用户负责和使用户满意的角度出发，积极主动的对

加配合使用单位进行系统调试工作。并对联动调试阶段不具

用户进行售后服务。

备调试条件的设备进行系统调试及试运行工作。

根据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由售后服务部门委派专人进行

在系统调试阶段则根据水处理系统的要求、按照生产需

定期回访，维修保养及报修后的性能验收，并建立售后服务

要求配置合理的人员和生产中的材料。主要配备技术人员包

的相关台账，便于分析和总结工程经验。对于由己方设备质

括系统操作人员，化验员，电工，维修工；生产所需的材料、

量、工程施工质量、材料和工艺方面的缺陷承担全部责任，

药剂，在生产过程中根据原水化验指标采取相应的药剂投加。

并自费完善该方面缺陷。由于设施运行初期处于系统磨合期，

系统调试调试的成功与否决定了投产试运行的时间。系

期间会存在较多的设备或工艺运行问题，根据公司工程售后

统调试所需时间一般为 1 至 3 个月，如果调试工作顺利，则

惯例，可安排 1 名技术人员和 2 名维修人员在试运行期间驻

向相关单位申请投产试运行。

守现场，以便于采集工程中的问题、及时维护设备。另外，

5.2 竣工验收

从专业运营的角度出发，向用户提供工程必要的消耗性材料

设备安装单位根据合同要求，完成所有工程量清单的内
容及设计变更内容，经检测证明达到了设计规定并符合规范
标准后，向建设单位提出竣工验收。该阶段主要工作内容是
做好竣工验收准备工作，按照验收程序，办理好工程实体和
工程资料的交接工作。
水处理工程竣工验收和其他工程竣工验收一样需要按照
规范标准进行。该阶段主要工作有：对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
回顾和总结；明确验收标准；安排竣工验收计划和工程实体
验收；整理工程资料；办理竣工结算 [11]。
由于水处理工程有其特殊性，在竣工验收时会受客观因
素影响，例如，内部条件方面部分系统（污泥脱水系统，综
合加药系统等）无法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系统调试；外部条件
方面需要外管网健全后方可进行投产运行，可能存在短时间
内无法达到设计规模的生产能力。因此，该方面内容需要总
包单位同建设单位和运营单位进行协商解决，但不能以此理
由无限期推迟竣工验收。
水处理设备安装工程在竣工验收前对建设单位和运营单
位进行人员培训，使其能够在投入运营后能够正常操作。人
员培训不仅体现了施工单位“以顾客关注为焦点”的服务宗旨，
也为售后服务，维修保养和充分发挥建设项目的功能创造了
有力条件。

6 售后服务
崇西水厂设备安装工程缺陷责任期即质保期，自工程竣

和运营期间技术咨询，提供系统调试期间的各种技术参数，
性能验证参数，保证设施的正常运行。

7 结语
供水工程是一个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设计要求及业主要
求等建设的，能够将通过本厂的原水处理为合格的自来水并向
居民、企业等用户提供上水的市政公用工程。作为设备安装工
程，在施工获得施工任务后需要合理计划，能够通过企业的技
术，组织管理等手段优质高效的完成施工任务，并顺利交付使
用单位，为提高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添加更强的动力。
笔者参与了本工程的全部建设过程，在此期间，笔者结
合学习到的工程管理的各项知识，与现场施工的各位同事共
同学习，共同提高，力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提升自己
的业务水平。笔者认为作为施工单位，在公司取得工程施工
任务之后，做好设备安装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设备安装过
程中的工期计划、质量管理、投资控制、安全生产以及在完
成施工任务后的竣工验收投产试运行等相关工作的全过程动
态管理是十分重要的。本工程的建设在为公司创造合理利润
的同时，也为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供了保证，这是
一项民生工程。能够参加本工程的建设笔者感到十分的荣幸，
笔者会继续学习更多的工程管理方面的知识，用自己掌握的
知识来建设更多的工程。
由于笔者个人水平有限，不能将整个施工过程展开更加
详细的论述说明，在论述过程中也难免存在不少的缺点和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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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对于文中的不当之处恳请各位专家予以批评指正，笔者

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将虚心学习。

[6] 强健 . 机电安装建造师实务手册 [M]. 北京 :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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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Highway Engineering Cost Risk Management
Lina Dong Qing Fan
Yunnan Academy of Highwa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Yunnan, 650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country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existing road enterprises. The road cause is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caus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and the nation, and it is also the main
part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further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highway engineering cost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void the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of publicized cos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risk management of highway engineering cost and proposes reasonabl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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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造价风险管理研究
董丽娜

范晴

云南省公路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现有的公路企业事业的管理工作，而公路事业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最主要的
经济事业，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体部分。为了进一步保证公路工程造价的稳定性建设，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避免公布造
价的发展难题。因此，论文主要针对现阶段的公路工程造价风险管理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公路工程；造价风险；管理

1 引言
社会在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人们对
于工程建筑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施工单位必须要在确

的角度进行管理，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以及理论，进一步
的确保工程造价的金额准确 [1]。

2.2 公路工程风险管理的内涵

保施工质量的同时，降低施工成本，对工程造价进行有效的

在进行公路工程造价风险管理中，首先要理解公路工程

合理控制。在建设建筑之前，必须要对建筑工程方案进行优

风险管理的基本内涵。其主要是运用对风险的评估以及衡量

化控制，使得每一步的设计都达到最优的效果，实现对建筑

风险的整体成效来对其作出最有效的决定，从而使得整体的

工程的造价方案的完善，最大程度上的降低建筑工程的成本，

风险变得最小，而所取得的利益最大。在此期间，公路工程

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风险管理必须要运用风险管理的内涵知识来解决公路工程建

2 公路工程造价的基本意义
2.1 公路工程造价的内涵
现阶段的公路工程造价主要是根据工程造价的基本要求
来保证整体的工程活动，从讨论决策到招标再到施工的一系
列经济管理活动。公路工程造价的原则，则需要根据公路工
程造价管理中的基本价格进行确定，利用项目发展周期长，
投资数量大的优势，来将整体的公路工程的造价要求从科学

设中的难题，利用实际的风险管理效应，使得整体的利用得
到有效的约束。在此期间，必须要根据人们的实际情况来保
证抉择的准确性，而风险管理的受限性也直接体现在公路的
风险管理建设中，促使其实际效用缺乏，风险波动也在不断
的加剧 [2]。

3 工程造价风险管理的作用
在进行公路工程风险管理建设中，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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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将公路造价风险管理进行分析和决策。由于公路工程建设

制。除此之外，还可以采用量价分离的方式来对工程造价的

的风险一直存在于工程施工中，这一风险是较为客观且普遍

体制机制进行改革，这是体制改革的最主要的目标和内容。

存在的，因此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避免这些风险的发生，

其基础定额方式就是由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制定的，必须要按

记录工程造价的实际情况的变化。一般来说，现有的工程造

照相应的标准规范来对某段时间内的施工管理水平进行量化

价都是基于前人的成功成果来进行研究，在实际的风险管控

操作，采用更为精准的方式来进行宏观调控以及管理，逐步

中可能会存在着部分缺陷，因此国家的大量的投资性项目必

的建立起以工程定额为指导市场竞争为手段的造价管控机制。

须要根据企业的发展情况来对整体的投资情况进行管控，这

在此期间，利用量价分离的原则，可以使得预算定额的使用

样也能够使得工程造价中的风险由主动变成被动。与此同时，

更加的有效，逐步地对造价管理部门的预算进行了解。

还必须要注意风险管理所带来的资产预测评估结果，如果做

4.3 强化风险的控制管理

好风险管理会对工程经济起帮助作用，那么工程中的实际质

在进行公路工程的施工管理设计中，必须要对材料的成

量与中国现阶段的设计理念就能够相符合，也能够减少差距。

本进行合理的控制。由于工程造价施工周期是所有工程中的

但是如果二者之间的整体性管理没有很大的偏差，那么可以

项目存在时间最长的，这些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例如，

[3]

维持现有的风险管理模式 。

市场上的材料变动情况和市场上的政策发生情况都与现阶段

4 风险管理的基本建议

的国家形势具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对

4.1 强化风险设计管理
在进行公路工程建设管理中，必须要对公路的工程造价
进行多阶段的方案设计。在此期间，还必须要对项目过程的
不同阶段进行严格审批，有效的控制工程的估价以及预算。
在设计阶段就对这个部分进行合理的完善，从多方面进行科

于工程造价来说具有很大的风险。相关的管理部门必须要进
一步对建筑工程材料的价格进行有效的认知，准确的认识到
材料的质量的基本识别方式，时刻掌握市场的变化情况，做
好基本的招投标管理任务。这对于后期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
意义 [5]。

学的认证，从而选择一个较为合适的设计方案。与此同时，

5 造价工程阶段的风险控制

还必须要积极的推行限额设计，保证公路工程造价的技术性

5.1 正确的定位建设目标

以及经济性。在对施工工程进行审查和设计变更时，必须要

在具体的公路工程施工管理建设中，必须要对公路工程

按照实际的要求来对工程造价进行合理性控制，这样才能够

造价进行合理的管控。由于公路工程自身具有系统性专业性

减少由于涉及变更所带来的项目经济损失。在不同阶段的工

的特点，在进行公路工程造价管理时，就必须要要求公路工

程施工完毕后，不必急于支付对应的项目公款，需要对工程

程在施工初期具有正确的施工标准，而这种施工标准的定位

量进行合理计算，核实完毕之后方可支付，这样才能够使得

必须要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情况来进行合理的设计，符合现

整体的工程变更的计量以及计件方面能够得到合理的保障，

阶段的区域发展行情，因此首先就要对公路工程项目的功能

从而采用分级审批以及监督的管理方式，确保结果的科学性

和作用进行有效定位，在对公路网络图进行分析时，逐步的

以及客观性 [4]。

满足居民地方经济的发展需求，从整个工程的整体框架进行

4.2 强化材料的控制管理

运行服务，降低项目工程公路正常施工的成本，保证经济的

在进行公路工程的施工设计时，必须要及时的了解公路
工程造价的施工材料管理。一般情况下，工程建设管理的材

最大化发展。

5.2 加强对于公路工程造价的预算编制

料费用已经逐步的占据了总费用的 2/3，对于公路工程造价的

在对工作工程进行施工管理建设中，就必须要对公路工

管理更是应该要以材料的性价比控制为主。在对其材料风险

程的预算和管理进行合理的配置，逐步的建立起相关的法律

进行管控时，必须要加强对材料的价格管理，逐步的选择较

依据，使得整体的公路工程造价具有合理性以及透明性的特

为精确的材料价格来降低成本，完善材料采购招投标竞争机

点。与此同时，公路工程还必须要与现阶段的社会发展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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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强化基础的管理设计内容

动力的价格，使得这些材料的控制处于一种动态发展情况下。

在进行工程造价管理中，必须要对整体的施工管理进行

在进行预算的编制以及整理时，必须要进一步的制定好正确

合理的确定，使每个阶段的流程控制都能具有严格审批流程

的工程量清单，逐步地使得整体的施工企业能够进行定额升

管理。为了进一步控制项目的评估和预算，必须要在设计阶

级，计算出相对应的科学合理的价格，从而促进公路工程造

段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同时也需要对其做一个科学合理的解

价的有序进步与发展。

释性作用，选择最佳的设计方案。在这几个设计方案中积极

5.3 加强占地面积费用的控制

的进行定额管理控制，保证公路工程造价有基础的技术要求，

在对公路工程进行施工管理建设时，必须要对公路工程

此外，还要对施工图纸进行审查和变更，保证工程造价的关

的成本进行有效的控制，减少部分成本的合理管控，积极的

联程度，从而减少相关的经济损失。在此期间，还必须要坚

与当地的土地局进行合作，必要时可以在土地收购成本的基

工厂的管理设计进行有效的分析，提升其专业的运行效率以

础上进行面积的实际计算，对建设工期的工作项目进行合理

及系统化的操作水平，促进其工程造价的长期性稳定发展。

理解，确定好整体的发展情况，从而与当地的管理部门进行
有效配合，确保建设工期的顺利进行。在公路工程招标管理

6 结语

建设中，还必须要保证招投标的适当性，以整体的发展方式

综上所述，笔者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现阶段的国家

来考虑招投标的具体管控情况，一方面降低竞争成本，另一

越来越重视基本的工程造价管理工作工作。在此期间，随着

方面就要提高其基本的工作效率，这样才能够保证公路项目

市场竞争的逐步激烈，必须要将自我的风险管理水平进一步

的招投标数量不会过小或者是过大，逐步的利用自身的发展

的提升，保证工程造价的控制内容，也必须要对整体的工程

情况来调节施工单位之间的基本情况，提升其工作效率。在

造价进行合理的管控，提升其整体的运行效率，这样才能够

进行招投标管理时，业主还需要对相关的信息进行仔细的审

逐步的改变现有的社会发展情况，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可持续

查，保证具有合适的招投标单位。而合同主体签订后还必须

性进步与发展。

要将重点放在合同的标准化以及合同的管理工作上，提升合

参考文献

同管理的高效性以及完善性，逐步的使得整体的发展建设更

[1] 任 凤 霞 . 公 路 工 程 造 价 全 风 险 管 理 研 究 [J]. 中 国 招 标 ,2008

具有力度，从而提升相关人员的管理意识。

5.4 加强其竣工决算力度
在进行工程造价管理中，必须要对实际的工程造价内容
进行相关的核算，对公路的工程以及材料价格等相关的费用
进行深入的检查和分析。在此期间，还要保证图纸以及工程
与现场的实际施工情况紧密相连，进一步的减少其所产生的
不良影响。如果出现涉及管理的情况，任务必须符合实际的
标准规范，如果不符合标准规范就要进行变更，这样才能够
保证使得各方的准确性以及合理性。

(34):28-31.
[2] 唐 闻 . 公 路 工 程 造 价 全 风 险 管 理 研 究 [J]. 建 筑 与 预 算 ,270
(10):13-15.
[3] 陈伟珂 , 王龙生 , 孙维伟 . 中国工程造价咨询执业保险市场均衡分
析——基于演化博弈理论 [J]. 保险研究 ,2017(9):53-64.
[4] 陈晓红 . 建设项目工程造价风险管理中 BIM 技术的应用 [J]. 工程
技术研究 ,2019(14).
[5] 苗娥 . 基于数据分析工程量清单下园林工程招标阶段造价存在问
题及对策 [J]. 科学与信息化 ,2017(27).

179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4 卷·第 01 期·2020 年 01 月

综述性文章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4i1.3342

Review

Discussion on Steel Structure Design and Concrete Structure
Design of High-Rise Buildings
Luyang Che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Urumqi, Xinjiang, 83000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country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eel structure design and concrete
structure management of high-rise buildings. Due to the variety of high-rise building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the corresponding building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require diverse maintenance. The quality of its steel structure design and concret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overall high-rise building quality, so it must be highly valued.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steel structure design
and concrete structure design of high-rise buildings at the current stage,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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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层建筑钢结构设计与混凝土结构设计
陈陆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

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高层建筑钢结构设计与混凝土结构管理工作。由于高层建筑施工手艺种类繁多，
相应的建筑设施设备需要多元性的维护，其钢结构设计以及混凝土工程建设的质量直接会影响到整体的高层建筑质量，因此
必须要对其进行高度重视。论文主要对现阶段的高层建筑钢结构设计与混凝土结构设计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高层建筑；钢结构设计；混凝土结构设计

1 引言
在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很多区域都已经开始进行高层建
筑的设计施工，并且开始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技术的改
进和设计的多元化，但是由于其建设发展历史较短，很多地
域间的技术和施工工艺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需要改进，因
此，必须学习和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经验，完善钢结构设计与
混凝土结构设计施工工艺。

2 高层建筑主要特征
高层建筑施工工程建设在长期性的发展中相对于传统的

层建筑施工工程都是在户外进行作业，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
严重。因此在从整体的城市施工建设中，必须要考虑施工环
境施工因素等各方面的影响，制定好完善的施工方案，为建
设高质量的施工建筑做好准备 [1]。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建立
高层住宅能够获得最大化的建筑面积，解决城市的用地紧张
等问题，但是也有可能会导致光污染。一般来说，建造高层
建筑也会比建造多层建筑更加节省土地资源，也有利于美化
我们的环境。

3 高层建筑的钢结构设计特征
3.1 高层建筑的框架结构设计

低端建筑有着其自有的建筑建设特点。在建设施工领域中，

在进行高层建筑的设计管理中，框架结构主要应用于钢

部分地区的施工场地距离相对较远，且对于建材的运输以及

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其由梁和柱节点共同组成，其中具

工作人员的通勤都会产生影响，在施工环境等各方面施工与

有灵活以及强大的建筑空间，整体设置灵活简便。框架结构

传统的工业相比，其施工的环境相对较差。由于大部分的高

的梁柱截面比其他更小，抗震性能更差，从而导致建筑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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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设计约束性大。建筑的框架结构对于不考虑抗震设防或低

的设计等都需要得到重视。在高层建筑的结构设计中，建筑

楼层数的建筑来说，是一种较好的设计趋势。

的质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必须要经过多元的研究之后才

3.2 高层建筑的剪力墙结构设计

能不断的落实下去，只有将量化的东西定性化才能提升高层

在进行高层建筑的设计管理中，剪力墙结构设计一般是
应用于钢混结构中，其在建设时中间的间距不能过大，整体
的平面图设计灵活性差，在建筑设计中一般经常使用。这种
设计结构由于其整体的施工趋势不适应现阶段的管理，因此，
其还是存在一定的管理缺陷，必须要根据现实情况与其他的
结构进行结合应用在，这样才能不断的提升其整体的使用效
益，可改变起重实际管理成果，促进这种技术的合理化创新
与不断进步发展，促进技术的改进。

3.3 高层建筑的多元结构设计

建筑的质量，把握精细化原则 [3]。

5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基础原则
在进行高层建筑的设计管理中，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选
择合适的规则的结构体系。高层建筑必须要考虑实际墙体的
承载能力和变形能力，减少由于零部件的损坏而导致内部的
结构体系出现丧失承受重力，风荷载和地震作用的能力。对
于可能要出现的建筑薄弱环节进行改进，采取有效的措施对
其进行加强管理。而在此期间，高层建筑必须要符合高层建
筑结构的竖向和水平布置有合理的刚度和承载力度，减少由

在进行高层建筑的设计管理中，框架结构与剪力墙结构

于局部的突变和扭转导致建筑出现薄弱区域。建筑钢结构指

相结合时高层建筑中的一种比较受欢迎的设计结构模式吗，

的是在钢板和热轧型钢材共同施工的情况下，构成的以钢为

其高层建筑在承重力和刚度上都比单一的结构设置的具体的

基础的骨架结构。与传统的砖混结构相比，建筑钢结构的强

参数设计更大，利用这两种结构设置可以弥补其中单一结构

度和韧性比较强，内部组织比较严密、均匀。建筑钢结构具

设置的不足之处。对此，其应用型比较广泛，也能够将整体

有很多优势，但其建造难度相对较高，适用于桥梁建设、工

的运输形式进行改变，从而将不同的使用效率进行提升，使

业厂房和民用建筑中。如世界闻名的法国埃菲尔铁塔属于钢

得建筑物的扎实程度增加 [2]。

结构建筑工程，塔身是钢架镂空结构，由 4 条带混凝土水泥

3.4 高层建筑的筒体结构设计

台基的铁柱支撑塔身，铁柱由水平横梁连接而成，4 个角使用

在进行高层建筑的设计管理中，筒体结构与其他结构建

钢筋水泥材料，而全身使用钢铁材料。因此，在现代化建筑

筑相比还是具有其明显的缺陷，所以其一般都是与其他结构

工程建设中，施工企业应注重钢结构的应用，实现工程的节

设计进行统一结合出现在高层建筑设计中。因此必须要对其

能性，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4]。

进行完整性的分析和改进，逐步的提升其基础性的质量，减

6 高层混凝士结构设计方法

少由于结构刚度不足所出现的问题，使建筑结构设计模式能
够取长补短。所以在中国这种相结合的建筑结构模式还是有
着比较广泛的应用区域。

4 高层建筑结构的设计管理
在进行高层建筑的设计管理中，目前的竖向荷载和水平
荷载对结构的设计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建筑的自重和楼面所
使用的荷载在竖向构件中的轴力与弯矩的数值会出现偏差，
其与建筑高度具有正比例的关系。水平荷载所产生的倾覆力
矩在竖向构件中的轴力与建筑高度的两次方有正向关联。对
高层建筑来说，竖向荷载基本上维持在稳定性的状态。除此
之外，除了水平力作用力外，其他的承重的设计或建筑比例

6.1 抗震设计
抗震设计过程之中，相关的工作人员需要保证振型个数
和楼层之间呈现出正比例的关系，因此，在高层建筑设计的
过程中需要对振型个数进行严格控制。通常而言，高层建筑
层数比较高，抗震性能则较差。对钢筋混凝土剪力墙进行布
置的过程中，要切实保障整体结构稳定性和可靠性，同时建
筑和建筑之间不能相互连接成为一个整体，这样的做法主要
是避免建筑工程项目结构一旦受到损害就出现连续坍塌的问
题，要切实保障中震可修、小震不坏、大震不倒。

6.2 耐久设计
针对高层建筑开展设计工作的过程中，为了有效避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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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难点问题，应该在结构设计允许

6.4 剪力墙设计

的情况之下适量减少钢筋的用量。同时，应当避免过度使用

高层建筑建设工作中应当采取有力的措施切实减少施工

高强度混凝土材料，混凝土结构不仅在力学性能上和钢筋混

当中的难点问题。建筑内部布置的过程当中，剪力墙是不可

凝土结构相似，而且因混凝土结构抗压强度相比于常用混凝

忽视的重要构件，剪力墙的主要作用促使墙体由弹性砌体转

土抗压强度要大许多，冻融循环以及抵御冲击荷载的能力也

变为刚性砌体，可以起到抵御风荷载的良好作用。工作人员

会有所强化。对于当前的高层建筑而言，耐久性材料不仅需

设计剪力墙的过程当中，需要充分考虑剪力墙布置过程当中

要各项指标达到设计要求，而且需要相关的工作人员充分考

的管线情况。另外，大多数高层建筑一般是采用短肢剪力墙，

虑材料成本和材料重量等各方面的因素。尤其是当前设计单

在布置剪力墙个数时，要切实保障数量恰到好处，不可过多

位需要加强现场勘测工作，对于现场水文情况、地质情况和

也不可过少，过多会导致今后维护工作不方便，同时导致资

荷载情况，各方面的数据都需要进行全面收集。同时，重视

源和成本的浪费，过少则难以达到设计相关要求 [6]。

现场地下土层的问题，切忌粗略勘察，而是需要仔细勘察，
充分了解现场土层荷载极限，结合现实状况对耐久性材料进

7 结语

行严格控制。在针对混凝土结构开展施工工作的过程中，相

综上所述，国家越来越重视高层建筑钢结构设计与混凝

关工作人员应严格按照施工规范和施工标准，根据步骤执行

土结构管理工作。在高层混凝土的结构设计中，必须要根据

操作，在钢筋布置过程中，需要结合施工图所标志型号进行

实际的情况选择合适的结构设计。为了进一步的分析高层建

钢筋笼绑扎工作，同时，在搅拌和浇筑混凝土过程中，要保

筑的建筑结构特征，了解高层建筑的建设中出现的设计问题，

[5]

障搅拌的均匀性以及混凝土构件符合力学性能要求 。

保证高层建筑的水平，相关的部门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将高

6.3 地下设计

层建筑的实际剪力墙设计和温度变形等技术加强并创新，确

在高层建筑建设过程中，需要切实考虑好地下结构问题。

保施工质量。

地下结构属于高层建筑设计过程中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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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s and Suggestions on Localiz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of Foreign Aid Projects
Xianzhong Li
Zhejiang Huadong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o., Ltd., Hangzhou, Zhejiang, 311222, China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China’s new round of opening up. It is a century-old strategy for China to establish political mutual trust,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win-win cooperation, and build a community of destiny and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and extens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has proposed a policy of “intensifying assistance to key recipient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surrounding area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results of both assistance and improvement of th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recipient country,
China has tried out the foreign aid project management mode of “on the basis of implementing external supervision, China transfe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ject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o the recipient country’s government, and gives full play to the recipient’s
subjective initiative”. In this context, the localization project of foreign aid project came into being , and in the continuous vigorous development [1].
The localization project implements the management mode that the recipient country is responsible for the unified orga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process, including the whole process management of project survey and design, bidding,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project quality acceptance, handover, etc.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the Chinese side will
send a project management company to take charge of the external supervision of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process, monitor whether the
project is designed, tendered, constructed and accep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greement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monitor the quality,
progress, safety and investment control of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However, the localiz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is still in the trial and exploration stage, and has not yet formed a complete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mode.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measures of foreign aid project management mode. This paper
mainly takes the project of improving the irrigation system of Kyrgyzstan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management
work in each stage of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summarizes some experience and suggestions of the management mode of the localization project,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for similar projects in the future, and provides some experienc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enterprises that will go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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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外工程本土化项目管理的几点体会与建议
李献忠
浙江华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中国·浙江 杭州 311222

摘

要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是中国与丝路沿途国家建立政治互信、平等互利、合作共赢，构建命
运和责任共同体的世纪大战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和延伸，在新形势下，商务部提出了“加大对‘一带一路’
沿线和周边重点受援国的援助力度”的政策，为达到援助与提升受援国工程建设管理水平并举的成果，中方在援外项目管理
模式上试行了“中方在落实外部监管的基础上，把项目的组织实施责任转交给受援国政府，发挥受援方的主观能动性”的援
外工程建设模式，援外工程本土化项目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在不断的蓬勃发展 [1]。
本土化项目实行的是受援国负责项目建设过程统一组织和协调工作，包括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施工、监理、工程质量验收、
移交等项目建设全过程管理的管理模式。同时，在建设过程中，中方派出项目管理公司负责项目建设过程外部监管工作，监
控项目是否按照两国协议进行设计、招标、施工、验收管理，对项目建设质量、进度、安全和投资控制进行监控。
但本土化项目管理目前还处于试行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管理模式。因此探索援外项目管理模式的措施，在
当前阶段意义重大。本文主要以在建本土化工程吉尔吉斯灌溉系统改造项目为实例，通过项目建设各阶段管理工作的探讨，
总结出本土化工程管理模式的几点体会和建议，对后续类似项目或起到一定借鉴作用，为即将走出国门的工程管理企业提供
一定的经验参考与启示作用。

关键词
本土化；外部监管；项目管理；体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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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吉尔吉斯水利灌溉系统改造工程项目在吉国施工两年来，
中方管理公司项目部在吉方业主、设计、管理部门、中方施
工企业各方的通力合作和共同促进下，在项目管理方面摸索
和总结了一些成功措施和经验，使后续施工过程的管理水平
得到了提升，施工进度、质量、安全管理各方面的面貌焕然
一新。

造项目建设主要内容：新建取水枢纽；新建和改造干渠渠道；
修建附属设施，工期 42 个月。6 号灌溉系统改造项目建设主
要内容：改造渠首枢纽建筑物；新建和改造干渠；修建部分
等附属设施，工期 28 个月。
1# 标段（1#-3# 灌区）已经施工一年半时间，由中铁
五局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施工任务。4#-6# 灌区为 2# 标段，
正在招标。在工程建设各方的共同努力和协作下，工程建设
进展顺利，并取得本土化项目在工程管理方面以下的一些经

2 工程概况
吉尔吉斯水利灌溉系统改造工程是中国对外援助灌溉系
统改造的首个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吉尔吉斯斯
坦共和国政府 2016 年 11 月 2 日换文规定，中方承担吉尔吉

验措施和体会，与大家分享。

3 以政策、技术、效果目标为导向，发挥好本
土化项目的主观能动性

斯斯坦灌溉系统改造项目，通过援助改造灌溉系统，对分布

吉尔吉斯斯坦水利灌溉系统改造项目解决了吉国农田灌

在吉境内 4 个州的 6 个灌溉系统进行部分改造和新建，达到

溉增加粮食问题，对促进两国关系顺利发展，扩大中国国际

有效利用吉国的土地资源和粮食的增产丰收，促进吉国农业

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吉尔吉斯灌溉系统改造项目符

发展，创造经济价值，并加深两国的友谊和合作。项目建设

合中国政策，对吉国影响良好且深远，符合中国政治、外交

模式为本土化建设，受援国负责项目建设过程统一组织和协

的目标。该项目试行‘中方在落实外部监管的基础上，把项

调工作，包括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施工、监理、工程质量

目的组织实施责任转交给吉方政府’，发挥吉方的主观能动

验收、移交等项目建设全过程管理。同时，在建设过程中，

性”的总体思路，能极好的提升吉国自主发展能力。经过项

中国商务部委托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目论证和吉方组织的设计技术研究，技术可行、经济指标合

承担项目建设过程外部监管工作，监控项目按照两国协议进

理。中方管理公司在该项目中首要任务就是落实好政策目标，

行设计、招标、施工、验收管理，对项目建设质量、进度、

在限额内完成工程建设任务，实现技术经济目标的同步实现。

安全和投资控制进行外部监控，确保吉方按政府按立项协议

在本土化实施项目中，由于工程建设体系在工作环境、

和项目实施纪要完成项目建设和验收移交。项目建设费用在

行为意识、文化观念、思维方式、语言表达上和中国存在很

中吉两国政府 2013 年 9 月 11 日和 2014 年 7 月 17 日签订的

大差异，导致对工程管理的方式和措施不同，既有共性，更

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规定的无偿援助项下支付。工程建设资金

大的是个性差异。但从合同管理的角度，本土化项目的实施

不超过 21475 万元人民币。

主体和管理主要责任应在受援国，中方管理公司在受援国的

本项目的水利灌溉改造系统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

作用是监督和帮助受援国做好项目实施的两国协议规定的各

州、伊塞克州、楚河州、塔拉斯州。1 号灌溉系统改造项目建

项职责和义务。项目管理的重点在前期工作，项目的前期工

设主要内容：巴特肯区域内新建工程和扩建渠道，工期 36 个月。

作对项目实施顺利开展十分关键。项目的前期工作中，特别

2 号灌溉系统改造项目建设主要内容：在伊塞克湖州伊塞克湖

是设计工作，是项目建设的龙头，对项目建设的各项指标处

区“卡拉奥伊”农村委员会一带新建取水枢纽，改造原有干渠，

于关键地位。因此，项目管理首先是从设计管理开始，设计

修建适当规模附属设施，工期 19 个月。3 号灌溉系统改造项

质量的好坏决定了项目实施的成败。但受援国往往经济基础

目建设主要内容：新建渠首引水枢纽，新建和改扩建渠道，

较薄弱，对于项目经济方面的支出十分有限。本项目的吉方

工期 35 个月。 4 号灌溉系统改造项目建设主要内容：改造渠

业主由于在这方面的原因，机构管理人员和设计人员年龄普

首枢纽建筑物；新建干渠和改扩建干渠；支渠和改造补水渠道；

遍偏大，难以满足现代工程管理的高效运作，设计工作质量

修建部分附属设施，工期 45 个月。5 号灌溉系统改造项目改

存在勘察设计深度欠缺、设计图纸和实际不符、错误遗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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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致在项目前期管理上，增加了中方管理公司的难度。

划在进度出现较大偏差时，是否组织相关单位分析和研究目

因此，建议在后续类似本土化项目中，在项目立项时，

标，调整对工程总目标的影响，制订纠偏措施。当项目进度

适当考虑项目管理费用的列支。项目管理费用的部分资金需

严重滞后时，管理单位是否对承建单位提出进度滞后提示或

由中方管理公司对受援国的管理机构评价后进行支付，明确

警告。

受援国管理机构在实现项目技术、效果方面的目标时予以支

安全评价主要因素：是否认真执行当地有关安全生产的

付，以促进受援国管理机构加强工程管理和设计质量管理，

法律、法规、政府指令、规范和规定；参建单位是否按合同

提高受援国的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出受援国的工程管理与设

文件规定的安全责任履行职责，承包商及管理单位是否存在

计管理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工程管理质量，避免和减小工程

转包、违法分包、挂靠行为；现场是否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安

管理风险。

全监督检查；施工现场是否有特种施工作业人员和特种设备

4 依据项目实施纪要明确工作要求，建立项目
建设过程评价体系
项目实施纪要是本土化项目的纲领性文件，是项目执行

的管理制度；达到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工程在施工前是
否有专项施工方案并按方案施工，是否建立危险性较大分部
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制度；对可能发生的重特大事故是否制定
重特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进行应急演练。

的主要依据，明确了中方管理机构和受援国管理的权利和义

投资控制评价主要因素：有关支付的合同文件、申报资

务，是约束双方管理行为的基础。纪要针对双方的责任和义

料是否完备（合同、协议、补充协议；变更索赔项目的批准文件；

务需要进行十分明确和切合实际的界定，既约束其管理行为，

批准的可结算支付的完成工程量）；工程量是否与实物工程

又赋予其工程实施主体的权利。派遣中方管理公司的目的，

量相符合；是否有质量合格证明材料；变更项目是否按规定

就是监督受援方能够按照相关约定执行，完成自身职责和义

进行了审核。

务，避免产生推诿扯皮的事件发生，顺利推进项目管理，实

通过对受援国项目管理评价，可以全面掌握和把控受援

现实施纪要的协议内容。如何界定受援方按照实施纪要完成

方对于实施纪要的履约程度和结果，并可及时对违约行为进

了相关的责任和义务，是中方管理公司有效外部监管的重点

行制止和纠偏。

工作 [2]。
本项目对中方和吉方的分工责任和费用进行了明确的划
分，在招投标阶段、项目施工阶段、工程验收、项目后运营

5 加强工程变更管理，减少因设计工作质量造
成的工程变更与调整

管理方面都明确了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中方管理公司作为商

本土化援外工程项目一般采取限额设计管理，重点发挥

务部委托派驻现场的管理机构，在对受援国设计管理、招标

设计在工程建设中的“龙头”作用，设计技术方案的前瞻性

监管、施工与验收管理等环节履行了职责和义务，项目建设

管理和施工过程的变更管理非常必要。由于受援国在工程建

质量、进度、安全和投资控制均正常有效。通过项目进场两

设实施过程中遇到增加费用的变更时，除中方援助资金外，

年的经验总结，对受援国项目管理评价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往往资金来源困难或解决措施不力，容易导致工程变更向降

行评价：

低标准、缩小规模、减少项目方向偏离，因此，前期设计质

质量评价主要因素：是否建立质量控制和保证体系；是

量管理是工程的顺利实施和有效监管关键因素之一。在勘测、

否有完备的测量、试验检测等手段；重要工序、重要隐蔽工

设计阶段应充分进行项目实地踏勘，摸清项目实施的真实情

程和关键部位是否平行检验和验收；项目资料档案是否符合

况，充分掌握项目实施的地形、地貌和水文地质情况，和当

当地法规和归档要求，是否真实、及时、准确。

地的一些特殊需求。进行施工图设计时应把这些影响项目施

进度评价主要因素：是否有总进度计划、年度进度计划

工的因素考虑到设计方案中，前期设计的精细，有利于施工

及调整的进度计划，是否协调过工程项目间的施工进度及相

过程的投资控制和项目的顺利进行，避免和减少合同变更和

关问题，当合同项目总工期、关键线路、节点目标、年度计

索赔事件发生。在招标之前，管理公司应对招标图纸进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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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深入的审查，对于方案的不合理及时发现和调整；督促业

好和观念的传递。目的是帮助业主提前筹划、事前把控、过

主或设计单位复核测量数据，以减少建设过程的工程量变更

程跟踪、及时反馈信息、不断完善管理体系，引导业主提升

和建筑物布置调整；审核图纸工程量、技术参数的错漏，减

管理水平，保证工程施工过程受控，让项目管理工作有条不

少施工阶段的变更申请。

紊的开展并达到程序化、规范化。

在后续类似的本土化项目中，为避免出现投资控制的风

通过友好沟通和表达，目前该项目业主在招投标过程、

险，在项目前期阶段和项目实施阶段，建议对项目管理费用中

现场管理上和中方管理公司和承包商沟通次数明显增多，现

的设计费用应部分或全部由中方考核后进行支付。可在实施纪

场解决问题和处理问题的主动性和效率在逐步提高。

要中明确施工图纸阶段应达到的设计质量标准，以及现场设计
代表处理变更的服务质量的标准和要求，进行评价后按照评价
结果控制支付，以此促进受援国设计管理水平的提高。

6 友好沟通，帮助受援国提升建设管理模式、
提高工作效率
外国援助项目至少涉及到两个国家或以上的机构和人员，

7 结论
通过援吉尔吉斯斯坦灌溉系统改造项目一年多来的实践
与探索，援外本土化项目虽然在工程环境和人文自然等各方
面和中国有差别，无成熟可参照的管理经验，但只要根据项
目特点和受援国的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项目管理就
能取得实际的成效。2019 年以来，该项目施工形象面貌已得

由于各国文化的差异，在管理行为和理念上难免存在差异，

到大的改观，参建各方在项目进度、质量、安全、投资管理

给工作造成障碍，影响工作效率。其次，受援国由于建设基

各个方面的管理水平均在明显提高，提高了工作效率。这些

础落后的原因，建设标准往往跟不上国际水准。受援方急需

措施和建议对后续类似项目有一定参考和借鉴作用。

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促进项目管理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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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Maintenance of Long Distance Natural
Gas Pipeline Valves
Jie Cheng
Pipeline Commissioning Branch of China Petroleum Pipeline Engineering Co., Ltd., Langfang, Hebei, 065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societ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demanding on the efficiency and safety of gas pipeline transmiss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ural gas system, the natural gas pipeline valve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working quality of the long-distance natural gas system.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maintenance measures of long-distance natural
gas pipeline valves, hoping to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continuous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natural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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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长输天然气管道阀门的养护
成杰
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管道投产运行分公司，中国·河北 廊坊 065000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对天然气管道传输效率及传输安全性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天然气管道阀门作为天然气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直接关系着长输天然气系统的工作质量。论文主要针对长输天然气管道阀门的养
护措施进行探究，希望能为天然气的持续稳定运行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长输天然气；管道阀门；养护措施

1 引言
为了保证天然气管道能够正常稳定的运行，要求管道阀
门具有较高的质量才能满足管道长时间应用的要求，保证阀
门的适用性和可靠性，促进天然气行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因此，
需要加强对长输天然气管道阀门养护工作的重视，明确天然
气管道阀门养护工作需要注意的要点，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
风险问题的规避，延长长输天然气管道阀门的使用寿命。

行天然气长输管道阀门以及管道本身材料选择的过程中，必
须要注意阀门和管道的材质。其次，由于天然气长输管道的
压力等级与城市燃气管网的压力等级存在明显的差别，需要
结合不同管道的实际工作特点及工作要求，选择适合的材质，
对于中压以下的管道可以使用灰铸铁的阀门，具有良好的耐
腐蚀性能，而且价格相对比较优惠，可以广泛应用于地下管
网的铺设中。对于次高压以下的管网可以选择球墨铸铁阀门，
具有良好的铸造工艺以及防腐性能，而且价格也相对低下。

2 长输天然气管道阀门的性能要求

对于次高压以上的管道则需要使用铸钢阀门，以保证其抗压

2.1 长输天然气管道阀门的材料要求

性能。因此，在进行管道阀门材料选择的过程中，必须要结

由于天然气在脱硫之前通常系统中含有大量的硫化氢，
硫化氢本身具有一定的毒性，而且具有强烈的腐蚀作用。可
以与金属反应生成硫化物，形成金属物质的脱落，从而影响

合管道的实际工作环境及工作要求，选择合适的材料进行阀
门的安装，保证阀门的工作效率工作质量 [1]。

2.2 天然气管道阀门的密封性能

管道的正常使用。已经经过脱硫处理的天然气也会残留一部

在天然气管道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发现，由于天然气

分的硫化氢从而对管道系统产生一定的腐蚀压力，因此在进

管道特殊性，难以进行实时的监控，只能通过工作人员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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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查发现天然气管道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采取有效措施

中可以发现，新投入使用的阀门的渗透率比想象中要大很多，

进行解决和规避。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密封工作，避免出

这是由于管道在施工的过程中，由于杂质存在容易引起密封

现天然气泄漏而造成的能源浪费及事故问题，防止出现爆炸

圈的划伤，如果不及时处理这些划伤问题，将会引起大范围

和火灾的安全事故。因此，必须要加强对天然气管道阀门密

的泄露而已，造成日后的安全隐患。其次，阀门的紧急处理

封性能的重视，保证天然气管道阀门的密封性要求，埋地阀

和更换的费用要远大于阀门保养的费用，因此，为了有效规

门和重要部位的阀门都需要采取阀体全焊式结构 [2]。对于材

避天然气长输管道阀门的问题，必须要加强在阀门投入使用

料密封件的要求是耐腐蚀、耐磨、具有良好的弹性以及自润

之前的维护保养工作，明确阀门维护保养的重要意义，并采

滑性，软密封阀门在额定压力的 1.1 倍压力以下不能出现任何

取措施进行处理和解决。

泄露问题，硬密封阀门要求在额定压力 1.1 倍以下不能超过额

阀门最后一道检查工作是投产之前的维护保养工作，在

定值，也不能出现任何的外泄漏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

阀门运行之前解决问题比阀门运行之后发现问题会更加轻松

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越来越多的阀门密封材料逐渐

和彻底的解决问题。因此，必须要加强对投产之前阀门养护

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尤其是高分子材料技术的迅猛发展，

工作的重视，提前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加快施工进度，减

使得新型材料技术应用于阀门密封而使得阀门密封质量得到

少安全隐患的发生，更新保养的观念，延长管线的使用寿命。

整体的提升。例如丁晴橡胶以及聚四氟乙烯等高分子材料的

例如，西气东输的东段在投产使用之前并没有进行专门的养

应用，极大地提升了阀门密封质量，使得阀门的工作质量和

护工作，导致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阀门出现故障的频率比较

工作效率能够得到有效保障 [3]。

大，这主要是由于管道内部原先残存的杂质破坏了阀门的密

2.3 天然气管道阀门保养的必要性

封性能而出现阀门的故障问题。西气东输二线西段、川气东

在能源运输的过程中，管道的工作质量以及工作效率直
接关系着整体管道的运行效果，不同的情况以及不同的环境
对于不同的管道有着不同的能源输送需求，管道阀门能够满
足不同需求者需求的功能，在天然气长输管道阀门的维护和

送在投入使用之前都针对阀门进行了专门的养护工作，使得
投产之后阀门出现故障问题的频次明显减少，取得了良好的
养护效果，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后续管道线路
的持续安全运行提供重要的保障。

功能分析过程中，一旦出现管道阀门的问题，就会造成严重

3 天然气长输管道阀门维护和养护的对策

的损失。需要输送能源的工程都是与国家经济发展关系十分

3.1 在设备运行之前加强对燃气长输管道阀门的保养
和维护

密切的工程 [4]。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及国家的持续发展，
必须要保证天然气长输管道阀门正常稳定的运转，否则将会

在设备运行之前需要加强对阀门设备的检查维护，以保

耽误国家或者企业的工作进程，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

证设备能够在后续正常稳定的运行。天然气长输管道阀门的

为了保证中国经济能够得到持续稳定地运转，必须要加强对

保养和维护工作必须要在运行之前就开展，一旦发现运行时

天然气管道阀门养护工作的重视，按照相关行业规定及政治

的问题，将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财力物力，严重影响天然气

政策，对天然气管道阀门进行定期的保养和维修，预估天然

管道的正常工作，带来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工作人员在设

气管道阀门问题可能带来的损失，并采取措施进行预防，保

备运行之前，首先需要加强对拆迁长输管道阀门安放和运输

证天然气管道阀门运行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根据相关研究表

工作的检查，在正式投入工作以前，需要严格检查中转和使

明，阀门在运输、处理、安装以及试运行过程中经常会发生

用的阀门，了解阀门的工作要点、工作要求以及工作内容，

损坏现象，错误的搬运方式、开放的环境、不正确的吊装都

明确关于阀门的一切信息，避免由于阀门运输和存储不当所

会造成阀门的损伤而出现焊渣、刮痕锈痕、残存配件缺失等

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其次还需要加强对阀门的新旧的检查。

多种问题。在阀门安装程序过程中，如果在管线过热的情况

观察阀门是否是新的，特别仔细检查齿轮的位置。在阀门安

下进行焊接操作，也会造成阀门那软密封的永久烫伤，严重

放时，要求能够保证阀杆部位朝上置放，正确使用吊环进行

影响阀门的日常工作。在天然气长输管道阀门维护保养过程

运输和搬运。然后还需要判断阀门是否能够拧紧，观察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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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是否完整和完备，判断是否存在被焊渣的区域，用手检

道设备软密封硬化的问题，导致大缺口的形成而出现泄漏问

查发帖和密封圈在九点钟和三点钟的位置间隙是否平整。并

题。因此，还需要加强在阀门日常运行过程中的维护和保养

是不关闭阀门，用手检查阀球表面以及密封圈是否存在瑕疵，

工作，润滑脂可以在两金属之内形成一层薄膜，降低金属之

再确认整体无误的情况下打开阀门之前开的状态。重点检查

间的摩擦力，从而可以保证阀门正常稳定的工作。因此，需

注脂系统是否顺畅，以及是否存在堵塞的问题。另外，还需

要加强对球阀日常的清洗、润滑、保养工作，避免阀座的问题，

要真实记录检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数据，包括阀门

使得阀门能够正常的开关和操作。定期的保养可以使得阀门

的生产日期、生产厂家以及检查的具体情况，必须要详细填

操作更加的轻便，保证阀门良好的截断、密封性能，在阀体

写一些比较特殊和关键部件的信息，对于检查不达标的部件

位置处注入少量的润滑酯，阀杆盘根处的填料并在必要的时

需要进行及时的调整和更换，并通过有效的记录为后续的使

候进行补充，可以有效延长阀门的整体使用寿命，减少由于

用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还需要加强对相关阀门及其执行机

阀门内外漏所造成的损失。

构的调试工作，检查执行机构的输出扭距和阀门的启动扭距
是否能够完全匹配，是否可以做到合理和切实，严密检查阀

4 结语

门限位或者执行机构限位的开关，避免对阀门部位造成损害。

综上所述，笔者通过论文全面剖析了长输管道阀门的维

并测试阀门的密封性能，判断阀门密封性是否完好，做好阀

护保养，希望能够给予大家新的启发，发挥积极的借鉴作用。

门使用之前的准备工作。

加强本项养护工作，能够有效延长长输天然气管道的使用寿

3.2 合理的选择原材料

命和使用效率，减少长输天然气管道在使用过程中安全事故

由于天然气长输管道的阀门会长期暴露在室外环境当

的发生，提高天然气整体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促进天然

中，容易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而出现腐蚀问题，因此，必须

气能源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要选择抗腐蚀的原材料进行安装和配置。工作人员需要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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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探讨 [J]. 价值工程 ,2016,35(25).
[4] 王新勇 . 长输天然气管道大口径球阀内漏故障及检测方法分析 [J].
中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 ,2019(13):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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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makes a simple analysis of the occurrence, development, existing conditions, transportation mode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atus of refined oil pipeline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of Chinese refined oil pipeline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international one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fined oil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must continuously learn and absorb some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experiences of international refined oil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hina’s refined oil products. 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at the specific transportation advantages of refined oil
pipelines ar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to reduce transportation costs, and to establish a large-scale refined oil pipeline system to further improve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refined oil.

Keywords

refined oil; switch to transportation; advantages; development

成品油管道输送的优势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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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主要对成品油管道的发生、发展、存在的条件，运输方式以及国际的发展现状等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指出了中国成品
油管道的运输条件和国际相比有非常大的差距。重点指出了中国成品油管道运输发展必须要对国际成品油管道运输的一些先
进技术以及经验进行不断地学习以及吸收，以更好的使中国成品油质量得到提高。要保障成品油管道的具体运输优势得到比
较充分的发挥，使运输成本得到降低，要建立规模化的成品油管道系统，使中国成品油的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地提高。

关键词
成品油；换到运输；优势；发展

1 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一直在快速、稳定的发展，机动车的
数量也一直在不断的增加，世界各地关于成品油消费的需求
一直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因此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一定要

离运输（即一种轻型装配结构）。成品油管道有两种，一种是
固定式的石油管道，一种是移动式的石油管道，也可以从市场
的角度对成品油管道进行定义，即服务于市场的石油管道 [1]。

2.2 成品油管道的生产以及开发

提高运输能力，更好的保障运输安全。要对各种各样运输方

成品油管道的开发是在原油管道技术的基础之上进行开

式的适应范围以及优缺点进行着重的分析，只有这样才可以

发，随后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相应的概念也是在开发

制定更加符合未来发展以及需要的具体成品油运输发展战略。

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在最开始的时候，对原油进行加工

2 成品油管道发展以及存在的条件

以及汽油进行裂化之后才可以对天然汽油以及蒸馏汽油进行

2.1 成品油管道的具体定义

运输，但当时还没有被称做成品油管道，而只是被叫做汽油

从比较广义的方面来讲，也可以把成品油管道称之为用

管道。直到 40 年代的时候，它才在汽油管道的相关基础上发

于连续或者间歇对各种可以固定或者移动的石油产品进行调节

展起来，才可以对各种各样的精油进行运输，比如汽油，柴

的一种工程技术，运输的距离可以是长距离运输也可以是短距

油以及煤油等，之后经过慢慢的发展才成为了精炼石油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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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成品油管道的具体条件
通过国际上的一些管道发展实例进行证明，成品油管道
的发展是在成品油市场的发展下带动起来的。

3 运输方式以及特点

Review

法达到的区域。因为这种运输成本和其他的一些运输方式相
比非常高，事故发生率也比较高，运输本身消耗比较高，安
全性能非常差。

3.4 管道的运输方式
管道运输方式的优点：不会受到复杂地形的限制，可以

成品油有很多的运输方式，比较主要的运输方式有四种：
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水路运输（沿海以及内陆）以及管道
运输等。

3.1 铁路运输方式

穿越河流以及山峰等。与其他的一些方法相比较，该管道占用
的空间非常小，路线的选择非常容易，工程量以及投资相对来
讲都比较小，工期非常短，对于长途运输来讲，优势非常明显。
管道在地下进行铺设，和其他的方式相比占用土地非常少。而

铁路建设的特点：投资比较大，建设周期比较长，而且

且管道运输受自然因素的影响非常小，并且在全年都是可以运

铁路的建设和管道相比需要使用更多的土地。铁路运输是在

营的 [3]。管道在地下进行掩埋并且采取密封运输的方式，油品

地面上进行运行的，非常容易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干扰以及

和大气不进行接触，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使事故的发生率降低。

破坏，事故率和管道相比也比较高。除此之外，它的运行还

管道运输方式非常比较容易实现自动化的控制，这样对于人为

会受到一些自然灾害（如滑坡，泥石流以及路基倒塌等）的

操作等各种各样的失误可以大大的降低。它是几种运输方式当

影响。成品油属于易燃易爆品，而铁路在运输当中存在非常

中最安全以及最可靠的一种运输方式。该管道在具体的施工过

多的环节，因此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采取非常多的安

程当中对于环境的破坏非常小，而且在运输的过程中会减少各

全保护措施 [2]。另外，由于要对车身进行密封，在运输的过

种各样的环境污染，非常有利于环境的保护，使环境污染的成

程当中，石油和油气将会逸出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发生

本得到降低。管道运输这种方式会采用封闭的方式进行运输，

损耗的现象。当前，关于铁路运输的利用已经达到一种饱和

油耗量和其他的一些运输方式相比非常的低。在一定量的运输

或者接近饱和的状态，对于成品油的需求一直在增加，那么

条件下，管道的综合运输成本和其他的一些运输方式相比明显

运输需求也在继续增加，这样以来将会给铁路运输带来非常

会低很多 [4]。管道对多种品种都可以实现运输，而其他的一些

大的压力。由于成品油的运输占据的位置非常大，这也会给

运输方式在运输时需要对容器进行清洗或者要专门的配备一些

其它的一些材料运输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专用的容器。换句话来讲，管道运输和其他的一些运输方式相

3.2 水路（沿海以及内陆）的运输方式

比具备的优点：成本比较低，效率比较高，在运输损失以及风

水路运输指的是在运输过程中可以利用现有的一些天然
水路路线，这样会对线路基础设施的相关投资起到节省的作

险上面具备非常明显的优势。而且这种运输方式已经被世界各
国广泛认同以及接受。

用。对宽体大吨位船舶的相关采用，可以很好的降低运营成本，

4 国际现状及发展趋势

使运输本身所造成的资源消耗也变得更少。但是水路运输和

4.1 技术现状

水路网络有很大的关系，只有那些沿海地区或者沿河而行的
地方才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可以适用的服务范围非常小。水
上运输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气候因素，风浪因素，
季节因素（干水的季节）以及水路繁忙程度等的影响。成品
油在水上进行运输需要很高的安全性能，因为一旦发生一些
事故，将会对水环境造成非常严重的污染。

3.3 道路的具体运输
道路运输指的是一些短途运输或者是其它的运输方式无

成品油管道的技术以及经济优势使世界范围内的成品油
管道得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随着相应的管道运输技术变得
越来越成熟，成品油管道的具体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其中，
美国所拥有的成品油管道非常多。在美国的具体成品油运输
结构当中，铁路运输比例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降低，并且随着
成品油管道的发展，已经在慢慢的取代或者已经取代了一些
铁路以及公路运输成品油的方式，成为了成品油运输方式当
中的主力军。该管道当中可以输送非常多的成品油，可以对
191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4 卷·第 01 期·2020 年 01 月

综述性文章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4i1.3345

Review

化工产品以及成品油实行顺序运输。包含原油以及成品油，

为主要的运输方式，但是这样很显然是不能满足生产以及可

汽油，煤油以及柴油等，都可以完成顺序运输。世界上有一

持续发展的相关要求的，也不能很好的满足石油生产以及消

个最大的成品油管道，可以按顺序对不同等级的产品进行输

费的需求。成品油界面的检测以及跟踪采用相应的密度法，

送，输送的时间仅为几天。一些发达国家的石油产品主要采

超声波法以及计算跟踪技术等，这种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用一些封闭式的运输技术。大部分的混合界面都由计算机进

很好的对中国成品油管道的最高水平进行代表。和国际上的

行跟踪，具体的界面检测方法大致可以分为标记方法以及特

一些成品油管道相比较，中国的差距主要在于：关于成品油

性的测量方法。其中，特性测量方法使用的最多，尤其对于

管道的具体建设及总体规划比较缺乏；关于如何控制和减少

密度的测量运用的最多。由于油的具体特性种类是多种多样

顺序运输产生的混油量的技术研究不是很充分等。

的，想要用一种检测方法比较精确地对所有界面进行测量是

随着中国对成品油的需求一直在不断的增加以及炼油厂

非常困难的。一旦发生一些错误，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事故

的规模一直在扩大，全国成品油的具体数量将会相应的增加，

以及经济损失。因此，对于石油产品的管道进行多种方法检

这些也为成品油管道后续的开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成品油

[5]

测也是一种很好的趋势 。

管道运输方式具备非常多的优势，是运输成品油当中非常理

4.2 发展的具体趋势

想的一种方式。但是，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具体发展和其他的

世界上成品油管道的发展方向：大口径，大流量，多批
次以及互联网的具体方向进行发展。在成品油管道当中逐渐
的利用到了很多的高新技术，比如人工合成的相关超强管道，
混合油界面的跟踪以及监控，遥感以及远程控制系统等，这
些系统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自动生成一种调度计划，并
对管道当中的石油产品进行动态监控，也可以通过产品图表
的形式对石油进行分析，远程自动控制泵以及阀门的相应启
动与停止等功能都可以对管道的现代化水平进一步的进行提
高，这样会很大程度上使运输效率，质量以及安全性等得到
提高。

5 中国的发展状况
对于中国而言，成品油管道发展的比较晚。关于成品油
管道的相关工业试验最早开始于 40 年代，格尔木 - 拉萨是一
条长途的成品油管道，属于第一条小口径管道。在建成之后
基本上没怎么用，大概停滞了十年左右。从本世纪初，中国
关于成品油管道的建设才取得了比较重大的突破，多条成品
油管道被建成 , 新建的成品油管道有双兰线成品油管道、兰
成渝成品油管道和兰郑长成品油管道，引进并采用了先进的
SCADA 控制系统，使中国的成品油管道的自控水平基本与世
界接轨。但是，已经进行投运的具体管道数量明显要少于中
国成品油的具体运输总量。中国在运输当中依然以铁路运输

192

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显然非常的滞后，从运输的角度来观察，
仅仅依靠铁路进行运输是非常不合理的。这样以来将会对石
油产品的供应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因此，建立规模化的成
品油管道系统是非常有必要的。

6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的成品油管道发展相对于管道的总体发
展所占比例较小，比较缓慢。面对这种情况，要根据中国各
地区的成品油需求，来做好成品油管道的规划和建设，不断
地发展成品油管道以保障成品油的供应和成品油市场的稳定，
满足各地区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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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Repair and Maintenance of Oil Pipeline
Equipment
Pinxian Wang
Pipeline Commissioning Branch of China Petroleum Pipeline Engineering Co., Ltd., Langfang, Hebei, 065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country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pair and maintenance of existing
oil pipeline equipment. Any unit cannot carry out activities without its production factors. Therefore, it must have related management
activities to organize it. For the oil pipeline company, the configuration situation of the device has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its overall
operation, so the paper mainly analyzes and proposes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current stage of oil pipeline equipment repair and
maintenance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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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石油管道设备的维修与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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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现有的石油管道设备维修与保养，任何一个单位开展活动都离不开其中的生产要
素，因此，必须要有相关的管理活动对其进行整理。对于石油管道公司而言，装置的配置状态对其整体的运作具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论文主要针对现阶段的石油管道的设备维修与保养设施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石油管道；设备；维修与保养

1 引言
现阶段油气管线的传递大多数是高危性的物质，其中还
有很多都是有毒的，因此一旦某个环节出现漏洞，那么就会
引起爆炸或者是火灾现象，因此必须要根据现有的实际情况
来对管线进行维护与保养。其中有部分管线都是存在于地表
之下，在现实中无法获知，也无法对管道进行管理和清洗，
因此必须要针对这些物质进行合理性的分析，了解其中的运
行规律，避免出现过大的损失。而目前中国油气管道的运输
发展历史较短，还是存在部分不足之处需要改进。

2 石油管线设备的类型
2.1 需要进行保温处理的管道

于日晒或者外界温度过高而导致蒸发损坏管线设备，需要将
其进行预保温处理，对于这种温度高于 70°，而工艺不要求
保温的管道，要求工作者要在其所能达到的领域，对于管线
进行保温处理，确保管道的保温功效合理性，因此还需要选
择优秀的保温物质对其进行分解，了解活动客体中存在的差
异。由于炼厂的设备管线结构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对此，在
进行管线处理时，其中多种方位的状态必须要有不同，因此
进行管道保温时必须要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和了解，逐步的
对于其中的差异化物件进行改善，了解这种现象发生的可能
性 [1]。

2.2 需要进行冷却处理的管道
对于某些需要冷却的线管必须要对其进行冷却处理，确

对于要进行保温处理的管道，必须要控制其基础性的热

保其中的管道温度不超过 10℃。一般情况下，首先要降低物

量，保证管道的温度。为了进一步减少介质的运行，避免由

质的实际温度，确保物质在输送过程中，其温度变化不会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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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标准，还要避免在外界因素的影响下，部分输送物质会

在管道的维护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不合规格的维护，会对日常

出现一定的暴露现象，这样才能够确保冷凝物质在生产过程中

的管道运输和管道工作带来一定的困扰，因此经常会在管道

会有一定的能量损失，从而对于基础性的物件造成管理差异，

运输中出现石油泄漏所导致的火灾及其他安全事故。现有的

因此必须要结合各个方位的管道实际情况，对于管道中的物质

相关部门以及相关人员的监管体制机制不完善，导致部门之

进行保冷处理。由于其中的物质一旦发生问题，就会带来非常

间的监管力度还没有提上日程，存在着监管人员自身专业素

影响的恶劣，必须要对员工的生命健康负责，确保其生态领域

养不足的情况，企业内部的体制机制，也不能对于这种技术

[2]

以及其他员工施工领域不会出现很大的危险 。

手段的相关部门起到制约作用。除此之外，中国目前的管道

3 石油管道设备维护存在的问题

维护设备的技术手段还非常落后，对于国际的相关的学习经
验仍然在借鉴中，必须要积极的在实践中才能获取相关的管

3.1 管道设备维护方式落后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为了进一步的维护管道设施设备

理实践方式。

的安全管理，必须要加快石油管道的安全模式的变化，提升

4 石油管道的维护对策

石油管道的管理设施手段。而中国目前正在针对现阶段的石

4.1 引进新型的管理模式

油管道的维护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由于传统的

在进行管道的管理建设时，必须要进一步的提出针对性

石油管道受到特殊的生产因素的制约，在运输过程中难免会

的措施解决石油管道内部的材质腐蚀的问题，制定出可行的

受到其他不良因素的外界影响。因此必须要对石油管道的机

管理方案，最大可能的将不同的管理效率进行提升。不仅如

械设备进行及时的更新和替换，保证其运输过程中的不良性

此，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将石油管道进行材料的选定，逐步

特征较少且介绍其管理方法单一，管理效率落后，成本支出

的选择合适的针对性方案，利用外部情况做好基础方案的改

较大的情况。而管道的维护方式现阶段仍然是采用人工维护

进，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对其进行质量的严格把控，这样才

[3]

的为主，其中还经常会出现一定的人为失误 。

能使得整体的社会发展运输效率提升，这也是石油管道延长

3.2 缺乏完善的体制机制

其寿命的最主要的解决方式，将安全标准进行合理落实，促

从目前的石油管道设施设备的管理方法来看，中国仍然

进其可持续性进步与发展。作为世界通用的管理模式，必须

处于初期石油管道管理阶段，石油管道企业的发展起步比较

要根据实际情况将石油管道的信息数据库进行掌控，完善石

晚，但是遇上了很好的的发展契机使得项目发展迅速，企业

油管道的安全管理，这样能够对以往的管理模式进行创新，

的设备管理部门整体监管力度不足，职责划分不明确的现象

也能够共同实现信息的动态监控，预防某些不利因素的出现，

严重，尤其是石油管道的管理职责中职能划分不明确的现象

能够在源头上规范和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创设新型的管理

非常严重，甚至还有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经济利益的纠纷。

方式，降低石油管道的管理风险，保证施工人们的生命财产

因此在建设管理中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管控，减少其他

安全 [5]。

问题的产生导致管理工作无法发挥效益，工作的整体性的落

4.2 完善机制体制的管理

实力度较小，管理隐患问题存在。不仅如此，由于石油管道
的工作管控差异较大，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根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石油企业所导致出现的安全问题事
故在中国已经发生了近百例，但是仍然有许多的企业高层领

在实际的管理之中，石油管道的维护管理工作必须要坚
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完善现有的管理体制
机制，构建具有企业特色的管理模式，进一步的提升企业的
管理工作水平，从源头出发，择优进行鼓励，创造有助于管

[4]

导不重视 。

3.3 管道维护意识缺乏

理人才锻炼和实践的环境，积极的促进企业管理效率的提高，
促进良性竞争，将整个的能力与工作绩效相挂钩，改善人们

在现阶段的石油管道设施设备的管理和维护中，仍然有

的创新意识以及参工作参与度，把握现阶段的平台机会。积

部分企业在管理建设中对于石油管道的安全意识支持缺乏，

极的建立健全相关的体制机制，为相关的工作人员提供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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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不定期的培训工作以及课程，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性能
力，为后续的发展奠定基础也能够为其的有效进步提供更加

5.2 管道的冷却处理
在石油领域一旦发生腐蚀现象，那么所带来的损失不仅

多元的发展机会，挖掘员工的潜力。

是资金损失，也有可能是人体的生命健康损失，因此必须要将

4.3 增强员工的维护意识

反腐蚀活动作为实际工作的重点活动，认真的清理管线的外表。

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由于底层工作人员的受教育程度

对此必须要及时的清理材料，清除其管道中的外在物质，通过

普遍不高，对于安全生产以及成本控制的反应不强，导致基

钢丝刷对其外表进行管控，将不平整的外表进行磨平，利用化

层人员的管道维护意识缺乏，因此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必

学方法对其进行反映处理，对于管道中的污垢进行磨砂，完成

须要转变企业内部人员的思想观念，积极的开展相应的责任

上述管理之后就要对管道进行检查，如果察觉出不良物质那么

意识，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举行一些安全课堂，提升人员的专
业素养，转变传统的工作理念，为员工提供更加高级的发展
平台，积极的加大引进人才战略措施的实施。坚持以人为本
的思想理念，树立安全意识，重视每一位员工的生命健康以
及生存的权利，提升员工的修养，以及团队战斗力，这样才

都要对管道进行及时的更新，选择合适的管道进行代替，确保
装置良好运作。除此之外，还要保证管道线路的运行稳定，使
其在冷却过程中不会出现泄漏现象，还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组
织巡检工作来对管道的表面进行污垢去除，保证其运行舒畅。

6 结语

[6]

能够为后续的管道企业的成本的节省奠定基础 。

综上所述，现阶段国家越来越重视石油管道的维护管理，

5 类型管道的维护处理

设施设备的运行工作。为了能够进一步的提升管线的操作运

5.1 管道的保温处理

行管理模式，充分发挥管道设施设备的生产效能，延长其使

对于这种现象，必须要定制相关保温结构的保温制品，

用寿命，必须要对其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检修以及科学保

确保直管部位都是采用一致的保温材料，并且涂上相关的防

养，使之为企业创造出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从而促进企业

水涂料来确定其不会受到水质污染的影响。而对于需要进行

的可持续性进步与发展。

保温处理的其他配件，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缝隙的连接处

参考文献

采用同一性质的保温材料，对其进行封闭，之后在采用部分

[1] 官永平 . 浅析石油管道设备的维修与保养 [J]. 中国新技术新产

防护手段对其防护，这样才能够确保温度覆盖在外面成了组
成一种复合型的保温材料。除此之外，监管工作者还要适当
的开展相应的监管工作，保证保温物质能够采用更加深入的
检查，认真的贯彻落实相应的记录活动，确保建设的品质质量，
如果发现不合规的物质就要严肃处理，及时的对某些保温破

品 ,2013(2):145-145.
[2] 张 勋 , 贾 汉 男 . 浅 析 石 油 管 道 设 备 的 维 修 与 保 养 [J]. 化 工 管
理 ,No.392(33):153.
[3] 张强德 , 谢雁 , 李铁兵 ,etal. 浅谈油气长输管道设备管理与维护 [J].
中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 ,2013(4):194-194.

损或失效的物件进行补救，减少由于长期受压而导致管线出

[4] 李丹 . 关于石油管道设备的维修与保养探析 [J].2011(13):125-125.

现破裂，这样能够采用多种的保温材料检，亲管道负荷，从

[5] 沈飞 , 姜余 , 徐丹 . 浅析石油运输管道的维修保养措施 [J]. 中国石

而减少连续输送的液体在输送过程中出现变质的情况。不仅
如此，还要在同一个温度情况下选择高质量的材料管道减少
凝固点高于环境温度的介质情况，从而获取一定的输送经验。

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 ,2012(s1):26-26.
[6] 贾星宇 , 梁茜 . 探析石油管道设备的维修与保养 [J]. 化学工程与装
备 ,267(04):155-156.

195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4 卷·第 01 期·2020 年 01 月

综述性文章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4i1.3347

Review

Research on Site Inspection Strategy for Fire Equipment
Products
Qing Wang
Honghai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Nanjing, Jiangsu, 21000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product quality of firefighting equipment and improve the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the fire departmen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on-site inspection of firefighting equipment products. According to the importance of on-site inspection of
firefighting equipment produc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inspection, such as imperfect mechanism, ineffective supervision and audit,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effective on-site inspec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aspects of talents, technology,
mechanism and procedure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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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装备产品现场检查策略探究
王庆
宏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江苏 南京 210004

摘

要

为了保障消防装备的产品质量并提高消防部门的工作战斗力，加强消防装备产品的现场检查十分有必要。论文联系消防装备
产品现场检查的重要性，对当前检查存在的机制不完善、监管审核不力等问题进行分析，并从人才、技术、机制、程序等方
面着手，提出几点行之有效现场检查策略，以供参考。

关键词
消防；装备产品；现场检查；策略；探究

1 引言

用：（1）保障灭火救援任务高效完成，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
展，火灾事故发生率也急剧提升，对消防部门作战能力也提

消防装备产品是开展消防作战重要物质基础，直接关系
到消防战斗力生成和火灾救援成效。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
术不断发展，灭火救援任务和消防装备数量日益增多，对装
备运行保障也提出更高要求，只有通过做好装备现场检查工

出更高要求，而消防装备是开展救援工作重要工具，设备产
品质量直接影响到产品在消防工作开展中的性能发挥，并直
接关系到消防作战效率和质量提升，只有在对这些设备产品
进行细致检查以后，才能够对这些设备产品结构、性能、适

作，才能够保障消防工作顺利、高效完成。但是联系实际受

用领域等加以了解，针对出现的不合格情况也能及时发现和

到机制不完善、流通监管不足、人员素养不高等因素影响，

妥善处理，进而为消防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使各项

导致不合格消防产品应用到消防工作当中，对消防工作开展

任务高效率和高质量完成；（2）保证装备发挥作战效能，针

质量也造成极大影响，还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仔细分析，并

对现阶段发生的火灾事故，为使其得到快速控制，避免影响

[1]

采取有效措施提升装备检查水平 。基于此，对消防装备产

进一步扩大，对人们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开展救援

品现场检查策略进行分析和探讨。

行动就需要仰赖精良、高端、可靠先进设备在其中发挥作用，

2 加强消防装备产品现场检查重要性
认真落实消防设备产品现场检查工作，可以发挥以下作
196

才能够快速把控火势，针对救援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突发问题，
也能够借助装备产品快速解决，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
步和发展，各种新型消防装备产品被广泛应用到消防工作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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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取得良好应用效果，而做好装备现场检查工作，就能

市场准入，对消防装备产品进行市场准入检查，需要严格遵

够对这些先进设备性能、工艺等加以把握，针对设备存在的

照相关市场准入规定展开，并联系消防产业政策对进入到市

问题也能及时发现并解决，使设备在作战中时刻保持最佳性

场的装备产品进行细致检查，一旦发现产品不符合准入要求，

能；（3）提高装备运行保障能力，火灾事故发生具有不确定性，

需要采取相对应措施进行解决，避免对消防工作造成不良影

所造成的影响也十分恶劣，近几年火灾事故发生率不断提高，

响。（2）产品一致性，简单来说就是结合产品主要发挥性能，

消防装备产品质量在消防工作中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出来，

确保其与产品外观标识、性能参数、结构部件等检验结果保

对装备运行保障也提出更高要求，而加强装备现场检查工作，

持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装备产品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其效

可以对各种消防产品进行细致检查，并为后期开展产品管理、

能。
（3）现场产品性能，性能检查作为现场检查中的重点内容，

维护等工作提供有力参考，在推动消防工作顺利开展的同时，

只有对产品发挥作用准确把握以后，才能够帮助消防人员更

装备运行保障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2]。

好解决实际工作遇到问题，在检查过程中可以结合产品关键

3 消防装备产品现场检查现状分析

性能，通过组织开展火灾试验的方式，对产品关键性能加以
检验 [4]。

新时期背景下，消防装备产品正朝着技术含量高、安全
可靠、对环境无污染等方向发展，对装备现场检查工作也引

5 消防装备产品现场检查策略探究

起高度重视，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依然暴露出以下问题：

为确保消防装备产品现场检查工作更加顺利开展，就需

（1）检查机制不够完善，开展消防工作主要遵循“预防为主、

要对以下策略加以应用：（1）不断完善检查机制，消防部门

消防结合”原则，并由政府进行统一领导，相关部门依法进

需要结合国家制定标准和联系自身工作实际，对消防装备产

行监管，同时深化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度，对社会化的消防

品检查机制进行构建和完善，并且尽可能的涵盖装备检查各

工作网络加以构建，而消防装备产品现场检查作为其中重要
构成部分，该项工作开展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消防工作开展
成效，但是结合实际发现存在机制不够完善问题，尤其是在
现场检查条例方面不够全面和清晰，更多是偏向于装备安装
和使用，使设备辅助消防工作高效开展作用大大折扣。（2）
流通监管不力，与其他商品相同，消防装备产品也立足于市场，
相应销售和流通渠道也完全被打开，使用单位可以根据自身
开展工作需求对多样化消防产品进行选择和购买，然而在消
防产品流通监管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尤其是在产品生产环
节，在经济利益驱使下，一些厂家生产出质量不符合规定标
准的产品，当这些产品流入到市场也会对消防工作有效开展
造成严重影响。（3）检查人员素质有待提升，随着科学技术
不断发展，消防装备产品种类也越爱越多，不同种产品材料
使用、工艺水平、使用性能等也都存在较大差异，从侧面来
看对检查人员素质水平也提出更高要求，但是受到检查人员
知识结构不够丰富、工作经验欠缺、业务能力缺乏等影响，
也影响到装备现场检查工作顺利、高效和高质开展 [3]。

4 消防装备产品现场检查内容
对消防装备产品进行现场检查，涉及到的检查内容有：
（1）

细节，同时加强装备检查过程管理和监督，可以确保检查结
果真实和准确，使消防装备产品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发挥自身
性能作用，并保障社会和谐稳定。（2）质检站规范化建设，
作为消防装备产品专门检查部门，在联系消防工作开展实际
基础上，对质检站进行规范化建设，可以引导装备现场检查
工作有条不紊进行，实际工作中也要采取认真负责态度，严
格遵照国家标准对不同种类消防产品一一进行检查，并做好
产品检查记录、统计、储存等工作，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劣质
产品也要加强管理，防止其流入到市场中对消防工作构成不
利影响。（3）推进信息化建设，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背景下，
各种信息网络技术、自动化检查设备也被广泛应用到社会各
领域当中，开展消防装备产品检查工作也要坚持与时俱进，
对这些新技术、新设备进行有效应用，在推进装备检查信息
化建设的同时，使现场检查工作效率和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在产品检查数据记录、分析和储存方面也会更加高效，并为
装备产品检修、维护提供数据参考，后期核对、管理和处理
也会更加方便。（4）提高检查人员综合素养，在对消防装备
产品进行生产时，相关人员需要对自己进行严格要求，并根
据产品设计和功能体现进行操作，严格禁止生产中出现偷工
197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4 卷·第 01 期·2020 年 01 月

综述性文章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4i1.3347

Review

减料情况，可以保障最终产品质量，同时检查人员也要紧跟

对消防工作顺利开展也造成一定影响，加强装备现场检查迫

时代发展脚步，主动对新消防装备产品涉及到的材料、结构、

在眉睫，在对现场检查内容加以明确以后，借助不断完善检

工艺等知识和技术进行学习和了解，并在不断实践操作中积

查机制、质检站规范化建设、推进信息化建设、提高检查人

累更多检查经验，相应专业素养也会得到明显提高，对消防

员综合素养等措施，确保所使用消防装备产品质量过关，并

装备产品检查时也会高效率、高质量进行。（5）做好使用前

推进消防工作有条不紊开展，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

检查工作，在对消防装备产品进行使用之前，需要对产品外观、

稳定也能得到可靠保障。

性能等进行检查，首先可以通过观察外观发现是否存在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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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rmal Mass Flow Detection Method and
System Based on MEMS Technology
Liang D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MEMS technology is a new micro system based on IC integrated technology and micro mechanical technology. It is an intelligent micro
system technology. It is not only referred to as silicon micro processing technology, but also the integrated form of system chip. With
MEMS technology, any data information can be integrated on a single chip to form a new device, such as: computing system, chemical
analysis system, wireless system, mass flow detection system, etc., which can cover multiple disciplines, and has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high cost performance, excellent performance, wide application, etc., with goo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of thermal mass flow detection based on MEMS technology, briefly analyzes the traditional mass
flow detection methods, MEMS technology and thermal mass flow detection methods, and makes an in-depth study and construction of
thermal mass flow detection system based on MEMS technology.

Keywords

MEMS technology; thermal mass; flow detection; system research

基于 MEMS 技术的热式质量流量检测方法及其系统研究
丁亮
重庆科技学院，中国·重庆 401331

摘

要

MEMS 技术是在 IC 集成技术与微机械技术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全新的微系统，是一种智能化的微系统技术，不仅仅代指归
为硅微加工技术，还是系统芯片的集成形式。利用 MEMS 技术，能够在单个芯片上集成任何数据信息，形成全新的装置，比如：
计算系统、化学分析系统、无线系统、质量流量检测系统等，其能够覆盖多个学科，且具有性价比高、性能优异、应用广泛
等多种优点，具有良好的发展及应用前景。论文阐述了基于 MEMS 技术的热式质量流量检测研究背景，简要分析了传统质量
流量检测方法与 MEMS 技术及其热式质量流量检测方法，对 MEMS 技术的热式质量流量检测系统研究与构建进行深入探究。

关键词
MEMS 技术；热式质量；流量检测；系统研究

1 引言
质量流量计量与监测是现阶段中国工业测控领域中的重

2 基于 MEMS 技术的热式质量流量检测研究
背景

要构成，是工业测控系统中的关键环节。随着中国社会科学

在工业领域中，技术人员需要对流体的流量与质量进行

技术的快速发展，质量流量检测技术不断变化，从原有的封

计量与控制，通过检测，能够清晰了解到流体的流动过程，

闭管道（明渠）流量计量、差压式流量计检测、速度式流量

能够提高工业生产线工艺技术的自动化水平，优化具体参数，

计检测、容积式流量计检测等发展到现如今的 MEMS 技术热

提高耗能控制效率，强化成本管理，可以说，流量检测与耗

式质量流量检测系统，其检测精度不断提高，且 MEMS 技术

能效率、产品质量与成本等具有直接关联 [1]。

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流量质量检测的准确度、可靠性与量程水
平，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在工业领域的电力部门中，流量检测技术不仅仅能够优
化电厂的运行效率，提高资金利用率，更能够保障电厂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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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运行安全，提高电力系统的稳定性与可靠性。以火电

这一技术的应用较为广泛，但是其受到管道的影响较大，仍

厂为例，若主蒸汽流量累计误差大于 3%，则会引起大量的煤

存在一定的弊端 [4]。

耗计算误差，对企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不利于企业的良
性发展。同样，流量检测能够使用于冶金业、化学工业、石
油工业及轻工业等多个行业，通过有效检测与控制流量，能
够提高能源利用率，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解决中国能源紧张的问题。结合上述论证，流量检测是
工业测控领域中的热门技术，在 MEME 技术背景下，其显示
出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 [2]。

4 MEMS 技术及其热式质量流量检测方法
4.1 MEMS 技术概述
MEMS 技术有称之为“微电子机械系统”，其主要是建
立在纳米技术基础上的，主要是对纳米与微米材料进行设计、
处理、加工、测量与控制，与驱动部件、光学系统、电控系统、
机械零部件共同构成一个微型单元系统。这一技术不仅仅能
够促使被应用的系统具备数据采集处理与传输的能力，还能

3 传统流量检测方法

够自主获取外部指令，做出动作。MEMS 技术的工艺包括：

传统流量计量与检测的方法类型较多，若按照测量场合
划分，则可以分为明渠流量计量检测与封闭管道流量计量。
明渠流量计量主要是用于测量明渠、暗渠等开放式的渠道中
的流量的主要方法，结合不同的测量场合，明渠计量检测设

外延生长、离子注入、测试、监测、封装，能够广泛应用于
各个领域 [5]。现阶段，技术人员将 MEMS 技术运用到热式质
量流量检测系统的建设中，优化流量检测技术，提高检测有
效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流量检测收到外界因素干扰的程

备可以分为 U 字形、圆形、梯形、矩形等多种形状，能够用

度，推动了工业测控领域的进步与发展。

于市政供水引水渠、排水渠、电厂引水渠、污水治理排放渠

4.2 MEMS 技术的热式质量流量检测方法

等多个场景。

随着集成电路的快速发展，微系统技术逐渐出现在人们

若按照被检测的流体的物理量进行划分，则检测方法可

的事业中，对原有的流量检测技术造成影响，能够有效节省

以细化分为：差压式流量计检测、速度式流量计检测、容积

原料与能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且能够实现多功能的高度集成，

式流量计检测等。

降低生产成本，成为工业测控领域中的全新发展思路。

其中差压式流量计检测具有较长时间的发展历史，且在

在上述提到的传统流量检测中，一般都是选择接触式的

现代社会中应用较为广泛，具有标准化、多样化等特点，有

测量技术，通过传感器介入流体，这种技术会受到较为严重

可以细化分为音速喷嘴、文丘里管、孔板、匀速管等流量计；

的流体流动状态的影响，且促使固体与流体之间产生耦合效

技术人员结合具体的方程原理，对管道中的流量进行检测与

应，降低了流体的测量精度，不利于为工业测控领域提供精

计算；这一方法具有安装要求较高、精度要求较高等使用难点，

准参数。

[3]

且不适用于脉动的流体测量 。

技术人员将 MEMS 技术运用到流量传感器中，能够有效

速度式流量计检测主要是利用管道中的流体流动速度检

降低外界因素对流量检测的干扰，且提高传感器的质量惯性，

测其中的流量，是当下主要的流体检测方法之一，且仍具有

提高其相应速度、集成效率与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低功耗、

一定的发展前景，相较于上述的差压式流量检测，其能够利

低成本的运行。

用平均流速进行流量计量与检测，但是对管路条件的要求较

MEMS 流量检测技术具体可以细化分为：热式微流量检

高，若分布不对称，则会影响检测结果，造成较为明显的误差，

测计、升力式检测计、差压式检测计、流体振动式检测计等，

不能够满足工业测控流域对于流量检测的精度要求。

其中热式微流量检测计是出现较早的一种技术形式，可以细

容积式流量计检测与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容器计量液体体

化分为热线式与传热式两种不同的形式，且能够根据热损失

积具有一定的相似度，其主要是通过测量液体填充的计量空

与分布情况，测量流量，这种流量检测方法不需要机械运动

间体积，进行监测，随着被填充次数的增加，将其与体积参

结构，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且实用性较强，现已经应用于各

数进行计算，能够获取流量的总体积，实现检测目标，虽然

个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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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EMS 技术的热式质量流量检测系统研究

脏强度大等应用优势，既能够计量较宽的量程，又能够测量

与构建

出高精准度的数据参数。

5.1 MEMS 技术的热式质量流量检测系统研究现状

5.3 热分布式质量流量检测技术的应用

热式质量流量检测技术是在原有的热力学基础上衍生而

热分布式质量流量检测技术是一种应用较广的热式流量

出的一种全新流量检测技术，其主要运用与热式质量流量计

检测技术，相较于上述的热损失测量方法，其能够根据流体流

中，能够直接对流体质量流量进行测量；现阶段，其主要应

量对热量温度场分布的干扰情况进行测量，在使用该技术时，

用到工业生产控制中，尤其是气体流量检测中，其具体可以

技术人员可以将热源放置在流体管路中，并且在热源的两端对

分为以下测量应用场景：

称位置放置温度传感器，分别检测 T1、T2 处的温度，可以发

（1）运用于石油化工、火炬气体、采油气体质量流量检
测中。
（2）运用于食品加工、饮品气体质量流量检测与控制中。
（3）运用于锅炉燃料气体的质量流量检测与控制中。
（4）运用于燃烧炉、燃气轮机氢气等专用空气质量流量
检测与控制中。
（5）运用于催化剂等化学添加剂的质量流量检测与控
制中。
（6）运用于水厂中的氯气等气体的质量流量控制中。
（7）运用于空调系统检测中。
（8）运用于保护泵控制系统、润滑油池泄漏等方面的流
量检测中。
（9）运用于仪器仪表、氮气、工艺空气等气体的质量流
量检测中。

5.2 热损失流量检测技术的应用
关于热损失流量检测，其最早的运用技术是热线风速计，

现若流量为 0，则 T1=T2，若液体流动，则温度不再对称，且
T1 ＜ T2，可以发现，液体的流体质量流量与 T △之间具有一
定的函数关系，通过检测 T △，可以获取质量流量参数。随着
MEME 技术的发展，热分布式流量质量检测技术在应用的过
程中，能够结合不同的产品结构，进行优化设计，通过检测经
过发热源两侧的热量进行流量的检测与控制，且还能够在发热
源的四周布置多个热堆，实现流动方向的测量与控制。

6 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质量流量检
测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其核心应用技术不断发生变化，整体
准确率、精准度、可靠性与安全性大大提升，为现代社会工
业测控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在 MEMS 技术的
背景下，技术人员开发热式质量流量检测，就要把握 MEMS
技术的核心原理，研究其应用现状，灵活把握热损失流量检
测技术、热分布式质量流量检测技术，构建性能良好的热式
质量流量检测系统。

其主要是结合热对流偏微分方程，进行求解，得出较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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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的流速，选择恒功率或者恒温的加热方式，从而测量出
质量流量数据，这种测量方式具有电阻较粗、不易受潮、耐

实验流体力学 ,2017,31(02):34-38.
[5] 胡纯 , 樊尚春 , 郑德智 . 微流量测量方法及其技术的发展 [J]. 计测
技术 ,2015,35(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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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Power System Equipment
Condition Monitoring
Kun Zhang
The Third Installation Company of Shangqiu Tianyu Electric Power Engineering Co., Ltd., Shangqiu, Henan, 476000, China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reducing operating costs, increasing the utilization of transmission equipment, and improving power quality and customer service, it is urgent to adopt power system condition monitoring technology. Condition monitoring allows maintenance
to be scheduled only when needed, minimises power outages, reduces costs, and extends equipment lif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function and general method of power system condition monitoring, expounds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power
system condition monitoring, and points out that condition monitoring will develop into an important emerging research field in power
systems.

Keywords

condition monitoring; predictive maintenance; trend prediction; fault diagnosis

电力系统设备状态监测的概念及现状
张坤
商丘天宇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安装三公司，中国·河南 商丘 476000

摘

要

面对降低运行成本、提高发送电设备的利用率及改善电力质量和用户服务的挑战，迫切需要采用电力系统状态监测技术。状
态监测可使维护只在需要时才安排，使停电时间最短，降低成本，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论文介绍了电力系统状态监测的概念、
作用和一般方法，阐述了电力系统状态监测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并指出状态监测将发展成为电力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新
兴研究领域。

关键词
状态监测；预测维护；趋势预测；故障诊断

1 引言

电力公司经济效益减少，且可能造成用户的重大经济损失和抱

状态监测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技术，它首先
在机械设备的状态评估和维护上得到应用。在机械工程领域，
由于操作人员很接近正在运转的机械，因此根据经验，他们可
以对这些机械的状态的好坏点接作出评估。然而，随着机械设
备结构复杂程度的日益增加以及自动化水平的提高，这种靠操

怨，因此迫切需要做到有计划的维护和停电；②电力部门希望
尽量延长电力设备的维护间隔、缩短维护时间，从而缩短停电
时间，减少因停电维护而造成的影响，增加经济效益；③尽可
能延长电力设备的使用寿命，以增加经济效益。 这些因素促
使电力系统采用状态监测技术。可以肯定地说，广泛采用状态
监测技术是电力系统发展的必然趋势。

作人员进行的状态监测已不能适应工程应用的需要，从而提出
了各种不同的状态监测技术，研究开发了众多的状态监测系统，
这些系统在工程中已得到了成功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1-3]

。

2 状态监测的概念、作用及一般步骤
所 谓 状 态 监 测 或 条 件 监 测（Condition Monitoring，
CM）， 与 预 测 维 护（predictive maintenance） 或 基 于 条 件 的

近年来，状态监测在电力系统中越来越受到有关管理、

维护（condition-based maintenance）以及检测维护（detective

科研、运营和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maintenance），其思路都是一致的。状态监测可定义如下，即

①由于电力设备的故障，不仅会造成供电系统意外停电而导致

一种利用设备在需要维护之前，存在一个使用寿命的这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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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测方法，充分利用整个设备或者设备的某些重要部件的寿

示，是以智能电厂监测系统为例，说明了状态监测的任务、步

命特征，开发应用一些具有特殊用途的设备，并通过数据采集

骤和结果方式。

以及数据分析来预测设备状态发展的趋势。借助于电厂或电力
设备的状态监测，使得维护只需在需要时才安排，这样，适时
的维护避免了盲目的维护，也就延长了维护间隔，从而有效地
避免了因设备故障产生的意外停电。因此状态监测的使用，可
使停电时间缩短，降低维护费用，延长设备使用寿命，还可避
免因维护中的疏忽而产生的故障。
电力系统状态监测的对象主要是电厂以及电力系统的重
要电力设备，如变压器发电机电动机电缆断路器以及其他电气
机械等。
电力系统状态监测与故障测距、继电保护有一定的关系，

图 1 智能电厂状态监测的任务、步骤及结果

但也有重要区别，故障测距是在故障后，通过对故障数据的分

3 电力系统状态监测的研究现状及发展方向

析计算来确定故障的位置，以便及时、准确地排除故障。继电

3.1 电力系统状态监测的研究现状

保护则是当故障发生时，通过对故障前后数据的分析、比较，

目前电力系统中的一些技术和装置，实际上或多或少地

作出跳闸、报警并快速切除故障，以免造成系统或设备的进一

已涉及状态监测，尤其是一些在线监测系统和故障诊断系统。

步损坏。而状态监测则是在故障发生前，通过对表征电厂或电

虽然这些系统能起到一定的状态监测的目的，但还不能完全满

力设备状态的数据进行分析、判断，来确定设备的状态，并判

足状态监测的要求。在国际上，状态监测已成为非破坏性检测

别和指出设备状态发展的趋势，从而确定是否需要安排维护作

（Non Destructive Testing，NDT）下属的一个活跃的新分支。

业，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并为有计划的维护提供了信息。

从 1989 年起，已举行了多届有关状态监测的国际会议，每年

一般地说，状态监测可分为 3 个基本步骤：①数据采集；

都有大量的研究报告、学术论文发表。在电力系统领域，状态

②数据分析及特征提取；③状态评估或故障诊断及分类。对于

监测也已受到电力部门管理科研运营和工程维护人员的日益重

不同的步骤，根据不同的监测对象，可采用不同的方法。例如，

视并逐渐成为国际性的前沿研究课题和研究热点。

对于变压器的状态监测，可以利用不同的方法或传感器来采集

针对不同的电力设备，已经提出了众多状态监测方法，

振动信号、油中气体、油中湿度、温度、电流电压等原始信号；

其中有许多是通用的，如振动分析法、油中气体分析法、局部

然后可采用频谱分析方法、小波变换方法、神经网络方法和其

放电检测法、绝缘恢复电压法等。

它方法来完成对这些信号的分析和特征提取。这样再采用神经

在正常运行条件下，电力设备具有一个固有的自然振动

网络，专家系统模糊逻辑和其它有效的方法对所提取的特征进

水平。当紧固螺钉变松或出现变化，或由于短路、绝缘老化等

行判断、推理，从而判定变压器是否存在局部放电和绝缘老化

造成绕组或引线结构的偏移、扰动时使会导致设备振动的加剧，

程度如何等，以达到变压器状态监测的目的。在电力系统状态

振动分析法就是一种广泛用于监测这种故障的有效方法。 为

监测中，已经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监测方法，如振动分析法、油

了监测设备的振动水平，常采用声学传感器和加速计来采集设

中气体分析法、局部放电检测法、油 / 纸的酸性 / 湿度分析法、

备的振动信号，然后对振动信号的强度和振动模式进行分析和

绝缘恢复电压法、低压脉冲法等。这些方法各有特点，可根据

判别，从而达到对设备状态监测的目的。

不同的监测要求，采用其中一种或综合多种方法来完成所要求

油中气体分析法是含油设备（如变压器）绝缘监测最常

的任务。在以上基础上，再充分利用状态监测提供的数据，结

用的方法之一。由于设备内部不同的故障会产生不同的气体，

合各种智能的推理方法，为操作和维护人员提供辅助决策的功

如电弧会产生乙炔气，而过热的纤维将产生碳氧化物，因此，

能，这就是状态监测的方向之一——智能状态监测。如图 1 所

通过分析油中气体的成分、含量和相对百分比，就可达到对设
203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4 卷·第 01 期·2020 年 01 月

综述性文章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4i1.3349

Review

备绝缘诊断的目的。几种典型的油中气体如 H2、C0、CH4、

（2）随着传感器技术的发展，可以监测的状态量将越来

C2H6、C2H4 和 C2H2，常被用作分析的特征气体。在检测出各

越多，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允许处理的数据量越来越大，

气体成分及含量后，常采用特征气体法和 / 或罗杰斯比值法来

因此多功能、多状态的在线监测系统将得到发展。

对变压器的内部故障进行判别，如局部放电、火花放电、过热等。

（3）由于可获得的数据量的增大，常规的数据处理方法

局部放电（Partial Discharge，PD）既是设备绝缘系统老

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因此，智能状态监测系统将得到进一步研

化的征兆，也是造成绝缘老化的一个重要机理。油中气体分析

究和应用，尤其是神经网络技术知识系统、模糊逻辑等会得到

法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局部放电，而专门对局部放电进行测量

更广泛的应用。

也是设备状态监测的一个重要方面。常用的局部放电检测方法

（4）一些新的数学工具，如小波变换，将得到进一步研究。

有声学检测、光学检测、化学检测、电气测量等方法。一种常

（5）状态监测系统与其它系统的联网和集成问题将得到

用的局部放电检测法是声学检测法，该方法是将一个高频声学

进一步研究。状态监测系统与继电保护将有机地结合起来，尤

传感器阵列附在变压器箱的外部。这些传感器对局部放电或电

其在分布式的监控系统中，如分布式的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

弧放电产生的暂态声音信号非常敏感，而对振动和一般噪声不

（6）对如何根据检测到的数据作出相应的判断，以及对

敏感。这种方法采用时间间隔定位法来确定具体的放电位置。

新的更有效的检测项目和检测方法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将得到进

恢复电压法是一种根据总的绝缘系统状态来评估绝缘设

一步加强，专家经验的积累也将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加强。

备寿命的监测方法，也就是广为采用的大家熟知的界面极化法

此外，系统的标准化问题也应得到足够重视。为促进状

（interfacial polarisation）。这种方法是利用一个直流电压对绝

态监测系统的健康发展，应尽早制定有关状态监测系统的技术

缘器或绝缘系统（如变压器）进行充电，到一个预定的充电时

标准，以规范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运行和维护。

间后将电路短路，进行部分放电。短路时间为充电时间的一半。
然后再开路，这时在电极两端会建立起一个恢复电压。该恢复

4 结语

电压的最大值正比于绝缘材料的极化能力，而初始斜率则正比

电力系统的状态监测是近年来得到迅速发展并受到电力

于极化的传导率，即材料用的时间越长、退化越严重，则响应

系统有关运营、管理、科研等部门工程技术人员日益关注的一

的初始斜率越大。

个新的研究领域，是目前国际上的一个研究热点。它的发展和

频率响应分析法也是一种用于检测变压器绕组或引线结
构偏移的有效方法。绕组机械位移会产生细微的电感和电容的

采用，对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具有明显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改变，而频率响应法正是通过检测这种细微的改变来达到监测

随着传感器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智能技术等

变压器绕组状态的目的。该方法通过对分离的绕组进行扫频测

相关领域技术的发展以及状态监测技术本身的发展，越来越多

试，然后经频谱分析仪的分析来获得响应的转移函数。

的新技术将在状态监测中得到应用。其中，小波变换、神经网

低 压 脉 冲 响 应 测 试（Low Voltage Impulse Response，
LVIR）也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变压器状态监测方法，并且已

络、专家系统将得到特别的重视。
可以预见，状态监测将发展成为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

经成为用于确定变压器是否能通过短路试验的公认方法。

一部分，状态监测技术本身也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交叉学科。

3.2 电力系统状态监测的发展趋势

同时，状态监测也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对状态监测系统的开

由上可见，状态监测在电力系统中已得到广泛重视。随

发研究也具有巨大的经济上的吸引力。

着社会的发展，电力系统面对的经济压力会越来越大，而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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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Building Design in
High-Rise Civil Buildings
Shijuan Zhang
Yunnan Tianyi Architectural Design Co., Ltd., Kunming, Yunnan, 650000,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overall economy of Chinese society is developing rapidly, and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gradually improving. In daily life,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green building design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trend. Green building design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architectural research.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building design can effectively
save energy and play a role in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can save building construction costs and operating costs. As the
most existing building form, 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apply green building design to high-rise civil buildings. Therefore, the paper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 building design, and discusses how to apply the current green building
design in high-rise civil buildings,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igh-rise civil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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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building design; high-rise civil buildings; application

浅谈绿色建筑设计在高层民用建筑中的应用
张世娟
云南天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中国·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

目前，中国社会的整体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进程正在逐步完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绿色环保概念的重视逐渐增加，绿
色建筑设计正逐渐成为一种趋势。绿色建筑设计是建筑研究的重要课题项目，绿色建筑设计的应用可以有效节约能源，起到
资源保护作用，同时能够节省建筑的建筑成本和运行成本。高层民用建筑作为存在最多的建筑形式，将绿色建筑设计应用于
高层民用建筑中就显得尤为必要，因此，论文对绿色建筑设计的发展特征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探讨当前绿色建筑设计如何在
高层民用就建筑中进行应用，为未来的高层民用建筑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

关键词
绿色建筑设计；高层民用建筑；应用

2 绿色建筑设计的特征

1 引言
随着中国建筑业的不断发展和改革，人们对建筑的需求
从传统的平房过度到现代化的工业建筑设施中。经济快速发
展，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对生活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随着
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绿色建筑设计出现在人们视野

2.1 全寿命周期
绿色建筑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全寿命周期，通过全寿
命周期这一特征，能够提高高层民用建筑的环保性。全寿命
周期这一特点决定了绿色建筑施工的垃圾处理方式以及对环
境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在施工前后进行相应的绿色防护工程，

中，如何在民用建筑设计中加入绿色建筑设计，是当前建筑

从而能够不断提高环保化和节能化建筑施工特点，改善高层

工程中需要寻找的途径。针对这种情况，论文通过对绿色建

民用建筑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筑的设计理念应用于高层民用建筑的建设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2.2 健康是绿色建筑的本质所在

并提出只有通过改善当前高层民用建筑的建筑环境并大力推
[1]

行环境保护意识，才能为自然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

绿色建筑的施工设计和投入使用旨在提高人们的健康绿
色生活环境。因此，通过绿色建筑施工，不仅保证了生态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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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和安全，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健康等级。所以，应当通过提

有效减少能源的浪费，建立环境的保护意识。此外，在高层

升绿色建筑设计和施工阶段的技术利用率来实现绿色建筑的施

民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应注意水资源的利用，最大限度的

工和投入使用。除了使用先进的环保技术和建筑材料实现设计

降低水资源的使用。在高层民用建筑施工的过程中，还应当

优化和节能，以确保设计过程的绿色和环保，减少建筑过程中

注重电能的使用情况。加强对资源保护的利用，最大限度的

产生的灰尘和污染，最终提高人们的绿色生活环境。在绿色建

提高绿色建筑资源的优化配置 [4]。

筑设计的过程中，应考虑到一开始就对人体污染最小的环保建

3.4 调整当前绿色建筑设计

[2]

筑材料，利用建筑环保材料提高高层民用建筑的环保性 。

2.3 绿色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均衡

在进行民用建筑设计中，一定要充分的考虑到水的供给，
以及废水的处理。根据当地的地形以及水源状况，对建筑的

高层民用建筑本身的建设是一个改造自然的过程，如果过

排水系统科学合理地进行规划，在排水系统中利用循环系数，

度的开采自然资源，就会极大的破坏自然，使自然受到损害。

对中水与雨水开展收集、存储、净化的流程，最终达到对水

从工业革命开始，人们一点一点地破坏大自然，在长时间的破

的循环使用，降低在日常生活中对水资源的浪费，也尽可能

坏下，产生了一系列的环境污染。因此，应当通过建设环保建

的降低对周围生态环境的破坏。此外，绿色建筑要合理的对

筑尽可能平衡建筑和自然，优化生态文明，确保环境和自然的

门窗系统进行设计，有效地改善当前门窗隔音、隔热差，造

保护。

成的生活困扰。在设计过程中，要考虑到门窗的面积比例，

3 绿色建筑设计在高层民用建筑中的应用
3.1 建筑材料资源设计

降低采暖对资源的消耗。而阳台是民用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部
分，既是人们休闲的场所，同时也是人们晾晒衣物的地方。
因此，对阳台进行绿色设计时，首先要考虑到阳光的遮阳部分，

在高层民用建筑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必须以节约能源、

同时也要考虑阳台在整个居所中的使用率，利用一些自然景

保护环境、确保高层民用建筑质量为核心和基础，同时使用环

观，提高居住环境的舒适性。通过提高阳台的美观与使用，

保的建筑材料，并有效利用建筑材料来节约能源和减少环境污

改善热环境，更加绿色环保。

染。建筑师必须重视绿色建筑设计，并根据当前中国环境的发
展，通过新能源的创新技术实现建筑材料的应用。同时，中国
应当专注于绿色建筑材料的研究，并为节约能源做出贡献 [3]。

3.2 设计理念
绿色建筑的设计理念主要是更符合当前生态环境的发展，
依托原有的生态环境开展建设，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对建筑的
设计以及布局进行安排。对于建筑外部的设计，要考虑到当前
周围的自然环境并与其有效融合，对水的循环利用以及废水处
理，同时也要考虑到当地的气候环境。建筑设计内部也要考虑
布局，减少对一些污染较大的合成材料的使用，通过利用阳光
等自然资源，将居住环境营造的更接近在氛围。绿色建筑设计
理念是将自然人建筑的协调发展作为目标，充分的利用当前的
天然条件与人工手段，共同打造出更为健康良好的居住环境，
在建设及使用过程中，尽可能地降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3.3 注重绿色建筑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高层民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应注重材料二次回收的
实施，通过分配最优资源，合理处理项目建设中产生的废物，
206

4 结语
通过绿色建筑设计，有助于改善中国的能源危机，为可
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绿色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民用
建筑中，利用绿色建筑设计可以有效地节约资源，同时由环
保建筑材料构筑而成的建筑，也保障着人的身体健康，提高
居住者的舒适度的同时，也将环保政策落到实处，绿色建筑
设计在民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为中国的建筑行业提供新的
发展情景，符合中国当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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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ctivity-Based Costing i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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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have also developed rapidly.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activity-based cost
method in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nd hopes to give you some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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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成本法在建筑施工企业的应用研究
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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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建筑企业也迅速的发展了起来。但是中国建筑施工企业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存在非常多的问题。论文主要
分析了一下作业成本法在建筑施工企业当中的应用研究，希望可以给大家带去一些启发。

关键词
作业成本法；建筑；施工

1 引言
建筑业属于国民经济当中的支柱产业。它本身具备的特
点：劳动强度比较大，自动化程度比较低，准入门槛比较低
以及竞争比较激烈等。目前，中国有很多的建筑公司仍然在
使用之前比较传统的成本核算以及管理方法。但是自 80 年代
以来，就有很多专家对之前比较传统的成本核算方法提出了
一些质疑，认为在不断变化的生产环境当中，它们对于成本
的增长无法很好地反映。

2 作业成本法的概念

投入的量的多少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衡量。作业是把资源投入
变为产出的一种纽带，可以很清楚的体现两者之间的内部关
系。从业务角度来观察，资源的使用主要是为了对一系列操
作的满足，这些操作可以进行组合，进而生产以及销售商品
或者服务。从市场研究来观察，产品的设计，生产之前的准备，
制造一直到销售，再到后来的售后服务等一系列操作可以很
好的构成一个具体的操作链 [1]。

3 研究目的以及意义
科学技术一直在迅速的发展，市场需求也变得多样化，

作业成本法的概念，通俗的来讲就是把投入换成产出的

市场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才对企业管

一种工作。美国会计师曾在“作业会计”当中对其进行定义：

理的新变化进行了推动，进而产生全新的企业观。企业可以

“企业在提供一定数量的产品或者服务的过程中对人力，技术，

被视为一种综合目标的工作集体，可以满足客户的一系列需

原材料，方法以及环境消耗的一种集合。企业的发展以及形

求以及达成企业的最大化价值。企业管理的重点已经从比较

成都是为了对一种特定目标的追求，企业的经营方式不同可

传统的“产品”转移到了现在的“作业”上面。作业成本方

能就会造成不一样的结果。使用作业成本对获得产出所需要

法是一种成本计算以及管理的方法，它利用活动当做成本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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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对象，来进一步的完成动态跟踪以及响应活动，并对性能

发生是不可以直接归结于某一项活动当中的，因此在作业成

以及资源利用率进行评估。

本法当中进行规定，按照资源动因把间接费用对不同的活动

在作业成本核算方法上面，实施市场机制，对于相关企

进行分配，这样可以保障成本控制进入到运营水平的状态当

业责任制实施的加强，竞争策略的正确制定以及企业管理改

中，进而完成成本控制。资源动因是将相应的资源成本分配

善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现代建筑施工企业的规模一直

到成本库当中的一个标准，对资源动因进行确定的常用方法：

在不断的扩大，机械化程度也明显得到了提高。相应的建筑

经验方法以及度量方法。在对资源动因进行选择后，必须对

理论以及材料，管理理念以及商业模式等都在不断的进行着

资源动因数量进行确定。在确定资源动因量之后，可以按照

创新以及发展。关于建筑公司的产品类型也变得越来越多样

资源动因量把间接的相应资源消耗成本给运营中心进行分配。

化，业务范围以及服务类型也变得更加丰富起来，这些都为
建筑公司对作业成本法体系的实施创造了非常必要的条件 [2]。

5 在建筑施工企业中的应用

建筑公司的投资规模一般都比较大，在工程项目进行期间往

作业成本计算着重于对活动成本以及产品成本信息的提

往需要支付比较多的预付款。这种情况对企业改变之前的作

供，而作业管理则着重于对运营效率，质量以及时间的提高，

业成本法有促进作用，使资金使用效率得到了提高，对内部

保障整体业绩的最大化。运营管理主要包含三部分：作业分

加强了监督，很好的实现了企业控制以及成本节约。在作业

析部分，业绩分析部分以及绩效评估。

成本核算方法的相关基本理论基础上进行引入以及实施，对

5.1 动因的主要分析

于建筑公司实施作业成本会计的准确性而言，有了很大的提

通过对作业成本根本原因的查找来完成对作业的管理。

高，对业务流程有很大的优化作用，关于建筑以及生产过程

比如，作业分析可能会很好的显示由于工厂的布局而导致物

当中的非增值业务有消除作用，更大程度的减少了资源浪费，

料搬运的相应成本。一旦发现这些根本原因，就可以及时的

从而对建设成本有降低作用，关于企业的盈利能力有很大的

采取措施对这些操作进行改善，比如对工厂布局重新进行布

提高，进一步使企业的竞争力得到了增强，最终可以很好的

置，这样可以对物料搬运成本起到降低的作用 [4]。

完成企业的具体业务发展目标。

5.2 作业的主要分析

4 实施步骤

在过程价值分析里面，识别以及评估是非常主要的内容。

4.1 确定作业整合并建立成本库

其任务是对企业的执行操作进行识别，描述以及评估。包含

一般来讲，作业指的是组织出于一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资

几个步骤：企业拥有哪些业务；有多少人对作业进行执行；

源执行的一场消耗活动，是将资源以及成本目标更好联系起

进行作业所花费的时间以及资源；关于作业对企业的价值进

来的一个桥梁。产品的具体生产过程或者一个项目的完成都

行评估，包含选择增值业务以消除非增值业务的具体建议。

需要由一系列操作进行完成。在对作业成本进行计算时，首

其中，最后一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步骤需要将增值操

先要按照实际的计算需求，然后对这些工序进行确定，可以

作以及非增值操作进行划分，比如调度。搬运以及待工等一

根据工序的相关性对同类作业进行合并，最终建立相应的作

些非增值作业，非增值作业以及增值作业执行效率低下而造

[3]

业中心——成本库。成本库指的是工序消耗的资源收集中心 。

成非增值成本。对作业进行分析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非增值

在作业成本法当中，会把每一个作业中心消耗的资源进行归

作业以及非增值成本进行消除。

结起来，进而形成成本库。因此，一个运营中心和一个成本

5.3 作业成绩评估

库相对应。

4.2 资源费用的归集
建设项目的间接费用主要指的是：在建设项目的过程中
场地以及企业的管理费，劳保以及财务费用等。间接费用的
208

作业绩效评估使用绩效指标来对作业实施情况以及实
施后果进行评估。作业绩效指标主要集中在三个比较主要的
领域：
（1）作业的效率。可以通过增值以及非增值来对作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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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会将项目再次的划分为许多个作业，再者其中又包含很

（2）作业质量。可以通过质量成本以及与质量相关的操

多复杂的逻辑关系，数据量非常大，如果只是依靠比较传统

作指标来对作业质量进行评估，比如，每件产品的具体缺陷

的方法来进行完成工作，简直是天方夜谭 [5]。目前，关于建

数以及缺陷率，外部故障出现的百分比以及采购订单出现的

筑施工企业，普遍存在信息化水平不高的现状，还有很多的

错误率等。

工作需要通过手工方式来完成。因此，建筑施工企业在信息

（3）作业时间。通常情况下可以通过准时的交货率，生

化管理水平方面，需要迫切的进行提高。

产周期，速度以及制造的周期效率来对作业时间进行评估，

（3）在作业成本管理当中，全员一起参与实施实际上是

指的是价格时间与非增值运行总时间（比如移动，检查以及

一项比较系统的工程，这种工程需要多方面的人才进行相互

维护等）之比。

配合，才可以保障最终的成功。首先作业成本法需要按照一

在成本管理的基础上实施作业成本法是一种全新的企业

定的标准以及精度将项目进行划分为非常细小的作业，这种

管理思想，它基于成本管理，但又不仅限于成本管理。作业

作业需要那些懂项目以及懂作业成本法的人才共同努力才可

成本法主要是为了对成本形成的真正原因进行探讨，并按照

以完成；其次，对作业成本的管理，需要利用项目软件的二

产品消费的资源对成本进行分配，很好的对通常影响产品成

次开发，更离不开计算机方面的人才；最后，作业成本管理

本的因素进行了掌握。将产品的开发成本以及客户服务成本

会对整个相关组织的整合都有涉及，这样必然给各个部门当

等进行成本类别的归类，保障成本管理以及业务管理范围保

中相应的工作方式带来很大的冲击以及改变，这些工作的完

持一致，从价值链的角度对整个系统当中每一个环节的价值

成都需要成员之间进行积极的配合。

进行把握，并对相应的过程进行优化，以更好的实现整体的

7 结语

改进。
作业成本法这种成本管理思想比较的先进，在建筑施工

6 注意事项
（1）作业成本法在一个公司层面上面属于成本管理系统。

企业当中进行成本管理非常的适用。目前，对建筑施工企业
的具体成本管理现状进行分析，会发现新的成本管理方法可

该系统主要通过分析成本系统，从而达到对公司的基本管理，

以保障企业在比较激烈的竞争当中找到本身的立足点，同时

问题的发现，问题的分析以及解决等起到了一个透视的作用，

也可以很大程度上对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有所增强。

重点主要为了对企业整体进行相应的管理，从而保障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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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熟悉，对其接受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想要对
思想观念以及现有成本管理方法的一些不足之处要进行比较
充分的认识，重点了解实施作业成本法的相关意义，然后逐
步将其引入到实践当中。
（2）想要完成作业成本法的实施，就需要具备较高的信
息化水平。作业成本在管理方面，重点对信息的及时性进行
强调，建筑施工企业的相关项目现场以及公司本部之间往往
相隔的距离比较远，想要保障信息可以比较及时的传递到使
用者手中，和现代化通信手段的实施是离不开的。由于系统

企业管理与科技 ( 上旬刊 )(11):143-144.
[2] 张晗 . 作业成本法在建筑施工企业的应用研究 [D]. 吉林财经大
学 ,2016.
[3] 刘提 . 作业成本法在建筑施工企业的应用研究 [D]. 安徽财经大
学 ,2015.
[4] 孟惊雷 . 作业成本法在建筑施工企业中的应用研究 [J]. 财会通讯：
理财版 ,2018(6):91-92.
[5] 莫 勇 . 作 业 成 本 法 在 建 筑 施 工 企 业 的 应 用 [J]. 西 部 财 会 ,2016
(10):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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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Green Building Design Measures Based on BIM
Technology
Ya’nan Han
Xinjiang Architectural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Urumqi, Xinjiang, 830002, China
Abstract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green building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ll sectors of the socie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s, green building has become a major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t can effectively save energy, reduce loss, and improv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green building, give full play to its role, ensure the quality of green building,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cientificity
of design in the design proces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green building design measures based on BIM Technology.

Keywords

BIM technology; green building; design measures

基于 BIM 技术的绿色建筑设计措施研究
韩亚男
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

摘

要

绿色建筑的不断发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在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加重的背景下，绿色建筑成为建筑行业的一个主要发展
趋势，其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有效地节省能源，降低损耗，还能够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所以，这就需要注重绿色建筑，充
分发挥出其作用，确保绿色建筑的质量，在设计环节就需要提升设计的有效性以及科学性，基于此，论文分析了基于 BIM 技
术的绿色建筑设计措施。

关键词
BIM 技术；绿色建筑；设计措施

1 引言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建筑行业的发展，但是行业
发展也给环境带去了很严重的影响，这是因为建筑的能耗大、
资源消耗高以及污染严重，所以，为了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就需要发展绿色建筑，这是该行业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重要方

模型，利用三维模型等方式把设计方案直接的体现出来，这
样设计人员就能够进行各个方面的分析，让他们正确的把握
整体设计效果，明确初步设计方案。设计人员运用该技术，
还能够对设计方案的细节进行及时的调整，对方案是否可行
进行探究，且设计人员也可以通过建筑信息模型看到设计中
的不足和问题，及时的解决，提升设计的水平。

向。BIM 技术在建筑行业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中包含了
模型的有关信息和建设设计的整体流程，而绿色建筑就很注
重建筑的全寿命周期，所以，在绿色建筑的设计中运用该技术，
能够有效的提升设计的水平，达到集约化、绿色化以及现代化。

2.2 确保绿色建筑设计反馈的有效性和及时性
以往在分析项目的可持续性时，应用传统的技术，要求
分析人员需要具备相关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素养，不然就很
难专业的分析。然而利用 BIM 技术之后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2 BIM 技术在绿色建筑设计中应用的优势

操作上也更简单，让建筑设计的每个环节都能够实现绿色节

2.1 直观的展现设计方案

能，及时反馈设计结果和模型评估的结果，让设计人员能够

BIM 技术运用有关的软件，能够结合设计方案建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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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绿色建筑设计
绿色建筑就是在建筑的各个环节中，要尽可能的节约资
源的使用，加强对可再生能源的推广以及应用，能够改善和
保护环境，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进而给人们提供更舒适的环境。
所以，要确保绿色建筑的作用发挥，就需要在各个环节中注
重运用，加强规划设计。

3.1 节水以及水资源运用
中国地域辽阔，但是淡水资源的分布呈现出不均衡的状
态，这就使得中国人均淡水占有量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存
在较大的差距，要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就要注重节水
以及水资源利用 [1]。在设计绿色建筑的过程中，要全面的考
虑水资源的利用，节省用水，通过运用 BIM 技术，能够模拟
相关的水系统规划方案，对水循环论证进行模拟，科学的选
择出适合的方案，提升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效率，减少城市供水，
还能够减少污水的排放量。在节水上，雨水回收就是一个有

Review

就要循环利用太阳能以及生活用水；要减少运输成本，就需
要做到就地取材。实践证明，BIM 技术在建筑设施中进行利用，
具有显著的节能效果，该技术的出现以及发展，节省了建筑
中的资源使用，让各种资源能够得到回收再利用，科学的调
整方案，对资源进行更高效的利用，绿色可持续性时代是绿
色建筑的一个重要方向 [2]。

3.3 节材和材料资源利用
在设计层面们需要减少装饰构建的设计，多对绿色环保
建筑材料进行循环利用；在结构材料上，要选择高性能材料
应用。另外，在建筑施工运营中，要对浪费问题进行减少，
加强对可利用材料的回收，进而再利用。而 BIM 技术就满足
这方面的要求，通过运用建筑信息模型软件，工程师能够正
确的对建筑要使用的材料数量进行预测，进而对分层填土的
开挖量进行合理的估计，能够减少生产以及运输剩余材料产
生的温室气体以及废物的排放量。

效的措施，在很多的软件中都已经把雨水分析环节加入到设

4 基于 BIM 技术的绿色建筑设计措施

计程序中，比如，在设计住宅时就注重利用雨水资源以及设

4.1 数字化建筑模型

计污水处理系统等；要注重对水资源进行保护，应用新技术

通常建筑施工中都是依据设计图纸开展的，然而对于一

构建水资源循环系统，一些生活排水以及生产污水能够实施

些建筑以及内部结构复杂性较高的建筑，要是单单以图纸作

生化处理，之后可在工厂、街道中使用。对于有限的水资源，

为依据进行建设，就会无法完成建设任务，这是由于当前很

需要加强对其的循环处理，这能够对环境进行保护，减轻城

多建筑都变得很复杂，这让施工难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对

市在污水处理上的压力，让这变成生态循环系统中不可或缺

施工进度以及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要想确保在规

的一部分，充分发挥出生态功能。

定时限内保质的完成建设，就可以利用 BIM 技术，通过建造

3.2 节能以及能源的利用

数字化建筑模型，能够避免出现上面的问题 [3]。该技术在模

绿色建筑的一个优势就是能够减少对能源的利用，降低
建筑能耗，当前的建筑复杂性不断提升，要是建筑师只靠自
己的经验或者是判断，或手工计算，这些都是无法正确把握
的，这就需要应用先进的技术，通过运用 BIM 技术，能够建
立建筑信息模型，建筑师基于得到的结果可以对建筑的物理
性能进行分析，这能够促进对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新经济
材料的产生，极大的节省了建筑中的资源使用量，这就促进
了各种资源的回收利用，进而科学的对方案进行调整和优化，
促进资源的利用率。比如，建筑师就可以对所在地的气候条
件进行全面的利用，全面的考虑设计中存在的低耗能因素问
题，如，要想减少建筑的成本，就要回收利用旧的建筑材料；
要节能保温，就可以使用节能墙体材料；要减少生活资源成本，

拟性以及可视性具有显著的优势，数字化模型构建的数字都
是精确以及明确的，这就让施工中能够少出现误差，就算是
管线的施工布置都能够布置成有三维立体感的数字模型，这
能够有效的提升施工质量，确保施工中不出现失误。通过运
用建筑模型，能够把各种专业的建筑模型集成到一个平台中，
这就能够让相关行业间进行有效的协调，在一样的平台上，
通过使用视觉建筑模型对各种专业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可
以科学的分配内部的各种系统，例如：能源转化系统、雨水
收集系统等。

4.2 全面的协调处理
绿色建筑能够有效的节省资源，还能够和高科技技术进
行有效的结合，在设计环节中一定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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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增加绿色建筑设计的难度和复杂性，所以，在设计中经常

运用该技术，加上建筑特性，构建合理数据，进而分析

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在施工中因为有不同的施工单位，

数据库并进行统计，结合所在地的气候条件情况，模拟绿色

都是同时在进行施工，要想有序的施工就要求相关单位间要

建筑，这样就能够对绿色建筑总体的设计提出相应的建议，

做好协调以及配合，然而因为绿色建筑比较特殊，这就不能

有针对性的进行优化 [5]。例如：结合建筑所在的位置，可以

只是简单的协调合作，就算是在施工之前就拟定了有关的应

明确风向以及采光，或是在墙体厚度的设计中，结合使用的

对方案，然而在施工中仍然会产生很多不能够克服的现实生

材料情况，利用其特定的材质明确墙体的厚度，这样在墙体

活问题。

施工环节就能够节能很多的资源，减少浪费现象，结合该技

在相关专业的施工管线布置中，同样需要不同的设计人
员设计施工，然而设计师在理念以及规划上存在差异，要是
没有先沟通好就拟定自己的方案，在施工中就一定会出现问
题。运用 BIM 技术，就可以协调好有关专业间的问题，让设
计师可以在建筑模型中对他们设计的部件进行分析以及对比，

术分析得到的结果，能够科学的规划绿色建设设计的有关方
面，有针对性的调整，真的做到节省资源以及保护环境。

5 结语
综上所述，绿色建筑是建筑行业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例如：在布置电力管道时，

所以，为了让建筑建设能够真正的实现绿色节能，就需要利

基础桩的结构设计就会限制电力管道的布置，这是不同行业

用先进的技术，在设计环节中运用 BIM 技术，能够得到更好

间的碰撞，运用该技术就能够调整出现的问题，在统一的建

的绿色建筑设计方案，为建筑的施工奠定良好的基础。

筑模型中，可以有目的性的处理出现的问题，这样能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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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rain Operation in the
Warehouse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Failures on the Way
Zhixue Liu Zhuo Wang

Dongdong Liu

Baotou Depot, China Railway Hohhot Bureau Group Co., Ltd., Baotou, Inner Mongolia, 014000, China
Abstract

The railway passenger car is an important technical equipment to complete the passenger transport task. It not only requires to be able
to take more passengers to complete the heavy passenger task, but also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afety, comfort and speed of passengers.
The bogie is one of the key parts of the passenger car, 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afety and comfort of passengers. After raising the
speed of railway passenger cars, due to the general increase of running speed, serious yaw and vertical vibration of passenger cars,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wear, fracture and looseness of parts and components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bogie running performance are
caused. It poses a great threat to the running safety of vehicles, but also a huge hidden danger to the driving safety. How to avoid these
hidden dangers is the concern of people and also needs to be solved.

Keywords

railway passenger car; maintenance; failure; measures

关于提高列车运行品质的库内检修项点及途中故障应对措施
刘志学

王卓

刘东东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包头车辆段，中国·内蒙古 包头 014000

摘

要

铁路客车是完成客运任务的重要的技术装备，不仅要求能乘坐更多的旅客，以完成繁重的旅客任务，而且与乘坐旅客的安全、
舒适、快捷息息相关，而转向架是客车的关键部件之一，直接关系到旅客的安全性、舒适性。铁路客车提速后，由于运行速
度的普遍提高，客车横摆严重，垂向振动加剧，造成零部件的磨损、折断、松动现象的频繁的发生，转向架运行性能的恶化。
对车辆的运行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同时也对行车安全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怎样才能避免这些隐患的发生，这是人们所
关注的，也是需要解决的。

关键词
铁路客车；检修；故障；措施

1 引言
铁路客车安全围绕客车防燃轴切轴、防配件脱落、防火
灾、防制动故障、防列车分离、防运行品质不良等“六防”
安全关键进行卡控，其中对客车运行品质提出了较高要求。

轮对损伤、异音、异响、基础制动装置、弹性悬挂装置等部
件进行整体卡控，强调在检修中应该注意的部位，同时根据
运行途中反馈的突发故障信息，及时查找诱发原因，精准制
定处置措施，确保客车零故障出库。论文对有效提高客车运

快速客车在运行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交变的轮轨作用力，这些

行品质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尽可能的减少或避免出现相同

作用力会激起车辆的振动。除了受平直线路不平顺影响外，

的问题，提高车辆运行稳定性和旅客乘坐舒适性。

车辆还要受线路曲线、缓和曲线和超高等线路平面的影响，

2 各部主要检查项点及要求

从而影响旅客乘坐的舒适性。为提高列车运行品质，进一步
强化客车作业标准落实，对车辆振动、异响重点卡控，防范

对客车转向架“车下易脱落配件”和“悬吊装置” 为重

旅客列车车辆部件脱落，论文围绕源头质量、作业标准等方

点的专项排查整治形成常态，坚持“逐辆逐项、不留死角”

面深入剖析导致运行品质不良的原因及探索有效的防控措施，

的原则，按照“责任分工、实名整治、一车一档”的要求，

利用大数据分析总结安全规律，管控现场作业，从主型客车

从检修作业质量入手，强化排查整治责任落实和追究，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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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客车易脱落配件安全隐患，加强制动机试验及客车轮对

（3）检查客车转向架各吊轴、吊销、吊座、弹簧；制动

专项修的质量标准落实，遇旅客列车车辆故障和异常情况时，

盘、闸片各销、套的磨损；各风缸吊架，转向架悬吊部件等

严格按规定进行处理，确保客车运行安全。各部主要检查项

组装螺栓、圆销开口销等。

点及要求：
（1）空气弹簧：空气弹簧高度测量块无缺失，橡胶囊与
金属板的粘接面无脱离，橡胶囊及橡胶堆表面裂纹不超限、
胶囊帘线不外露。
（2）差压阀、高度调整阀及调整杆无裂损变形，连接风

（4）车厢内各通过台、洗漱间、厕所上部检查孔盖。
（5）车顶排气扇防雨帽、餐车烟囱帽，发电车烟囱、排
气扇防雨帽、排风口百叶窗，车顶盖、天线的安装情况。
（6）空调机组检查盖板、排水管安装情况，有无腐蚀。

4 控制措施

管路无腐蚀损坏，各部无漏泄。高度调整阀防护板安装牢固。
防过充安全钢丝绳、圆销、开口销无折损。
（3）油压减震器：配件无缺失、安装牢固，无漏油、折损。
（4）“三捆绑”装置：配件齐全，开口销状态良好，角
度为 60-90 度。
（5）客车钩缓装置：15 号车钩缓冲装置各部无裂损；
螺母安装良好，开口销无折损；缓冲器无上翘；车列首尾车
钩三态作用良好，车钩高度符合规定；相连车钩钩差不过限。
密接式车钩缓冲装置各部无裂纹和永久变形；各部螺栓无松
动、丢失；两车钩连接间隙及缓冲器的内半筒相对外壳后端
面的伸出量不超限；解钩手柄定位良好、无变形。
（6）制动梁端轴：将制动梁端轴根部、端轴与制动梁焊
接部位尘土和锈垢等清除干净，然后细致检查端轴根部、端
轴与制动梁焊接部位，确保无裂纹、裂损。
（7）旁承和心盘装置：旁承和心盘螺栓无松动和裂损、
旁承无错位，旁承螺栓与摇枕弹簧无接触、别劲，旁承间隙
符合出库标准。
（8）摇枕弹簧、轴箱弹簧：对摇枕弹簧、轴箱弹簧用点
检锤敲击检查，并进行外观细密检查。发现折断、裂纹，必
须进行更换。
（9）抗侧滚扭杆装置：细致检查抗侧滚扭杆装置各部位，
确保无裂纹、裂损。
（10）排水导筒、排便筒安装牢固。

3 库内排查重点
（1）对振动、异响车辆轮对细密测量，建档追踪。对悬
吊部分重点检查。
（2）重点检查各型客车底部电池箱，发电机组、单元柴
油机组、配电箱，制动单元、气路控制箱等悬吊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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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悬吊装置、易脱落配件紧固螺栓状态进行全面检
查，对污垢的螺栓紧固部位，必须全部清洁，保证检查确认
紧固状态，对未涂打防松标记的要进行涂打，对涂打标记的
进行检查确认到位。
（2）对所有易脱落配件圆销、开口销状态进行检查确认，
对磨耗接近到限的要全部更换。
（3）对客车通过台、厕所、洗漱间等部位的平顶板检查
门，排查防脱明锁及封条状态。凡因客车整备、检修等原因
需打开检查门时，工作者必须确认安全吊带连挂牢固后方能
锁闭。检查门锁闭后，还须由质检员对锁闭状态进行再次确认；
作业人员每次检查完毕后，要将三角锁锁闭到位，同时将加
装锁闭装置锁闭到位，重新粘贴封条写明检查日期。
（4）强化客车易脱落配件和部位的库内检修质量控制。
一是每趟入库客车检修必须严格执行《运用客车出库质量标
准》，严格“三检一验”及记名检、修、验制度落实，确保
客车出库质量标准达标。二是加强客车定期排除整治，特别
是春秋整修和每次客车鉴定时，重点对客车易脱落配件和部
位进行全面排除和整治。

5 加强 TPDS 管理
加强 TPDS 管理，实现对客车运行品质不良、车轮踏面
损伤、转向架安全隐患的全程跟踪和故障预警，更好的发挥
其保证客车运行安全的作用。车辆运行品质轨边动态监测系
统（TPDS）是发现车辆运行品质不良，车轮踏面损伤和超偏
载等安全隐患，并进行跟踪和故障预报警的地对车安全监测
系统，是保证铁路车辆运输安全的重要设施。

5.1 车轮踏面损伤报警的等级
根据车轮踏面损伤程度由重到轻顺序分为一级、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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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3（空簧车等于或大于 22）；二级报警为较严重报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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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不得形成锋芒，锤击车轮踏面无异音。（4）车轮无失圆。
制动盘检查：（1）制动盘各部尺寸符合运用限度要求。

警冲击当量为 21-22（空簧车 20-21）；三级报警为一般报警，

（2）制动盘与盘毂连接部、半盘连接部无裂损、松动。（3）

报警冲击当量为 19-20（空簧车 18-19）。TPDS 报警使用颜

制动盘摩擦面不允许有厚度方向的贯通裂纹。（4）制动盘散

色区分，一级为红色，二级为橙色，三级为黄色。

热筋（片）不得有贯通裂纹。（5）制动盘固定螺栓无松动、

5.2 TPDS 故障判定与处理

开口销无丢失、折损。（6）制动盘的两个磨擦面应均匀磨耗。

发生以下问题由库检车间组织进行换轮、镟轮或甩车处
理，处理入库后还须对转向架进行检查，主要检查该转向架
轴箱弹簧、摇枕弹簧、轴箱定位套、定位座、轴箱导柱、构架、
弹簧托梁等悬吊部件无裂纹、折损，发现故障及时处置。
（1）一级报警

轮对跟踪：（1）对鉴定发现不符合运用限度和异常的轮
对安排镟修、更换。（2）对不符合辅（A1）修限度的轮对纳
入跟踪。

7.2 转向架深度检查
（1）清除转向架污垢、锈垢，满足检查、测量和油润工

（2）二级报警冲击当量普通车为 22（空簧车 21）

作的需求。（2）构架、摇枕、弹簧托梁、轴箱定位装置及各

（3）同一轮对连续两趟发生二级报警。

部安装座、吊座无裂纹、变形。(3) 摇枕吊、摇枕吊轴、牵引

（4）同一轮对连续发生三级报警 16 次及以上。

拉杆、横向拉杆、抗侧滚扭杆及吊杆、横向控制杆、基础制

6 LY 客车车轮故障在线检测系统

动装置及各安全托（吊）无松动、裂损、开焊。(4) 各圆销、
开口销磨耗及销套配合间隙符合要求，销套不窜出。(5) 轴箱

充分利用“LY 客车车轮故障在线检测系统”(以下简称“LY

定位装置、牵引拉杆、横向拉杆、横向控制杆和横向缓冲器（横

系统”) 诊断和故障提示功能，“LY 系统”由车轮探伤单元

向档）等处的橡胶部件无破损、脱胶、窜出，裂纹不超限。(6)

和车轮外形尺寸检测单元两个可独立工作的模块组成，能够

抗侧滚扭杆吊杆关节轴承无窜出、关节轴承转动灵活。(7) 防

检测车轮内部径向和周向裂纹、车轮直径、轮缘高度和厚度、

松标记须清晰，标记不清时须重新涂打。(8) 螺母、螺栓有移

轮缘 QR 值、轮辋厚度、踏面磨耗和轮对内侧距等，能够对

位、松动现象时，按照规定扭矩进行紧固或更换螺母和螺栓。

车轮经济检修提供依据，并对客车运行安全起到重要的作用。

(9) 制动装置各垂下品与轨面距离符合运用限度要求。(10) 磨

“LY 系统”的车轮外形尺寸检测模块能够自动检测：

耗部位给油。(11) 对经测量接近到限的故障或需要进一步确认

踏面磨耗、轮缘厚度、QR 值、车轮直径、轮对内距、轮辋厚

的故障纳入重点故障跟踪计划。

度。探伤模块能够检测轮缘径向缺陷、轮辋周向及径向缺陷。

8 乘务员对振动、异响车辆做到五个“必须”

具有探伤检测数据采用轮饼图、A 扫等关联显示分析功能。
具有绘制轮对外形检测曲线并与踏面标准外形进行比较显示
功能。
“LY 系统”具有超限报警提示功能，通过对轮对的安全
监控，对检测数据存储、分析、查询、统计以及对历史数据
的跟踪分析，对车轮状态做出综合评价。库检车间及时对数
据进行现场测量核实，对故障轮对进行换轮、镟轮或甩车处理。

（1）必须引记“车统 -181”；
（2）必须跟踪检查轴温、轮对踏面、TCDS 监控；
（3）必须利用较长站停时间，重点对车辆悬挂部位、各
弹簧、拉杆进行检查；
（4）入库必须对车辆悬挂部位、构架等进行全面检查，
车间干部必须到现场盯控。
（5）接车乘务员出库交接时必须确认处理状况。

7 加强轮对鉴定及转向架深度检查专项修
7.1 轮对鉴定
轮对检查：（1）测量轮轴各部尺寸。（2）轮轴各部尺
寸及损伤符合运用限度要求。（3）轮轴各部无裂纹，轮缘顶

9 运行中旅客列车运行中发生振动、异音、异
响应急处置方法
（1）乘务员负责对 TPDS 报警信息进行途中跟踪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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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同时做好报警信息的反馈工作。乘务员接到 TPDS 报

指导。定期开展客车“运行品质不良”专项整治，重点对转

警信息后，需对报警车辆顺位、车号、轮位进行确认，并反

向架各部、油压减震器及轮对踏面进行检查，加强“181”管理，

馈监听报警车辆轮轨间是否有异响或异常振动，查阅报警车

对乘务交震动大的车辆，库检要及时销号，对发现的问题和

辆轴温是否异常，发现故障危及行车安全时，应果断通知司

隐患分类统计、逐项逐条限期组织整治。

机停车处理。跟踪运行时，途中重点监控，待列车到达作业

（2）明确单一项点应急处置流程，大力减少中间环节，

站停车后须对报警处理的轮对及转向架进行重点检查，主要

强化现场作业实作培训，保证应急处置正确迅速。确保问题

检查报警轮对踏面是否有缺损、剥离、空洞等故障，盖转向

发生后能够按标按规正确处置，严防引发次生事故。强化突

架轴箱弹簧、摇枕弹簧、轴箱定位套、定位座、轴箱导柱及

发情况应急处置，牢固树立“宁可错停，不可盲行”的观念。

构架是否存在异常，乘务员确认完毕后须将车辆的检查情况

（3）加强客车应急处置相关知识的培训学习，对理解偏

反馈至 TPDS 监控员。
（2）车辆乘务员接到其他列车工作人员反映或发现旅客

差、概念不清的，要及时答疑解惑，彻底消除规章制度执行
不到位或偏差的问题。

列车运行中有振动、异音、异响时，要立即赶到问题车辆，

（4）加强对现场作业的检查指导，严格作业标准和作业

对该车重点监控，监听车辆运行状态，采用耳听、开窗等方

流程执行情况的跟班检查，及时纠偏规章制度执行漏项、缺

法进行检查判断，发现热轴、抱闸、振动、异音、异响等危

项问题，确保作业标准落实到位。

及行车安全和人身安全的情况需要通知司机立即停车或者前

11 相关管理要求

方站停车确认。确认不危及行车安全的问题及运行品质不良
的轮对提报《车统 -181》，入库检查处理。
（3）无法判定是否影响列车安全运行时，车辆乘务员
须在本车重点监控。当列车需限速运行至前方站或停车处置
时，车辆乘务员立即通知机车乘务员。车辆乘务员按规定使
用列车无线调度通信手持终端呼叫机车乘务员进行停车检查，
重点检查轮轴状态及各悬吊部分、制动装置，故障影响车辆
运行或造成车辆部件损坏时，对车辆进行应急处理并试验
后，达到运行条件后方可通知机车乘务员开车，必要时预报
前方客列检协助处理。[1] 如故障影响行车安全且不能修复时，
通知机车乘务员向列车调度员报告请求救援。车辆乘务员及
时将检查情况及应急处置情况按要求向本属车辆段调度进行
反馈。
（4）列车发生紧急制动停车后，车辆乘务员须按照《铁
路客车运用维修规程》第 153 条有关处置要求执行，开车后
须立即进行一次全列巡视，发现异常时应通知司机立即停车
或者前方站停车。

（1）强化旅客列车安全责任意识，各级管理与专业技术
人员高度重视提高客车运行品质的重要意义。增强对安全的
敬畏感、紧迫感、责任感，牢固树立客车安全无小事的意识。
（2）抓好落实，按照“岗位第一责任人”的要求，克
服安全意识疲劳和安全管理上的盲目乐观、依赖思想和松懈
情绪，对各项排查整治发现的问题必须全部登记入档并立即
整改。
（3）杜绝应急处置不当、信息迟报的问题，对影响客车
运行品质的重点、典型问题进行汇总分析，对典型和突出问
题要制定防范措施。
（4）车间对提高客车运行品质排查整治进行全过程督导，
凡发现组织不力，行动迟缓，落实不到位，问题整改不及时的，
按照车间有关规定考核。通过典型案例开展宣讲教育，切实
增强作业人员安全责任意识。同时要举一反三，进一步排查
规章制度存在的缺陷，研判作业人员和设备运用安全风险，
细化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强化现场作业实作培训，使客车运
行品质有效提升。

10 具体落实措施
（1）定期组织乘务指导、质检员、工长及相关人员对所
属客车进行逐辆逐项全面排查，加强现场关键作业控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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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Cost Management Under the Network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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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daily life, it has also affected the progress of engineering cost management. As the basis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st will, to a certain extent, determine how much benefits the project will
receive in the course of progress, so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engineering cost management needs to be given sufficient attention.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basic content of engineering cost management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economic conditions, as well a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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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工程造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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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对工程造价管理工作的进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工程造价作为工程建设
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工程在进行过程中所获利益的多少，所以工程造价管理的具体情况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论文
就工程造价管理工作的基本内容以及其在网络经济条件的影响下所具备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等内容作出简要
分析。

关键词
网络经济条件；工程造价管理；工程建设

1 工程造价管理概述

较为准确的工程造价费用预算。而如果所得的费用结果与公

1.1 工程造价管理的目标

司本来的预算情况不符，就要通过对每一项费用的重新核算，

对于每个企业来说，获得最大的效益利润是自己的根本
目的，而作为组成企业工作的一部分，工程造价管理的目标

来与公司本来的预算情况相比对，找出存在问题的情况，并
运用适当的方法对预算费用进行有效的控制。

需要与其所在企业的根本目的相一致，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

2 网络经济时代下工程造价管理的现状与原因

趋势，采用适当的科学方法与手段，确立工程建设中最小的

2.1 网络经济时代下工程造价管理的现状

费用预算，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1.2 工程造价管理的基本内容

2.1.1 工程造价的相关数据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在对工程造价进行动态控制的过程中，及时进行数据收

对工程造价管理的工作过程来说，它最基本的工作内容

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但在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

就是能够确定较为准确的工程造价费用并能通过适当的手段

很多工程项目在相关数据的收集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没

对工程造价过程进行合理的控制。在工程造价费用的确定过

有在工程造价管理的具体过程中及时收集到相关有效数据，

程中，需要依次进行投资估算价格、概算造价等一系列步骤

或者收集到的数据只是为了完成每一个操作步骤，并不能产

的操作，通过对每一个步骤的精准计算，才能最后产生一个

生适当的使用价值。所以在这个情况的发展下，无论通过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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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手段得来的数据都不具有很好的通用性，对待工程造价管

的观念对成员进行统一的指导与管理，才能让整个工作团队

理的其他步骤就不能体现出应有的价值，而且所得数据如果

都能在目前局势下向着共同目标前进，在工程造价管理的领

在适用性上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就会影响数据本身的真实程

域中取得良好的成绩。[2]

度，那么就会大大降低工程造价管理工作的进行效率，不利
于工程造价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进而不利于企业经济发展
的顺利进行，不能体现相关数据的价值所在。[1]

2.1.2 工程造价行业内部存在问题隐患
现目前的工程造价管理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在其内部本
身存在了一些阻碍正常工作进行的状况。很多企业会为了自
己的利益而无视整个行业的相关法律和法规，按自己的需求，

3 网络经济时代下工程造价管理的特点
3.1 工程造价管理所涉及的数据增多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过程也变得十
分迅速。而在这种经济条件发展的情况影响下，也进一步扩
大了企业经营的工程项目的发展范围，这就导致工程项目的
数量不断增多，以此来产生的操作数据也在不断的增多中。

对一些实际情况进行更改或调换。甚至有些企业的员工都会

所以对于网络经济条件的发展影响下，工程造价管理工作所

在进行工程造价处理的过程中，通过在项目的编审过程中人

涉及的数据处理数目增多能够成为主要发展特点之一。

为的故意出现差错，来左右项目的正常运行，从而以此获取

3.2 工程造价管理中需要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

某些利益 。除此之外，有些进行工程造价具体工作的人员表

面对网络经济建设为我们带来的信息化社会，对于工程

现出的专业知识能力欠缺，也是工程造价管理工作在现阶段

造价的发展过程来说，能够为其在操作步骤中提供更多的要

进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

求与支持。而如果想要更好地完成一项工程项目，能够掌握

2.2 网络经济条件下产生以上状况的原因

准确的相关数据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个企业都需要在

2.2.1 工程造价管理的信息化方面应用发展不完善

巨大市场环境的影响下，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无论对于

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也可在

哪一个企业来说，适应市场环境的发展趋势都是必须所要具

网络经济条件的笼罩下体现出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但由于人

备的，而事先对相关信息进行调查研究更是必不可少的。所

们对于工程造价管理方面的思想局限性，就会导致信息化内

以在网络经济条件的发展过程中，各个企业对于相关市场的

容在在此方面的应用不够完善，以至于那些有关于工程造价

信息需求增大也能够成为其主要发展特点之一。

方面的相关信息及资源虽然经有关人员研究得来，但却无法

3.3 工程造价管理与相关单位间的信息传递日益密切

进行资源上的共享，更不用说进行进一步的整合与处理。所
以这就会导致工程造价所需要的数据不能起到本来的作用，
而在一定程度上还会阻碍工程造价工作的正常进行。

2.2.2 工程造价的相关管理观念不健全
在每个企业进行工程造价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很多相关
工作人员的工作都仅仅是为了完成上司安排给自己的任务，
认为自己只需要干好自己分管的一部分就可以。这种情况往
往就会在一些企业中经常出现，而且一旦出现就会导致自己
的工作团队中存在分歧，并影响正常的进度安排。因为无论
哪一类工程项目的发展都离不开相关管理理念的正确引导，

企业的日常发展与管理，都离不开政府单位的宏观管控，
而为了顺应这种发展趋势，我们公司也需要进一步加强与政
府单位的沟通联系，确保能够获得有效的信息资源。由于现
代网络技术的深入发展，工程造价管理工作已经离不开信息
网络，所以企业与相关政府单位沟通交流已成为每个项目在
进行过程中的必要步骤之一。因此，工程造价管理与相关政
府单位之间的信息传递也逐渐能够成为网络经济条件发展下
的重要特点。

3.4 适当的技术掌握成为控制工程造价的重要手段

只有帮助自己公司建立正确的工程造价管理观念，才能塑造

在进行工程造价的管理工作时，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在一

团结的工作团队，拥有完成工程造价工作的先决条件。从另

定程度上掌握必要的技术理论，只有从根本上对相关技术进

一个角度来说，一个工作团队中成员的各自习惯与能力等方

行适当的了解，才能使工作人员在具体进行费用预算时了解

面都存在差异，这就需要领导者需要具有一定正确而又适当

每一笔交易的支出情况，才能有效的采取措施来进行节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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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来对工程造价管理工作进行有效的控制。所以为了保证

必须的阶段，而对于设计阶段来说，对其进行适当的工程造

工程造价工作的顺利进行，相关工作人员需要掌握一定的技

价控制是必要的工作之一，因为在具体施工工作的进行过程

术理论也需要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存在。

之前，需要对该项目进行精确的研究预测，才能保证工程项

4 网络经济时代下工程造价管理的发展对策
4.1 增加信息网络在工程造价管理工作方面的应用
对于工程造价管理工作来说，对于相关项目信息的有效
掌握是完成工程造价基础工作的重要条件，而对于现阶段网
络建设的迅速发展趋势来说，我们更需要进一步加强信息网
络在进行工程造价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通过采用各种媒
体方式对相关信息进行研究整合，而确立最终具有使用价值
的相关信息，然后在准确的市场发展要求下，根据自己公司
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应市场经济的关于各项基本问题的应对措
施，为顺利完成工程造价管理工作而努力前进。

4.2 确立正确的工程造价管理理念

目能够在具体进行过程中顺利进行。而且对于任何工程项目
的费用预算上，设计费用虽然效率的比重很小，但一个项目
只有在前期设计过程中不存在问题，才能有效减少其在日后
的施工过程中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浪费。所以在工程造价管理
过程中，应对设计过程赋予足够的重视程度，才能确保日后
工作的顺利进行，所以虽然设计阶段本身花费的费用不大，
但却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范围，因此，对于设计阶段进行有
效的费用预算应当成为工程造价管理工作进行的重要原则之
一。[3]

5 结语
通过上文中对于工程造价管理工作的相关分析可以体现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为我们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

出，虽然在网络经济条件的发展影响下，工程造价管理工作

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我们可以通过多种媒体条件对政府采取

中会存在一些阻碍其顺利发展的因素存在，但不可反驳的是，

的各项措施以及法律观念进行充分的了解。再在此基础上，

网络经济条件的存在的确为工程造价管理的进行提供了很多

进一步确立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工程造价管理理念，确保公

有利条件。而我们也需要从具体工作的每个阶段入手，研究

司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因为无论哪一类工程项目的发展都

其主要存在问题，在网络时代流行发展的基础上，加强与相

离不开政府单位的宏观调控，只有对他们的相关情况进行充

关政府单位的沟通联系，适应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趋势，通

分的了解与掌控，才能帮助自己公司建立正确的工程造价管

过不断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为企业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

理观念，加强对工程项目的管控力度。

保障。即使遇到阻碍发展的问题，也要积极应对，根据时代

4.3 提升工程造价工作的市场竞争地位

背景提出应对策略，保证工程造价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无论对于哪一行业来说，如果想要在社会发展的大潮中
站稳脚，就需要在发展趋势上基本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偏重点
相契合，才能在未来的成长建设过程中与总体局势保持步调
一致。而在此之前，就需要企业能够通过完善相关阶段过程、
节约生产成本等重要措施来提高工程造价工作的竞争能力，
从而保证企业基本的经济利益，促进工程造价工作能够在社
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能够在日后得到更好的发展 [4]。

4.4 重视设计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
一个工程造价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需要依次进行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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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modern society, people are more and more aware of the significance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dust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society.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to realize green management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implement
gree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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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管理创新及绿色施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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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态保护的意义。建筑工程行业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着重要作
用，因此实现建筑工程施工中的绿色管理，实施绿色工程，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建筑工程；管理创新；绿色施工

1 引言
建筑工程发展建设中，绿色发展是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
是维持生态稳定践行良好价值观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现代
化建筑工程发展的重要内容。为了践行绿色发展观，建筑施

坚守绿色发展的理念，在施工的同时做好污染控制，在保障
工程质量的基础上，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绿色建筑工程，
注重生态发展，才能有效提升建筑工程的质量，为提高建筑
工程的管理效率奠定基础，促进建筑工程行业持续稳定的发
展下去。

工中要注重创新，充分发挥新技术新手段的作用，科学选择
施工材料，科学安排施工，降低施工带来的各种污染隐患，

3 建筑工程绿色管理的创新路径发展建议

有效确保绿色工程的顺利建设。

3.1 理念创新

2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管理的重要意义

现阶段，既然要追求创新，就要敢于破除那些固有的看
法和思维模式，以新的视角、方法和思维模式思考工程建设，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也逐

逐步形成绿色的理论和思想观点，从而用于指导后续的建筑

渐显现出来，气候变暖、人口剧增、生态失衡等威胁人类生

工程施工工作。企业的管理理念要创新，施工技术和施工手

存和发展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严峻的现实考验中，

段也要与时俱进，紧密联系社会发展需要，严格遵循党和政

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刻不容缓。建筑工程的发展对社会发展和

府制定的政策要求，在施工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发展

进步非常有益，绿色建筑工程的发展和人们的社会生活紧密

新的管理理念。企业重视理念创新，有助于企业革新管理理念，

相关 [1]。建筑工程绿色施工管理指的就是建筑施工过程中要

创新管理方式，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开展建筑工程施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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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发生的概率，有利于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位宣传绿色发展理念 [4]，培养和提高基层施工人员的绿色理念，

3.2 组织创新

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绿色施工理念，这样才有助于后期绿色

建筑施工工程的顺利开展，需要建筑单位各个部门的协
同配合。每个建筑施工单位的管理组织也是不尽相同的，在
施工过程中面临的遭遇和挑战也是不同的。为了实现绿色施

建筑的发展和完善。而且，由于气候环境区域的不同，在实
际的绿色工程管理中，施工单位要派遣专门的人员到当地进
行考察，并且制定出具体的施工方案，因地制宜来开展施工

工，切实降低施工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就要注重进行组织创新，

工作，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绿色发展。此外，除了

不断优化管理模式，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明确建筑施

加强宣传之外，还要注重在施工单位内部开展绿色教育，具

工中的主导人、责任人和监督管理人员 [2]。施工单位施工中

体来讲，要对施工人员进行科学的培训和教育，进一步强化

还要紧跟建筑行业的发展趋势，推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信

他们的绿色发展理念和，有效转变传统的发展评价模式，从

息互联互通，有效培养和提高团队的管理效率，加强沟通和

而培养和提高他们绿色工程观念和绿色意识的培养。

协调，从而及时发现施工中存在的问题，并且选用科学的方

4.2 完善绿色工程管理标准

式进行优化，有效发挥组织的力量。

3.3 技术创新

绿色施工工程的发展，离不开科学、完善的施工标准，
只有这样才能为绿色建筑施工提供有效的参考和明确的依据，

技术创新指的是通过运用一些先进的信息技术来进行管

使绿色施工工作有序地开展下去。在建筑工程建设施工中，

理，提高管理效率，优化管理方式。技术创新可以划分为技

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可以深入到施工工地进行监督和检查，

术人员和技术设备工具的管理创新 [3]，前者指的是做好施工

并且针对不同的作业内容和作业规范进行评判，对不符合相

现场的管理工作，包括编制各种各样的施工方案，做好施工

关规定的企业进行惩罚，促使其按照绿色施工的管理标准开

技术的安全保障工作，科学审查施工中采用的图纸是否符合

展施工作业。另外，在工程项目的发展建设中，管理人员除

建筑标准，并且运用科学的方式去处理和解决施工过程中项

了革新管理理念，还要总结之前绿色工程的发展理念，这样

目生产部门反映的问题，科学把控好施工工作的思路和方向。

就能根据更加真实的客观的环境进行标准制定，还可以总结

施工技术人员创新还包含施工人员研发的有利于施工工作的

绿色发展理念，并且将其当做绿色工程的认证，继而将绿色

各种各样的技术创新和工作模式，能够有效调动施工人员的

发展标准的管理深化，从而有效推动绿色工程的建设和发展。

积极性，促使他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施工技术

4.3 做好绿色工程的安全管理工作

设备管理创新主要指的技术建筑工程中选用的机械设备要紧
跟时代发展，选择那些新技术新手段的现代化施工设备，有
效提高施工项目的进度，科学保障施工项目的质量，降低施
工工程成本，切实实现对建筑施工技术设备的管理创新，从
而更好地服务于建筑工程的管理工作，为建筑工程的发展和
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绿色建筑工程发展过程中，绿色安全发展是绿色管理的
另一个重要层面。绿色工程安全包括环境安全、技术安全和
建筑质量安全等 [5]，建筑施工中融入绿色发展理念，确保建
筑完成的工程标准符合安全标准规范，不会对人们的生命或
者财产安全产生不良的影响。为此，绿色工程施工过程中，
选用的原材料一定是从正规生产厂商进购的，施工材料尽量

4 建筑工程中绿色工程管理理念创新策略

选择那些绿色环保的，而且待材料到达施工工地以后还要进

4.1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行有效的检测，切实保障材料的性能符合质量标准。此外，

为了促进建筑工程绿色发展，就要确立绿色发展理念，

施工中还要做好关于材料记录和整理工作，施工过程中不可

提高管理人员的绿色意识。从整体上看，中国工程建设中，

偷工减料。施工中技术人员应当注重结合当地的环境特点选

施工管理人员的绿色理念还有待提高，还是有一部分人绿色

择合适的施工方案，做好绿色规划，明确施工材料分类，做

意识比较淡薄，绿色管理理念也比较有限。为此，建筑工程

好分类和分级管理作业，有效避免因为施工材料的性能发生

施工过程中，管理人员应当注重开展绿色宣传，深入工程单

变化而影响后续的工程质量。除此之外，还需要做好施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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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废料和废水的处理工作，对这些废料或者废渣进行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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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Treatment Method of Collapsible Loess
Foundation
Kairui Li
Kuitun Nongqishi Survey and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Kuitun, Xinjiang, 83321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country is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xisting professional ground
treatment work for large-thickness collapsible yellow soil.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founda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and improve the foundation treatmen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reasonable operations for the composite foundation
base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he foundation treat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treatment method of
large-thickness collapsible loess foundation at this stage,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Keywords

large-thickness collapsibility; loess founda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湿陷性黄土地基处理方法探讨
李凯瑞
奎屯农七师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新疆 奎屯 833211

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现有的专业性大厚度湿陷性黄土地地基处理工作。为了进一步提升地基处理技术，
完善地基处理管控，必须要针对复合型地基基地进行合理运转，促进地基的处理可持续管理。因此，论文主要针对现阶段的
大厚度湿陷性黄土地基处理方法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大厚度湿陷性；黄土地基；处理技术

1 引言

中国的湿陷地区的黄土分布图进行理解，逐步的对不同区域
的黄土面积进行统计 [2]。在地形地貌管理中，主要分布于黄

目前，社会的黄土地区的处理技术开始逐步的成熟，但
是由于发展历史较短，还是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改
进 [1]。对此，必须要针对这种技术进行创新管理，构建新型
的轻型建 ( 构 ) 筑物的地基处理模型，着重阐述其中的数据处
理技术和方法，创新其在高层建筑中的应用，逐步的为后续

土塬、梁、卯及河流高阶地区，其黄土湿陷度非常强烈，已
经逐步的成为了后续建筑行业技术人员的关注核心内容。对
此，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将黄土的湿陷性分布从经济上对其
进行合理施工，提出一定的可行性措施，构建新型的地基处
理技术和方法，为后续的结构性综合处理奠定基础。

的技术管控奠定基础。

3 轻微建筑结构地基处理技术
2 大厚度湿陷性黄土地基处理概述

在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中，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将轻型

中国现阶段的大厚层湿陷性黄土地分布范围很广，大约

建筑物的品质以及其他的重量进行合理管控，逐步的与其规

为世界黄土面积的 5%。其受到黄土地区性的堆积面积环境管

范中的筒仓，烟囱电视塔等构筑物进行分析和设计，这些建

控情况，其中地理位置，地质条件和气候等都必须要进行全

筑物的高度和集体的荷重度较低，能够与其他建筑物之间进

面性的分析，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管理，减少其中的管

行共同理解。在此期间，根据地基处理的情况将这些未处理

理差异。根据湿陷黄土地区的规范条例明确提出必须要根据

的湿陷性黄土层进行有效控制，逐步的提升其湿陷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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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够大于 200 毫米。不仅如此，在民用建筑物中必须要保

5.1 素土桩和灌注桩复合型处理方式

证大厚度湿陷性黄土地区湿陷量达到国家所规定的要求，能

在进行人工地基处理深度的选择中，必须要加强基本的

够利用更加强势的方式将其应用强夯法或灰土挤密桩技术，

设计思想理念，了解变形及控制的基础性原则。当大型建筑

使得不同位置的地基处理要求和深度进行不同土层的合理控

计算变形值时，必须要在变形值最后的结果加上 15cm，或者

制，理解其土层的设置要求的变化，能够在不同的类型变化

在实施相应的人工地基处理方案上，严格管控其基本的施工

中利用新的工程地基处理的压缩管理技术进行厚度大小的可

设计，防止低效的资产和原材料的浪费。除此之外，还必须

能性分析，这样也能够理解土层基地的土质厚度情况，使得

要在深度处理选择中，合理的控制地基的变形，加深其中的

所有的设施设备管理能够在考虑地基土地的湿陷沉降下进行

土地湿陷度的分层处理，保证土层约为 18-19m，高度约为

压力的综合理解和确定，逐步的采取更加严格的处理措施，

35-46m，埋深为 3m 这样能够节省大量的资金，也能够使得

将不易浸水的建筑物进行合理管控，保证其能够在不同的措

整体的工程技术要求与实际情况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采用

[3]

施处理中进行合理化对待 。

这种复合型的处理方法，可以进一步的减少黄土地区的实现

4 高层建筑物的地基处理管理

性结构，设计方式也能够逐步的提升后续的施工管理建设，
使得地基的处理更加具有保障性和实践性，逐步的具有实际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将不同的建
筑物进行多元工业以及多层建筑物进行建筑物的荷重以及压
缩厚度处理，加深地基处理的深度，这样就可以利用多元的
荷载大小拟用基础结构形式，使得其浸水的难易程度进行含
水量的大小施工建设具有综合性的作用，这样才能够将后续
的地基处理方式进行厚度和防水管控处理，逐步的采用灰土
垫层法，强夯法和灰土挤密桩进行湿陷性黄土设计管控，这
样才能够采取地基处理措施进行防水管控，使得易浸水的中
性处理技术进行建筑物的多元处理与控制，做好原有的准备
工作，做好整体的地基处理前期准备工作 [4]。与此同时，在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中，必须要对高于 12 层的民用建筑进行建
筑和工艺的建筑管理，采用单一的复合地基方案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完善和处理，使得其所具有的强度和变形，增强其地
基处理技术，增强原有的自重性湿陷性侧壁的负摩阻力分布
厚度，采用其多元一体的自动化技术才能够将整体的技术进
行创新和完善，这样才能够减少周边呢土地的基土强度，逐
步的消除场地的湿陷性，为后续的地基处理方法进行管控，
为施工管理建设奠定基础。

5 灰土挤密性和粉喷桩复合管理地基处理

的管理功效。

5.2 地基处理方式
根据现场的岩石条件及散布结构来进行综合分析，会发
现单一的复合地基的处理难以满足原有的场地的实际需求，
必须要评聘相应的专业性的技术人员进行地基深度的师数据
的采集，才能够了解其中所耗用的费用的高低。如果采用灰
土中和粉喷装复合型地基处理方式，必须要清除地基土中的
湿陷性，这样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其土地的承载力，使得整体
的建设更加的经济。除此之外，对于小高层的建筑物来说，
必须要采用这种设计方案才更合理，根据现有的实际情况进
行测量，我们可以初步计算出设计方案的实际能耗以及位置
排布情况，使得整体的数据分析能够完全满足设计要求。这
种管理方式对于黄土地上的结构设计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合
理性，但是还是有较大的问题，必须要通过现有的实际情况
管控来对其进行创新，这样才能够逐步的为后续的建设奠定
基础，也能够提升其基本的经济效益以及经验。

5.3 实践效果
在进行人工地基的选择时，必须要对其进行多方面的比
对，当地基处理深度在 10cm 以下时，如果地基没有地下水，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将其经载荷

最就要其进行水泥石桩的设置，采用强夯处理法进行地基的

试验和低应变桩身进行检测和分析，逐步的了解其中的一些

巩固。除此之外，当地下水存在于地基下时，必须要采取其

专业性的技术和建议，以此来了解整体性的地域技术的设计

他的措施，防止地基出现液化的情况，利用相关的正冲碎石

规划，这样能够具有更好的实践效果。

桩，对其进行预防，加强混凝土的浇灌质量，提升地基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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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地基变形的情况。当地基深度超过 60cm 的时候，就需要
采取钢管专注的方法来巩固地基，但是由于这种方法所花费
的资金巨大，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只有部分企业能够使用这
种选择方式。实践效果可能达不到原有的复合型的处理方式，
那是由于这种情况也能够实现地基的多元处理，因此也受到
了各界的一定的认可。但是与此同时，其中还存在着部分不
足之处，需要不断的完善和努力，也需要长时间的探索，才
能够了解其中所存在的缺陷和需要改进的情况 [5]。对此，专

Review

6 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国家越来越重视大厚度湿陷性黄土地
基的建筑结构设计工作，对此必须要根据其实际情况来进行
多元的技术分析和管控，逐步采用经济技术的管理方式来促
进结构合理化和技术的管理。采用多种手段进行检测和分析，
不断的防止地基浸水的建筑物出现开裂情况，使得地基处理
方式得到创新和完善。

业性的人士，必须要结合其所学习到的知识对现有的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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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Management of Natural Gas Pipeline Repair Operations
Chunping Shi
Oil & Gas Engineering Service Center of Sinopec North China Oil & Gas Branch, Yulin, Shaanxi, 719000, China
Abstract

Judging from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natural gas pipelines, natural gas pipeline leakage problems occur from time to time, which not
only affects natural gas transmission, but also may cause serious accide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emphasis on
safety management of natural gas pipeline repair operations, take targeted rescue measures in combination with actual situation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natural gas pipeline operations.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safety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rush repair operations of natural gas pipelines.

Keywords

natural gas pipeline; repair work; safety management

天然气管道抢修作业的安全管理
石春平
中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采油气工程服务中心，中国·陕西 榆林 719000

摘

要

从天然气管道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天然气管道泄漏问题时有发生，不仅影响天然气输送，还可能引发严重的事故。因此，
需要加强天然气管道抢维修作业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结合实际发生的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抢救措施，提高天然气管道运
行质量和运行效率。论文主要针对天然气管道抢维修作业的安全管理措施进行探究。

关键词
天然气管道；抢维修作业；安全管理

1 引言
天然气管网的广泛覆盖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但在
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天然气泄漏风险问题。由于人为原因、
自然原因以及气候原因等各种因素，可能会造成天然气管道
的破坏而引起天然气泄漏以及一系列的安全风险隐患。因此，
需要加强天然气管道网络应急抢维修以及安全管理工作的重
视程度，明确天然气管道抢维修作业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以
及相关的措施，保证天然气管网能够安全稳定地运营。

2 天然气管道抢维修作业时需要注意的安全
事项

案。工作人员需要根据天然气管道泄漏的原因，在抢维修过
程中应用不同的方法，明确抢维修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和
事项。从实际情况分析来看，管道损坏最常见的原因是杂散
电流侵蚀以及细菌腐蚀，这些因素有可能造成管道腐蚀部位
薄厚程度不一以及边缘参差不齐问题。在进行焊接抢维修作
业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引起天然气管道泄漏的原因进行深入
的探究，注意细节，避免在抢维修焊接作业过程中洞穿管壁
而造成天然气管道的二次破坏 [1]。其次，在天然气管道抢维
修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必须要把握好抢维修时间，选择合适
的抢维修设备，要求抢维修人员具备较强的安全意识以及专
业的操作技能。人为原因造成的天然气管道损伤或者管道质

天然气管道泄漏情况时有发生，工作人员需要结合天然

量不合格引起的泄漏，在天然气管道抢维修作业项目中也是

气管道的泄漏特点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抢维修，结合事故

比较常见的。在人为原因造成的管道损坏抢维修时，需要结

发生的地点和时间，确定抢维修作业流程以及抢维修作业方

合管道的走向以及管道的分布争取能够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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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抢维修，避免事故带来重大的损失。天然气管道在中国

好进出作业现场所携带的材料、工具的清点工作，避免工具

一般采取输送的方法，所以，在天然气管道抢维修的过程中，

和材料遗漏到工作现场当中。另外，还需要由专人负责监护

需要降低天然气管道的压力，杜绝电流和明火，采取行之有

天然气管道抢维修作业的现场环境，事先确定联络的时间间

效的工艺技术，保证高效安全的施工，注意施工过程中的问

隔以及联络方式，在没有安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监护人员

题和风险，保证抢维修作业的安全性、可靠性以及有效性。

严禁进出工作空间。一旦出现异常情况，需要立即进行人员

另外，在日常工作过程中，相关技术人员和检修人员需要做

的撤离并停止作业。在相对比较危险的作业现场区域需要设

好天然气管道的优化工作和清洁工作，维持良好的管道环境，

置醒目的警示牌，防止无关人士随意进出，保证工作场地安

尽可能的减少天然气管道泄露问题的发生 [2]。

全通道的畅通性，避免出现作业现场通风死角问题。对于通

3 天然气管道抢维修管理的相关对策
3.1 有限空间作业

风条件比较差的深井等作业环境需要采用送风导管进行通风，
现场还需要配置呼吸器具以及其他必备的抢救器具，以便在
发生事故以及紧急问题时能够及时进行处置 [5]。

由于天然气管道大多数是埋地管线，当发生泄漏时进行
现场抢维修需要进入到有限的空间之内进行作业。在这个过
程中，首先需要将设备停止运行并进行安全隔离。同时还需
要做好空间的清洗和维护工作，确定介质置换方案并开启所
有的通风设施，保证能够符合安全作业的要求。天然气管道
抢维修作业要求现场的氧气浓度在 20% 左右，可天然气体的
浓度需要低于爆炸极限的下线，硫化氢气体浓度小于 10mg/
m3，一氧化碳的浓度小于 30mg/m3，其他可天然气体、有害
气体及固体粉尘的浓度需要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在没有经过
有效测量之前，严禁相关工作人员进入到抢维修现场中 [3]。在
抢维修之前，相关施工人员必须要做好技术交底及安全教育
工作，确保相关现场的安全措施能够准备到位，抢维修人员
在进入作业现场之后需要详细检查佩戴的安全防护用具。主
要负责人需要具备异常情况处理和判断的能力，熟悉作业环

3.2 做好天然气管道抢维修技术的管理
目前关于天然气管道腐蚀受损以及泄漏问题所应用的抢
维修技术主要包括管道修复类技术以及管道更换技术两大类。
首先，管道修复类技术，需要结合卡箍技术、焊接技术、固
化密封剂修补技术以及复合材料带缠绕技术来实现。防腐处
理之前的管道如果表面存在受损情况，但是受损相对比较轻
微时，可以通过打磨受损部位减少应力集中效应，并在受损
位置处进行焊接，修复处理弥补缺损的管壁厚度。受损比较
严重的部位需要事先在受损部位加设保护套管，然后在保护
套管焊接的管道上进行修复。由于焊接修复所使用的时间比
较长，操作人员需要保证现场工作环境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尽可能地避免带气焊接，防止焊接过程中出现管壁烧穿、金
属分解以及开裂问题，做好管道的防腐处理工作 [6]。
其次，合成材料修复技术对于受到外力损伤或者腐蚀的

境以及作业方案，具备全面的急救知识。在实际动手施工之前，

管道修补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合成材料的修复技

需要检验防雷电和防静电等相关设施设备是否合格，并保证

术主要包括合成材料套管修复技术以及合成材料缠绕修复技

作业环境能够符合标准要求，只有在满足安全标准的情况下

术等。合成材料修复技术对管道起到了加强和修复的双重效

才能够进行施工作业。在天然气管道抢维修过程中，要保证

果，有十分广泛的应用价值和应用潜力。该技术采用多层复

现场通风环境的稳定性，及时换气，做好现场空气质量的检

合材料带缠绕在管道损坏部位处，是一种经济而快速的临时

测以及记录工作，一旦发生作业环境不符合安全要求标准时，

或者永久性的管道修复技术，具有容易安装、成本低廉以及

需要立即进行人员的疏散和撤离。在采取相关措施并检测作

安全可靠的优势。

[4]

业环境符合要求之后再进行抢维修 。

卡箍修复技术主要应用于管道大面积腐蚀的部位，也可

天然气管道抢维修工作的临时用电需要符合标准施工要

以用来进行管道泄漏的修复，有利于修复管道因腐蚀所产生

求，禁止纯氧换气和纯氧通风，如果存在现场工作环境通风

的破损问题，提高管道的强度以及管道的运行质量。通过卡

困难，抢维修人员需要先使用空气呼吸机等隔离式呼吸保护

箍修复之后的天然气管道更加坚固和可靠，而且卡箍修复技

装置，避免出现窒息及中毒问题。同时，工作人员必须要做

术安装比较简单。在卡箍之后通过两端焊接密封的做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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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箍应用的效率和应用的质量。

序开展对于天然气管道抢维修作业的顺利稳定进行有着至关

固化密封剂修补技术属于带压维修的一种方法，利用热

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加强对天然气管道抢维修作业安全

固性高分子材料作为密封剂进行修复，通过强烈的压力将固化

管理工作的重视，明确安全管理工作的相关策略以及天然气

密封剂压入到密封空腔当中，从而能够形成动态环境下的一个

管道抢维修作业的技术要点，保证管道抢维修工作能够持续

新的密封结构，堵住管道的泄漏点。当管道发生泄漏问题时，

安全的开展。

将卡箍状的中空夹具装到泄露的管段之中，然后利用夹具夹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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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of Hydrogen Sulfide
Gas at Drilling Site
Ruotian Wu
Lujing Branch of Sinopec North China Petroleum Engineering Co., Ltd.,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Once the hydrogen sulfide leaks during the drilling process, it will cause great harm to human body and equipment.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udy the monitoring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of the hydrogen sulfide gas at the drilling site to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accidents during the drilling process. This paper mainly explains some existing methods for monitoring hydrogen sulfide gas, and puts
forward some protective measures,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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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井现场硫化氢气体的监测与防护措施
吴若天
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录井分公司，中国·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

硫化氢在钻井的过程中一旦发生泄露，将会对人体和设备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研究钻井现场硫化氢气体的监测和防护措
施对降低钻进过程中意外发生的可能性十分重要。论文主要阐释了一些现有的硫化氢气体的监测方法，并且针对性的提出了
一些防护措施，可以有效的提高检测工作的效率。

关键词
钻井现场；硫化氢气体；气体检测；安全防护

1 引言
钻进现场存在较多的潜在危害，一旦发生有毒气体的泄
露，就会造成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同时还将影响附近居民
的生活质量，甚至可能引起人员伤亡或者死亡。在进行天然
气和石油的钻探过程中，必须重视安全问题，对有毒气体进
行实时的监测，同时针对现在监测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
题，必须积极改进，做好防护措施，保障人员安全和施工安全。

走，这可能导致意外中毒。硫化氢气体具有较强的毒性，容易
对人体造成较为严重的危害。在硫化氢勘探和开发过程中经常
发生严重腐蚀了设备和工具，因此，在石油钻井过程中监测硫
化氢非常重要，在被硫化氢腐蚀之后，可能发生井下管柱掉落，
损坏地面歧管，仪表和油井，甚至可能会造成损坏或引起严重
的爆炸或火灾。同时，硫化氢气体还会影响钻井液的质量，混
入硫化氢气体之后，钻井液会出现 pH 值和碱度降低，粘度增加，
积液量增加，水性钻井液的颜色变为深绿色的现象。硫化氢直

2 硫化氢对石油钻井的危害

接影响了开采出的石油的质量，必须加以重视，否则将直接造

硫化氢是一种无色，有臭鸡蛋味，具有剧毒，酸性和强

成成本的增加和资源的浪费。同时，防止硫化氢气体的泄露不

还原性气体。分子量为 34.08，相对密度为 1.19。溶于水和有

仅仅是为了施工人员的安全，还必须对周边的居民生命和生活

机溶剂，例如：酒精，石油溶剂和原油。由于硫化氢比空气重，

安全负责。硫化氢气体一旦发生泄露，就会直接造成附近大气

因此硫化氢通常会积聚在通风不良的下部凹槽中。硫化氢易溶

的污染和地质土壤环境的污染，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并且这

于水和许多有机溶剂，并且由于水或油的流动而可能从源头流

个后果是长期的，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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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硫化氢的检测与防护
现在的硫化氢气体的监测过程中经常存在一些问题，在
检测过程中不规范，监测范围不够大，检测到硫化氢气体后
报警内容单一的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必须采取一些相应的措
施，将硫化氢气体的监测工作从地表拓展到地层，规范施工
的流程，同时还需要引进先进的设备，确保报警内容的多样性，
让工作人员可以根据报警的内容及时进行有效的处理，同时
也不会因为过度的紧张造成工期的耽误或者工作人力物力的
浪费。这些措施需要施工人员，施工部门协作进行 [1]。

3.1 硫化氢的监测应从地表气体监测扩展到地层流体

很重要。因此，在出现问题之前，必须在钻井和测井期间采
取安全措施。施工人员在进行施工的过程中必须严格监测机
械设备的使用情况，避免设备出现腐蚀或者老化等问题将对
整个工程进度造成较大的影响，通过合理的防护措施可确保
整个过程中的钻井几乎平衡，并控制地层中的硫化氢。通过
在使用标准层或光刻组合比较标记层的钻井过程中识别局部
的硫化氢水平地平线并增强分析和比较，可以准确地预测要
穿孔的硫化氢形成地层。

3.3 加强现场监测力度
在大量硫化氢进入表面过渡井，高浓度，井中时间短，
气体渗透，后效应气体入侵和化学方法之后，仍然会发生溢流，

监测
硫化氢在监测过程中监测的本质原因是防止硫化氢对人
体造成的伤害，然而，如果气体已经泄露到地面，危害就很
难避免。要想降低硫化氢气体对施工安全的危害，就必须将
地面监测进一步扩展到地层中，在硫化氢气体挥发和泄露之
前进行监测和实施处理，避免硫化氢气体进一步造成危害。
在中国石油和天然气钻探的历史中，由于对井下流体的监测
不善，喷发不良造成了一些严重的硫化氢事故。在进行气体
监测的过程中，必须将监测的范围扩大到地层，将地层的硫
化氢气体的监测进行严格 的要求和管理，只要能够在硫化氢
气体泄漏到地面之前进行处理，就可以有效的减小硫化氢气
体的危害。对硫化氢气体的监测一个是是否发生泄露，一个
是泄露的气体量的大小，在进行检测时，必须采用先进的设
备进行精准的监测。

必须进行分离，转化和固定焚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
继续保护自己免受危险源的伤害。井的布置和要求需要建立
二级安全通道，以适应风向变化。设施的所有入口处均应安
装适当的警告标志和旗帜。必须有足够的安装油井设备的空
间，并且禁止在钻头底部下方的油井周围堆积碎屑，以防止
硫化氢在井内及其周围积聚。风向标应安装在井架的顶部，
如果没有风或微风，则需要使用大型鼓风机或排气扇，通过
钻探振动筛或其他硫化氢容易聚集的底部。所有防护设备应
放置在方便干净的地方，设备保持待机状态并保持记录 [3]。
每个油气田都根据该地区油气储层压力的特征制定了详
细的法规，规定钻井过程中钻井液的灌注和钻井作业。应充
分利用现场测井设备的在线监控功能，设置警报阈值，立即
警告施工人员，并在发现违规操作时向井报告 [4]。正确选择
检测器的位置是及时准确地获得测试结果的前提。检测到的

3.2 加深对地质环境的了解
一些钻井液添加剂可通过高温裂化产生硫化氢，但硫化

位置和硫化氢的确切值在钻井过程中，硫化氢气体与钻井液
一起循环，该钻井液首先出现在水源中，流经除氧器，振动筛，

氢主要发生在石油钻井过程中的地层本身中，尤其是碳酸盐

循环罐进入泵室并连续进入周围区域。当它扩散时，该区域

和碳酸盐岩层中的蒸发地层，相关的石膏盐地层易于储存硫

包含大量硫化氢，其中脱气和振动筛中的硫化氢最大。硫化

化氢气体。因此，监测硫化氢需要认识钻井的形成和对当地

氢的积累也与气流有关，由于通风条件差，循环罐的角落很

地质特征的了解，在钻探之前，有必要确定相邻区域内发生

可能导致硫化氢的积累。因此，硫化氢检测仪的安装位置应

的硫化氢异常，并计划进行硫化氢监测和预报。因此，通过

选择缓冲罐（振动筛），源和循环池的角落，而泵房，钻台，

在使用标准层或光刻组合比较标记层的钻井过程中识别局部

方形井，安装方法应在方形井，钟形进水口及所附冲洗水箱

的硫化氢水平地平线并增强分析和比较，可以准确地预测要

和地面附近三维安装，并分别安装探测器 [5]。

[2]

穿孔的硫化氢形成地层 。

在现场的监测工作进行时，必须加大成本投入，设立专

用硫化氢在结构中钻孔不仅对人类安全至关重要，而且

门的监管部门，确保监测工作的落实。同时，需要设置专门

对于环境保护，防止污染以及减少设备和钻孔工具的腐蚀也

的检修部门，对设备进行定时的检修，确保设备能够始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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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较好的工作状态下，不会因为设备的老旧对工程和项目
造成严重的影响。设立专门负责监管和检修的部门，可以有
效的引进专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有利于整个过程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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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井工作能够在技术水平上保持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4 结语

展，同时还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督促每个工作人员将安全

在进行石油或者天然气的钻探过程中，必须保证施工的

问题放在首位，提高安全意识，保障人身安全应当是施工的

安全，尽量避免意外的发生，按照规章制度，进行硫化氢的

基础。

监测和防护工作。在进行硫化氢气体的监测过程中存在一些

3.4 保证警报内容的多样化
当前井中的硫化氢监测警报内容相对简单，通常，只有“硫
化氢的存在”信息被发送到井中，过于简单的报告信息对施
工人员的安全并不能起到较大的改善作用，在进行危险报警

问题，为了提高施工过程的安全性，必须对硫化氢气体的监
测过程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促进钻井工程的效率和质量。加
强硫化氢气体的监测工作，可以加强钻井现场的施工管理，
确保施工现场的安全。

时，必须明确危害的程度以及可逃生的时间。因此，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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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etection Method of Bridge Structure Based on
UAV Non-contact Vis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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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gular inspection of the bridge struc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normal use of the bridge in its life cycl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high cost and low return brought by manpower in the traditional bridge detection, and to realize the more economical and
fast detection of the bridge,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reviews the technical points of the current UAV non-contact vision technology
applied to bridge structure, summarizes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UAV in route planning, data collection, result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spect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ology, which can provide help for the follow-up research of
th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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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结构基于无人机非接触式视觉技术的检测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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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桥梁结构进行定期检测对桥梁在其生命周期内能够正常使用有着重要的意义。为解决传统桥梁检测中由于人工等带来的高
成本、低回报的问题，实现对桥梁的更加经济、快速的检测，论文对目前无人机非接触式视觉技术应用于桥梁结构时的技术
要点进行了总结与回顾，对无人机的路线规划、数据采集、结果分析评估等方面的技术要求进行了综述，对该技术的未来发
展提出了展望，可对该方法的后续研究提供帮助。

关键词
桥梁结构；无人机；非接触式视觉技术；结构检测；图像处理

1 引言
桥梁是交通运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维持桥梁结
构的健康工作状态需要对桥梁进行定期检测。传统上的桥梁
结构检测是依靠专业的技术人员亲临现场，利用某种检测方
法对结构病害的外在表现进行检测，例如用裂缝刻度尺和放
大镜量测裂缝宽度是最常用混凝土表面裂缝测量方法；或是

尤其适用于人工难以检测的场合。然而。目前基于无人机非
接触式视觉技术的检测方法技术新、经验少，技术不系统，
较难开展进一步研究。论文以无人机路线规划、数据采集、
分析评估为技术路线对这种检测技术进行总结与回顾，旨在
为无人机应用于结构的无损检测提供新思路与新启发。

2 无人机检测路线规划

利用传感器与评价系统对结构进行实时的监测，如布置光纤
传感器对桥梁的动力特性等进行数据采集等 [1]。如今人工结
构检测难度不断提高，而为大量桥梁结构专门建立监测系统
成本过高。因此，寻找一种高效、安全可靠、低成本的检测
方式，对结构检测评估、制定加固方案有着积极的意义。
目前，无人机在结构检测方面已有了较多的应用。以旋
翼无人机为例，其具有操作简单、环境适应能力强等优点，
232

桥梁结构作为现代交通的生命线工程，其规模可达数千
米，这就对检测用无人机的持续工作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无人机的检测需要向着智能化、自动化的方向发展，应快速
确定桥梁需要检测的重要部位，进行合理快速的路线规划。

2.1 结构重要部位的确定
为提高检测效率，首要的任务就是确定桥梁结构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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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测部位。一般重要部位可利用力学分析、计算机模拟或根

传统上的无人机都是靠搭载的吊舱里的摄像机进行图像

据规范方法来确定。《三维混凝土结构“优先开裂”裂缝开

数据采集的。随着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提高，倾斜摄影技术 [6]

展全过程分析》[2] 对混凝土梁裂缝开展全过程仿真分析，即

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这种图像采集技术可以对无人机在

基于有限元方法的“优先开裂”准则的混凝土开裂迭代流程。

倾斜角度下拍摄得到的畸变照片进行矫正以满足后续图像处

该方法通过对每个开裂点逐次进行应力释放、刚度修正，并

理的要求，能够帮助在某些结构发生严重倾斜的情况下快速

通过刚度矩阵局部修正方法计算开裂后结构总体刚度矩阵，

准确地获取信息。

进行结构位移、应力重分布。该迭代策略结合弥散裂缝模型
可实现混凝土开裂精细化数值仿真。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
实现快速判别危险点的位置。《公路桥涵养护规范》[3] 中则
详细规定了推荐的桥梁各部权重及综合评定方法，可作为判

4 图像的分析与评估方法
4.1 尺寸测量方法
裂缝是混凝土结构破坏的直接表现形式之一，结构的安
全性受裂缝的长度、宽度、分布情况影响较大。有关如何利

断重要部位的依据。

用无人机以及图像识别技术进行裂缝尺寸的测量，可总结出

2.2 室外自动巡航

一种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测试方法，在已获得原始图像的情

无人机自主巡线是快速完成检测作业的重要保障，需
结合检测作业环境辅以传感器监测进行自动巡航路线规划。
《A flexible reference point-based multi-objective evolutionary
algorithm: An application to the UAV route planning problem》

况下，裂缝尺寸的计算应分为图像预处理和尺寸测量两个部
分进行：首先对采集到的图像通过一种基于改进的 SFC 结合
法的图像处理方法进行处理，利用 Canny[7] 算子完成裂缝边缘

[4]

研究了无人机在连续地形中移动的多目标航线规划问题，提
出一种基于偏好的多目标进化算法，以实现总距离最小化，
这种方法可以适用于待测点较多而且会根据检测要求发生改
变的情况，利用这种算法有助于无人机在确定检测部位后快
速进行路线的规划。

3 无人机的数据采集与分析
实现无人机结构检测，要求无人机能在调查过程中准确
地获取图像并且能够对图像进行简单的处理以获得关键数据，
并由计算机根据原始数据完成破坏情况的智能判别。

3.1 无人机飞行姿态稳定性控制
为获取清晰准确的图像，无人机应具有扰动抑制能力。
目前主要有两类扰动抑制方法。第一类是基于系统动态模型
的控制方法；第二类是采用闭环控制策略来抑制扰动的基于
扰动观测器（简称 DOB）控制方法。《基于加速度反馈增强
的旋翼无人机抗风扰控制》[5] 提出了一种使用加速度反馈数
据进行控制的方法，利用状态传感器获得无人机的扰动（包
括外力扰动以及内部扰动）基本信息，推算扰动和系统之间
的关系，以此实现扰动抑制。

3.2 数据的采集

特征的确定，接着通过阈值分割的方式裂缝图像转化为只有
黑白两色的二值图像。然后利用图像数值化的方法 [8]，将处
理后的裂缝轮廓二值图像上的每一个像素点进行位置标定，
便可获得任意两点之间的像素个数，通过与实际参照物的大
小比对就可以计算出某特定方向上的裂缝尺寸。

4.2 图像分析方法
当完成尺寸计算后，就需要对测得结果进行分析以及
进行结构安全性评估。根据裂缝进行判断与评估主要分为两
种模式：其一为根据裂缝的尺寸判断结构构件的技术状况；
即根据《公路桥涵养护规范》中规定的不同形式的桥梁裂缝
宽度容许值以及根据对应的技术状况评定标准，将无人机
测得的裂缝宽度值与规范的规定进行比对便可以得到相关的
评估结果。其二为根据裂缝的分布模式判断结构构件的破坏
模式。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有关利用计算机进行裂缝模
式的识别与对比的研究也正在开展。例如，2017 年，加拿
大的曼尼托巴大学的 Young-Jin Cha 教授与麻省理工的 Oral
Buyukozturk 教授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裂缝识别 [9]，使用
了四万张裂缝照片进行卷积神经网络训练，实现了了 98% 的
准确率。表明使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裂缝识别相较于传统的
Canny 和 Sobel 边缘检测算法相比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对环境
的变化也具有更好的鲁棒性，适用于复杂多变的工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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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无人机针对桥梁支座病害的检测方法
桥梁支座的病害是对桥梁使用影响较大的病害之一，桥

作工具进行其他检测内容，使其检测功能更完善。
（3）还需研发二次开发的商业软件或编写并行有限元程

梁长期受到偏心荷载、水平荷载的作用或者受到地震、冲击

序自动判断各种结构的检测重点部位。

等偶然荷载作用都有可能发生支座位移或者制作损坏。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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