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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工程钻爆法石方开挖人材机耗量
测定方法探讨
魏徐良!徐仲平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贵州 贵阳!//%%+)#

!摘!要"!人材机耗量测定是一项繁杂&费时&费力的工作"目前相关理论体系相对成熟"但具体的测定方法尚无

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 本文以某水电工程钻爆法石方开挖!明挖#人材机耗量的测定工作为例"分析总结了现场测

定工作的开展步骤&测定部位选择时需考虑的因素&工序划分及动作研究的思路及示例&测定对象梳理的方法及示

例&不同类型人材机耗量具体测定方法的选择"以期达到与同仁相互探讨并对后续其他类似现场测定工作起到借

鉴作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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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材机耗量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施工定额"即在

合理的劳动组织和正常的施工条件下"为完成单位合

格产品所需消耗的人工&材料&机械的数量标准,)-

' 人

材机消耗量测定是一项繁杂&费时&费力的工作"目前

相关理论体系相对成熟"但具体的测定方法尚无成熟

的经验可供借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 本

文结合某水电工程钻爆法石方开挖#明挖$ #后同$人

材机耗量的测定工作"探讨石方开挖中人材机耗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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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测定方法'

'%测定工作的开展步骤

现场测定工作一般要跟随施工进展而开展"具有

不可逆性' 前期策划准备工作不周全会导致后期测定

数据因某项边界条件或参数未记录而无法使用"因此

现场测定工作需按一定的步骤扎实开展' 结合某水电

工程石方开挖的测定工作"通过分析研究总结如下!

0]了解现场施工组织情况' 通过施工单位的石

方开挖专项施工组织设计等资料"对石方开挖的进度

安排&区层划分&施工工艺&施工班组配置等情况进行

全面细致的了解"做到心中有数"为后续工作开展奠定

基础'

4]选择测定部位'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结合施工

组织设计&施工工艺等对石方开挖类别进行划分"并针

对不同类别分别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石方开挖测定

部位'

9]测定方法研究'

'

工序划分及动作研究' 深入施工现场"选择

. ,( 个完整的石方开挖循环进行实地观察"对石方开

挖的工序进行划分"必要时对主要工序的施工动作进

行分解"作为后续记录的基础' 工序划分的原则为同

一班组&工种或同一机械能够完成的某项工作为一道

工序%

(

梳理测定对象#人材机种类$' 根据划分的工

序及现场实地观察"将每道工序中涉及的人材机进行

梳理列表%

)

确定测定方法' 根据梳理的人材机种类"结合

每种人材机的特点分别制定测定方法'

+%测定部位的选择

由于水电工程石方开挖的施工工况千变万化"不

可能也无必要针对所有的施工工况进行现场测定"只

需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部位进行测定"即通过代表性的

测定部位反应全部石方开挖的人材机消耗情况'

在选择代表性测定部位时"需要考虑如下因素!

0]时间#施工时段$因素' 由于石方开挖起始施

工时存在人机磨合阶段"人机效率较低' 随着工程的

进展"人机磨合期过后"人机效率会逐步提高' 因此选

择测定部位时"要涉及到施工前期&中期&后期的施工

部位'

4]施工强度因素' 由于一次爆破量大小对人机

效率&材料耗量会产生影响"一次爆破量大小与施工强

度存在直接关系"因此选择测定部位时要考虑该因素'

一般情况下施工前期工作面较小&强度低' 施工中期

工作面已全部展开"人机资源配置也已全部到位"施工

强度高' 施工后期工作面缩小施工强度逐步降低' 施

工强度因素和时间因素存在同步变化情况"因此可以

与时间因素结合考虑'

9]施工工艺及方法因素' 施工工艺及方法的不

同必然导致单位产品人材机耗量的不同"因此施工工

艺及方法是确定测定部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果多水电

工程根据采用的施工工艺及方法"在测定部位选择时

涉及到以下三类石方开挖!

'

两岸边坡梯段石方开挖' 石方开挖厚度一般

在 # ,)%2#一次钻爆厚度$"一次爆破量大"爆破临空

面大"需钻斜面预裂孔&缓冲孔&主爆孔"钻孔效率

适中'

(

河床建筑物基础石方开挖' 基础石方开挖厚

度一般不超过 #2#一次钻爆厚度$"一次爆破量适中"

爆破临空面小"只需钻主爆孔"钻孔效率高'

)

建筑物基础保护层石方开挖' 基础保护层石

方开挖平均厚度约 .2左右"一次爆破量小"爆破临空

面大"需钻水平预裂孔&主爆孔"钻孔效率低'

>]地质情况因素' 地质因素主要涉及石方开挖

的岩石种类&等级&风化及破碎程度"这些因素会影响

钻机钻孔效率&炸药装药量等' 果多水电工程由于存

在两种岩石"且两种岩石含量比例在左右岸&基础均不

同"再者有些部位石方为强风化&有些部位石方为弱风

化"在测定部位选择时均做了考虑'

6]样本数量因素' 样本数量也是影响测定结果

准确性的重要因素"样本数量过少不能全面反应工程

的实际情况"样本数量过多"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需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点'

L%测定方法研究

石方开挖涉及的人材机耗量测定采用何种方法不

能一概而论"要结合施工工艺&方法&工种&材料&机械

等具体情况以及测定方法的可操作性&可实现性&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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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精度要求等综合分析而定' 结合果多水电工程

实际情况总结如下!

(])!工序划分及动作研究

工序划分及动作研究的目的是现场测定服务' 石

方开挖可分为测量&造孔&装药爆破三个基本环节"同

时需对三个环节及其涉及的资源进行统一调配"因此

石方开挖可划分为现场调度&测量&造孔&装药爆破四

道工序"四道工序可根据实际需要做进一步子工序的

划分"如!造孔可划分为造主爆孔和造预裂孔"同时对

各工序涉及的主要机械还需进行动作研究及划分"目

的是采用写实法记录机械所有的动作及时间后"将机

械中不合理的动作对应的时间作为非定额时间剔除'

(].!梳理测定对象

人材机耗量测定对象为直接参与石方开挖工作的

一线生产工人#不含施工管理人员&供电供风排水等辅

助设施维护人员$&直接用于完成石方开挖施工的材料

和机械' 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确定石方开挖涉及

的人工&材料&机械见表 )'

表 '% 石 方 开 挖 涉 及 人 材 机 种 类

!!!!!!项目

工序!!!!!!

人工 材料 机械 备注

现场调度 现场调度

测量 测量工

钻孔 KT(/+ 辅助工 钻杆&钻头&冲击器
)%%g潜孔钻&KT(/+ 高风压

钻机&载重汽车
人工不含机上人工

装药爆破 装药爆破工
炸药&电雷管&导电线&

非电雷管&导爆管&导爆索
载重汽车

清基 普工 仅基础保护层石方涉及

(](!确定测定方法

0]人工耗量测定方法' 根据工作内容与机械是

否有直接关系"可将现场施工人员分为两类"一类与机

械相关"如!KT(/+ 钻机辅助工%另一类与机械无关"此

类人工根据每班工作时间是否固定可再分为两类"分

别是值班式人工和任务式人工' 其中"值班式人工每

班工作时间固定"如!现场调度&清基普工等"每班工作

+ 小时%任务式人工每班工作时间不定"需根据工作进

度和施工工艺而定"如!测量工&装药爆破工等'

以上不同种类人工在测定其消耗量时分别采用不

同的测定方法' 与机械相关的人工可根据机械工作时

间乘人工工作系数确定%值班式人工消耗量按工作班

持续时间确定%任务式人工消耗量采用写实记录法"对

其实际工作时间作详细记录"再经统计分析确定' 人

工消耗量测定方法见表 .'

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出现一些特

殊情况"需采取相关修正措施"例如"现场调度人员的

工作内容除了石方开挖"还包括石渣运输&土方开挖及

运输"这时应根据不同工作内容各自工作量的大小&难

表 +%人工消耗量测定方法

人工种类 测定方法 实例

与机械有关 机械工作时间e人工系数 KT(/+ 钻机辅助工

与机械

无关

任务式 写实记录"统计分析 测量工&装药爆破工

值班式 工作班持续时间 现场调度&清基普工

易程度进行合理分摊' 再者调度人员的效率与开挖强

度有关"调度人员效率计算不能以测定部位为对象"而

要以整个工程开挖为对象进行测算'

4]材料耗量测定方法' 材料可分为一次性材料

和周转性材料' 其中"一次性材料为使用之后不可在

回收利用的材料"如!炸药&雷管等%周转性材料为可多

次回收利用的材料"如!钻头&钻杆等'

一次性材料消耗量采用统计分析法进行测算"周

转性材料采用经验估计结合理论计算的方法进行测

算' 材料消耗量测定方法见表 ('

表 L%材料消耗量测定方法

材料种类 测定方法 实例

一次性材料 统计分析 炸药&雷管&导爆索

周转性材料 经验估计结合理论计算 钻头&钻杆&冲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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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施工现场实际操作过程中"一次

性材料的使用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如!一次性材料中炸

药由于钻孔堵塞无法装药"电雷管 ( ,# 孔均可采用一

个%周转性材料具有偶然性"如!钻头&钻杆的使用寿命

受岩石情况&操作人员水平等多因素的影响"其更换无

固定规律和周期等' 这时"如果采用一次爆破材料用

量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的结果可能存在较大误差"如果

适当扩大统计的范围"如!一个月的爆破量或者整个石

方开挖工程材料用量进行统计分析"则可以大大减少

这种误差'

9]机械耗量测定方法' 施工机械根据其在施工

中的作用大体可以分为主要机械和次要机械"对主要

机械可采用写实记录法进行测算"次要机械根据运输

量&运距&运输次数进行估算即可' 如!果多水电工程

石方开挖涉及机械有钻孔机械&材料及设备运输机械"

其中钻孔机械为主要机械"分为钻主爆孔机械#KT(/+

高风压钻机$和钻预裂孔机械#)%%g潜孔钻机$两种%

材料设备运输机械#/J载重汽车$为次要机械'

写实记录法的记录方式可分为图示法&数示法和

混合法三种,.-

' 为了确保记录的规范性和便于后期数

据分析"有必要在实地观察及对施工过程认真分析的

基础上"对记录表格&记录名词等进行规定和定义' 在

某水电工程钻爆法石方开挖人材机消耗量测定工作

中"采用了数示法进行记录"并对 )%%g潜孔钻&KT(/+

钻机钻孔工作内容的记录名词做了规定和定义' 典型

记录见表 "'

表 $% 某 水 电 工 程 钻 爆 法 石 方 开 挖 机 械 写 实 记 录

! 钻 机 钻 孔 ! 记 录 表

开挖部位!!右岸mU((/+ 主爆孔!!!!!岩石级别!!!!! ee!!!!!!!!记录日期!!.%).Q)%Q"

开挖进尺! ee 机械名称型号! KT(/+ 上班时间! ee

施工单位! ee公司 劳务分包单位! ee公司 天气! 阴

序号 工作内容 开始时间 历时 孔深d2 备注

) 转移孔位 )#_%%_%% %_%._/% ! !

. 定孔位 )#_%._/% %_%)_%+ ! !

( 暂停#清孔口$ )#_%(_/+ %_%%_"% ! !

" 钻进 )#_%"_(+ %_%/_)+ ! !

/ 加钻杆 )#_%-_/# %_%)_". ! !

# 钻进 )#_))_(+ %_%/_%/ ! !

$ 加钻杆 )#_)#_"( %_%)_.. ! !

.. .. .. .. .. ..

(" 加钻杆 )$_")_%. %_%)_%" ! !

(/ 钻进 )$_"._%# %_%/_(+ ! !

(# 退钻杆 )$_"$_"" %_%)_/+ )% ( 根 (2*钻头 )2

($ 结束 )$_"-_". ! ! !

!!记录!! eee!!!!!!!!!!!!!!!!录入!! eee!!!!!!!!!校核!! eee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一次钻爆循环过程中钻孔工作

持续时间长"同时钻孔的钻机较多"且各台钻机工作步调

不一致"记录全部钻机的全部工作情况难以实现"且也无

需这样做' 因此采用记录各钻爆部位具有代表性的部分

钻机或钻机的部分钻孔"即通过部分反应全部的方法'

通过对记录的原始数据进行时间归集&统计分析"

得出非定额时间及定额时间"计算出钻孔效率"再结合

钻孔长度与石方爆破量之间的关系"即可得出单位石

方开挖量所需钻孔机械的消耗量'

$%结%语

人材机消耗量是工程计价的重要基础性数据"其

在概预算编制&成本测算&合同纠纷解决等工作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工程施工过程中实际人材机消耗量的测

算正在逐步引起水电工程参建各方的重视' 在实际测

算工作中"人材机耗量的测定方法不能一概而论"需要

根据不同人工&材料&机械的特点"结合工程现场实际

情况进行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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