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3&%2&24

编者按

为规范和引导水利工程组织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促进水利工程组织在改进质量&保障安全&节

能降耗&改善环境&提高素质&创新增效等方面取得明显效果"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中国水利工程

协会于 K$IN 年 L 月 K" 日"发布了团体标准D$$W*̂ ,lK,K$IN(水利工程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导则)$以

下简称(导则)%- 针对(导则)的发布"中国水利工程协会积极组织编制了(水利工程优秀质量管理小

组成果技术评价工作手册) $以下简称(手册)% (水利工程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指南) $以下简称(指

南)%"(手册)与(指南)不久也将发布实施-

(导则)的发布和实施"以及(手册)(指南)的编制"必将对水利工程行业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的推进

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贯彻(导则)"本刊将针对(导则)标准条款的要求"陆续刊登(导则)标准条款的解读和

实施要求的分析"供读者学习和借鉴-

本期刊登现场型&攻关型&管理型&服务型课题选题的要求解析-

现场型!攻关型!管理型!服务型课题
选题要求解析

(((+水利工程质量小组活动导则,解读!一#

袁!艺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浙江 宁波!#I&K$$#

!!一' 标准要求

&JIJKJK!选题要求

小组选题应满足以下要求!

IJ宜小不宜大#选点不选面*

KJ凭借小组自身能力能够解决*

#J课题名称应由结果&对象&特性三部分组成#表

达课题的特性值#特性值应具有可比性*

%J选题理由明确&简洁#针对性强%

二' 标准解读

IJ课题宜小不宜大#选点不选面%

小课题#范围窄#课题涉及小组身边的事情#周期

短#容易取得成果#也能更好地鼓舞小组成员的士气%

课题短小精干#针对性强#大部分对策措施以小组成员

为主实施#更能发挥本组成员的参与性&创造性#有利

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小课题容易总结成果% 如'提

高斜面沥青喷涂合格率(&'提高紫铜片止水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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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合格率(等课题% 由于内容相对简单#有利于对策

实施#值得提倡%

大课题#涉及面广#内容庞大复杂#往往是综合性

的问题#所需达到的具体目标多#需要多部门配合协力

才能够完成#不适合作为课题% 如以'争创优质工程

奖(为内容而开展的课题#比较大#不提倡作为课题%

针对工程创优涉及面宽的综合性问题#F*小组应集中

抓住关键的创优点#按时间&内容&影响因素等将其划

分成若干个小课题#通过对策实施加以解决%

成果发表时#大课题涉及面广#归纳比较困难#重

点不突出#会影响整个成果的逻辑性#降低发表&交流

效果% 如'加强现场管理#创建环境友好型企业(的课

题#与小组的规模&能力很不相称#范围大#不提倡%

KJ凭借小组自身能力能够解决%

体现小组自身能力范围% 也是说课题要小#课题

的内容就比较单一#涉及面较小#目标具体#小组成员

凭借自身的力量可以解决% 如.提高项目部办公固废

的回收率/#主要解决绿色施工其中的某个固废问题

"如硒鼓回收&旧日光灯管回收等$#课题小#凭借小组

自身能力就可以解决#值得提倡%

如果选择的课题#需要通过购买&委外加工&委托

设计等主要依托外部力量的#此类课题就超出小组能

力范围#不能很好地调动 F*小组的积极性#不提倡作

为课题%

#J课题名称应由结果&对象&特性三部分组成#表

达课题的特性值#特性值应具有可比性%

课题名称由结果&对象&特性三部分组成%

如#课题名称.提高二衬混凝土整体浇筑一次合格

率/#可以分解为!提高"结果$---二衬混凝土整体浇

筑"对象$---一次合格率"特性$*其中#特性值'一次

合格率(具有可比性#值得提倡%

又如#课题名称 .提高引水隧洞光面爆破半孔

率/#同样可以分解为!提高"结果$---引水隧洞光面

爆破"对象$---半孔率"特性$*其中#特性值'半孔

率(具有可比性#符合要求%

用特性值表达的具体课题#特性值具有可比性#便

于有针对性地制订目标#有的放矢地体现课题要求#设

定的目标与课题相对应% 分析过程可以清楚说明现状

是多少#小组设定的目标要提高到多少#改进后达到了

多少#并且可以进行对比#值得提倡%

%J选题理由明确&简洁#针对性强%

选题理由应针对课题的问题进行分析#主要阐明

选此课题的目的性及必要性#文字要精练#用数据和图

表描述#阐述选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可以把上级的

要求"或客观的标准$或行业水平是什么#现场存在问

题的程度#实际达到的要求怎样#差距有多少#尽可能

用数据表达出来% 用数据能够直观地说明存在问题的

严重程度#即重要性&紧迫性#明确急需解决的问题#重

点加以解决%

选题理由的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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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选题理由简洁明了#重点突出#针对性强#

值得提倡%

有的选题理由为了强调选此课题的重要性而长

篇大论地陈述背景#空话多#与课题不对应#且缺乏

数据支撑#无法说明目前实际的差距有多大#解决该

问题的紧迫性仍没有描述清楚#属于选题理由不充

分#不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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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首次埋弧自动横焊焊接
工艺评定的研发
田海鹏!陈!明!杨沁舟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陕西 西安!NI$$NN#

!摘!要"!为攻克埋弧自动横焊焊接工艺评定的难题"成立F*小组活动"本文通过分析$论证压力钢管制安施工

过程中影响焊接工艺评定的众多因素"结合施工经验"对其要因进行了对策实施"经效果检查"成功完成了焊接工

艺评定"实现了F*小组活动目标%

!关键词"!F*小组 &埋弧自动横焊&焊接工艺评定&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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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埋弧自动横焊技术在石油&化工&冶金&核工

业&海洋工程等领域已经得到广泛运用#该技术具有自

动化程度高&经济合理&焊缝成形美观&操作简便等优

点#但在水电行业实属空白%

随着我国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高峰期的来临#压力钢

管制造安装工程占比逐年呈现上升趋势#将埋弧自动横

焊技术引进水电行业压力钢管制造安装领域#特别是大

直径压力钢管制造安装施工#已经显得十分必要%

由于新技术引进过程中#焊接工艺评定的失败#使

技术研发工作进入瓶颈期#攻克此项技术难题已迫在

眉睫#故 K$I% 年 & 月 IK 日成立 F*小组#主要承担焊

接工艺评定研究的技术攻关工作%

.'QW小组概况

KJI!小组简介

F*小组简介见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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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QW 小 组 简 介

小组名称 利剑F*小组 注册日期 K$I& 年 & 月 IL 日

课题名称
水电站埋弧自动横焊

焊接工艺评定的研究
课题注册号 K$IL$$#

小组成立 K$I% 年 & 月 IK 日 小组类型 攻关型

小组成员 L 人 接受培训 K$4W人

活动时间 K$I% 年 & 月 IK 日PK$I& 年 O 月 #$ 日!!!!!!

活动次数 L 次 参 与 率 I$$e

KJK!小组活动计划

F*小组活动计划见表 K%

$'选题理由

3J埋弧自动横焊技术自动化程度高&经济合理#

具有很大的行业推广价值%

@J焊接工艺评定为后续正式焊接施工提供工艺

保证#是焊接施工前的关键环节%

表 .' QW 小 组 活 动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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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前期焊接工艺评定工作受挫#使科研课题的开

展进入了瓶颈期#亟待攻关%

,'现状调查

查找近年来抽水蓄能电站相关资料!

3J彭水电站压力钢管母材为 ^\hLI$#直径为

I%'#纵缝&环缝均采用手工电弧焊#加劲环采用 *a

K

气体保护焊#洞内安装采用手工电弧焊%

@J张河湾抽水蓄能电站压力钢管上平段及竖井

段直径为 &JK PLJ%'#焊接方法采用埋弧自动焊&手工

电弧焊及*a

K

气体保护焊%

5J西龙池抽水蓄能电站压力钢管直径为 #J& P

LJ$'#焊接方法采用埋弧自动焊&手工电弧焊%

8J呼和浩特抽水蓄能电站压力钢管直径为 %JL P

&J%'#焊接方法采用埋弧自动焊&手工电弧焊及 *a

K

气体保护焊%

1J浙江仙居抽水蓄能电站压力钢管直径为 %JL P

LJK'#焊接方法采用埋弧自动焊&手工电弧焊及 *a

K

气体保护焊%

>J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压力钢管直径为 KJ% P

&J"'#焊接方法采用埋弧自动焊&手工电弧焊及 *a

K

气体保护焊%

从上面实例可以看出#在水电压力钢管制造安装

领域#对于钢管纵缝和环缝焊接#多采用手工电弧焊&

*a

K

气体保护焊&埋弧自动焊"平焊$等焊接工艺% 目

前国内水电行业对此技术暂无研究#没有可供参考的

技术参数和经验%

新技术引进过程中#前期焊接工艺评定的失败#使

技术研发工作进入瓶颈期#攻克此项技术难题已迫在

眉睫%

#'设定目标

F*小组活动目标是完成焊接工艺评定#攻克技术

难题#为后续科研项目开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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