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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W工程总承包模式在平山供水管道
改造工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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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平山供水兴城河段应急抢险工程UIR总承包(项目为例"论述了UIR模式的设计&采购&施工"

以及试运行"简要分析了UIR模式在工程中的优势&现阶段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发展趋势$ 该模式可供其他类似

工程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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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设

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

包% 通常公司在总价合同条件下#对其所承包工程的

质量&安全&费用和进度负责% 它以管理效率高&工程

质量安全有保障等优点引领国际工程总承包的发展

趋势%

水利工程建设依国家政策引入总承包模式#早在

"D%% 年#水利水电部昆明勘测设计院以总承包模式承

建的云南省勐腊县团结桥水电站工程开创了中国水电

工程UIR总承包之先河% 在随后的 F# 年间#工程总承

包模式逐渐被接受和认可#并在全国水电工程中广泛

推行#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

本文以平山供水兴城河段应急抢险工程 UIR总

承包项目为实例#简要论述以设计为龙头的 UIR模式

在水利工程应用中的优势及现阶段存在的不足%

'%工程概况

平山供水管道建成于 F##" 年#距今已有 "Z 年的

时间% 在穿越兴城河段处由于河道冲刷作用#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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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存在整体埋深偏小#抗浮和抗冻存在安全隐患的

情况% 尤其是在 F#"Z 年 Y 月末#所在地区普降暴雨#

造成河流左岸段管道覆土完全流失#管道裸露段长约

E#3#管道供水存在巨大安全隐患%

鉴于该管道在城市供水中的重要性以及供水的安

全性#业主单位提出对该段过河管道进行改造处理#并

采用UIR总承包模式进行招标投标#辽宁省水利水电

勘测设计研究院最终被确定为该改造工程的 UIR总

承包人%

$%OUW模式在改造工程中的应用

FC"!UIR项目部的组建

根据本项改造工程的特点#从水工结构&土建&地

勘&施工等专业抽调具有多年一线管道工程经验&同时

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的人员组建了 UIR项目部%

其中#负责全面工作的项目经理一名#负责设计&采购

的副经理兼总工程师一名#负责现场施工管理的副经

理一名#并成立了工程管理部&设计采购部&合同财务

部以及综合管理部等部门%

UIR项目部在主管院长领导下#服务于现场业主

单位#同时接受监理单位的监督考核#其成员涵盖多专

业&多部门#甚至可以是多个企业的不同人员#这就要

求作为UIR项目部的主要负责人除了具有较强的专

业知识外#还要具有出色的组织&沟通和协调能力% 项

目部的成员要各尽其责#同时又要互相协作#形成较强

合力#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项目部组建后#根据业主单位需求#立即开始以

UIR模式开展项目管理工作#如制定设计&采购周期#

组织编写施工方案#搜集设备供应商&试验检测单位信

息等工作%

FCF!UIR模式中的设计

此管道改造工程采用改线深埋换管的设计方案%

改线管道向河道上游方向平移 "J3#改线段初步估算

长度 EE$CJ3#穿河管道两岸分别布置 " 座直径 "C#3

检修阀井&左岸 " 座空气阀井% 新建管道采用球墨铸

铁管#在河道两岸分别与老管道进行对接#涉及水平和

垂直弯头共 % 个%

UIR模式中的设计不同于传统模式下简单的施工

图设计#它是整个工程项目的主导#直接影响着采购&

施工以及试运行等其他环节% 设计的质量&进度以及

与其他环节的配合程度#直接影响工程总体质量和效

益&施工进度以及最终项目的成败% 所以说#设计工作

是整个工程项目的重中之重%

FC$!UIR模式中的采购

根据设计方案#采购设备包括球墨铸铁管&蝶阀和

空气阀% 项目部通过相关工程搜集了多家设备生产商

的资质和信誉等信息#本着*公平&公开&公正+和*货

比三家+的原则#选择了设备满足使用要求&价格合理&

运行维修简便的生产厂家% 在得到业主单位认可后#

与其签订了供货合同#明确了产品交付期限&质量检

测&运输以及费用支付等方面的要求%

UIR模式中的采购依托于设计#采购的设备必须

满足设计要求#而又服务于施工,采购的设备必须按时

用于工程项目#最终检测于试运行阶段,采购的设备必

须通过试运行的考验#交付给业主单位使用%

FCE!UIR模式中的施工

建筑施工主要包括!施工导流
#

沟槽开挖
#

管道

安装
#

管道打压试验
#

沟槽回填
#

管道对接%

UIR项目部严抓施工安全和施工质量% 首先进行

安全和设计交底#使项目成员充分了解施工图纸#分析

工程危险源#明确设计意图和安全防范措施#明确施工

方法和步骤#提高了安全和质量意识#确立了施工无伤

亡&创建优良工程以及按期完工等目标%

项目的第一个施工难点就是施工导流#管道穿越

河段常年流水#流量较大#同时老管道的混凝土管涵横

穿河道#其顶高与现状河床几乎持平#作用相当于一座

拦水坝#给施工导流增加了难度% 根据这种情况#项目

部提出在管涵下方安放排水管#从管涵下方将河水引

到下游去% 经过与业主和监理单位沟通后#均同意了

此施工方案% 施工队小心开挖作业#安全地将排水管

安放到位#解决了上游河水流量较大的问题#沟槽内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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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地下水完全在可控范围内#为管道沟槽开挖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的施工作业按部就班完成#过程中 UIR项目

部严抓安全和质量#将安全和质量管理制度落实到每

一个作业面&每一名工人身上%

为了在 FE 小时内完成管道对接#UIR项目部制定

了详细的对接方案#将停水时间&对接管道长度&对接

程序等一系列细节过程明确下来并落实到具体责任

人#并积极与业主单位进行了沟通#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工作% 事实证明UIR项目部的准备工作充足到位#按

照预定的对接方案#用时 F# 个小时#提前圆满完成了

紧张而不杂乱的对接工作% 经过排气通水&起泵加压&

管道通水等试运行工作后#供水管道达到工作压力#恢

复向城市正常供水% 最后一个新建阀井回填完成并验

收合格#标志着项目正式完工%

UIR模式中的施工充分依托于设计#完美地将设

计意图体现出来,同时又及时反馈于设计#将设计中可

优化或不足的地方及时反映出来,施工与采购相配合#

将施工节点与进货节点完美结合%

FCJ!UIR模式中的试运行

项目完工后#UIR项目部积极配合业主单位进行

管道试运行检测工作% 截至 F#"Y 年底#新建管道已正

常运行超过 "## 天#未发生任何质量问题% 同时 UIR

项目部组织开展资料整理并完整归档#配合业主和监

理单位开展验收工作#最终实现交付给业主单位一段

满足通水要求的管道&一项满足合同要求的工程&一次

满足业主要求的UIR总承包项目的目标%

C%OUW模式在工程中体现出的优势及存在

的不足

$C"!UIR模式的优势

1C减少业主单位人员投入% 工程的日常管理由

UIR项目部完成#业主单位只需把握工程的宏观控制#

解决了其人力不足&专业技术不强&工程经验不够的问

题#减少了其人员及相应资金的投入#可使其将更多的

精力专心进行移民征地和资金管控#为工程的顺利进

行保驾护航%

AC管理更加直接到位% 采用UIR模式#业主单位

直接监管 UIR项目部#UIR项目部管控工程各项内

容% 项目管理垂直到位#横向展开#提高了管理效率#

明确了安全&质量责任#使工程建设一直处在可控范

围内%

8C有利于节省工程工期% 采用 UIR模式#辽宁省

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作为总承包商#具有整合资

源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做好了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

协调工作#同时将设计&采购和施工深度融合#管理顺

畅&和谐同步% 项目最终节省工期 "J 天%

@C降低项目管理的风险% 以往传统模式工程#业

主单位在建设期要花费大量精力来协调设计部门和施

工单位的关系#完工后又要面对一定量的索赔问题,而

采用UIR模式后#设计和施工由一家来完成#其协调

由业主单位完成转变为内部协调#从而简化管理程序#

减少了索赔理由#降低了业主单位的管理风险% 该项

改造工程顺利完工#不存在任何索赔事项#节省了业主

单位工程投资%

6C有利于控制工程安全及质量% 以设计单位为

主体的工程总承包商#其技术力量较雄厚#人员素质相

对较高#对工程和设计意图最了解#其安全质量意识突

出#有利于控制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安全和质量% 该项

改造工程UIR项目部严抓安全和质量#措施合理#落

实到位#未发生任何一起安全或质量事故%

$CF!UIR模式现阶段存在的不足

1C高素质的复合型管理人才短缺% 在传统工程

模式下#设计部门与施工单位专业分工明确#各负其

责#逐渐造成了设计不考虑施工&施工不明白设计的情

况#作为UIR模式下的管理人员不仅要有较高的专业

水平&广阔的知识面和开阔的视野#还要具有超群的沟

通和协调能力以及出众的领导能力#而这种高素质复

合型管理人才极其短缺%

AC企业转型进度缓慢% 中国石化&冶金&电力&铁

路&建筑等行业 UIR业务之所以开展迅速#与这些行

业的勘测设计和施工企业的合并重组 $下转第 ED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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