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3&%'&$7

编者按

为更规范地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协助各参与单位在改进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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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U 日"中国水利工程

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发布了,水利工程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导则- $*$$\'VI0&(&$#%% $以下简称

,导则-%团体标准. 近期"协会还将组织编制并正式出版,水利工程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指南- $以下简

称,指南-%. ,导则-团体标准的发布实施"和,指南-的出版"必将对水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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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本刊将在*质量管理 m'小组活动专题+栏目"陆续解读,导则-

标准条款和实施要求"供读者学习和借鉴.

本期刊登制定对策的要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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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要求

-5#5%!制定对策

制定对策应满足以下要求!

6$ 针对主要原因逐条制定对策(

O$ 必要时#提出对策的多种方案#可从有效性%可

实施性%经济性%可靠性和时间性等方面进行对策效果

的评价和选择(

@$ 按照 -V#/制定对策表&

注!-V#/由V=6<"对策$%V=B"目标$%V=:"责任

人$%V=8?8"地点$%V=8;"时间$%/:>"措施$组成&

.)标准解读

&5#!针对主要原因逐条制定对策

45提出对策& 针对主要原因#提出对策&

例如#某m'小组针对*墙与板混凝土接槎质量不

好+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混凝土二次浇注时注意接槎

部位的处理+的对策(又如某 m'小组针对*网架安装

有误差+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检验和测量控制拼装过

程+的对策&

以上提出的对策都是针对主要原因而提出的#目

的是解决主要原因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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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从多角度提出对策的原则& 小组成员应认真

分析每一条主要原因#开动脑筋#并根据各自掌握的知

识%实践经验以及有关的信息#从各个角度提出各种对

策方案#互相补充完善&

&5&!确定对策

确定对策的内容可包括有效性%可实施性%经济

性%可靠性和时间性等#通过评价进行选择确定&

45有效性& 确定对策时#要分析和考虑该对策方

案实施后#能不能控制或消除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如

有效#则采用(反之#则不能采用&

D5可实施性& 对策必须是可实施的#要分析评

价#全盘考虑#有的可进行现场试验#看是否可行& 如

该对策方案凭小组自身能力不能实施#就不能采用(对

策方案实施后#会产生环境和安全等方面问题#违反国

家%地方的法律%法规#也不能采用&

65经济性& 确定对策时要考虑经济的承受能力&

如对策方案提出要添置一些设备#而企业一时还拿不

出这么多的资金#则要权衡再确定&

95可靠性& 确定的对策#能够实施还不行#还得

考察这个对策能够运行的期限& 一般不考虑临时性的

措施&

25时间性& 确定对策方案要考虑时间的要求&

对策方案能在较短时间完成#不影响正常施工生产的#

可采用(对策方案实施后#虽能达到工程质量等要求#

但是达不到进度计划和合同的要求#则不可取&

例如!某施工企业在选择模板对策方案时运用对

策分析评价表进行综合评价#确定了首选%次选和不选

的对策#见表 #&

表 *) 选 择 模 板 对 策 分 析 评 价

要!因 对 策 方 案
评!估!项!目

有效性 可实施性 经济性 可靠性 时间性
综合得分 选定方案

选择模板

组合胶合模板 ) ) * + +

#- 不选

普通钢模板 * * ) ) +

#% 不选

组拼式钢模板 ) ) * ) *

&# 优选

竹胶板 * + ) + +

## 不选

!注!

)表示 - 分!!

*表示 Z 分!!

+表示 # 分

!!结论!从上表进行分析评价#优先选择组拼式钢模

板作为对策方案#列入对策表&

&5Z!按照 -V#/制定对策表

对策表是针对所有影响质量的主要原因而制订的

整个改进措施的计划&

按照*-V#/+要求的原则制定对策表& *-V#/+

是取自六个英文单词中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其含

义是!

V=6<"对策$)))做什么#即针对主要原因制订的

对策要求(

V=B"目标$)))对策应达到的目标#检验对策实

施的效果(

V=:"责任人$)))谁负责做#责任落实到人#尽量

涵盖小组大部分成员(

V=8?8"地点$)))在哪里做#明确具体的实施地点(

V=8;"时间$)))明确时间要求#规定具体的完成

时间为年月日(

/:>"措施$)))怎样做#根据对策的要求#制订具

体实施措施& 对策表示例见表 &&

&5X!制定对策表的注意事项

对策表中的要因%对策%目标%措施等四项位置前

后不能变动#有相互逻辑关系& 后三项地点%时间%责

任人三者之间位置可以变化&

对策表中的*对策+是针对*要因+提出#相互间必

须关联& 对策表中的*目标+是检验对策实施达到效

果的依据#必须量化&

对策与措施的关系是!对策是总要求#而措施是针

对对策的要求具体展开#具有可操作性& 制订措施时#

要列出具体的步骤#指导实施#从而保证对策方案的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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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对 策

序号 要!因 对!策 目!!!标 措!!!!施 地点 时间 责任人

#

柱帽模板及

支架搭设方

法不当

制作成底部转

换成水平面的

梯形定型模板

证柱帽模板及支架

的承载力%刚度和

整体稳固性#控制

模板表面平整度偏

差值在 -JJ内

#5按改进要求绘制有代表性的地下室顶板模板及

支架图%相应有代表性的柱帽模板及支架大样图和

柱帽倾角托板底模拼装大样图(

&5按图拼装柱帽的 #[W 倾角托板底模并钉设垫木#

形成底部转换成水平面的梯形定型模板(

Y5严格按图搭设柱帽及其周围地下室顶板的模板

及支架&

现场 aaa aaa

&

混凝土配合

比不符要求

配制柱帽浇捣

合适的混凝土

混凝土强度达到

'Y$!

#5先选定外加剂(

&5通过试配和检测#确定配合比(

Y5混凝土浇筑#留置试块检测结果

试验室 aaa aaa

Y

混凝土浇捣

方法不合适

根据构件的截

面和配筋特点

调整浇捣方法

浇捣部位 #$$Z振

捣到位

#5合理安排混凝土浇筑顺序(

&5严格控制振捣棒的插入角度%移动间距和振捣

时间(

Y5严格分层浇筑和注意层间接搓(

W5做好混凝土的搓实收平工作&

现场 aaa aaa

!!例如!根据对策*控制波纹管的支设位置+制订的

具体措施&

某l'小组针对*柱帽模板及支架搭设方法不当+

的要因#经过讨论分析#提出了*制作成底部转换成水

平面的梯形定型模板+的对策(根据这个对策#制订了

三条具体的措施#见表 Y&

表 L)箱型梁内施工波纹管支设偏差的对策措施

要!!因 对!!策 措!!!!施

柱帽模板及

支架搭设方

法不当

制作成底部转

换成水平面的

梯形定型模板

#5按改进要求绘制有代表性的地

下室顶板模板及支架图%相应有代

表性的柱帽模板及支架大样图和柱

帽倾角托板底模拼装大样图(

&5按图拼装柱帽的 #[W 倾角托板

底模并钉设垫木#形成底部转换成

水平面的梯形定型模板(

Y5严格按图搭设柱帽及其周围地

下室顶板的模板及支架&

!!从以上例子看出#对策是针对要因而提出的改进

要求#而措施则是对策的具体展开#回答了怎样按照对

策的要求具体实施&

确定对策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避免采用临时性的应急对策& 这样的对策只是

临时性解决问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一般不采用&

"尽量选择小组能力范围的#小组成员自己动手能

够做到的对策& 这样可对有效实施起到积极的作用&

&5-!制定对策表的常见问题

45对策和措施存在的问题

!将对策和措施合在一个栏目(

"仅有对策而无措施#或者有措施而无对策(

#对策表中措施比较笼统#没有具体的步骤#不利

于实施&

D5对策*目标+的问题

!对策表没有*目标+#属于栏目缺项(

"设定的对策目标只有定性的目标#而没有量化

的目标& 把课题目标分解为对策目标#这个是不对的&

由于对策目标是针对主要原因采取措施后所达到的目

标#有些对策实施后#不能直接从课题目标中看出其解

决的情况#只有将所有对策实施完成后#才能对课题目

标进行总体检查#而这一步是在效果检查程序做的&

因此#对策目标不应该采用课题目标的分解指标&

65对策表没有*责任人+栏或没有具体的责任人#

责任落实不明确& 尽量将对策措施的实施落实到小组

每位成员#大家共同实施#体现群策群力#共同为了课

题的完成而努力&

95对策表没有*完成时间+栏或没有具体的完成

时间#有的时间确定为*全过程+或*年内+等#都不符

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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