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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黄河三角洲地区盐渍化土壤整治
工程施工进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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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加快东营市利津县高标准基本农田建筑项目施工进度"课题组开展 m'小组创建活动"科学确认要

因"通过渠道衬砌模具改造(暗管铺设机械设备改良(施工方案改进等技术手段"提高了施工效率"缩短了施工工

期"确保了工程如期完工&

!关键词"!黄河三角洲地区'土壤整治'施工进度'm'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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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利津县高标准基本农田建筑项目属盐渍化

土壤整治项目#主要施工内容为农渠%斗渠%支渠铺设(

暗管排碱施工和附属建筑物建设& 渠道采用传统模具

进行施工#需要人工上料且进料口小#工作效率低(暗

管铺设所用机械设备包括开槽机%铺设机%回填设备以

及送料车辆#机械种类繁多#施工配合不流畅#严重制

约暗管铺设速度& 因此#工程施工进度滞后& 为确保

按合同工期完工#项目部组建质量管理小组开展 m'

小组活动&

*)小组概况

盐渍化土壤整治 m'小组成立于 &$#" 年 # 月#小

组成员 #$ 人#设组长 # 人#副组长 # 人#组员 U 人#含

施工队长 # 人#负责现场施工#并聘请经验丰富的专家

进行全程跟踪指导& 小组成员均具有丰富的水利施工

经验#技术骨干多次参加省部级%厅局级组织的技术攻

关课题#具有良好的专业水准#有效地保障了课题的有

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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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课题

盐渍化土壤整治工程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

义#必须确保按合同工期完工#m'小组确定课题为*加

快黄河三角洲地区盐渍化土壤整治工程施工进度+#选

题理由如下!

&5#!工期滞后

&$#- 年 ## 月 #$ 日#m'小组对施工进度进行统

计#发现渠道和暗管铺设施工比施工总进度落后 #5-

个月#渠道和暗管铺设为关键工序#详见图 # 进度计划

偏差图&

图 *)进度计划偏差图$黑线为计划进度(棕线为实际进度%

&5&!施工难度大

影响工期滞后的主要因素包括!

!混凝土渠道需

用模具制作#但现有模具进料口小#需人工上料(

"新

制渠道表面由人工抹面#质量参差不齐(

#村庄密集#

路况差且狭窄#商混车无法到达所有施工区域#只能依

靠现场搅拌#运输车上料或商混车二次转运&

&5Z!按时完工意义重大

该工程为专项农田施工项目#旨在解决当地农田

低产%盐碱问题#工程施工延误导致当地农民当年无法

耕作#农业活动基本停滞#造成损失&

L)现状调查

&$#" 年 # 月 &" 日#m'小组分组对施工进度滞后

的情况进行调查#目前正在施工的项目有农渠铺设%斗

渠铺设%支渠铺设%暗管排碱和其他项目#工期滞后情

况统计如下!

表 *)盐渍化土壤整治工期滞后统计

序号 工序名称 滞后天数 频率\[ 累计频率\[

# 农渠铺设 &$ XX5X XX5X

& 暗管排碱 #X Z#5# %-5-

Z 支渠铺设 - ##5# U"5"

X 斗渠铺设 X U5Y Y-5-

- 其!他 & X5- #$$

合!计 X- #$$

!!从图 & 可以看出#农渠铺设和暗管排碱这两个工

序滞后时间占全部滞后时间的 %-5-[#是问题的主要

方面&

图 .)工期滞后统计饼分图

()设定目标

&$#" 年 & 月 # 日#经过全体组员认真分析#确定本

课题的活动目标值!缩短后续工程施工时间 -$ 天& 其

中农渠月平均施工进度提高至 X5-RJ\月#减少工期 &-

天(斗渠%支渠月平均施工进度提高至 &5-RJ\月#减少

工期 &$天(暗管排碱月平均施工进度提高至 %5-RJ\月#

减少工期 #" 天&

')原因分析

&$#" 年 & 月 Z 日)% 日#全体成员运用*鱼骨图+

从人%机%料%法%环%测六个方面进行分析施工进度慢

的原因#如图 Z 所示#总结出 " 个末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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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原因分析鱼骨图

0)要因确认

m'小组制定要因确认计划表并进一步完成要因

确认工作#见表 && 对 " 个末端因素进行了分析%论证#

逐一排除#确认导致盐渍化土壤整治施工进度慢的主要

原因有 &个!

!渠道模具陈旧落后(

"暗管铺设效率低&

-)制定对策

m'小组召开对策研讨会%现场调研会#成员进行

了充分讨论#根据确定的主要因素制定对策#见表 Z&

表 .) 要 因 确 认 计 划

序号 末!端!因!素 确!认!内!容 确!认!方!法 确!认!标!准 时!!间

# 部分工人消极怠工 有无消极怠工 现场检查 与平均施工进度相比较 &$#"5&5Y

& 渠道模具陈旧落后 渠道制作日均完成量 现场统计累计计算
与国内外先进设备日均

完成量比对
&$#"5&5#$

Z

商混车进场困难#依靠二次

倒料或现场搅拌方式供料
施工现场路况 现场调查 商混车能否通行 &$#"5&5Y

X

暗管施工工艺较为落后#

效率低
暗管铺设工艺 现场调查比对

与国内外先进铺设工艺

日均完成量比对
&$#"5&5#$

-

混凝土运输过程中散落#造

成环境污染
物料是否散落 现场普查 物料散落 &$#"5&5#$

"

现场监控管理不到位#测量

设备落后

监控是否到位测量设备

是否先进
现场抽查 监控不到位测量设备落后 &$#"5&5Y

表 L)主要因素对策分析

序号 要!!因 对!!策 目!!标 措!!施 地!!点 完 成 时 间

#

渠道模具

陈旧落后

改造渠道

模具

农渠月铺设长度,

X5-RJ(

斗支渠月铺设长度,

&5-RJ

!设计新型渠道模具

"加工渠道模具

#采用新型渠道模具进行施工

施工现场 &$#"5Z5#-

&

暗管铺设

效率低

暗管铺设

机械化
月铺设暗管长度,

%5-RJ

!设计暗管铺设机械化施工流程

"委托厂家生产暗管铺设设备

#采用新设备进行机械化施工

生产厂商 &$#"5Z5#-

/)对策实施

U5#!改造渠道模具

U5#5#!设计新型渠道模具

m'小组提出了加大进料仓口及在渠道模具外层

加挂弹簧刮板的思路#新型渠道模具结构如图 X 所示#

其中 % 为加大后的进料口#U%Y 为弹簧刮板&

图 ()输水输沙混凝土渠道制作模具示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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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5#5&!加工渠道模具

m'小组确定模具方案后#组织金属结构加工工人

按照设计图纸进行加工#经过多次的试验和改进#最终

加工出适合本工程的渠道模具#见图 -&

图 ')新型渠道模具实物图

U5#5Z!采用新型渠道模具进行施工

m'小组组织操作班组采用新型模具进行渠道施

工#并在施工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质量#加快进度&

U5#5X!实施效果

m'小组的成员组织施工班组应用新型的渠道施工

模具#施工方便#成型质量好#速度快#农渠月平均铺设

X5"&RJ#斗渠%支渠月平均铺设 &5-RJ#实现对策目标&

U5&!暗管铺设机械化

U5&5#!设计暗管铺设机械化施工流程

m'小组结合工程具体情况#设计出能够做到开

槽%下管%回填同时施工的机械化暗管铺设设备施工流

程的改进方案&

U5&5&!委托厂家生产暗管铺设设备

m'小组设计好机械化施工流程后#委托生产厂家

对原有的施工设备进行改造和组合#改良后的机械化

设备如图 " 所示&

图 0)改良后的机械化暗管铺设设备

U5&5Z!采用新设备进行机械化施工

m'小组组织施工班组采用新型设备进行暗管铺

设#并在施工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质量#加快

进度&

U5&5X!效果检查

m'小组组织施工班组应用新型暗管铺设设备进

行施工#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暗管铺设#月平均铺设暗管

%5-&RJ#实现对策目标&

Q)效果检查

Y5#!目标检查

m'小组制定的对策在利津县高标准基本农田建

筑项目实施后#施工进度得到了极大提升#该工程于

&$#" 年 ## 月 &$ 日主体完工#累计缩短后续工程施工

时间 "Z 天#实现了课题目标&

Y5&!效益分析

Y5&5#!社会效益分析

针对土壤盐渍化土地整治项目的实际困难#m'小

组通过分析要因提出了科学对策#实施后极大提高了

施工进度#在合同工期内圆满的完成了施工任务#为当

地农民种植活动提供了保障#降低了当地农民损失&

Y5&5&!经济效益

该工程m'小组实践#产生的经济效益如下!

45灌溉渠道建设!减少人力投入"#&5- 万元$ )减

少机械投入"X5-- 万元$共 #%5$- 万元&

D5暗管排碱建设!减少人力投入"#$5#% 万元$ )

减少机械投入"#Z 万元$共 &Z5#% 万元&

m'小组在该工程实践中产生的经济效益共计

X$5&& 万元#但应扣除 m'小组创建活动成本 %5- 万

元#因此#m'小组在该工程创建产生的经济效益为

Z&5%& 万元&

*+)巩固措施

通过m'活动的开展#小组成员对成果及时进行

了总结并提出了巩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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