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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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K 年 O 月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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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VJ)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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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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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刊登对策实施的要求解读.

对策实施的要求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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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要求

QM"M%!对策实施

对策实施应满足以下要求!

>M按照对策表要求组织实施#对应措施逐条展

开#做好实施过程中的各项记录%

@M每条实施完成后#将实施结果与对策目标比

较#确认对策效果和有效性%

;M当对策未达到对应的目标时#应修正措施并按

新的措施实施%

BM必要时#验证对策实施结果在安全(质量(管

理(成本等方面的负面影响%

%&标准解读

>M按照对策表要求组织实施#对应措施逐条展

开#做好实施过程中的各项记录%

!

按照&对策表'的要求逐一实施% 由于所确定

的主要原因的性质是各不相同的#而每条对策都是针

对不同的主要原因制定的解决"改进$方案% 通过方案

的实施#使所针对的每个要因#都能够得到解决#达到对

策目标的要求% 因此#必须一个对策(一个对策地实施#

以显示其针对性#保证对策措施得到全面有效地执行%

实施对策应与制定的对策相对应% 如针对&对策

一'为&实施一'#针对&对策二'为&实施二'#依次类

推#展开实施%

"

按照对策表中&对策'所对应的&措施'栏逐条

实施% 每条对策的实施过程#就是具体措施的落实过

程#只有这些措施都完成了#确定的对策才能实现#问

题才能解决% 实施过程要按照对策表责任人的分工#

充分发挥小组成员的主观能动性#相互配合(相互协

调#直到对策和措施全面得到实施%

)&')



#

实施过程的情况要及时记录% 在实施过程中#

小组成员要注意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把每条对策措施

的具体实施时间(参加人员(活动地点(具体怎么做的(

遇到什么困难(如何克服困难以及花了多少费用等详

细记录% 如!施工过程的施工方案改进(样板施工"典

型施工$(工序检验(工程质量验收(运用的统计方法等

均应记录#将小组在活动中群策群力的过程加以记录#

为最后整理成果报告提供依据%

$

实施过程的描述#要按照对策表制定的&对策'

和&措施'逐项展开#既要有文字的叙述#又要辅以数

据和图表#体现图文并茂#切忌通篇文字%

@M每条实施完成后#将实施结果与对策目标比

较#确认对策效果和有效性%

!

每条对策实施完成后要确认结果% 在每条对策

实施完成之后#应立即收集实施完成后的数据#与对策

表中&对策'所对应的&目标'进行比较#验证对策实施

的有效性% 如果已达到目标的要求#说明此项实施是

有效的#问题得到解决#该对策已经实施完毕%

"

如果每条对策实施完成后#没有及时确认对策

的结果#而是在效果检查阶段进行总检查#此时如未达

到课题设定的目标#还须重新检查在活动的哪个阶段

出现了问题#增加了查找的难度%

例 "!对策实施二!对弯曲机进行检校"见下表$%

对弯曲机进行检校的实施效果验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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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当对策未达到对应的目标时#应修正措施并按

新的措施实施%

小组在实施阶段有两种情况需要对措施进行适当

的修正%

!

当小组成员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困难无法进行下

去#组长应及时召开小组讨论会#对于无法实施的措施

进行修正#制定新的措施#并组织实施%

"

当小组确认对策措施实施后没有达到对策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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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小组要对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价% 当确认没有达

到目标的要求#说明制订的措施不合理#该要因的解决

未达到预定要求#应重新检查每条措施是否已彻底实

施#必要时要修正措施的内容#以确保实施达到对策目

标要求%

BM必要时#验证对策实施结果在安全(质量(管理(

成本等方面的负面影响%

每条对策实施后#虽然收集了数据#与对策表的目

标进行了比较#但是#必要时#应对措施的实施效果是

否在质量(安全(环境(管理以及成本方面产生的负面

影响进行评价#验证对策的综合有效性%

导则提出的&必要时'#既非&必须'#也非&不要'#

就是给小组活动留出充分的自选空间#是否对实施效

果在安全(质量管理(成本等方面的负面影响进行验

证#应根据课题实施的具体情况确定#由小组自行

决定%

例 J!实施对策过程中#遇到施工现场存在的临边(

临口(障碍物以及其他情形#必须设置安全防护设施#

以确保施工的安全% 但是#由于设置了安全防护措施#

导致施工作业面或空间的减少#对施工便利性或效率

带来影响#同时#也需要增加一些投入% 为此#必要时#

应该分析增加投入(作业面减少等负面影响#分析过程

要客观#用数据说话%

例 $!实施对策为控制粉尘和扬尘#采用对地面进

行洒水#这个措施能够控制粉尘和扬尘的产生#减少对

大气的环境污染% 但是#必要时#应该分析洒水所产生

的污水对土壤(水体是否带来影响#负面影响验证时#

应该考虑对周边环境带来的影响以及增加人财物等资

源的投入%

-&实施过程运用的统计方法

实施过程可以运用的统计方法有流程图(网络图(

\Z\[法(排列图(饼分图(柱状图(折线图(直方图(调

查表等% 以下是流程图(\Z\[法(网络图在实施过程

的应用实例%

实施过程运用的流程图#如图 " 所示!

实施过程运用的 \Z\[法"过程决策程序图法$#

如图 J 所示!

实施过程运用的网络图#如图 $ 所示!

对策措施全部实施完成#每项对策的实施经过确

认#均达到对策目标的要求#表明所要进行的对策实施

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了#由各主要原因引起的症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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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施工过程控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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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过程调试JFJI法$过程决策程序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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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实施过程网络图

已经得到有效解决#则进入检查效果程序%

*&实施对策步骤常见的问题

>M实施没有按照对策表的要求展开描述% 实施过

程的描述与对策表的&措施'不能对应#前后不一致%

有的没有按照对策表措施逐条实施%

@M实施过程的描述#文字多#图表少% 有的均为文

字叙述#缺少数据图表#没有把小组群策群力的过程充

分展示出来#实施过程描述没有展现图文并茂%

;M每条实施完成后#未能收集数据#与对策表中

&对策'对应的&目标'进行对比#没有验证实施效果是

否达到对策表目标的要求%

BM实施过程较少运用统计方法%

9M在验证实施效果在安全(质量(管理(成本等方

面的负面影响时#描述比较笼统#缺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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