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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Jian Zhang
Liny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Linyi, Shandong, 276000, China
Abstract

China’s ecological situation is now generally on the rise, but some places still hav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In recent
years, people’s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en increasing,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mana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s have been introduced, which shows that Chin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yet to be improved. For every
country, only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gradually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can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efficiency be improved step by step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its citizens be guarant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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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张俭
临沂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国·山东 临沂 276000

摘

要

中国现在的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呈上升的趋势，但是有些地方依然存在环境污染问题。近年来，人们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度不断
地提高，生态环境监测管理和制度体系也不断出台，这就说明中国的生态环境还有待提高。对每个国家来说，只有提高生态
环境质量，逐步完善环境保护措施，国家的经济发展效率才会一步步地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才会得到保障。

关键词
环境监测；生态环境保护；作用

1 引言
环境污染问题极大程度上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
中国要对环境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中国通过环境监测等
技术手段来及时地了解中国环境的发展状况。如今，环境监
测对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运用技术手
段可以有效监督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通过企业和社会方面
的治理达到国家环境治理一体化服务，并逐步完善环境法律
法规体系和环境保护标准。现如今，只有对环境进行及时的
整治和把控，并进行及时地治理对有可能会影响人类和环境
发展的有害物质进行检测和治理，才能改变中国的环境恶化
情况 [1]。

受环境监测任务之后进行监测环境的现场调查，然后通过制
定适合应用环境的监测计划，对中国的环境监测地点进行筛
选，在对环境监测选取的样品进行采集之后，还要通过对监
测的样品进行预处理分析和测试数据处理，对环境监测进行
综合评价 [2]。

2.1 环境监测对象的认识
环境监测的对象也称得上包罗万象，按照监测物分类不
仅仅是指空气、还包括水质、空气、土壤、废弃物，还要测噪声、
震动、测完热再测光。特定目的环境监测指的是在特别情况下，
在较短的时间里来判别环境污染物的种类，并根据判别的情
况，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测完放射性电磁辐射还有对生物
生态变化的监测，如果按环境监测目的划分，又可分为监视

2 环境监测的概念
环境监测的检测工序非常复杂，它的工作内容包括：接

性监测。特定目的环境监测又称特例监测，指的是在特殊情
况下，在最短的时间内确定污染物的种类及危害，并以此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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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3]。

感技术应用已经成为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战场，遥感监

2.2 环境监测的特点和优势

测也是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中的关键部分，同时，它也是

2.2.1 环境监测的特点

开展生态环境监管非常重要的基础。

环境监测具有综合性、连续性、追踪性的特点。

2.2.2 环境监测对环境保护的优势
间断性或者连续性地对环境进行测定，通过观察环境中
污染物的浓度来分析浓度变化对环境影响的过程。这样可以
对影响人类和环境发展的有害物质进行及时的检测和治理。

3 建立健全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
通过实行多措并举、综合防范、明确责任、强化监管

完善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的遥感监测系统，支持绿水碧
水保卫战，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的风险遥感监测，开展重点区
域的大气遥感监测。为了更好地践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管理，在进行环境监测时还要以技术研发和遥感监测应用为
重点，结合各个机构改革的新职能，继续深化生态环境保护
红线，农业面源、温室气体、饮用水源地、黑臭水体等生态
遥感监测的业务化应用。

等措施，完善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而且在对环境进行

卫星的出现可以有效探测到中国各个区域大气的污染气

监测的过程中要进行依法监测、科学监测、诚信监测、深化

体，且可以很好地监测大气中 PM2.5、二氧化碳、二氧化硫、

环境监测方面的改革。生态环境部的三年行动计划表明，在

臭氧等数值，来检查它们对大气的危害程度，对中国实现绿

2020 年基本健全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全面建立生态环境质量

水青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高分五号卫星也可以为全球气候

保护责任体系，要完善中国环境监测的管理规定，抵制环境
监测数据的虚假改编行为，还要制定完善的环境监管防范和
整治制度，确保国家环境监测者公平、公开地开展环境监测
工作，并保证中国的环境监测数据的及时和准确真实。

4 如何让环境监测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进行运用

变化和温室气体提供比较可靠的二氧化碳、甲烷等遥感数据
方面的支撑，这标志着中国在环境遥感技术又上了一个新台
阶，所以为了更好地对中国的生态环境进行监测与保护，中
国还需要继续完善生态环境卫星的管理模式。

6 国家对生态环境监测监管的重视程度体现

现在都是通过环境监测数据来了解空气情况，为了确保
环境监测数据的质量，环保部还要求各地建立健全环境监测
责任体系，强调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实可靠性。
环境监测者通常通过仪器来监测水中的污染物含量，比

如今，中国非常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而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涉及大气、水体、土壤动态等多种要素，对于卫星
观测的要求逐渐提高。现在，中国高分五号卫星在不断地投

色器皿是里最重要的监测仪器，分光光度计可以用来测定空

入使用，这也是贯彻落实中国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国家生态

气中甲醛、阴离子、挥发酚，以及水中银、氮、六价铬等分子。

环境保护，打好中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主要方式和举措。打

经过这个光度计以及检测，让电脑就直接出监测结果，这样

好污染空间站是落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国务院生

可以随时随地查看数据。在进行监测实验的时候，需要把监

态文明思想非常重要的举措，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测试剂加到比色皿中。比色皿上有漏出的试剂一定要用纸将

思想的具体行动。

它轻轻擦拭，然后再放入比色池中，通过这种方式来监测空

中国在新一轮的环境机构改革中，将环境保护部的全

气质量。

部职能和其他国务院有关的六个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在一

5 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保护中的运用形式

起。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关于治理生态环境的思想，他曾经

为了更好地践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管理，在进行环

说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在中国

境监测时还要以技术研发和遥感监测应用为重点，结合各个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

机构改革的新职能展开。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

中国的生态环境监测主要是由点向面的方式、有静态向

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

动态的方式、由平面向立体的方式来发展。现如今，卫星遥

一大体验，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坚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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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治理体系的监管方式和制度
7.1 依法实行废弃物排污方面的管理制度
对于中国来说，要依法实行废弃物排污方面的管理制度，
推进环境生产服务向绿色化方向发展，不断提高中国的治污
能力和水平，实行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修复的责任制度；
实行全民行动体系，公民要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国家应该要
求每个公民都要从自身做起，国家需要对排污严重的工厂或
者部门强化环境制度方面的社会监督，要对污染环境行为进
行治理，以此来发挥国家各类社会团体的优势作用，从而提
高公民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素养。

7.2 完善环境监管体系
（1）实行国家环境监管体系
国家应该完善环境监管体系，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中国
的生态环境，强化中国监测能力建设。
（2）完善环境监测市场体系

DOI: https://doi.org/10.36956/edc.v2i12.265

国家要构建一个规范开放的市场，推进放管服，壮大中
国环境监管的新动能，强化中国环保产业支撑，并创新中国
环境治理模式，通过各个企业和社会方面的治理达到国家治
理一体化服务。
（3）完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
国家要完善环境保护标准，增强中国的环境方面的财税
支持，加强环保方向的投入，有效防治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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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mart Transportation Governance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Taking Dongguan, China as
an Example
Xiaohui Liu Haiqing Li
Dongguan Polytechnic, Dongguan, Guangdong, 523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ontinuous progress of big data technology, the intelligent traffic
governance mode began to promote in the current major cities, the application of which can the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 traffic supervision, reduce urban congestion problems, and improve people’s transportation experience. The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governance mode in Donggua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and
points out the construction form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governance mode,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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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智慧交通治理模式研究——以中国东莞为例
刘小慧 李海青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广东 东莞 523000

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大数据技术的持续进步，智慧交通治理模式开始在当前各大城市进行推广，其应用有效提升了城
市交通监管质量，减少了城市堵塞问题，提升了人们的交通体验。论文主要针对大数据背景下智慧交通治理模式在中国东莞
的应用进行探究，指出智慧交通治理模式的构建形式以及应用价值，希望能为中国交通行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大数据；智慧交通；治理模式

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城市人口数量越来越多，

展方式。智慧交通治理模式能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
提高交通管理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加强对交通的疏

城市机动车的数量大幅度提升，导致各种交通问题越发严重，

导以及管理，实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创新交通发展策略以

影响人们的日常出行，加强对城市交通的规划以及研究已经

及改善交通环境的效果，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 [1]。

成为当前城市发展的必要工作之一。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技

2.2 智慧交通治理模式

术的飞速发展为中国城市交通的优化提供了重要的工具，智

按照智慧交通治理模式的层次可以将智慧交通分为保障

慧交通的概念也逐渐发展起来，论文主要针对智慧交通的具

层、应用层、反馈层以及技术层；治理内容包括数据、空间、

体应用进行探究。

服务以及制度治理四大类。其中，空间治理涉及城市宏观交

2 智慧交通治理模式的概述

通调控以及功能规划统筹，包括城市空间的利用与分配以及

2.1 智慧交通的特点

基础设施建设等。数据治理需要结合城市的海量数据进行分

智慧交通指的是利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包括大数据技
术和云计算技术进行交通数据信息整合的新型城市可持续发
4

析处理，明确数据的价值，搭建适合城市交通治理应用的数
据平台，实现城市高效可靠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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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服务管理指的是从传统的管理模式逐渐转向为以人

DOI: https://doi.org/10.36956/edc.v2i12.266

4 大数据背景下东莞智慧交通治理模式的应用

为本的城市服务模式，结合人们的客观需求为人们提供人性

以及发展对策

化的个性服务，从而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和服务需

4.1 制定行之有效的智慧交通整体规划

求 [2]。在交通秩序管理及交通保障等领域制定适合中国东莞

最近几年来，东莞市依托于深港澳大湾区建设获得了进

市城市发展的交通制度，以及智慧交通治理模式的制度，可

一步的发展，未来东莞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这也对东莞市

以形成关于制度设计、执行、管控的全过程治理方案，从而

的交通运输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东莞市交通拥堵

为东莞市智慧交通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

的局面已经十分严重，影响东莞市的可持续发展 [4]。因此，

是东莞市交通改造的前提。在具体开展东莞市智慧交通治理

智慧交通治理模式在东莞市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当前东莞

模式应用期间，需要加强社会市场以及政府之间的合作与交

已经依托于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建立起相对比较完善的智慧交

流，做好不同部门的协同治理工作，实现资源的高效整合，

通管理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拥堵的情况，构建

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构建全新的交通治理模式，有效地解

畅通、绿色的出行环境，推动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但从实

决当前东莞市交通堵塞以及交通障碍问题，提高城市交通的

际情况来看，智慧交通的发展模式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

利用率，促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

足，如智慧交通管理模式故障率比较高且难以持续稳定、安
全的作业。

3 中国东莞交通现状

此外，智慧交通管理模式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当前现

3.1 中国东莞市车辆保有量
根据中国东莞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供的近五年来东莞
机动车保有量数据来看：截至 2018 年底，东莞机动车保有量
达 295 万辆，2014-2019 年期间，其总量增长幅度 79%，2015
年起维持较高增速，近四年来均在 10% 以上。特别是在 2014
年中国深圳限牌后，私家车和货车保有量出现双增长。
表 1 近五年东莞的机动车保有量（万辆）

有的管理体系并不能完全匹配智慧交通管理模式的应用，导
致很多智慧交通的作用无法有效发挥出来。因此，需要大力
加强智慧交通治理模式的进一步研究，根据东莞市的实际交
通情况和交通规划，合理、有序地开展交通治理工作，尽可
能地减少城市拥堵问题，促进城市经济的进一步提升。

4.2 建立全面的数据资源库
在智慧交通治理模式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主要体现在

年份

机动车保有量

机动车增长率

2014

165.1

6%

2015

188.1

13.9%

2016

225.1

19.7%

2017

263.3

16.9%

2018

295.3

12.2%

各方面有用信息的收集方面。海量信息的会合可以帮助人们
更好地得到交通治理方面的关键信息，并通过云计算技术进
行信息的深入挖掘，为相关领导者的决策提供重要的帮助。
首先，结合东莞市交通现状，可以使用多功能化的数据
采集装置，对原有的单一设备进行升级，保证采集到的数据
更加完整和有效，提高数据采集的清晰度和准确度。

3.2 中国东莞市拥堵路段和节点情况

其次，积极应用各种专业工具软件完成海量数据的收集，
实现数据的有效分类，减少数据资源的浪费，建立与东莞市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增长迅猛，东莞市整体交通状况不容

交通现状匹配的数据库，从而帮助人们深入地完成数据的挖

乐观。中心城区及主要干线道路交通拥堵加剧，根据东莞市

掘和分析，依托可视化技术形象，直观地向人们展示东莞市

市区交通组织规划截至 2018 年底相关数据分析，目前全市常

交通问题和交通的现状，加强人们对交通理念的了解。

态拥堵节点 59 个，市中心区高峰期 85% 以上主干道路口排

最后，管理人员也可以结合收集到的数据对各项交通数

队超过 3 个周期。特别是环城东路、环城南路、环城西路、

据特征进行识别，明确交通数据中的规律和内在的信息价值，

八一路—松山湖大道等道路受货运交通影响，高峰时段交通

以为后续的交通方面的决策与管理提供重要的帮助，促进东

拥堵严重，运行状况持续恶化，严重影响中长距离出行效率。

莞市交通规则的进一步优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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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立行之有效的交通管理制度
大数据在智慧交通系统中的应用离不开系统完善管理制
度的支持和帮助，通过制定系统可靠的管理制度可以为大数
据技术的应用规定方向和范围，进一步提升数据挖掘的真实
性和可靠性，减少数据资源的浪费，为更好的交通决策提供
数据参考。因此，东莞市需要结合具体的局面以及未来交通
发展的方向，加强对制度的优化和建设，提高智慧交通系统
的工作效率，做好对交通安全事故的规律的研究。一旦发生
交通安全事故，智慧交通治理系统要能及时识别交通事故问
题，做好路线的重新划分以及智能化管理，减少由于交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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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高校以及研究机构要加大人才培养的扶持力度，做好
相关部门之间的联合，培养更多、更专业的大数据技术人才，
为智慧交通治理模式的广泛推广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

5 结语
综上所述，大数据背景下智慧交通治理模式的应用对于
解决当前城市交通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加强对智
慧交通治理模式的研究，明确智慧交通治理模式的意义及价
值，并解决好大数据应用凸显的问题，保证信息数据的安全
性和可靠性，实现交通运输资源的可靠分配和合理利用，促

故造成的大面积长时间和大范围拥堵，充分发挥大数据和智

进中国城市建设的持续进步。

能交通治理模式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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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Blasting Vibration Monitoring and Control in
Open Pit Mining
Guoqiang Zhao Yonghe Fu
Xinjiang Xuefeng Blasting Engineering Co., Ltd., Urumqi, Xinjiang, 83002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emand for mining industry in China is
also increasing, and the mining of open pit mine is extremely strict on the blasting operation specifications and requirements. At the
same time, if the blasting vibration is too large will have some impact on the nearby buildings, high-voltage lines and other facilities.
Therefore, the author conducts vibration detection on the open pit blasting, and controls and analyzes the results, in order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safety protection of buildings around the st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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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采矿爆破振动监测与控制分析
赵国强 傅永和
新疆雪峰爆破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新疆 乌鲁木齐 830026

摘

要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中国对矿业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开采露天矿对爆破操作规范及要求极为严格。同时，如
果爆破振动过大将会对临近的建筑物、高压线等设施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笔者对本次露天矿爆破进行振动检测，并对其
结果进行控制和分析，以期为采场周边建筑物的安全防护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
爆破；振动测试；采场；控制分析

1 引言

合该工程的最佳爆破方案。

兴盛露天煤矿爆破工程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爆破的大块
率高，降低了铲装的效率，增加了二次破碎量，且 爆 破 振 动

2 工程概况
中国新疆疆纳矿业有限公司兴盛露天煤矿位于伊吾县淖

对 临 近 建 筑 物 有 少 许 的 影 响。因此，如何改善爆破效果和

毛湖镇西北的萨依苏一带，属东天山北坡、淖毛湖洼地的一

减小爆破振动成为该工程亟需解决的问题。

部分，地势北高南低。海拔 280m~394m，一般在 320m 左右，

目前，中国对改善爆破效果和减震措施的研究主要集中

地势较为平缓，夏季天大，沟谷宽阔，多为石漠戈壁区，地

在减小单孔药量这个方向上，一般采用空气间隔装药爆破、

貌形态为残丘状的剥蚀平原，属大陆干旱荒漠气候，年温差

[1]

微差爆破和预裂爆破等方法 。对于爆破振动后振动对临近

和昼夜温差较大，区内常年多风，并伴有强沙尘暴天气。

房屋带来的影响，我们使用了 TC-4850N 爆破测振仪对其进

本 次 测 振 选 取 的 监 测 对 象 为 矿 调 度 楼， 距 离 爆 破 点

行监测和爆破后的分析，并在论文中给出了一些振动控制的

500m。使用 TC-4850N 爆破测振仪，对其爆破时产生的振动

有效措施和建议。

进行监测，监测后对数据进行分析。

同时，兴盛露天煤矿爆破工程引进 XF 型电子数码雷管

在实验室以及现场爆破环境下进行实验测试对比，发现

控制爆破技术。通过数码电子雷管与普通导爆管雷管的爆破

振动信号本身的频率以及被测结构的固有频率会对测量结果

对比试验，以爆破效果和减震效果为表征参量，最终确定适

造成影响。低频振动信号的测量结果值影响不大，而高频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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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会对测振结果造成较大误差。

方。测速传感器底部都有磁铁可以吸附在铁板上。另外一种

TC-4850N 是一款专为工程爆破设计的便携式振动监测

是临时测点，其安全性不如固定测点但是却有很好的适应能

仪。爆破测振系统与普通的地震监测系统有着较大的区别，

力，可以应对很多固定测点无法应对的情况，如其能不受其

其主要的组件是测振感应器、自记仪、计算机。其仪器体积

他振动幅度较大的设备和汽车等移动设备的影响。此次测振

小、重量轻、耐压抗击、可靠易用，配接相应的传感器能完

采用了固定临时测点，也就是将石膏和水进行均匀搅拌后放

成加速度、速度、位移、压力、温度、湿度等动态过程的监测、

置地面，再将传感器粘结在拌好的石膏上使其固定在地表上。

记录、报警和分析。

现场爆破测振操作如图 1 所示。

3 测振系统及其方法
3.1 测振系统
爆破振动传感器的安装定位对于准确测量爆破振动信号
十分重要，目前常见的几种爆破振动传感器固定方式都很难
精确监测到对应爆破的振动或结构动力响应值。针对实际爆
破测振工作中几种常见的固定方式，在实验室内以及现场爆

图 1 为现场爆破测振操作实图

破环境下进行实验测试对比，发现振动信号本身的频率以及

4 数据分析

被测结构的固有频率会对测量结果造成影响。低频振动信号
的测量结果值影响不大，而高频信号会对测振结果造成较大

通过对兴盛露天煤矿进行爆破振动速度实时监测，共得

误差。传感器固定方式对各个分量的测量值影响不一，尤其

到两组数据。我们将实测的三项数据进行筛选对比，发现垂直

是水平分量的影响差异较为明显。石膏固定传感器时，黏结

方向相对于水平切向、水平径向振动速度较大，考虑将垂直方

层厚度越小，测到的数据越准确；但考虑传感器固定的可靠

向的振速作为研究重点，对两组数据进项了分析，将相关参数

性，为使其不脱落，厚度应不低于 2mm。

代入理论公式，比较理论值与实测值的相对误差，见表 1。

3.2 测振方法
为了检测到不同爆破震速值，测点的布置应当是根据爆
破的中心由近及远的布置测点。经过多处勘察，此次爆破测
振我们选择矿调度楼梯台阶侧旁建筑物拐角处。距离爆破中
心最近的测点应布置在能有效避开爆破飞石的主抛方向，我
们必须注意的是由于爆破产生的落石会带有强大的重力势能，
因此为了对测震传感器及记录仪进行保护，我们必须利用一
些坚固的材料，如钢板等材料，对仪器进行保护，以免造成
不必要的损失。
针对测试点埋设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安全系数较高的
固定测点，固定测点采用的是预先挖一个坑，其长高宽均为
0.4N 然后利用砼坑注满，再利用铁板放置在抹平后的砼坑上

图 2 实测波形图

表 1 爆破振动监测数据
最大单端药量

总药量

X 向峰值

X 向主频

Y 向峰值

Y 向主频

Z 向峰值

Z 向主频

（kg）

（kg）

（mm/s）

（Hz）

（mm/s）

（Hz）

（mm/s）

（Hz）

501

120

1994

1.913

33.898

0.046

18.213

0.105

60.255

502

109

1596

8.715

17.637

0.035

22.8

0.008

91.266

编号

距离（m）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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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爆破安全规程》安全允许范围，从表 1 及图 2 可

能达到最好的爆破效果。

以看出 2 组监测数据中，振动的频率范围为 10~50Hz，安全

5.3 调整爆破传爆方向

允许的振动速度为 2.5~2.8cm/s，对个别的频率为 50~100Hz

调整爆破传爆方向，尤其是露天煤矿爆破，爆源被保护

之间，安全允许的振动速度为 2.7~3.0cm/s。此次监测所得

对象的方位不同，其振动影响也不同。实践表明，抛掷爆破时，

的 振 动 评 频 率 范 围 为 33.8983Hz、17.6367Hz， 峰 值 分 别 为

最小抵抗线方向的振动最小，反向最大，两侧居中。成排的

1.9130mm/s、8.7149mm/s，其监测远小于安全允许的振动速度，

药包爆破时，在药包中心连线方向比在垂直于连线方向的振

所以此次爆破对调度楼是有安全保障的。

动速度可降低至 25%~30%。

5 爆破震动控制措施
5.1 采用能获得最大松动的爆破设计
选择松动条件相对良好的炮孔爆破，即靠近自由面的炮
孔爆破的振动较小。使用毫秒延时微差爆破技术开辟内部自
由面，以便爆破后产生的压缩波可以从这些自由面反射。通

5.4 利用微差技术降低爆破振动强度
微差起爆就是将爆破的总药包进行分组，以毫米级的时
间间隔进行顺序爆破，符合爆破机理的微分原理，对减少爆
破振动效应有很大的作用。

6 结语

过正确设计毫秒延时微差逐孔爆破起爆方案，减少单次起爆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使用爆破测振仪对爆破振动进行监

药量。最优的单位炸药消耗量必须通过现场爆破试验来确定

测和分析得出，爆破工程属于安全性较差的项目，必须高度

与选用。获得最大的松动，一般在采用多排孔爆破方案时，

重视其安全性，做好安全防护工作，严格规范操作。每次开

设计孔间延时 3~8ms/m，排间延时 8~15ms/m。

展爆破工作前要制定最佳爆破方案，严格控制炸药单耗，合

5.2 用适当的单位炸药消耗量

理利用微差技术，以降低其爆破振动强度以及爆破振动带来

过大的单位炸药消耗量，会增加爆破振动与空气之间冲

的危害。

击波，并引起岩石过度地移动或抛掷。相反，降低单位炸药

参考文献

消耗量，也会由于延迟和减小从自由面反射回来的拉伸波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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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Improve the Speed and Quality of Sewage Treatment
Plant Equipment Maintenance
Hongliang Hou
Shenyang North Sewage Treatment Plant, State Grid Corporation of China, Shenyang, Liaoning, 110035, China
Abstract

For the sewage treatment plant, do a good job in the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relevant equipment, improve the speed and
quality of equipment maintenance, ha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wage treatment. The paper focuses on a detailed
analysis of how to improve the speed and quality of equipment maintenance in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with the aim of ensuring the
safe operation of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enhanc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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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wage treatment plants; equipment maintenance; speed; quality

如何提高污水处理厂设备维修的速度和质量
侯宏良
国电沈阳北部污水处理厂，中国·辽宁 沈阳 110035

摘

要

对于污水处理厂而言，做好相关设备的维修与管理工作，提升设备维修的速度与质量，对污水处理事业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论文重点针对如何提高污水处理厂设备维修的速度和质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旨在保障污水处理厂的安全运行，加强生态环
境的保护，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污水处理厂；设备维修；速度；质量

1 引言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环境污染问题受到社会
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而污水处理厂的主要工作就是对污水
进行科学的整治与处理，为保护生态环境打好基础。但是，
污水处理厂使用的设备种类与数量非常多，一旦设备出现了
性能故障，维修起来也具有一定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采
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显著提升设备维修的速度和质量，成为
众多污水处理厂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生决定性影响。只有保证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功能正常运
行，才能提升污水处理厂的经济效益，促进污水处理厂的发
展与进步。由此可见，当污水处理设备出现性能故障的时候，
提高设备维修的速度与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设备维护的速度与质量，还与污水处理厂的生产
成本息息相关。污水处理厂内各种设备的维修速度越快、维
修质量越高，就越能延长设备的使用年限和维修周期，越能
降低污水处理厂的设备维修成本，避免因为设备故障而出现
停工问题，影响污水处理厂的经济效益。只有保障污水处理

2 提高污水处理厂设备维修的速度与质量的重

厂污水处理工作的正常进行，才能为污水处理厂的进一步发

要性

展打好基础。

对于污水处理厂来说，各项污水处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设备维修的速度与质量还对污水处理厂工作人员的生命

依赖相关污水处理设备的正常运行，所以污水处理设备的结

安全与健康有着直接的影响。污水处理设备的运行状况受其

构、运行性能、运行状况会对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功能产

维修速度与维修质量的直接影响，如果维修质量得不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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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运行过程中又出现操作失误或者运行故障，不仅会增加
安全事故的发生几率，还会对污水处理厂工作人员的身体健
康与生命安全产生威胁。因此，必须要结合污水处理厂的实
际情况，构建行之有效的安全检查制度，加强各类设备的维
修与管理，及时将设备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消灭在萌
芽状态，避免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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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抢修的情况。

4 提高污水处理厂设备维修的速度与质量的
措施
4.1 充分意识到设备维修工作的重要性
要想提高污水处理厂设备维修的速度与质量，就必须意
识到设备维修工作的重要性。只有领导人员充分了解设备维

3 污水处理厂设备维修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修工作的重要性，才能将精力投入到设备维修方面，完善相

3.1 缺乏综合性维修人才

应的设备维修制度，配置充足的专业性设备维修人才，确保

缺乏综合性维修人才是当前污水处理厂设备维修中面临

维修人员按照相应的规章流程来对设备展开定期的检查与维

的主要问题。因为污水处理厂设备的维修需要维修人员对机

修。只有这样，才能将污水处理设备始终维持在最佳的运行

械、电气以及自动化等领域的专业知识都要有所了解，但是

状态，为污水处理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保障 [3]。

现阶段绝大多数的污水处理厂设备维修人才专业素养整体偏

4.2 加强设备维修人员的培训

低。很多污水处理设备在投产之后都无法维持稳定的运行状
态，并且出现运行故障之后，也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地维修。
维修人员不仅不能准确地判断设备故障所在，找不到引起设
备故障的原因，还无法对其进行正确的维修，对设备生产厂
家维修人员或者外聘专业维修人员的依赖性较高。在这种情
况下，污水处理厂的设备维修成本居高不下，维修效率整体
偏低，对正常污水处理工作的开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2]。

3.2 缺乏先进的设备维修制度
分析当前污水处理厂的设备维修制度，发现污水处理厂
依然在沿用最初建厂时形成的设备维修制度，根本没有结合
污水处理厂的发展，对维修制度进行调整和更新。相关领导
和工作人员只关注污水处理质量和污水处理效率，并不关注
设备的维修与管理，也没有专门配置专业化的设备维修人员。
由于设备维修人员的不到位，污水处理设备一旦出现运行故
障，就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地维修，污水处理厂的稳定运行
也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3.3 缺乏完善的设备维修规程
在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过程中，对污水处理设备进行

污水处理厂设备维修工作的开展对维修人员的专业素养
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名合格的污水处理设备维修人员不仅
要具备一定的电气知识与机械知识，还要凭借自己超强的学
习能力快速掌握污水处理设备的维修流程与维修技术。因此，
要想显著提高污水处理厂设备维修的速度与质量，必须要加
强设备维修人员的培训。
第一，污水处理厂要加大专业性设备维修人才的引进力
度，通过各种招聘渠道引进一批专业素养较高的维修技术人
才。需要注意的是，引进维修技术人才的时候，需要结合污
水处理厂设备维修的实际工作需求对人才进行储备，只有这
样才能保证维修技术人才引进的针对性。
第二，污水处理厂要对现有的设备维修人员进行专业性
培训，从中挑选出学习能力较强的、工作经验相对丰富的技
术骨干，为其提供去专业培训机构学习的机会，通过与外界
的交流来不断地提升其专业维修技术水平。

4.3 优化设备的相关维修制度
要想显著提高污水处理厂设备维修的速度与质量，还必
须要优化设备的相关维修制度。

定期的检查与维修，应是污水处理厂的长规定工作内容，保

第一，污水处理厂要创建设备维修机构，并制定相应的

证污水处理厂各类设备维持良好的运行状态，对污水处理厂

设备日常维修计划和定期检修计划，并将其落实到日常的污

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但是，污水处理厂并没有制定出完善

水处理长日常工作当中，确保可以及时发现设备运行过程中

的设备维修规章和设备维修计划，也没有制定出备件储备和

存在的故障隐患，并将设备故障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保证

管理制度，所以工作人员并没有对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定期

设备的高效运行。

的跟踪与记录，无法及时发现设备的潜在运行故障，也无法

第二，针对污水处理设备进行定期的全面检查和维修，

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经常出现设备出现运行故障后进行紧

并通过有效的手段延长污水处理设备的使用寿命，加强污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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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设备维修成本的控制，从而以最小的成本将污水处理设

修工作的重要性，加强设备维修人员的培训，优化设备的相

备维持在最佳的运行状态。

关维修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将污水处理设备维持在最佳运行

第三，针对污水处理设备运行过程中的易损零件，要做

状态，实现污水处理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好备件工作，确保在污水处理设备运行过程中出现相关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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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 of Work Experience in Overhaul of Assembling
Unit
Yuanwei Ma
Shenhua Yulin Energy Chemical Co., Ltd., Yulin, Shaanxi, 7193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system shutdown overhaul in 2017, our company overhauled all 4 assembling units and achieved the expected goal. The
whole maintenance process has both experience and shortcomings,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points that need attention in each link of
the maintenance proces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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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大检修工作经验交流
马远伟
神华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中国·陕西 榆林 719300

摘

要

我公司在 2017 年系统停车大检修期间，对全部 4 套机组进行了检修，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整个检修过程既有经验也有不足，
笔者重点介绍在检修的过程中各个环节需要注意的事项，以供借鉴。

关键词
机组检修；注意事项；交流

1 机组检修取得的成绩
第一，实现了检修安全目标，尽管我公司今年大检修安

2.1 确定检修内容要审慎
确定检修内容是一切准备工作的基础。从机组运行状况、

排在极端气候条件下，但整个检修过程未发生一例不安全和

已发现的缺陷、零部件正常寿命周期等几个方面入手，以机

质量事件。

组特护小组意见为基础，扩大到相关专业、相关管理人员反

第二，基本按照检修计划工期完成了全部检修内容。

复讨论。为了确定检修内容，历时半年，经过 5 次不同级别

第三，解决了检修前存在的重要缺陷或隐患，尤其是空

的会议讨论，最终形成结论。实践证明，本次机组大检修确

分机组效率严重下降的问题。
第四，初步排除了空分压缩机转子严重损伤的重大隐患。

2 检修准备过程的经验

定的检修内容是合理的，除了１＃空压机转子损伤隐患未预
先判断外，其余检修内容基本符合机组实际状况。
确定检修内容为检修计划、检修方案、备件材料准备、

大型机组的检修准备工作基本上是装置大检修准备工作

检修工期等提供了依据。确定检修内容这个环节一定要扎实

的缩影，涉及多个方面，所以准备工作必须细致、扎实。有

细致、准确合理，否则在实际检修过程中会发生许多预想不

人说七分准备三分检修，虽未必确切，但反映了准备工作的

到的问题，如备件准备不足、实际检修内容严重超出预期等，

重要性。

最终会造成检修工期拖后，甚至影响检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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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条件的准备方面：要提前考虑夜间加班的照明；在

备件材料的准备虽然是常规准备工作，但是对于机组大

高温天气检修时，尽量考虑现场降温防暑措施；要合理布置

检修而言却是一个比较难的工作。机组备件的特点是价值高、

现场大量拆除的机壳、转子、冷却器等大件的摆放位置等。

供货周期长、提前判断缺陷难度大，如果准备不足可能影响

如果这些细节做不好，同样会影响检修进度。

机组检修工作，资金占用成本过高。除此之外，探索资源共

3 检修过程的经验

享的备件储备将是发展趋势，我们也在积极做好相关工作 [1]。
例如，机组转子、干气密封等完全可以通过某一平台，实现

3.1 安全教育与安全设施
机组检修过程中的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吊装过程中的

同型号备件的储备共享。

交叉作业、现场动火与油箱的保护等，在开展安全教育时提

2.3 检修队伍准备要尽早确定

出重点，落实好措施，就有了基本保证。设备本身的安全主

机组大检修队伍是通过招标确定的，这个环节重点就是

要是防止杂物或工器具不慎从机组中分面跌落到管路系统，

不但要确定力量较强的队伍，而且要尽早确定，以便检修队

除此之外，还要保护好轴瓦等配件，尽量减少零件损害。

伍深度交流、沟通。实践证明，无论中国制造或进口，无论

3.2 检修质量的确认甲乙双方都有责任

汽轮机或压缩机，我们招标的检修公司具备检修实力，整个

在制定检修方案时，必须确定质量管控的具体措施，包

过程配合良好。

括质量标准和测量方法，也包括程序确认的具体项目。我们

2.4 检修实施方案准备切忌走形式

把每套机组质量管控内容分解成 100 多条具体控制点，在实

客观来说，无论是业主还是施工单位，认为施工方案不

施过程中就是逐项检查、核对、签字。需要注意的是，除了

过是一种形式的观点甚嚣尘上。根本原因是实施方案未能对

数据确认外，程序确认也很重要，如拆除时管口是否保护、

检修工作起到实质性指导作用，要么线条太粗，无法指导实

回装时保护物品是否去掉等。在质量确认过程中，必须经甲

际检修，要么一个版本再三复制，脱离实际，完全是闭门造

乙双方确认，切忌将质量责任全部落实到检修单位身上。需

车。笔者认为，检修实施方案要具有可模拟演示性，重点就

要特别说明的是必须每一步都按照方案检查到位，一定要认

是进度和质量控制是否可以落到实处，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识到每一项的疏忽都可能带来质量隐患，一条隐蔽的螺栓是

如果在方案中随意安排检修程序，那么检修进度就不可控制。

否紧固都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质量隐患，影响机组安全运行。

同样地，如果检修方案中的质量保证没有具体的确认方式，

影响工期的几个主要因素是：第一，准备工作是否充分

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将无法落实责任，也无法确定每一环节的

到位；第二，检修方案是否科学合理；第三，检修力量配备

质量是否合格。在方案中要格外重视每一个重要质量点，无

是否足够；第四，现场组织是否高效。在这些因素中，最重

论是程序检验还是数据检验，要求双方填写确认单是简单可

要的是前两条。第一条是最大影响因素，必须在检修前反复

行的方法 [2]。

检查确认；第二条是现场实施过程控制的基准，检修方案中

2.5 专用工器具及现场条件等准备

必须要有明确的重要进度节点，如全部完成开大盖、全部完

检修专用工器具的准备与备件材料准备有相似点，但又

成转子动平衡等时间节点。如果检修方案中的程序和现场作

有不同之处。第一，要防止甲乙双方相互依赖，双方都认为

业不对应，甚至完全错乱，那么控制进度就没有参照系，重

对方可能已经准备好了，这种想法很容易出问题。第二，由

要节点如果被打乱，那么进度控制就会落空 [3]。

机组供货商提供给业主的专用工器具，由于使用频率很低，

4 典型问题的讨论

必须要提前检查完好性；由检修单位至少提前几个月提出需

4.1 大检修是否所有的转子都需要做高速动平衡

要甲方准备一些专用工器具清单并进行试验是一个可行的方

关于机组大检修转子是否都需要做高速动平衡，一直存

法。另外，国际标准的内六角螺栓扳手、拆除联轴器的适配器、

在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对于进入机组比较纯净的介质，若

推进器、油泵等这些细节很容易被疏忽，每一项疏忽都有可

大检修之前振动值很低，如小于 20µm，拆检时转子表面也没

能影响检修进度。

有发现积尘或污垢，建议不要做动平衡。事实上，在这种情

14

工程设计与施工·第 02 卷·第 12 期·2020 年 12 月

况下，在动平衡试验时，基本不用去除不平衡量，仅仅是在
动平衡机上走了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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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影响进度和质量的因素依然存在
尽管做了很多前期准备工作，但是在本次检修中因检修

4.2 润滑油及典型的所谓易损件更换周期应该如何

单位没有提前给出转子支架的详细尺寸和要求，对检修工期

确定

稍有影响。另外，联轴器拆装专用工器具因为提前确认工作

机组润滑油使用量很大，更换一次需要花费大量检修费
用，对于润滑油更换究竟应该遵循什么原则是一个需要思考
的问题。到底以质检指标为准，还是使用时间为准，抑或两
者同时考虑？轴瓦、干气密封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轴瓦
一般当作易损件，但是究竟按照计划检修更换还是以实际检
测的状态确定是否更换？我们也在不断摸索中。

5 检修存在的主要问题
5.1 备件准备太多与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在我们机组大检修中，有些备件已经采购却证实不需要
更换，造成库存上升，但是也有一些配件在检修过程中发现
损坏，却没有备件。如何解决这种结构性矛盾是一个比较困
难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如果能通过资源共享的方式，可
能是最佳解决方案，需要下一步做更多工作。

不细致，待到使用时发现一些问题，也对检修进度造成影响。
除了上列两项明确的问题，有一套机组运行中轴瓦温度
偏高，我们分析可能是因为轴瓦盖上有一条螺栓没有紧固到
位，反映出检修方案中质量确认点存在漏项，有待日后继续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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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Uncertainty in Measurement Results of Electronic Price Computing Scale
Junqiang He Zurong Chen
China Textile City Inspec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of Heqiao District Shaoxing, Shaoxing, Zhejiang,
312030, China
Abstract

The electronic pricing scale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easuring instruments in daily life,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inese
people, as a trade settlement measuring instruments, it is listed in China’s directory of measuring instruments for mandatory testing,
and mandatory testing, so the electronic pricing scale test is very important. Th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measurement
uncertainty of the electronic pricing scale can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reliability of the electronic pricing scale test results, providing the
necessary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the legal measuremen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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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计价秤示值误差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
何军强 陈祖榕
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检验检测与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浙江 绍兴 312030

摘

要

电子计价秤是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也是与中国老百姓密切相关的计量器具，它作为贸易结算用计量器具被中国列入强制检
定计量器具目录，并实施强制检定，所以电子计价秤的检定显得非常重要。通过对电子计价秤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和分析，
能有效地反映出电子计价秤的检定结果的可信程度，为相关部门进行法制计量管理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关键词
测量模型；输入量；评定方法；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1 引言
计算不确定度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确定电子计价秤检

2.4 被测对象
中国上海某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

级电子计价秤，

定结果的可信程度，通过电子计价秤示值误差测量结果的不

其检定分度值 e=5g，最小称量为 100g。它的最大允许误差，

确定度评定，为电子计价秤检定结果的安全性和可信性提供

依据 JJG539-1997《数字指示秤》计量检定规程的规定，分为

了技术支撑，可以避免日常检定工作中可能产生的纠纷。

三 段：0~500e 允 差 是 ±0.5e；>500e~2000e 允 差 是 ±1.0e；

2 概述
2.1 测量依据
以 JJG539-2016《数字指示秤》为依据。

2.2 环境条件
检定前温度 30℃，相对湿度 68%；检定后温度 30℃，

>2000e 允差是 ±1.5e[1]。

2.5 测量方法
电子计价秤的测量采用直接比较法。
在电子计价秤上直接加载标准砝码，通过寻找“闪变点”
的方法，按照公式 E=P-L=I-L+0.5e- △ L 计算出被测电子计

相对湿度 70%。

价秤化测量点示值误差。

2.3 测量标准

2.6 评定结果的使用

500mg~5kgM1 级砝码，允许误差为 ±（0.8mg~250mg）。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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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示值误差的测量，一般可使用本不确定度的评定结果，对

4.2.1 电子秤测量重复性引起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u

于其他示值和其他规格的电子计价秤的示值误差测量结果的

（P1）的评定（A 类评定方法）

[2]

不确定度评定可采用本评定方法 。

用砝码在重复性条件下对电子秤的 10kg 称量处分别进
行 10 次连续测量，得到测量值（kg）分别如表 1 所示。

3 测量模型
根据 JJG539—2016《数字指示秤》计量检定规程的规定，
所以有：

表 1 砝码在重复性条件下对电子秤的连续测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P1 9.9995 9.99909.99909.9990 9.9995 9.9995 9.9990 9.9995 9.9995 9.9990

E=P-L=I-L+0.5e- △ L
式中：E——化整前的误差；
P——化整前的示值；
L——载荷；
I——电子计价秤的示值；
△ L——加载至下一个示值所加的附加载荷。

4 各输入量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的评定
4.1 砝码的不确定度评定

故，s(P1)=0.27g
u(P1)=s(P1)=0.27g

4.2.2 电子秤的分辨率引起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u（P2）
的评定
因 电 子 计 价 秤 最 小 分 度 值 为 5g， 采 用 闪 变 点 法

4.1.1 M1 等级标准砝码不确定度 u1 采用 B 类方法评定
输入量 m 的不确定度可按 OIMLR111 砝码国际建议的

（ 加 0.1e 的 小 砝 码） 确 定 化 整 前 额 示 值， 故 其 变 化 半 宽
a=0.05e=0.25g，按照均匀分布计算（k 取

）：

约定：
U=MPE/

（k=2=2）

查 表 得 到 5kg 的 M1 等 级 标 准 砝 码 最 大 允 许 误 差 是

4.2.3 电源电压稳定度引起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项 u（P3）
的评定

±0.25g，其不确标准定度为：

电 源 电 压 在 规 定 条 件 下 变 化， 可 能 会 造 成 示 值 变 化
0.2e，即：
因此，10kg 砝码系 2 个 5kg 砝码叠加使用，故其标准不
确定度为：

假设半宽度

u1=2×u=2×0.14g=0.28g

4.1.2 判别砝码的不确定度 u2 评定
根据 JJG99-2006《砝码》计量检定规程可以查出 M1 级
500mg 砝码最大允许误差为 ±0.8mg，参照国际建议的规定，
覆盖因子是 k=2，U=MPE/

，所以 500mgM1 等级判别砝码

=0.0008g/

子 k=

，并且服从均匀分布，包含因

可得：

4.2.4 偏载误差引起的标准不确定度 u（P4）的评定
电子计价秤进行偏载（四角）误差检定时，选择的是
最大称量的三分之一，针对最大量程为 15kg 的计价秤就是
15kg/3=5kg，将 5kgM1 等级的标准砝码放在各承重点上时，

的扩展不确定度为：
U=MPE/

δ=10g[3]

=0.0005g

如果秤是合格的，偏载误差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不大于

故 500mgM1 等级判别砝码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5g，半宽 a=2.5g，而检定测试时严格按照 JJG539-2016《数字

0.0005g/2=0.0002g

指示秤》检定规程的操作，偏载误差会较小，假设偏载误差

4.2 输入量 P 的标准不确定度来源
输入量 P 的标准不确定度来源 u（P）主要是电子秤测量

是试验误差的 1/3 且服从均匀分布，包含因子 k=

，则偏载

误差的不确定度为：

重复性、四角偏载误差以及示值随电源电压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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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测量不确定度的报告与表示

5.1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

该电子计价秤在 10kg 秤量点的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

表 2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

度为：

标准不确定度的分量

不确定度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

u1

10kgM1 等级标准砝码

0.28g

u2

判别砝码

0.0002g

u（P1）

10kg 时电子秤测量重复性

0.27g

u（P2）

电子秤的分辨率

0.145g

u（P3）

电源电压稳定度

0.29g

u（P4）

偏载（四角）误差

0.48g

5.2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计算
出于以上各分项彼此独立不相关，因此可得：

U=1.4g，k=2

8 测量结果不确定度评定结果分析
该 电 子 计 价 秤 10kg 秤 量 点 的 最 大 允 许 误 差 MPE 为
±5.0g，测量结果扩展不确定度为：
U=1.4g，U<
故该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符合要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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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Points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Mechanical Equipment Processing Technology
Jiakui Shen
Yancheng Zhong’an Electric Co., Ltd., Yancheng, Jiangsu, 224312,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advancing accordingly. Modern technology has
brought many opportunities and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lthough China’s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level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progressed, it cannot stop there, it needs continuous development,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The paper analyzes two aspects of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machinery equipment processing
technology, expounds the main points of the two processes, hoping to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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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工艺与机械设备加工工艺要点
沈加奎
盐城市中安电器有限公司，中国·江苏 盐城 224312

摘

要

现如今，科技迅速发展，制造行业随之进步。现代技术为机械制造行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机遇和条件，中国机械制造水平虽
然有了明显的提升和进步，但并不能止步于此，还需要不断发展、创新和完善。论文从机械制造工艺和机械设备加工工艺两
个方面分析，阐述了两项工艺的要点，希望为中国机械制造行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机械制造；机械设备加工；工艺要点

1 引言
目前，中国机械制造行业发展迅速，制造需求也在不断
增多，市场竞争随之加大。机械制造企业要想提升自身竞争
力，就要不断完善制造和加工工艺，提升生产效率和生产水
平，根据实际需求改进工艺技术，进而促进行业的整体发展
和进步。机械制造工艺和机械设备加工工艺之间存在关联性，
同时具有系统性和全球性的特点，在技术研究、工艺发展的
过程中，要对这些特点加以考虑和分析。

后期工艺流程都会随之受到影响，进而导致产品出现精度不
符合要求、机械密封性不足等问题，不仅影响生产厂家的经
济效益，还会影响产品的正常使用，不利于行业的进步和发展。

2.2 系统性
目前，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在各个行业和领域之中，机械
制造加工行业也不例外。在现代技术的应用下，机械制造和
加工行业逐渐向现代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主要
体现在产品设计、模型构造等方面，产品制造加工也逐渐呈
现出系统化的特点。以机床工具行业来说，具体包括木工机

2 机械制造和机械设备技工工艺特点

械、工量具及仪器、金属成型机床等多个子行业 [1]。对于加

2.1 关联性

工制造行业来说，机床行业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大部分金

机械制造和机械设备加工的过程中，各个生产、加工环

属成型都要依靠机床实现，机床的加工质量、效率对制造水

节之间紧密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

平有很大的影响。随着科技的进步，国家加大了政策扶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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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下游产业也日益发展和振兴，同时对产品精密度有了

缝焊、对焊凸焊四种。电阻焊的应用优势比较明显，在熔核

更高的要求，数控机床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高档数控机床

形成的过程中，塑性环始终包围着熔核，熔化的金属不会接

和集厨制造装备在中国市场有 70% 的占有率，数控系统标准

触空气，且冶金过程比较简单。不仅如此，该工艺加热时间

型、智能型在中国市场有 60% 和 10% 的占有率，主轴、丝杠、

比较短、生产效率较高。但该工艺也存在缺陷，即目前还没

导轨等中高档部件在市场中也有较高的占有率。可见，中国

有无损检测方法，点焊和缝焊的搭接接头会使构建重量增加，

机械制造行业的自动化水平在不断提升，系统性特点越来越

且因为两板焊接熔核周围形成夹角，导致接头抗拉强度不足，

明显。

疲劳强度也会降低。目前，电阻焊在中国机械制造领域的应

2.3 全球性

用十分广泛，且在中国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下，电阻焊技术有

中国积极开展机械设备产品的自主研发，产品水平和质
量不断提升。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贸易往来的愈加频繁，机
械设备产品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产品生产和加工的过
程中，要采用先进的技术工艺，积极引进其他国家的技术和
经验，促进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进步和发展，提升中国企业
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例如，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伺服机构研究所持续研究数控装置和程序编制，由空
军资助了 3500 万元，制造了百余台机床 [2]，将数控原理从原
本的铣床扩展到铣链床、钻床、车床，在点焊、弯管、线切
割等设备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可见，其他国家的技术
发展时间较久，经验相对丰富，中国在自主研发的同时，也
可以借鉴这些先进的经验技术，促进工艺的改进和创新。

了更好的研发条件。目前，中国已经生产了次级整流焊机，
利用集成电路和微型计算机构成控制箱，在新焊机的配套中
得到广泛应用。

3.3 埋弧焊
在机械制造的过程中，经常会采用燃烧电弧的方式进行
焊接。该技术将焊剂作为基础，采用自动焊接、半自动焊接
的方式。在自动焊接的过程中，需要采用焊接测工具将焊丝
送入；采用半自动焊接的过程中，需要配合人工操作，将焊
丝手动送入。根据具体的焊接方式，焊接效率和效果有所不同。
例如，自动焊接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优点，应用范围较广。
半自动焊接的效率比较低，且需要消耗较高的成本。在中国
机械制造行业发展的过程中，自动化水平在不断提升，手工

3 机械制造工艺要点

操作日益完善或减少，电渣压力焊接模式的应用愈加广泛。

3.1 气体保护焊

该焊接模式促进了制造效率的提升，同时也能保障产品质量。

在机械制造的过程中，气体保护焊是一种比较常用的工
艺技术，利用电弧作为热源的焊接，因为电弧的应用范围比

4 机械设备加工工艺要点

较广，有助于焊接工作的实施，也能保障焊接质量。在焊接

4.1 研磨工艺

的过程中，气体保护焊还可以用来保护金属熔滴和熔池不受
外界有害气体侵入的气体，也就是保护气体。此外，有害气
体包括氢气、氧气等。在实际焊接的过程中，电弧会散布气体，
可以发挥保护作用，使熔池和电弧之间相互分割，降低有害
气体造成的影响，使焊接工作更加顺利。相较其他工艺技术，

许多机械设备对粗糙度有很高的要求，在加工的过程中
要研磨设备，确保粗糙度符合要求，从而提升加工质量。研
磨工艺主要在表面加工中应用，相同型号的设备应该具有相
同的粗糙精度 [3]。
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期间，中国采用硅片抛光的研磨

该工艺具有成本低的优势，在机械制造行业中广泛应用。

方式加工机械设备。这种研磨方式的精度较低，如果进行大

3.2 电阻焊

规模生产，则无法满足生产需求。到了 21 世纪，中国机械制

电阻焊也是常用的一种机械制造工艺，在该技术应用的

造行业向新的方向发展，研磨工艺也随之改进和优化，机械

过程中，技术人员要做好焊接物的摆放工作，确保电机两端

粗糙度逐渐满足生产需求。目前，常用的研磨工艺为超精度

和焊接物的连接，使电流可以顺利通过。在电流的作用下，

研磨工艺，在该工艺应用的过程中，应该应用冷敷、压嵌等

空间分子产生内静电作用，影响焊接物，加快熔化速度，促

方式，对研具上的磨料颗粒进行研磨，其与工件相互作用，

进焊接工作效率的提升。电阻焊的种类比较多，主要包括点焊、

实现精整加工产品表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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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机械制造行业在不断进步和发展，在实

艺则需要应用机床设备。现如今，机床设备的质量在不断提升，

际生产制造的过程中，要明确机械制造工艺和机械设备加工

为了降低机床误差，减少环境、人为等因素对机床设备加工

工艺的要点，采取先进的工艺技术，促进生产效率和产品精

的影响，需要提升设备精度、把控工艺细节、促进技术创新。

度的提升，为中国机械制造行业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在机械设备加工的过程中，精密切削工艺的应用愈加广泛，
虽然该工艺成本较高且操作难度较大，但是精度较强。高精
密机械设备需要对应高精度的切削工艺，企业可以提升机床
设备的拱度，同时测试设备承载力和变形度，确保切削工艺
符合生产要求。目前来看，现代科技在不断发展，切削工艺
也随之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一方面，要加大资金的投入；
另一方面，要加强技术的支持。

提升机械制造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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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Design of Automobile Interior Leather
Lines
Jian Li
Liuzhou Yuxin Fangsheng Automobile Accessories Co., Ltd., Liuzhou, Guangxi, 5450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modern automobile industry design, the interior design is very important, especially the interior color skin texture design, which
can determine the grade and visual effect of the whole vehicle. When designing the automobile interior leather line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not only the brand, the positioning of the model and the user’s preferences, but also the overall matching, quality
performance and stability during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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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内饰皮纹的设计探讨
李健
柳州裕信方盛汽车饰件有限公司，中国·广西 柳州 545005

摘

要

在现代汽车工业设计中，内饰的设计非常重要，特别是内饰色彩皮纹设计，它能决定整车档次和视觉效果。在设计汽车内饰
皮纹的时候，既需要考虑品牌、车型的定位及用户喜好，还需要考虑整体的搭配、加工中的质量表现及稳定性等。

关键词
汽车；内饰皮纹；设计

1 引言
整车的制造需要经过一定的步骤才能完成，而内饰皮纹
的设计不同于其他部件结构，它往往不会经过严格的效果验
证，在进入市场后如果发现缺陷，只能是无法挽回的结果。
针对这一点，我们要吸取教训，在内饰皮纹设计的时候就对
其进行严格的模拟验证，以保证内饰皮纹的品质及稳定性。

用于仪表板上体、仪表板下体、中控台本体、门饰板本体等
高关注区域；几何纹理考虑其美观因素通常被应用于仪表板
中嵌、门饰板中嵌、门饰板饰条等装饰区域；其他低关注区
域或小零件的表面常采用磨砂纹理。对于现代汽车工业来说，
不同定位不同档次的车型出于需要，内饰皮纹设计的效果和
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皮纹一般为仿真皮的效果，这些效果深
浅不一，层次不一，设计往往是交叉而成，在加工中加入砂

2 皮纹产品的定义及现状解析

纹和喷纹工艺，这是皮革纹理；而几何科技纹理则一般由几

汽车的内饰件皮纹看似“锦上添花”，实则不然，它能

组几何图案构成，设计非常具有立体感和不规则感，但是几

对汽车整体起到关键性的点缀作用，内饰的造型与车型的定

何科技纹路耐用性较差，容易产生漫反射效果，让内饰件的

位及搭配密不可分。

瑕疵更容易展现出来，易用性不高。以目前的工业设计来看，

2.1 皮纹的功能、种类及定义

几何皮纹的维护也较为困难，只要皮纹面出现损伤，就必须

汽车内饰件主要有三种风格的皮纹：动物纹理、几何纹

把整个面重新更换，而且更换之后接缝线明显，非常不利于

理及磨砂纹理。一般来说，具有反光特性的动物纹理主要应

维护。针对这一点，在设计此类造型时应当考虑日后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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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日常是损伤等 [1]。

几何皮纹的生产成本也相对较低，车企何乐而不为呢？好的

2.2 以往车型的做法及缺陷分析

皮纹设计，还要与整车造型和色彩搭配融为一体，而造型的

以往内饰件产品首先会利用 RP 件进行内饰件皮纹效果

出彩表现，要考虑方方面面。例如，与形体表面的肌理变化，

评定，但是不会对皮纹效果进行评审，然后直接进行皮纹腐蚀，

因为不同皮纹在同一物体表面的色彩会给人带来不同的视觉

最后流向市场，这一操作流程往往过于传统，没有考虑开发

效果，所谓的肌理变化，是因为不同的纹理对于光的反射及

完成的内饰件皮纹效果与最终效果的不一致性，而皮纹腐蚀

吸收也不一样。凹凸变化多的纹理，往往能带给人明暗不一

完成后根本不可能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大规模调整。

的效果，在不同的皮纹效果下，不同的材料搭配下，带给人

以市面上的标杆车型为例，不管是奔驰、奥迪还是本田、

们的结构表现和色彩表现也不同 [2]。通过设计图及实车对比，

丰田，都会在内饰造型的整体设计阶段对皮纹样板进行敲定，

我们可以发现，成熟的汽车厂家在色彩和造型的搭配上，是

在模具开发阶段进行相应的评审，在 PT1 阶段进行皮纹腐蚀，

明显优于小厂商的，好的色彩纹理对于整车造型会产生锦上

在 PT2 阶段进行整车效果的评审。普通车型与标杆车型的差

添花的效果，而没有经过反复推敲的皮纹设计，会对原车设

距，也往往体现在这些步骤上，因为缺乏对皮纹模拟的严格

计产生坏的影响，给人的印象也往往是不灵动，刻板的设计

评审及认证，所以很多车型的内饰件皮纹开发完后投入市场，

经不起推敲，在日后的行驶过程中，皮纹内饰的耐用性也会

产生了各种不可避免的缺陷，而这些缺陷通常无法改进，只

产生不好的影响。

能在市场上收到车主的怨言及投诉等负面信息。

3 皮纹设计的方法
3.1 皮纹设计的通用原则
一般车企为了保证内饰效果及搭配的一致性，通常会采

4 工艺分析
4.1 模拟工艺
皮纹的模拟工艺一般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可粘性模型表
面，它在外表面包裹了一层 0.6mm 的薄皮，误差不超过 0.1mm，

取主辅纹理搭配的原则，采用 2~4 处主纹理，这些主纹理主

这种工艺往往是运用在塑料光板件，因为这种板件往往表面

要分布在仪表台、立柱周围，与内饰整体纹理进行搭配，在

摩擦相对较小，黏贴性相对较强；第二种则工艺，薄皮的厚

皮纹设计之初，还应考虑其功能延展，如涉及按钮、开关的

度变成了 0.15mm，它具有特定的皮纹和颜色，它可以模拟产

需要采取磨砂处理，涉及杯托的要做到防滑处理，皮纹设计

品的真实效果，这种工艺有先天的缺点，那就是高温承受力

要考虑的不仅是美观，还要考虑实用性。

相对偏弱，需放置在 50℃以下 [3]，这种工艺适用于快速成型件，

3.2 皮纹设计的品牌特征

如手板件等；第三种工艺则是在模型表面喷涂一层带有纹理

每个汽车品牌都有自己的设计风格及定位，现代车企

的表面，这种工艺也适用于快速成型件和塑料光板件，可以

越来越考虑家族化的设计。主流车企所运用的皮纹都有固定

用于皮纹效果的最终评审。

的风格。例如，德系车喜欢使用自然纹理，而日韩车型喜欢

4.2 模拟工艺流程介绍

使用几何科技纹理。抛开车系，每个车系所使用的皮纹也有

对 PVC 表皮进行开发，然后制作成辊子，当 PVC 表皮

所不同，一般高档车系使用的皮革纹理较为自然、大气，而

完成后，对产品进行包裹，由于有些产品结构复杂，所以通

SUV 则通常会采取硬朗的颗粒纹理，作为小型家用车通常会

常要对 PVC 进行表皮吸附，然后才能成型。在皮纹制作过程

运用几何科技纹理，对内饰进行装饰，在进行皮纹设计的时

中，有些胶料是要去其他国家进行采购，然后根据产品尺寸

候，不能违背车企的品牌及定位初衷。在皮纹设计之初，还

进行铁板采购，这些皮纹是由腐蚀主机厂所指定的，胶料通

要考虑该车型的人群定位，皮革纹理更加适合对生活有品质

常对喷涂有严格的要求，如进行自然风干的要求是厚度要达

追求的中年人，而在皮革纹理中加入一定的几何纹理，更加

0.6mm[4]。

能区别于塑料面板，让内饰设计充满现代化，又不失人文的

4.3 工艺的成本和周期介绍

关怀；针对年轻人的车型中，几何皮纹不管是风格上的多变，

根据车型和内饰的不同，所需的零部件数量和周期也不

还是简约不简单的设计语言，都能抓住年轻人的胃口，而且

同，一般情况下制作周期为 30~50 天，而成本也随着制作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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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变化而变化。因为相关车型的内饰皮纹设计完成后，也

响汽车的销量和用户的口碑，这样才能让设计出来的东西

会给后续车型带来更足的经验和更好的成本控制，由此可推

更加迎合消费者的胃口，同时避免出现由皮纹设计缺陷所

断，当车企开发全新的模型时，工艺成本必然出现下降，皮

导致的质量投诉问题 [6]。

纹的设计及色彩搭配也会更加地成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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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汽车市场已经趋于同质化，而内部精细的做工能直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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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ulfate on COD and Ammonia Nitrogen Degradation in AO Sewage Treatment System
Peng Huo1 Miao Liu2
1.Guodian Northeas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Group Co., Ltd., Shenyang, Liaoning, 110000, China
2.North China Pharmaceutical Co., Ltd., Shijiazhuang, Hebei, 050011, China
Abstract

Because a domestic sewage treatment plant in Shenyang, China is located in a chemical industrial park, periodic mixing of high
concentration of sulfate occurs in the catchment pipe network, leading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COD and AMMONIA nitrogen
indexes in the effluent of the sewage treatment plant. After collecting the data information of the influent index and the effluent index,
the sewage contains a large amount of sulfate, which is reduced to sulfide by the sulfate reducing bacteria in the anaerobic section
of the AO system, which has an adverse effect on the system microorganisms. The lower concentration of sulfate can promote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anaerobic section, but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sulfate will adversely affect the aerobic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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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fate; COD; ammonia nitrogen; removal rate

硫酸盐对 AO 污水处理系统 COD 和氨氮降解的影响
霍鹏 1 刘淼 2
1. 国电东北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辽宁 沈阳 110000
2. 华北制药有限公司，中国·河北 石家庄 050011

摘

要

中国沈阳某生活污水处理厂由于地处化工园区，汇水管网内阶段性出现高浓度硫酸盐混入情况，导致该污水处理厂出水
COD 和氨氮指标大幅上升。经过对进水指标和出水指标的数据信息收集，废水中含大量的硫酸盐，在 AO 系统的厌氧段中
被硫酸盐还原菌将还原为硫化物，对系统微生物产生了不利影响。浓度较低的硫酸盐对厌氧段的处理效果有促进作用，但高
浓度的硫酸盐会对好氧段造成不利影响。

关键词
硫酸盐；COD；氨氮；去除率

1 引言
随着经济与思想意识的逐步提升，公众对生活环境的要
求与期待日益增高，废水排放总量也呈持续上升态势。废水
中包含大量污染物，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要想控制
水体污染，首先要做好源头控制，目前城镇污水厂排放标准
已相当严格，地方标准中氮磷的排放限值更低，传统生物处
理工艺难以完全达标，膜生物反应器以其独特的优势备受关
注，如 AO 污水处理系统。
AO 工艺的处理效率较高，且成本较低，目前已成为城
镇生活污水处理的主流工艺路线。随着城镇的扩大化和工业

的迅速发展，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的汇水区域内逐渐增加了
工业企业废水排放点，由于管网未进行区分设置，导致部分
工业水流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中国沈阳某生活污水处理
厂在运行过程中频繁发生工业污水汇入的情况，导致生化系
统受到抑制。其中，印染废水是工业废水的一项重要来源，
该类废水含大量的硫酸盐，初步判断高浓度硫酸盐废水会对
系统造成不利影响。污水厂利用实际生产数据开展了研究工
作，探讨硫酸盐对 COD 和氨氮处理效果的影响。

2 数据分析
污水处理厂根据进水水质检测数据及工艺过程定点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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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分析了硫酸盐浓度与 COD 去除率和氨氮去除率的关系如

定厌氧段的微生物生存环境，对 MPB 的生长起到促进作用，

图 2 所示。

可以提高 COD 的去除率 [1]。该反应会消耗一部分有机物，促
进降低 COD 浓度；与无硫酸盐的环境相比，硫酸盐的存在
会使硫酸盐型厌氧氨氧化菌（S-anammox）获得生长条件，
S-anammox 菌可以在厌氧条件下对氨氮进行降解，提高了系
统对氨氮的去除率，反应见下式：
2NH4+SO42- → S0+N2+4H2O

（式 2）

在适宜的 COD/SO42- 比的前提下，通过对温度、pH、碱度、
ORP、HRT 的调节，可以使 SRB 处于活性较强的环境条件，
这从 Renze 等 [2] 研究 pH、Jong 等 [3] 研究碱度、刘广民 [4] 研

图 1 硫酸盐浓度与 COD 去除率的关系

究 ORP 对 SRB 活性影响可以得知，同时也能提高其他菌种
的活跃性，对硫酸盐、COD 和氨氮的去除效果起到促进作用。
当硫酸盐浓度较高时，SRB 过量繁殖，超过 MPB 的量
成为优势菌种，会抑制 MPB 对乙酸的分解和利用，有机物的
进一步降解过程受到影响甚至停滞。这样硫酸盐将被 SRB 大
量还原为 H2S，占硫化物的比值大幅升高，过高的 H2S 浓度
对 Anammox 菌、S-Anammox 菌、AB 和 MPB 的活性起到抑
制作用，可能是由于 H2S 破坏了细菌细胞上的蛋白质，抑制

图 2 硫酸盐浓度与氨氮去除率的关系

从图 1、图 2 可以看出，当硫酸盐浓度在 200~300mg/l

了还原型辅酶 A 的形成 [5]，同时厌氧段微生物环境和污泥性

的区间时，COD 和氨氮的去除率出现一定的提高；但当硫酸

状恶化，COD 和氨氮的去除效果较差。但这种现象可以通过

盐浓度超过 400mg/l 时，去除率开始出现下降，且下降速度

对温度的降低以及 ORP 的提高进行调节，使 SRB 活性降低，

较快。当硫酸盐浓度达到 3000mg/l 左右时，COD 和氨氮在

减少 H2S 的生成，从而降低毒害作用。

好氧段的去除率下降了 20% 左右；COD 和氨氮在厌氧段的

3.2 对好氧段处理效果的影响

去除率下降了 17% 左右。

在好氧段，硫化细菌将消耗系统中的溶解氧，把硫化物

由此初步认为，低浓度的硫酸盐对微生物处理污染物起

氧化成硫酸盐和硫单质，从而影响硝化细菌对氧气的利用，

到促进作用，但高浓度的硫酸盐会起到抑制作用。论文从实

系统整体耗氧量增加。反应见下式：

验结果的角度对反应机理进行分析。

2H2S+O2 → 2S0+2H2O

（式 3）

2S0+5O2 → 2H2O+2H2SO4

（式 4）

3 反应机理

同时，H2S 会对好氧微生物的细胞产生影响，从而影响

3.1 对厌氧段处理效果的影响
进水 COD 与其中所含有的磷酸盐浓度会影响厌氧段中

好氧微生物活性。

硫酸盐还原菌（SRB）的生长，SRB 大量繁殖将与产甲烷菌

当硫酸盐浓度较低时，H2S 在硫化物中的占比较低，同

（MPB）争夺有机物资源。另外，硫酸盐在厌氧段的酸性环

时由于好氧曝气的吹脱作用，会有部分 H2S 逸出，系统各项

境下被 SRB 还原成 H2S，对产酸菌（AB）、MPB、厌氧氨

指标对硝化细菌无较大影响，因此对 COD 和氨氮的去除效果

氧化菌（Anammox）、好氧段菌胶团、硝化细菌等产生毒害

影响不大。

和抑制作用。H2S 生成反应见下式：
CH3COOH+H2SO4 → 2H2CO3+H2S

当硫酸盐浓度较高时，被还原成的硫化物浓度也随之升
（式 1）

当硫酸盐浓度低时，H2S 占硫化物比重较低，有利于稳
26

高，虽然一部分 H2S 会逸出，但大部分硫化物被好氧段的氧
气氧化，抢夺硝化细菌的氧气资源，硝化细菌活性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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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的去除效率降低，同时也会影响好氧菌对 COD 的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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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Management Strategy of Building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Project
Yazhou Wang
Beijing Residence General Fourth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Company, Beijing, 100000, China
Abstract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its construction quality will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people’s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so it should be highly valued. Strong power construction has great complexity and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It puts forward higher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construction personnel. It is necessary to strictly grasp the main
points of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Therefore, advanced management means should be
adopted to strengthen the whole process control, to ensur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each construction link, and to prevent accid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puts forward the problems of building electrical power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 electrical power construction, and explores the management strategy
of building electrical power construc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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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电气强电施工工程的管理策略思考
王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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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气工程是建筑工程的重要组成，其建设质量会对人们的用电产生直接影响，所以应该受到高度重视。强电施工具有较大的
复杂性和专业性特点，对施工人员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必须严格掌握各施工要点，才能提高施工效率与质量。因此，应
该采用先进的管理手段加强全过程管控，确保各施工环节的规范性，防止出现意外事故。论文对建筑电气工程的重要性进行
分析，提出建筑电气强电施工工程管理的问题，介绍了建筑电气强电施工的技术要点，探索建筑电气强电施工工程的管理策略。

关键词
建筑电气；强电施工；工程管理；策略

1 引言

2 建筑电气工程的重要性

建筑行业在新时期发展中呈现出繁荣态势，满足了社会生

现代化电气设备在建筑中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因此

产生活需求，同时对经济发展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强电施工工

对电气工程的质量要求也逐渐提高，而且在不同建筑类型中

程在建筑电气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随着当前建筑用电量和
电器类型的增多，使施工难度也不断增加。在施工中也容易受
多种外界因素的影响，包括环境因素、技术因素和人为因素等。
通过工程管理提高强电施工的质量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目标，
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以体现各项施工技术
的价值。当前企业面临较大的市场竞争压力，只有做好工程管

对于电气工程建设要求也有所差异。例如，在高层建筑中需
要对消防报警、供水和控制系统等加强关注，在现代办公楼
中则需要对通信系统和空调系统等加强关注。当电气工程建
设出现质量问题时，会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尤
其是强电施工需要协调各部门的工作，做好设备和线路之前

理，才能创造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高竞争水平。在强

的有效连接，防止在使用中发生用电故障。同时，需要对产

电施工工程管理中，应该对电气工程的总体要求进行分析，从

品类型进行全面分析，从而制定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提高

实际情况入手，制定有效的管理工作计划。

各类设备的应用性能。建筑电气强电施工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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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物的进入，采用合理的密封措施 [2]。

4.3 管内穿线
及时清洗箱盒，防止杂物对管内穿线造成影响，为了能增
强管壁的润滑性，提高穿线施工效率，也可以在管内吹入滑石
粉。明确导向的型号和规格等，确保其与设计图纸一致，黄绿
色为保护地线，淡蓝色为零线，相线则用红黄绿标记。在钢丝
弯钩中完成导线的固定处理，通过人工拉引的方式实施穿线操
图 1 建筑电气强电施工

3 建筑电气强电施工工程管理的问题

作。对导线进行预留时应该考虑到后续工序的特点，满足实际
施工要求，通常情况下接线盒和开关盒预留长度为 15cm[3]。

4.4 防雷接地

对施工管理中的重视程度不高，未能对其中的安全隐患

明装避雷带在建筑强电施工中较为常用，镀锌圆钢的

进行全面排查，导致工程建设的风险升高。尤其是强电施工

规格为 φ12mm，严格控制支架水平方向间距在 1000mm 左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会对人员安全造成威胁。缺乏完善的管

右。做好钢筋焊接位置的防锈处理，采用 20m×20m 连接线

理体系，在制度建设中存在流于形式化的问题，难以真正提

布置网格。采用镀锌扁钢有效连接接地体和设备，保障良好

高强电施工管理制度的执行力。工作人员的素养不高，施工

的水平闭合状态，TN-C-S 系统在接地保护中的应用较多。

人员往往凭借自身经验施工，操作缺乏规范性，导致质量问

MEB 和 PEN 线与配电箱进行连接，基础钢筋网接地极连接

题的出现。管理人员未能明确自身岗位工作职责，在管理中

MEB。机房内部防雷接地系统如图 2 所示。

缺乏大局意识，对各个施工环节要点的掌控能力不足 [1]。

4 建筑电气强电施工的技术要点
4.1 电缆敷设
加强对设计图纸的仔细阅读，从而根据标准要求选择
电缆类型，对铜丝、股数等进行检查，防止断裂和破损等问
题的出现。测量配管与桥架后，明确电缆长度，采用人工拉
引和机械牵引相结合的方式实施敷设。吊车在电缆的垂直架
设中较为常用，由专业人员加强对全过程的指挥，防止出现

图 2 机房内部防雷接地系统

较大偏差。为了避免其外观遭到破坏，还应该在架设中避免

5 建筑电气强电施工工程的管理策略

接触地面，通常采用架空处理方式。在地下埋设时应该超过

5.1 提高配合力度

0.7m，细砂厚度在 100mm 左右，采用有效的保护措施，避免

建筑电气强电施工会对其他工程建设产生影响，因此应

出现严重的腐蚀问题。

该做好彼此之间的有效协调和组织，促进施工配合力度的提

4.2 预留预埋

高，在保障工程建设质量的基础上，加快施工进度。深入分

预埋位置和深度是决定强电施工质量的关键，应该确保

析强电技术条款内容，为硬件设备的招标和采购等提供依据，

其满足设计尺寸要求，以最短距离原则为依据实施混凝土线

加强与投标方和供应商的沟通交流，确保各项设施设备具有

管的埋设，实现对弯曲线路的有效控制。在混凝土内开展暗

较强的节能性，满足工程建设的实际需求。在合同签订中应

管施工时，与建筑距离应该超过 15mm，而消防报警管线在

该加强严格检查，尽量不要出现遗漏问题。强电电气控制箱

要超过 30mm。为了方便后续维护工作的实施，还要通过不

也是强电施工中的关键设备，应该保证电缆能有效连接，留

同颜色的标记处理箱盒，对其予以固定，避免在使用中出现

出足够的空间满足电气控制箱的安装需求。加强与强电承包

松动问题。加强对管子顺直度和整齐性的控制，避免其中有

方的沟通，在强电施工中考虑到装饰工程和土建工程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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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防止在施工中对已建成工程造成破坏。明确施工中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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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使管理人员能适应当前强电工程管理的工作要求，加强

责任，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 。

对信息技术的深入学习，能在管理中应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工

5.2 强化工程监理

作。尤其是 BIM 技术在工程管理中的应用较多，可以提高管

工程项目的实施必须加强全程监理，应该对强电监理工程

理工作的可视化与直观性，对施工中的问题进行提前预测与

师的专业技能进行严格考核，明确其在工程管理中的职责。增

评估，消除其中的隐患。引进高水平的管理人才，为当前队

进监理方和建设方的交流，在资历、职称和学历等方面加以考

伍建设增添活力。

察，确保在工作中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与技能，防止由不符合

5.5 严控材料设备

要求的人员负责监理工作。监理工程师也应明确自身的岗位职

强电施工工程中会用到较多的材料和设备，其质量是影

责，通过协同建设方为工作开展奠定基础。监理方需要与甲方

响整个电气系统运行安全性与稳定性的关键，因此在工程管

进行及时沟通，明确监理工作进度，实现对整个工程项目的有

理中也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加强对材料采购环节的控制，对

效管控。加强对施工过程中各类问题的记录和汇报，从而制定

比分析多个供应商，确保其具备生产资格证书和产品合格证

可行性整改建议，防止强电施工质量受到影响 [5]。

书，在源头上防止材料出现质量问题。在强电施工现场也应

5.3 完善管理制度

该对材料进行抽样检测，明确其规格、尺寸和数量等，杜绝

制度建设可以为工程管理提供可靠保障，防止在管理中
发生混乱情况，从而真正提高强电施工的规范性。在制度体
系建设中，应该明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行业标准，实
现对施工质量的有效控制，同时协调好施工进度、成本等因
素之间的关系，切实发挥制度的约束作用。加强对各项管理
制度的细化，明确制度的执行流程及标准，促进企业整体管
理水平的提高。对各个部门之间的责任范围及内容进行划分，

使用不合格产品。加强对施工材料的分类管理，为后续使用
提供依据，同时控制材料的保管环境，防止由于温度和湿度
等变化过大而影响其使用质量。在施工前对设备性能进行检
测，防止在施工中由于故障问题而引发安全事故。在使用完
成后应该实施定期养护，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6 结语
强电施工工程是建筑电气工程的核心内容，会直接影响

增强内部控制力度，明确部门设置依据及人员职责。通过生

整个系统的运行状况，因此应该采用合理的工程管理措施，

产管理责任制的构建，将责任落实到个人，防止在管理中由

加强对质量的控制，掌握电缆敷设、预留埋设、管内穿线和

于责任不清而引发的意外情况。尤其是在信息化时代下，更

防雷接地等施工技术要点，增进各环节的有效衔接。同时，

应该以信息化手段为依据开展管理工作，从而减轻工作人员

通过提高配合力度、强化工程监理、完善管理制度、提高人

的负担，使工程管理更具实效性。因此，应该对传统制度体

员素养和严控材料设备等途径，逐步构建新型管理模式，确

系加以创新和改革，使其适应当前信息化发展的特点及未来

保工程项目能有条不紊地进行。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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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ing the Concept of Eco-Civilization-Type Traffic
and Strengthening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Traff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Fang Zhou Hongyan Wang
China Waterborne Transport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ability of traff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of 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traffic concept, and putting the concept and requirement of constructing eco-civilization-type traffic into the whole process and all
aspects of traffic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nd implement an all-round guarantee system for eco-civilization-type traffic
and improve a supporting system for transport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from the height of improving transport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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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生态文明型交通理念强化交通环保管理能力建设
周芳 王红艳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中国·北京 100088

摘

要

强化交通环保管理能力是构建和谐交通理念的内在要求，把构建生态文明型交通理念和要求落实到交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方
面，必须从提高交通环保管理能力高度构建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型交通的全方位保障体系和完善交通环保管理的支撑体系。

关键词
生态文明型；交通理念；交通环保管理能力

1 引言
交通运输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在占用资源、
破坏环境，如何响应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建设生态文明型社会
的号召是当前交通运输部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满足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对交通运输的发展需求的同时，实现交通运输的
可持续发展，清醒地审视交通建设、运输生产，适应节约土
地资源、能源和保护环境的形势；必须树立构建和谐交通理
念，强化交通环保管理能力建设，用新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
管理理念和举措推进交通环保工作。

如何在水资源、土地资源如此短缺的情况下开展交通工作，
并使它们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就意味着要靠
创新交通发展模式，大力实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交通
发展战略。同时，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也
要不断总结经验，反思各类惨痛的教训，不断克服错误观念
才能摆正发展方向。

2.1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交通建设、运输生产与节约土地资源和保护环境存在一
定的矛盾，因交通建设和生产引起的土地资源占用、环境破坏、
噪声污染、危化品运输事故、国际环境公约的履行等问题越

2 新时期建设生态文明型交通的重要意义

来越引起人们高度关注。这就要求交通不仅要为人民提供便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资源较为匮乏。在这种情况

利出行服务，还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以妥善解决交通

下，如何开展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完成交通发展目标？

噪声扰民、水环境污染等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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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问题。

建设成套环境保护技术研究；开展了机制砂、锶盐废渣以及

2.2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交通

中国三峡库区工业固体废弃物等在公路建设中利用技术的研

正确的交通基础建设方针应该是在坚持安全、适用、经

究；开展了聚合物水泥混凝土、废旧橡胶粉应用等技术的研

济、环保的基础上，兼顾美观，这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缺

究。这些研究项目的开展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一方面有力

乏对文化、历史的深入研究和理解，随意加贴文化标签，脱

地支持了交通建设和交通环保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离交通实际，不尊重自然规律和自身经济实力，盲目追求新

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在资源循环利用和环境保护领域的科技

奇设计，追求所谓的“创新”，往往成为“形象工程”的载体。

攻关、成果应用积累了经验 [2]。

再如，不尊重生态学理论，忽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环境要求，
则很容易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

3 树立生态文明型交通理念的主要作用
3.1 促进环境保护战略研究

4 加强交通环保管理能力建设的主要建议
4.1 建立保障体系
要确保构建生态文明型交通理念得到全面落实，构建加
快改革和完善促进交通环保管理的全方位的保障体系。加强

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实施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建

理论学习，为贯彻落实构建生态文明型交通提供有力的知识

设交通强国既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

保障；要坚持不懈深化改革，为贯彻落实构建生态文明型交

也是新时代做好交通工作的总抓手，推动交通发展由追求速

通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度规模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转变，由各种交通方式相对独立

第一，应进一步加强交通环保事业发展的综合能力。在

发展向更加注重一体化融合发展转变，由依靠传统要素驱动

现有交通环保行业平稳发展的时期，用建设生态文明型交通

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转变，从而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

的理念指导交通发展的各项工作，努力使交通环保管理机构

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此外，组织以六大专项环保行

成为创新型组织、学习型组织，充分发挥其决策、控制、沟

动为支撑的重大交通发展战略课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通和激励等职能，不断地研究、探索新的历史时期交通工作

型交通发展模式研究”活动，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明确了

的规律和特点，在更新知识结构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决策，

交通行业未来五到十年的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交通

从战略上和宏观上为构建和谐交通打好基础。

的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3.2 加强环境保护管理能力

第二，深入发现和解决处理改革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要
客观、理性地分析建设生态文明型交通所面临的体制、机制

根据国家有关资源节约、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方面的方

和政策法规不完整、不配套等问题，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和

针、政策、法律法规，交通运输部组织研究并颁布了相应的

构建生态文明型交通的要求来审视存在的问题。应研究建立

交通行业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强化了

健全协同开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工作体系和工

行业环境保护的管理工作基础等。在公路、水运工程设计、

作机制，为构建和谐交通行业提供保障 [3]。

建设和验收等标准规范的修订工作中均增加了有关建设资源

4.2 建立支撑体系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条款。这些标准、规范的制定与完善

必须将加强交通环保管理能力建设具体落实到交通发展

不仅确保了国家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政策在交通行业的贯彻

战略、专项规划、投资和财税等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应进

实施，同时也为各项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工作的规范化、制

一步明确近期、中远期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交通的目标。

度化和程序化奠定了基石和法规保障 [1]。

建立并实施资源与环境目标责任制和评价考核体系，综合考

3.3 为交通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提供科技支撑

虑各区域、各地方的实际情况，配合国家经济发展主管部门

交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科技创新一直是交通运

科学分解并落实节约土地资源、能源和环保评价考核指标和

输行业的关注重点。在过去几年中，开展了公路建设中环境

任务，明确地方交通部门的节约土地资源、节能和环保考核

保护及生态恢复等系列实用技术的研究；开展了以饮水安全

目标，落实工作任务，实行严格的责任制。鉴于资源节约和

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为基础的公路

环境保护目标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有关单位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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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地的“十三五”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效果进行科学评价。
同时，在条件成熟时，也应适时建立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考
核结果公报制度，并将控制目标进行适当细化和分解，逐步
纳入各级交通管理部门资源和环境的评价考核体系当中 [4]。

4.3 完善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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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综合考虑构建生态文明型交通、清洁生产和发展循环经
济的需要，加强交通行业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事务的相关机
构建设，合理设计职能。进一步完善多部门、多机构参与的
决策协调机制，加强决策信息在相关决策参与者之间的沟通

依靠市场机制和政府推动，推进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交

和共享，并提高专家系统在决策中的支持作用。除此之外，

通行业的各项工作；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用地标准，坚持最严

建立企业、公众广泛参与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行动机制。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完善行业资源消耗、能耗的准入标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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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oil Survey Distribution Points and Sampling in
Sewage Treatment Sites
Lili Wang
Yantai Yongx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 Ltd., Yantai, Shandong, 26400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social level, it promot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dustries. Among them, in China’s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dustry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However, in
the daily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process, the industry will discharge a large amount of sewage, which will cause a great degree
of pollution to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soil. At the same time, the area of soil that can be planted in China is constantly
shrinking, which further inhibits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trol some contaminated soil in time to
further realize the goal of China’s green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s plan. The paper analyzes and research the methods of survey and
sampling of contaminated soil in sewage treatment sites, and then masters the conditions of the soil in the sewage sites, formulates
corresponding soil remediation plans, effectively restores the nature of the soil, and reduces the impact on the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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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场地土壤调查布点及采样的分析
王莉丽
烟台永旭环境保护有限公司，中国·山东 烟台 264006

摘

要

随着当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水平的不断提高，促进了各个行业的飞速发展。其中，在中国的经济组织中，工业占
据着非常关键的地位。然而，工业在日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会排放大量的污水，进而对周边的环境和土壤造成了极大程度
的污染。同时，当前中国可以种植的土壤面积在不断地缩小，制约了农民的发展。因此，需要对一些受到污染的土壤进行及
时地治理，进一步实现中国的绿水青山计划目标等。论文通过分析和研究污水处理场地污染土壤布点调查与采样的方法，进
而掌握污水场地中土壤的条件，制定对应的土壤修复计划，有效恢复土壤的性质，减少对土壤的影响。

关键词
污水处理场地；土壤调查；布点；采样

1 对污水处理场地土壤调查目标的制定
对污水处理场地土壤的调查，是在一定的系统和专业方

具体的污染场地的分布情况。
第三步：根据预先估计出的污染分布情况，结合污水处

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根据场地的性质来选择出适合的方法，

理场地中的土壤性质对场地进行区域划分，从而确定调查目

结合污水处理场地的具体污染情况，通过布点和采样来调查

标，制定对应的布点和采样方案。

土壤受到污染的情况。在对土壤调查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
要树立正确的调查目标，进而可以根据目标来展开对应的调
查研究，以便掌握污水处理场地中土壤受到的影响情况，再
根据调查的结果来制定对应的改进计划。
第一步：通过资料收集的方式来初步判断污水处理场地
中地下水和土壤是否有可能受到污染。
第二步：进一步了解并分析评价土壤受到的污染程度和
34

2 开展土壤调查工作
在确定污水处理场地的土壤调查目标后，便可按一定程
序开展土壤调查工作。土壤调查要遵循针对性、规范性和可
操作性的原则进行。
第一步：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初
步确定污水处理场地的具体污染种类及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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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制定初步的采样分析工作计划，开展现场采样
和数据分析工作，确定污染物的种类、污染程度和空间分布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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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经济可行原则
在布点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布点密度的情况，有些污
水处理场地中自身的范围有限，因而在进行布点的过程中，

第三步：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制定详细的采样分析

需要按照经济可行性的原则来进一步地进行布点工作。除此

计划，开展进一步的现场详细采样和数据分析工作，对初步

之外，还要对一些高污染区域等进行布点分析。在布点分析

采样分析进行补充，进一步确定土壤污染的程度和范围。

的过程中，还可以借助一些现场检测的方法来弥补布点中存

3 污水处理场地土壤调查布点的具体内容
3.1 布点前的各项准备
在进行对污水处理场地土壤的布点调查工作之前，最关
键的就是要做好之前的准备工作，进而为后期的各项工作奠
定坚实的基础。在前期的准备工作中，主要通过资料的收集、
现场勘查和人员访谈等方式开展调查准备工作。通过收集项
目日常生产涉及的原辅材料、工艺流程、平面布置、地上及
地下管线分布、化学品储存使用情况、日常的环境管理记录、
地质勘探资料，了解污水处理场地可能涉及的污染物种类和
污染物的分布。通过现场勘查了解项目场地各构筑物的分布，
了解周围可能受影响的敏感目标及其与本场地的相对位置关
系。通过人员访谈可以向工厂、企业中的员工、环保管理人
员等进行访问调查，进一步地掌握污水处理场地涉及的污染
物种类和分布情况。

在的不足之处进行适当的调整。例如，一些无污染的区域（办
公区）可以不进行布点调查分析。而对于污染程度较高的区
域来说，可以增加布点的数量，进而准确地掌握污染的信息，
进而制定出对应的措施。

3.3 具体的布点工作步骤
在完成了对应的准备工作之后，就可以制定对应的布点
调查计划和具体的方案。
第一步：根据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结果对调
查污水处理场地中污染物的种类和影响程度、空间分布进行
识别。根据识别结果制定初次布点计划，确定采样位置、样
品数量、采集方法、样品收集保存运输等要求。
第二步：根据初次采样分析结果，进一步确定超标污染
物及其分布，制定详细布点计划，对污染物超标区域加大布
点密度和采样深度，进一步分析土壤污染的程度和范围。

3.2 在开展布点调查中遵循的原则

4 污水处理场地土壤调查采样的具体内容

3.2.1 资源节约的原则

4.1 采样前的准备工作

在进行布点的调查过程中，要遵循资源节约的原则，根

在采样工作之前，首先要确定好布点的位置信息、具体

据当地资源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出适合的布点位置，其中要结

的采样方案、相关的仪器设备等。同时，也要确定具体的采

合一些周边的出行方式、物力情况、水体的流向等进行定位，

样分析人员，采样分析人员要掌握样品的采集方法、现场快

对当地的资源进行利用，进一步减少资源被浪费的现象。

速检测方法，样品收集、保存、运输和储存等要求 [1]。

3.2.2 功能分区的原则

4.2 具体的采样中的工作内容

在布点的过程中，要根据区域的不同来选择出最佳的布

在对污水处理场地土壤的调查过程中，采样的步骤包括

点密度。采用分区布点法时，根据功能区域的不同来进行划

了点位的确定，准备各项采样的设备和工具，样品的保存、

分场地，常见的是将污水处理场地划分为办公、生产、存储

实际场地的记录、场地的清理和恢复等步骤。首先，在点位

等用途。在此过程中，对一些污染程度较高的区域要加大布

的确定中，要以具体实际污水处理场地的情况作为依据，来

点的数量。

进行点位的确定。其次，采样的工作是根据不同的用途来选

3.2.3 全面性原则

择的，一般对于土壤来说，是采用手工螺旋采样器、手工直

在完成了对应的功能分区的工作，即对污水处理场地生

筒钻、管式取样器、钻机来进行采样。采样完成之后，就需

产、存储等风险区进行了布点的工作之后，同时还应根据周

要对样品进行保存，选择适当的容器来进行保存，并且还要

边土壤污染的情况和程度对周边的场地进行布点的调查，进

对保存完样品的各项性质进行记录与分析。最后，在记录完

一步保证对污水处理场地中的土壤进行全面的布点调查分析。

毕之后，要对场地进行复原和处理，土壤采样现场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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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位置信息以及具体的时间、环境等进行描述。此外，土
壤样品的描述中包括了土壤的颜色、气味、湿度等。在人员
的记录中，重点是对专家和技术人员、布点人员、采样人员
等的记录，从而能在突发紧急情况时可以及时找到负责的工
作人员。

5 结语
在对污水处理场地中土壤进行布点调查与采样的过程
中，需要遵循相关的原则，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以及人
员访谈识别污染信息，制定有针对性的布点和采样的计划，
图 1 土壤采样现场

4.3 样品的保存

进而能根据计划来实行对应的调查工作。在现场采样过程中
要对采样日期、人员、环境、土壤样品的物理性质等进行记录，

土壤样品采集后，应根据污染物理化性质等，选用合适

从而能为后期提供信息。总的来说，该种布点和采样的调查

的容器保存。一般土壤中的样品是为了进一步地检测土壤中

方法可以提高对污水处理场地土壤的调查力度，进一步掌握

的各项有机物、重金属等。保存的容器一般是塑料或玻璃容器，

土壤的具体污染情况，制定对应的调整措施，以改善土壤的

[2]

保存时注意适当的温度 。

质量水平。

4.4 采样现场的数据信息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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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样完成后，需要做好各项的信息记录。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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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Urban Sewage Treatment Projects
Qibao Ding
Yantai Yongx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 Ltd., Yantai, Shandong, 264006,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rapid,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s speeding up, the city scale is also
increasing, but there are also a large number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especially wate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ewage
treatmen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treatment of wate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ut in the actual use process,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sewage treatment project, which leads to poor treatment effect, high treatment energy consumption, and less
obvious economic benefits, there will even be losses, secondary pollution and other problems.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urban sewage treatment projects can prevent the above problems, improve the treatment leve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urban sewage
treatment projects in China, and avoid secondary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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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sewage; treatment; current situati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城市污水处理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要点思考
丁启宝
烟台永旭环境保护有限公司，中国·山东 烟台 264006

摘

要

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规模也越来越大，但是也出现了大量的环境污染问题，尤其是水环
境污染。污水处理是水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措施，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污水处理项目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导致处理效果
不佳，处理能耗较高，经济效益体现不明显，甚至会出现亏损、二次污染等问题。对城市污水处理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可以较好地预防以上的问题的出现，提高中国城市污水处理项目的处理水平和经济效益，避免出现二次污染。

关键词
城市污水；处理；现状；环境影响；评价

1 引言

2 中国污水处理的现状与污水处理存在的问题

水资源是社会重要的基础资源，随着人类的增长和社会

中国的地域广阔，水资源相对匮乏，再加上水污染日趋

发展，社会对水资源的需求与消耗也越来越大，水资源安全

严重以及水资源的严重分布不平衡，导致中国很多地区的缺

已经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的重视。污水处理是实现水资源循

水情况非常严重。尤其是北方大城市的缺水状态已经成为限

环利用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回收利用水资源的同时还可以降

制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影响最为突出的水污染的

低环境污染。但是长期以来，在中国城市污水处理项目中存

问题。在中国工农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初期不重视可持续

在着一些处理效果不佳、能耗较高，效益与成本常常不成正

发展，对环境防护的意识不到位，导致大量的工业废水、农

比的问题，很多中小型污水处理项目并未取得较好的社会效

业废水以及生活废水大量直接排放入流域之中，形成了恶臭

益。影响污水处理项目运行效果的主要因素是进水量、水质、

河流，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的危机，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处理工艺等，对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可以较为全面地论证

和生命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据统计，中国的地表水污染

污水处理项目的实际效能和存在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改进

率已经超过 70%，其中 30% 是中重度污染，在这样的背景下，

措施，提高污水处理项目的效益 [1]。

加强污水处理可以有效提高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缓解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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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的问题。但是在实际的城市污水处理项目中还存在着一

证污水处理的质量。污水处理前后的效果对比，如图 1 所示。

些问题，具体如下。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有效的污水处理项目可以更好地实现

2.1 管理混乱

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虽然污水处理势在必行，但是部分地区的污水处理项目
在上马之时就没有经过系统的调查与勘测，在设计、施工以
及运营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不仅没有实现污水处理的
社会效益，反而对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部分污水处
理企业由于自身处理能力不足，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甚至将
未完全处理的污水排放到环境之中，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2.2 设备落后
中国的污水处理设施起步较晚，在建设初期，大部分都
是中小型污水处理企业，设备较为落后，污水处理能力不足，
难以满足废水发展的城市污水处理需求，部分企业的工艺设
备已经严重过时，信息化程度非常不足，由于升级改造的价

图 1 污水处理前后对比

3.2 改善生态环境
水污染问题不但对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而且对于

[2]

格高昂，企业难以进行负担，因此其效益非常低下 。

2.3 监督不足
虽然国家近年来不断加大环保的监督力度，但主要是针
对污染源进行监控，对于污水处理项目的监控力度有所不足，
这就导很多污水处理企业应用简陋的工艺设备，浑水摸鱼，
无法有效地处理污水，从而造成水污染问题。

3 对污水处理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
人类的生产生活离不开水，但是水资源是有限的，尤其
是中国的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再加上水污染日趋严重的问
题，北方大多数城市处于缺水状态，进行污水处理可以有效
提高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率。然而，很多城市污水处理项目存
在着一定的问题，对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可以有效规范污水

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民对城市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严重的水污染问题
对生态环境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污水处理项目不只是简单
的污水处理工程，还是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保障工程之一。
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可以保证污水处理项目的处理质量与处
理效率，降低环境污染程度，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为城市
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有利于城市的经济发展。
自然环境水体与污水处理后排放标准的指标对比，如表 1 所
示。从图 2 可以发现经过污水处理项目后，水体指标已经接
近地表 5 类水的质量标准，有效地改善了生态水环境。
表 1 自然环境水体与污水处理后排放标准的指标对比

处理项目，提高其社会效益，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3.1 优化水质质量
现代社会生活中，人民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着污水，但是
水资源是有限的。现阶段，水资源缺乏与水污染问题已经成
为限制城市发展，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条件。通过污水处理
项目，可以有效的优化水质质量，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缓解水资源紧张问题，并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污染。其中，
环境影响评价可以改变早期污水处理项目不规范和违规问题，

4 城市污水处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内容

维护正常的污水处理流程。通过定期检验污水处理项目，可

城市污水处理项目有多个流程，各个流程之间都有一定

以保证污水处理的水质，并根据参数变化情况，寻找工业问

的联系，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对污水处理效果

题与污染源变化情况，针对性地提出全面性的治理方案，保

造成影响，城市污水处理项目的常见处理流程，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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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污水处理质量的前提下，尽量降低污水处理成本。例
如，通过信息化建设降低人力成本等，提高污水处理的效益，
保证污水处理项目持续运行。

4.3 污水处理周期
污水处理周期代表了城市污水处理项目的效率和能力，
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污水处理项目的效益。对污水处理
图 2 城市污水处理项目主要流程

城市污水处理项目的各个环节虽然进行了严格管理，但
是并没有实现污水处理的效果，还有可能造成严重的二次污
染。因此，对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势在必行。论文介绍了环
境影响评价在城市污水处理项目中的主要内容。

4.1 污水处理质量
环境影响评价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城市污水项目的污水
处理质量进行评价，污水处理质量直接决定了污水项目项目

周期进行评价也是缓解影响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污水
处理的周期过长，那么城市污水项目可能无法满足城市污水
的日常处理需求，那么过量的污水就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如果污水处理周期过短，那么可能城市污水项目的污水处理
效果不佳，将未完全处理的污水排放到环境之中，也会造成
环境的污染问题。对污水处理周期进行评价，要按照相关的
标准严格进行，避免进行经验性的盲目评价，如新工艺可能
有效缩短污水处理周期，此时就应该严格论证，避免造成不
良影响。

是否具有社会效益以及其对于周边环境的影响。如果污水处
理质量不达标，意味着污水处理后排放会造成二次污染，造

5 结语

成极为恶劣的后果。对于污水处理质量的评价应该严格按照

城市污水项目是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的重要设施，对其

相关标准与要求进行试验，通过科学合理的抽样检验，从多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可以有效提高污水处理的质量，降低污水

个区域采样对其进行综合评价。

处理的成本，并改善生态环境，优化水质质量，为城市的可

4.2 污水处理成本

持续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污水处理成本直接关系到污水处理项目是否可以持续运
行，中国很多中小型污水处理项目由于污水处理成本过高，
无法实现经济收益，不得不停止运营甚至降低污水排放标准，
这对中国的污水处理项目发展非常不利。对污水处理成本进
行评价，要从人力、物力、财力等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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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Joint Integrated Agent Maintenance Scheme of Communication Optical Cable and Communication Base Station
Yonghong Chen
CITCC First Engineering Bureau Co., Ltd., Baoding, Hebei, 07105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operation quality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improve network indicators, various communication
operators have invested a lot of manpower, material resource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using nearly 35% of the company’s strength
to form a communication optical cable maintenance team and a communication base station maintenance team, 7*24hours a
week for uninterrupted maintenance of communication cable and base sta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5G, the number of
communication optical cables and communication base stations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which brings great pressure to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perator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ode of each operator,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communication optical cable and the communication base station are selected separately, and the maintenance procurement
department of the operator is also a separate procurement agent.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roposes a joint integrated maintenance plan
for communication optical cables and communication base stations (referred to as integrated maintenance of machine and line), which
has been verified by regional practice to be superior to traditional communication optical cables and separate maintenance plans for
communication base stations. The main manifestation is that the integrated maintenance plan of the machine line reduces the cost of
manpower and vehicle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smart technology increases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personnel, thereby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capability and the efficiency of troubleshooting, shortening the failure duration of optical cables and base
stations, and effectively achieving the goal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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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al cable; communication base station; maintenance; integration

通信光缆与通信基站联合一体化代维方案浅析
陈永红
中国通信建设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河北 保定 071051

摘

要

为保障移动通信网络的运行质量，提升网络指标，各通信运营商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利用公司近 35% 的力量
组建了通信光缆维护团队、通信基站维护团队，以每周 7*24 小时不间断地进行通信光缆和基站维护。随着 5G 快速发展，通
信光缆、通信基站的入网数量与日俱增，给各运营商的运维工作带来很大压力。鉴于目前各运营商运维模式还是选择通信光
缆和通信基站运维分开代维，运营商维护采购部门也是单独分开采购代维商。基于此，论文提出了通信光缆与通信基站联合
一体化代维方案（简称机线联合一体化维护），通过区域性实践验证了该方案优于传统通信光缆与通信基站机房分离维护方案。
主要表现在机线一体化维护方案降低了人力、车辆等成本投入，引入智慧技术手段提升了人员利用率，从而提高了综合预防
能力和故障抢修效率，缩短了光缆和基站故障历时，有效地达到了通信网络运维保障的目标。

关键词
光缆；通信基站；维护；一体化

1 引言

那如此大规模的光缆、基站如何进行运行维护才能充分保证

1.1 移动通信网络维护现状

网络的正常运行呢？各运营商都在准备 5G 网络以实现快速

近年来，中国和国际上移动通信网络发展迅速，人们
的日常生活更加依赖移动网络。各国通信运营商纷纷在移动
3G/4G 基础上积极拓展 5G 网络。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基站

发展，通信光缆、通信基站的入网数量与日俱增，各运营商
都在积极探索该如何开展运维工作 [1]。
目前，大多数运营商的运维模式还是选择通信光缆和通

总数超过 841 万个，其中 4G 基站占比 64.7%，约为 544 万个，

信基站运维分开代维，两个运维部门是分立的；在采购外部

5G 基站总数超过 13 万个；通信光缆的建设规模更是不可估量。

代维商时是单独分开采购招标；在运维中是按照两个维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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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别对代维商进行考核、管理。因此，在遇到网络故障定

及时进行数据收集。解决方法是：选取了我单位目前同时中

位分界点不太清晰时，经常发生光缆维护部门和通信基站维

标某区域通信基站和光缆线路代维区域，提供了有利进行运

护部门相互推责现象，导致故障历时延长，严重影响网络服

维模式对比的基础平台；安排了维护现场专人进行日常数据

务质量。

的记录，征得了运营商单位的认可，从而使“机线联合一体

1.2 论文研究内容

化维护”新方案得以实施 [2]。

1.2.1 通信网络维护

2 通信光缆与通信基站机房联合一体化维护

通信网络维护分为日常性维护（也称为预防性维护）、
季节性维护、节假日等临时性维护、应急故障抢修和维修整治。

1.2.2 通信光缆维护基本内容

方案
2.1 机线联合一体化维护方案的提出
目前，中国各运营商对于通信基站维护和光缆线路的维

主要是对区域的传输光缆、管道、杆路、光交接箱等进

护都是分开单独管理的，代维单位是互不相关的两个单位，

行日常维护（含资产登记、标识），区域内的线路故障应急

即使是同一个单位承接着同一运营商同一地区的光缆线路和

处理，隐患盯防和护线宣传，线路安全隐患的消隐优化处理

基站维护工作，其维护队伍是单独分开的互不重叠的，熟悉

及其他有关光缆线路突发事件的临时维护与保障。

基站维护工作队伍不了解光缆线路工作，反之亦然；值班调

1.2.3 通信基站维护基本内容

度上也是分开的，各自对应着运营商的两个维护管理部门；

主要是对通信基站内基站机房、基站主设备、天馈系统、

运营商的光缆线路和基站维护两个管理部门也是独立工作的。

传输接入设备、开关电源、蓄电池、环境监控、空调、照明、

该传统运维方案下，涉及运营商的两个维护管理部门、

防雷接地、发电油机、市电线路智能通风设备、智能电表、

光缆线路代维和通信基站代维四个相关方，各方所承担的责

交流配电箱和室内外环境日常性巡检维护，定期进行资产核

任和利益均不相同。在处理故障定位边界不太清晰且需要四

实、标识，故障应急维修及应急发电工作，节假日的通信重

方协调处理的通信网络故障时，需要各方分别安排队伍进驻

保及其他有关通信基站突发事件的临时性维护等工作。

现场维修，时常会出现相关方配合存在一定协调困难，导致

论文选取某地部分区域内无线移动通信基站、光缆线路

两个维护工作部门之间的分歧，甚至相互推责，经过统计分

为实验样本，将通信基站维护和光缆线路维护融为一体进行

析以往数据得出相当一部分的故障超时原因皆是因此。那么

联合维护，由同一个代维单位配置同一个维护组全权负责。

采用何种代维模式进行运维考核、管理，才能降本增效、才

通过实验数据验证了该方案优于传统各自为站的代维模式，

能调动代维队伍的维护效率呢？因此，笔者根据自己多年通

能切实、有效地保障通信网络的畅通，提高通信网络的质量。

信网络维护管理经验提出了无线移动通信基站和光缆线路融

1.3 论文研究方法及难点

为一体进行集中联合维护，所有维护任务交给一个维护单位，

论文对“机线一体联合维护”新方案的研究选取一定

不管是线路故障还是基站故障，都要由同一个代维单位处理，

数量的通信基站和光缆线路作为实验标本，定期采集相关维

减少了推诿现象；由运营商的光缆线路、基站维护部门统一

护人员、车辆、仪器仪表、故障修复历时等相关投入成本数

对该维护单位进行考核、管理，减少了运营商的管理成本；

据（维护目的故障解决、成本、及时性等），对标本和非标

在代维项目总投资额度不变情况下，通过各种维护资源的整

本网络代维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检验该新方案是否优于传统

合提高了代维单位的人员、仪表、车辆的利用率，降低了维

运维模式。

护成本提高了代维单位的利润率，以此来调动代维单位的积

由于通信基站维护和光缆线路维护都是分开由不同单位
代维队伍承接的，要想让基站维护队伍和光缆线路队伍融为

极性、主动性，达到了运营商和代维单位双赢策略。

2.2 机线联合一体化维护方案的展开

一体，进行机构的调整有一定困难，同时需要对整合代维人

首先，征得运营商的许可，然后对通信线路维护和基站

员进行必要的通信基站和光缆线路技能培训；代维比较数据

维护两个部门进行代维管理层调整，精简为一组管理人员，

的采集存在一定难度，需要日常运维及故障抢修中安排专人

管理人员减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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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故障历时。

度等维护资源的整合。将原来两个部门的 50 名维护人员（线

最后，物业协调方面，现在都是由一个代维单位全权负

路维护 30 名，基站维护 20 名）调整出 35 名维护员工负责一

责通信维护工作，派出一个专门物业协调组就足够了，避免

体化维护，同时对维护人员进行相关通信基站和光缆线路维

以往多人上门协调物业，给业主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影响通

护理论及实操培训。这样一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代维人员

信基站出入。

的整体运维理论知识和技术经验，既懂通信基站运维又熟悉

通过以上维护方案调整和分析，明显可以看出维护成本

光缆线路运维，因此减少了维护人员数量，提高了通信网络

降低了，实现了资源节约的目标，提高了维护效率，降低了

维护人员的素质，从而强化了代维队伍的整体维护力量。原

故障发生几率，缩短了网络故障的修复历时。

来基站和光缆线路两个维护团队各有一个调度机构，现在同

2.3 机线联合一体化维护案验证

样整合成一个调度机构，调度人员减半，采用一个调度接口
[3]

单位对应运营商的多个管理部门 。只要运营商网监中心发

通过近一年多的通信网络维护区域性实验，下面抽取了
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比较。

现故障，不管是通信基站故障还是基站传输光缆线路故障导

在 2011 年 3 月 13 日 20：25，XX 网监平台出现“大中

致通信系统故障，仅通知代维一个调度就可以，不像以前故

电器”（基站名称）基站脱管，运营商网监平台初步判断是

障难以定位时得分别通知两个单位运维调度，然后代维单位

传输故障，因此电话首先通知了传输光缆线路代维调度，线

派出一组抢修队伍即可，这一组队伍能处理原来两组队伍要

路代维组织车辆、人员上站抢修，但是到站后发现机房无电，

完成的抢修任务。

现场线路抢修人员迅速给网监回电话，传输光缆正常，基站

最后，对维护区域抢修车辆、驻地、仪器仪表进行调整。

内无电不属于我方线路维护范围，线路维护人员离场。为此，

抢修车辆由原来的 10 辆车调整为 7 辆车；将原来租用的两个

网监又通知基站代维调度，然后基站代维重新上站发现室外

驻地调整为一个驻地，租金由原来两个驻地租用费 15 万下降

引电处空开故障，立即更换空开恢复市电供应后，基站主设

到现在的 10 万元。

备依旧无法正常工作，查看传输，然而 BSC 网管环 2M 传输

通过近半年时间的财务报账统计看出，相比以往成本支
出下降了 15% 左右。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不通，并且传输光端机有收 LOS（信号丢失）告警，对端基
站传输光端机正常，因此确定光缆线路存在故障，电话通知

首先，随着人员、车辆的减少，工地现场的日常开支、
人员通信费用、差旅费用明细减少，从而降低了维护成本。

网监传输光缆存在故障我基站代维无法处理，然后网监电话
又通知光缆线路代维共同上站，才排除故障恢复通信 [5]。

其次，原来通信基站日常巡检和光缆线路巡线、定期备

对于此次故障，采用机线一体联合维护方案做了一次演

纤测试都是分别进行，并且都需要进出机房，采用机线一体

练，选用新方案配置的维护队伍进行维护。运营商网监部门

联合维护方案后，一个巡检组顺路做了两项工作，减少了多

发现故障告警做一些简要分析后，仅一次通知代维单位调度

次进出基站和重复跑路 [4]。

中心，大大缩短了故障历时，降低了维护成本。

再次，从通信故障抢修方面，只要发生通信网络故障，

通过表 1 所示的新旧维护方案的抢修记录数据对比，明

抢修组已经备齐基站和光缆用仪器仪表，上站后自行对故障

显看出采用新的机线联合一体化维护方案优于传统的维护模

定位，不管是光缆故障还是基站设备故障，现场立马抢修，

式。先从人员成本上降低了 42.86%，车辆上降低了 50% 的

避免了以往维护模式下相互推卸责任，赢得了抢修时间，降

投入，这其中没有将路程的长短计算在内，物业协调上也

表 1 新旧两种维护方案对比
维护方案

参与人员

光缆与基站

线路组 5 人

维护分离

基站组 4 人

机线联合一体化

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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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
2辆
1辆

行动时间

故障处理用时

分别行动及相互等待用

基站：60 分钟

时 170 分钟

光缆：126 分钟

45 分钟

200 分钟

协调

历时（＜ 5 小时）

20 分钟

476 分钟，超时

10 分钟

255 分钟，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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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协调次数和时间。最重要的是从故障历时上缩短了

各样的信息网络为伴，这就对网络服务质量及保障提出了更

46.43%，有效地保证了通网络质量。

高要求，因此论文提出的“机线联合一体化维护方案”能有

但是本方案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机线联合一体化
维护对抢修人员的维护理论、实际技术操作水平的要求也相
应提高了，需要公司加大培训力度的投入；员工付出得多了，

效地服务各网络运营商的维护工作。在当今大数据、云网高
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融入智慧网络的“遥信”“遥测”“遥控”
技术手段，从而会提高网络维护的综合管理水平，保障网络

对薪资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机线联合一体化维护内容增加
了，给代维单位的管理能力及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总之，采用机线联合一体化维护方案以低成本高效率保
障了通信网络服务质量，展现了信息时代运营商、代维单位
的综合运维能力，验证了机线联合一体化维护方案优于传统
机线分离维护方案的，在中国网络运维行业具有积极的发展
前景。

3 结语
随着全球 5G 网络的快速发展，人类对信息网络的利用

的通信质量，这是当今通信网络运维行业研究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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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ust Occupational Hazards in Textile Enterprises Based on 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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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on-site investigation of the occupational hazards of textile enterpri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of textile enterprises are analyzed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human-machine-environment-management, including 12 factors such as
dust production, training and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factors, construct ISM (interpretation
structure model), and use Boolean operation with Matlab2010 to establish hierarchical structure model.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irect
factors are dust exposure time and personal protection, and the fundamental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dust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ISM analyzes the system structure, fully considers the in-depth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uses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model to clearly display the lev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of
occupational dust hazards in textile enterprises and makes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more targeted ,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are more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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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SM 的纺织企业粉尘职业危害影响因素分析
胡兵 1 王琴琴 2 刘虎华 3*
1. 四川宏鼎宸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四川 成都 6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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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宜宾学院，中国·四川 宜宾 644000

摘

要

通过对纺织企业粉尘职业危害进行现场调查，从人 - 机 - 环 - 管理四个方面分析纺织企业职业危害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产尘量、
培训教育等 12 个因素。通过分析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 ISM（解释结构模型），借助 Matlab2010 运用布尔运算，建
立递阶结构模型。研究表明，接尘时间和个体防护是直接影响因素，产尘量和管理制度是根本影响因素。ISM 分析了系统结构，
充分考虑了各影响因素间的深层次关系，利用递阶结构模型清晰的显示影响因素的层次，为纺织企业粉尘职业危害防治提供
了理论依据，使防治工作有针对性，防治措施更具有效性。

关键词
ISM；粉尘；职业危害；纺织企业

1 引言
纺织行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之一，数百万一线

杨日丽建立了尘肺病事故树分析尘肺病的影响因素 [3]；张炜
佶等基于投影寻踪和遗传算法建立了棉纺织企业作业环境风

职工常年工作在粉尘危害环境中 [1]。当前中国纺织行业已初

险评估模型 [4]。目前研究主要是对尘肺病病因、职业危害因

具规模，规模以上企业多设置了除尘设备，由于除尘效率低、

素分析评价及对策措施的研究或者对于多危害因素的综合评

安全管理不善等原因，一线职工仍然面临较大的粉尘职业危

估模型研究，缺少针对粉尘职业危害影响因素的模型分析。

害。因此，研究粉尘职业危害的因素、提高除尘效率、防治
尘肺病，对纺织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调查与分析中国西南部分纺织企业粉尘职业危害现
状，从设备设施、环境和管理等方面综合分析粉尘职业危害

为此，一些学者对纺织行业粉尘职业危害进行了研究，

影响因素，利用 ISM（解释结构模型）构建粉尘职业危害影

如 MORELAND 等研究纺织工患肺泡蛋白沉积症的风险 [2]；

响因素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防控措施，改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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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环境，防治纺织企业粉尘职业危害。

纺织企业粉尘职业危害影响因素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设备的产尘

2 粉尘职业危害影响因素分析

量、除尘效率和漏尘率影响环境中的粉尘浓度，环境中风路、

依据其他学者和专家的研究 [5]，结合现场调研得出纺织
企业粉尘职业危害影响因素主要可以从人 - 机 - 环 - 管理四个
方面分析，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产尘量、培训教育等 12 个方面，
具体如表 1 所示。

风量又影响职工的接尘危害程度。个体防护能降低粉尘对人
体的危害，但在纺织企业中，存在职工不按规定佩戴口罩等
防护用品的情况。通过管理制度的完善，加强培训教育，可
以提高职工自我保护的意识，保障个体防护的有效性。通过

表 1 纺织企业粉尘职业危害因素表

一级影响因素

DOI: https://doi.org/10.36956/edc.v2i12.279

对上述 12 个系统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建立邻接矩阵如

二级影响因素

序号

产尘量

S1

粉尘清扫

S2

除尘效率

S3

漏尘率

S4

设备布置

S5

风路设计

S6

风量

S7

接尘时间

S8

个体防护

S9

管理制度

S10

检维修

S11

培训教育

S12

生产设备
机
除尘系统

环境（通风）

人

管理

式（1）。

0
0

0

0
0

0
A =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1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3.2 通过布尔运算求可达矩阵
事实上，系统因素之间的二元关系可能是直接的，也可

3 ISM 分析
ISM 就是解释结构模型，是 1973 年由美国教授 Warfield
提出的，其特点是把复杂的系统分解为若干子系统（要素），

能是多次传递间接的。如培训教育可以提高职工安全意识，
保障个体防护的有效性，个体防护可以降低生产环境中粉尘
的危害，延长致病时间，则培训教育间接影响职工的接尘时间。

通过研究系统因素间相互关系建立邻接矩阵，借助电子计算

可达矩阵就是将系统因素之间的任意次传递二元可达

机运用布尔运算得到可达矩阵，经矩阵运算和分级建立递阶

关系表示出来的矩阵。取单位矩阵 I 为矩阵 A 的同阶矩阵，

结构模型 [6-8]。

则可达矩阵 R=（I+A）n-1，n 为矩阵阶数，式中为 12。借助

3.1 建立影响因素结构关系的邻接矩阵
根据 ISM，系统因素之间存在一种“影响”与“被影响”
的关系，用“0”表示行因素对列因素无影响，
“1”表示有影响，
可建立邻接矩阵。
【 基 金 项 目 】 宜 宾 学 院 校 级 基 金 项 目（ 项 目 编 号：
2018PY63）。
【作者简介】胡兵（1994-），男，中国四川叙永人，从事
安全工程、职业健康研究。
【通讯作者】刘虎华（1987-），男，助理研究员，硕士研
究生学历，从事安全科学与工程研究。

Matlab2010 运用布尔运算，计算结果如式（2）。

1
0

0

0
0

0
R = 
0

0

0

0

0
0

1 1 1 0 0 1 1 1 0 0 0
1 1 1 0 0 1 1 1 0 0 0
0 1 1 0 0 1 1 1 0 0 0

0 0 1 0 0 1 1 1 0 0 0
0 0 0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1 1 1 0 0 1 1 1 1 1 1

0 1 1 0 0 1 1 1 0 1 0
0 0 0 0 0 0 1 1 0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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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系统因素层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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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因素。

对于系统因素 Si 将其可达要素构成的集合定义为 Si 的可

（1）因素 8 和因素 9 为直接影响因素。由 ISM 模型可

达集 R（Si），将可到达 Si 的要素集合定义为 Si 的先行集 A（Si），

与看出，纺织企业职工是否遭受粉尘危害或危害严重程度，

将其可达集和先行集的交集定义为共同集 C（Si）。对可达矩

受接尘时间和个体防护直接影响。由于人体的自我调节能力，

阵中各系统因素进行区域划分，具体如表 2 所示。

粉尘职业危害并不是立即对处于粉尘环境中的职工造成危害，
只有当人体持续处于粉尘环境中一定时间，才有可能导致尘

表 2 纺织企业粉尘职业危害影响因素区域划分表
Si

R（Si）

A（Si）

C（Si）

肺病，接尘时间直接影响粉尘危害是否致病。口罩等个体防

S1

1,2,3,4,7,8,9

1

1

护用品可以降低人体吸入的粉尘浓度，但实际生产中个别职

S2

2,3,4,7,8,9

1,2,10

2

S3

3,4,7,8,9

1,2,3,10,11

3

S4

4,7,8,9

1,2,3,4,10,11

4

S5

5,6,7,8,9

5

5

S6

6,7,8,9

5,6

6

S7

7,8,9

1,2,3,4,5,6,7,10,11

7

S8

8,9

1,2,3,4,5,6,7,8,9,10,11,12

8,9

为管理制度制定不合理或执行不到位造成的。因此，管理制

S9

8,9

1,2,3,4,5,6,7,8,9,10,11,12

8,9

度是根本影响因素之一。

S10

2,3,4,7,8,9,10,11,12

10

10

（3）中间因素为间接影响因素。除上述 4 个因素之外

S11

3,4,7,8,9,11

10,11

11

的 8 个因素均为中间间接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受产尘量或

S12

8,9,12

10,12

12

管理制度的影响，同时又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接尘时间和个

3.4 绘制解释结构模型
根据层级划分表可知各系统因素的层级，绘制纺织企业
粉尘职业危害影响因素递阶结构模型如图 1 所示。

工不按要求佩戴防护用品，导致身体完全暴露在粉尘危害环
境中，缩短了接尘致病时间，直接导致粉尘危害防治不受控。
（2）因素 1 和因素 10 为根本影响因素。在现有的纺织
工艺条件下，棉纺加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的粉尘，
粉尘会对生产环境构成污染，进而造成人体危害。管理制度
不完善可能导致检维修不到位、漏尘量大、个体防护失效等，
不论是人的原因、机械设备的原因还是环境的原因，都是因

体防护。

4 纺织企业粉尘职业危害防控措施
4.1 合理布置产尘设备
产尘设备布置不合理可能会造成交叉污染，加重部分区
域的粉尘危害。将产尘量较大的设备布置于厂区的下风侧，
接近通风出口，有利于通风除尘，可以降低粉尘危害。

4.2 定期进行设备维护
生产设备需要进行维护保养，才能控制产尘量。除尘设
备需要进行维护保养和清扫才能维持除尘率，降低漏尘。

4.3 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和加强教育培训
制定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并严格实施，才能保证生产设
备和除尘设备的正常运行，控制生产环境的粉尘量和职工接
尘时间。加强安全教育培训能提高职工操作技能和安全意识，
图 1 纺织企业粉尘职业危害影响因素递阶结构模型

促使职工正确佩戴个体防护用品，降低粉尘危害。

3.5 影响因素分析
纺织企业粉尘职业危害影响因素解释结构模型是一个多

5 结语

层递阶结构构成的复杂系统，系统包含 6 个层级，其中第一

（1）从人 - 机 - 环 - 管理的系统出发分析纺织企业粉

层是直接影响因素，第六层是根本影响因素，其余层级为间

尘职业危害因素，建立了纺织企业粉尘职业危害因素解释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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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模型，为纺织企业粉尘职业危害评估提供了新思路。
（2）基于 ISM 对纺织企业粉尘职业危害因素进行分
析，接尘时间和个体防护是直接影响因素，产尘量和管理
制度是根本影响因素，为纺织企业粉尘职业危害防治提供
了参考依据。
（3）提出了防治企业粉尘职业危害的防控措施，合理
布置产尘设备，定期进行设备维护，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和加
强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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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etensioning Prestressed Concrete Pipe Pile
Jicheng Jia
Huaibei Xianghai Prefabrication Co., Ltd., Huaibei, Anhui, 235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state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etensioning
prestressed concrete pipe piles.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its development scale,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market si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make use of high strength concrete steel ba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pply computer to carry out
batching design, and adopt automation and mechanization mea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ipe pile.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related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etensioning prestressed concrete pipe pile,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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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发展中的有关问题
贾继成
淮北相海预制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安徽 淮北 235000

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发展工作。为了进一步了解其发展规模，需要根据实际
情况了解市场行情，利用高强度混凝土钢棒制造技术，应用电脑进行配料设计，采用自动化与机械化手段以提升管桩质量。
因此，论文主要针对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发展中的有关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发展

1 引言
随着建筑施工技术的不断进步，管桩成为地下工程施工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房屋建筑施工中长期性使用。对此，
中国各个省市应重视管桩应用情况，扩大混凝土管桩应用范
围，尽可能地了解当地区域的管桩应用情况，促进管桩使用
的稳定建设。由于该种工作具有其独有的特性，在混凝土管
桩管理中需要有标准化与规范化制度，创新施工工艺及施工
技术，减少施工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工作开展中缺失对应的实效性。在此期间，其材料并不是应
用符合国家要求的浇筑法进行完成，采用一些社会实践经验
且不合规材料进行工程施工，材料的再加工程序粗糙，车削
不到位，焊接路口没有达到规定的设计需求，使所运载的物
件数量符合设计需求，但不能有过大的碎石和针片状颗粒 [1]。

2.2 设备工艺问题
在混凝土管桩施工过程中，部分施工的工厂依旧是采用
磅秤秤料，持砂轮锯切割钢棒，绑扎钢筋笼，钢筋骨架卸下
绑扎台并没有什么刚性，也不能确定主要钢筋与旋筋的准确

2 混凝土管桩应用发展问题

位置，钢筋的顺直性无法进行自主处理。目前，中国大多数

2.1 原材料问题

的管桩生产厂商都是按照国标进行长期性的稳定生产，确保

在混凝土管桩施工过程中，部分工厂依旧是采用钢丝而

混凝土的预应力值可以达到国家所规定的标准要求，但是在

不是钢棒作为浇筑材料，其物质材料不是从正规渠道购买，

张拉制度和双控方面不可随意进行操作，需要将所得到的数

缺乏质量保证，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发生材料的弯曲断裂，

据进行准确取数，及时检查管桩的外观以及尺寸，逐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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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标的实际需求减少形式主义行为工作。车间的质检工作者
需要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责，将管桩的外观缺陷进行准确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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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做好原材料的检验工作
在混凝土管桩施工过程中，中国所产生的钢棒种类以及

安排专业人士进行工作，确保获取完善的管桩 [2]。

来源很多，除了需要配置专业生产厂商之后，还需要自己进

2.3 产品质量问题

行钢棒生产，该种钢棒的强度以及长度都可以自主通过国家

在混凝土管桩施工过程中，由于部分管桩的璧厚偏差过

所规定的验收试验，但还是存在少量的钢棒直径较小情况。

大，其钢棒镦头经常凸出端板面，且端面板上面会存在较多

对此，需要对其进行多个环节验收，将其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的混凝土残料，使接头处的混凝土存在不密实情况，减少管

提前预估，做好基本情况分析，将责任进行分摊。对管桩生

桩内部的混凝土塌落情况。相关生产厂家需要依据实际情况

产中的技术应用资料以及钢筋混凝土结构性能进行综合处理，

快速完善生产设施设备的配置，选择达到国家生产要求的设
备，不再使用手推车和磅秤，应用机械手段进行工序处理，
使管桩厂的产品标准质量符合混凝土以及预应力处理标准。
由于混凝土中标号为 C60 的才是由管桩厂生产出来的，其仅
仅只是一个新标志，可保证管桩的良好的结构性，提升桩在
生产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水平抗裂抗弯作用，确保预应力混凝
土管桩的持久性以及抗渗性。

若是其外观和尺寸偏差，合格品检查合格，那么就无关紧要，
不必过多纠结相关事项，按照合格品的标准进行检查即可。

3.3 做好混凝土管桩的售后服务工作
在混凝土管桩施工过程中，管桩产品只是建筑工程施工
中存在的中间品，其需要经过多个流程。例如，吊装、运输、
多级沉桩等多道工序，由不同的工程施工部门共同合作，使
其成为工程施工的主要桩基。一般而言，管桩生产厂的产品
售后服务态度较好，可全面了解管桩产品的构造以及应用情

3 混凝土管桩发展应对举措

况，尽可能地减少施工中与桩身质量有关的问题以及施工安

3.1 选用壁厚合适的管桩

全隐患，提升管桩的耐打性、承受性和应急性，做好相关工

管桩的竖向承载力与管桩截面面积之间属于正向相关关

作中管桩对接的平面度和垂直度，提升其管桩端板的应用可

系，其截面面积小则承载力差，反则反之。经过简要计算，

焊性，使焊口尺寸符合国家设计要求。一旦涉及相关管桩产

将管桩的承载力除以管桩截面可直接得到一个数值一致的常

品本身的质量问题，需要将问题及时反馈到生产厂商管理者

数值。一般来说，薄壁管桩可节省混凝土的决策属于错误的，

中，明确工程施工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对应的可用性措施，

其所节省的混凝土与承载力是相互匹配的，根本就谈不上节

做好隐蔽性构建处理，减少管桩设计中的设备维修保养，增

约混凝土。于施工工程而言，薄壁管桩数量多、桩端板数量多、

强不同施工单位之间共同监管和监督，使桩基工作逐步完善，

打桩工程量大其只能选择大规格的厚壁桩，这样整体工程施

提高工程施工人员的责任心与认同感。

工材料应用更加经济与实惠 [3]。

4 结语

薄壁桩的外壁较薄，其内部空心管桩的混凝土保护层分
为内外两层，外层保护层存在较为明显的规定，可使用离心
工艺使混凝土进行物质分层，把控好混凝土的内外保护层，
将变电所构架以及等径电杆进行综合检测处理，明确电杆腔
内的积水以及钢筋腐蚀性问题，增强混凝土内外部保护层强

综上所述，现阶段国家越来越重视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
管桩发展工作。为了进一步了解其发展规模，需要根据实际
情况引进新技术和新工艺，提高管桩设计设备的维修保养以
及不同设施设备的区域应用性，做好管桩品种、型号、直径
以及长度等确定性，促进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度，使混凝土外圈土质可被巩固，使锈水从管桩内部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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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Technology of Steel Wire Grid
Perlite Composite Thermal Insulation External Wall Panel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Deliang Zheng
Beijing Yicheng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 Ltd., Beijing, 10000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eople have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energy-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ie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been developing, and the consumption of renewable resources is increasing, wall insulation has become a very
critical method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energy saving, the application of external wall insulation technology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energy saving effect of buildings. The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external wall insulation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hoping to bring some inspiration to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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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钢丝网架珍珠岩复合保温外墙板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
技术
郑德亮
北京易成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北京 100000

摘

要

近些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与此同时，在建筑工程建设的过程当中，节能环保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中国的科学
技术一直在发展，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也在增加，墙体保温已经成为建筑物节能过程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方法，外墙保温技术
的应用使建筑物的节能效果得到大幅度提升。论文主要针对外墙保温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应用进行简单的介绍，希
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关键词
保温技术；建筑；应用

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筑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建筑企业的首要任务。

2 外墙保温技术的定义

进而对建设项目施工质量的具体要求也在逐步提高。在建筑

外墙保温技术指的是在建筑工程的外墙上使用一定的

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之下，想要处于不败之地，施工单

保温材料，以保障保温层内的温度，所使用的材料大多都是

位一定要大力提升施工技术。而施工单位的施工质量、经济

利用废料加工而成的，并且具有良好的隔热效果，还能逐步

效益以及社会效益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关系。外墙保温技术

提升建筑工程墙体的抗压程度以及抗震性，从而保障建筑工

在建设工程施工当中属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优缺点会

程的具体承重能力。一般来讲，钢丝网架珍珠岩复合保温外

在一定程度上对建设工程的施工效率以及施工质量造成一定

墙板具备保温、结构一体化的优点，而且还存在预制建筑的

的影响，甚至会对建设工程的具体施工成本造成一定的影响。

特点。该板是由挤塑板以及珍珠岩板等保温板材组成的具备

因此，对外墙保温技术进行详细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属于

三维钢丝网结构的复合板。和同类产品相比较，存在重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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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保温、隔音以及抗震等特点，而且施工非常方便，施

裂的情况，焊点区外的一些钢丝不可以出现锈点，钢丝网架

工周期比较短，能节省一定的空间，性价比比较高等。它充

使用的为镀锌电焊网 DHW2mm*50mm*50mm。

分地体现了新型绿色节能建材的先进技术，科学创新以及安
全可靠等 [1]。

3 项目工程简介
兴隆县第一中学宿舍楼项目位于中国承德市兴隆县雾灵
山镇前雾灵山村，结构类型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性
质属于宿舍楼，主要是为学生居住的，一共建设三栋相同的
宿舍楼，分别属于 B7#、B8# 以及 B9# 楼，每栋建筑面积大
致为 5893m2，总建筑面积大致为 17679m2，占地面积大致为
3129.75m2，其中每栋楼会包含大致 127 间居室，其中 1 间属
于无障碍居室，每层存在 2 间的卫生间以及 2 间盥洗间。建
筑层数：每栋宿舍楼包含 6 层，层高大致为 3.57m。

4 施工准备
4.1 施工条件准备
从柱、梁、地面以及梁的底部清除混凝土以及其他的一
些杂物，在进行施工之前，需要按照施工计划向操作人员提
图 1 施工现场

供一定的技术信息。在正式进行施工之前，需要在 B7 ＃楼
二楼做好样板墙部分，验收合格之后可以实施大规模的施工。

5 施工技术

4.2 技术准备

5.1 钢丝珍珠岩复合保温外墙板的具体施工工艺

项目经理以及技术负责人主要负责对施工任务的具体特

首先需要清洁地板，然后按照构造或者布局图的大小以

征，场地的结构以及实际情况等进行了解，找出内部以及外

及位置在地板表面上弹出一定的墨线，从而完成墙板安装位

部条件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制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此外，

置的确定。垂直线以红外线水平需要悬挂在光束的顶部位置，

要按照当地的情况实施施工，采取一定的技术保证措施，设

最终喷射墨水线，用于完成墙面板安装垂直度的控制。在安

置详细的图纸以及完整的施工布置图，以保障钢丝网架珍珠

装图以及排版图的基础上，现场安装人员会把每块墙板运输

岩复合墙体的工期目标以及安装质量等。在进行施工之前，

到具体位置实施整齐地放置，检查数量以及墙板尺寸是否存

一定要提前的完成计划，材料等审查情况，优化人工以及机

在一定的偏差，然后再实施下一步工作。钢丝网架珍珠岩复

械设备配置，保障具体施工进度。项目团队成员需要认真的

合保温外墙板的具体安装要求如下。

研究设计图纸以及相关要求，并对相关内容实施记录 [2]。

4.3 材料准备
外墙复合保温材料主要使用的为 A 型板：25 厚珍珠岩板、

（1）在节点要求的基础上安装 B 型板时：需要在墨线
的两侧进行打孔，内侧需要使用电锤，用 Φ6 钢筋进行植入
连接，起始植筋以及混凝土之间的距离不可以大于 150mm 边

25 厚水泥砂浆、50 厚挤塑聚苯板。B 型板为：30 厚珍珠岩

缘，并且墨线两侧的钻孔位置一定要错位排列，钢筋的注入

板、30 厚水泥砂浆、130 厚石墨聚苯板、30 厚水泥砂浆以及

深度一定要大于 100mm，泄漏长度要小于 200mm。孔距的主

30 厚珍珠岩板。保证材料在排版图纸或者样板当中材料的具

梁以及地面的距离一定要小于 300mm，孔直径要小于 8mm；

体选型进行进场，并实施分类堆放。进场的过程中，要对复

主柱之间的具体距离要小于 500mm，孔直径要小于 8mm，间

合墙体保温材料实施详细的检查，如板面一定要平整，不可

距要小于 150mm。

以出现明显的翘曲以及变形，不可以出现掉角、破损以及开

（2）安装 A 型板时：安装混凝土框架梁，楼板，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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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以及组装的情况。
机械喷射混凝土施工的具体手动配置：①员工要移动砂

应少于 4 个。同时，塑料套管应由聚酰胺，聚乙烯或聚苯乙

浆泵（车辆），主要负责把砂浆泵送到要施工的具体地板上面，

烯制成，不得使用回收材料。塑料套管固定板的直径不应小

在墙上喷涂相应的砂浆，并且在每隔一段时间之后需要对其

于 60mm，应使用旋入式锚。使用专用的电钻将其拧紧，并

进行清洗；②每台砂浆喷涂机都需要配置两名工人完成水泥

且不得将地脚螺栓装入混凝土中。

浆的喷涂。主要任务包含喷涂施工、砂浆喷涂机的远程控制

（3）关于钢丝网架珍珠岩复合保温外墙板的 B 型板安

以及移动管道以及维护设备等。

装，需要组合三到四个人为一组，两个人抬起该板，实施上
下墨线的对齐，然后植入一个 300mm 长的 Φ6 钢完成墙板
的固定，然后使用至少 3 个扣环把钢筋以及墙板网进行捆绑。
墙板得到基本的固定之后，三个人同时的植入钢筋绑扎墙
板，在完成第一块壁板安装之后，需要再次的安装第二块壁
板。第二个墙板以及第一个墙板接头之间的具体接头一定要
紧密地进行接合，然后按照顺序完成其他墙板的安装。当面
板存在一定的接缝时，需要利用发泡聚氨酯或者聚苯板条进
行封堵。

5.2 复合保温外墙板抹灰的施工工艺
砂浆 M20 的强度需要和设计要求相适应，灰泥厚度大致
为 30mm，要和机械喷涂标准相适应。使用的机械设备包含
砂浆喷涂机、砂浆泵以及尼龙刷等，操作条件如下。
（1）主体结构以及墙体安装等都需要完成验收。
（2）关于钢丝框架壁表面的一些灰尘，油渍以及污垢
等都需要进行清除。
（3）门窗开口的尺寸以及设计要求之间要相一致，墙
壁上的安装设施一定要齐全化。
（4）只有在现场实施检验之后，才可以实施下一步的
施工。
此外，现场施工工具的布局和要求是砂浆搅拌机在现场
的放置一定不能对其他的工作造成影响，以避免出现二次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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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建筑外观和内景

6 结语
总之，在建筑施工的过程当中，使用外墙节能保温施工
技术，不但可以大大降低建筑使用过程当中的能耗，而且可
以达到绿色环保目标。与此同时，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以
及社会效益，对建筑业未来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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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rdens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creasing the visibility of the city,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he paper starts from the aspects of plant selection, landscape construction, landscape detail
control, and garden art improvement, and discusses the landscaping construction of Zhengding New District in Shijiazhua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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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家庄正定新区园林绿化建设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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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园林在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城市知名度、促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论文从植物选择、景观营造、景
观细节把控、园林艺术提升等这几个方面入手，对中国石家庄正定新区园林绿化建设进行探讨。

关键词
园林；绿化建设；生态建设

1 引言
绿地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园林建设是改善生态
环境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公益事业。中国正定新区平地建
城，园林绿化地方特色较为鲜明，论文对正定新区园林建设
进行探析，对新区园林绿化建设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绿地作为城市唯一具有生命的基础设施，在改善生态环
境、提高城市知名度、促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有着不可

林绿化坚持做到“一流的设计、一流的质量、一流的效果”
营建高水平、有特色的园林景观，这不仅能有效改善新区人居、
投资环境，对当地产业经济发展、房地产开发起到较大的推
动作用，也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持久的动力，促进
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极大地提升正定新区社
会形象。

2 新区园林植物选择

替代的作用。园林绿化是一门综合性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

由于正定新区位于滹沱河北岸，临近滹沱河老河道，风

人们越来越重视城市绿地建设。园林绿化是一项自然和社会

沙较大，土质以沙壤土为主，略偏碱性，土质较差。在植物

相结合、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生态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

品种选择上，扬长避短，坚持做到以乡土树种为主导，经济

综合性系统工程。

实用与绿化效果并重，合理优化种植品种，顺应地域风土，

中国石家庄正定新区位于滹沱河北岸，规划建设用地
2

135km ，规划人口 140 万。规划建设“低碳、生态、智慧”新城，
是承载未来新兴产业和省会高端服务业的载体。正定新区园

展现新区的植物景观特色。在园林实践过程中，筛选出几十
种耐瘠薄、喜沙壤土又有良好观赏性的树种。
乔木：毛白杨（雄株）、垂柳、旱柳、国槐、悬铃木、银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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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树、合欢、千头椿、白蜡、楸树、皂荚、青桐、七叶树、楝树、

色彩鲜明大气的园林景观；在可参与区域，选用姿态优美，

杜仲、杂交马褂木、核桃、枫杨、五角枫、复叶槭、红枫、雪松、

观赏性高的植物在形态、颜色、芳香等方面突出景观特色，

白皮松、华山松、桧柏、龙柏等。

给人愉悦、独特的景观体验。

灌木：美人梅、紫叶矮樱、樱花、海棠属、碧桃、紫叶

中国正定新区园林建设也充分考虑树木与未来周边环境

李、紫薇、花石榴、木槿、猬实、锦带花、天目琼花、糯米条、

因素的综合影响，做到视线通透，视线开阖有度（见图 2）。

太平花、平枝栒子、绣线菊、丁香、金银木、紫荆、棣棠、

同时，提高绿化种植量，改善小气候环境和增加碳汇容量，

红瑞木、连翘、迎春、珍珠梅、黄刺梅、榆叶梅、月季、大

充分考虑绿化遮荫，以适应北方冬冷夏热的问题。

叶黄杨、紫叶小檗、金叶女贞、北海道黄杨、金叶莸、龙柏等。
地被植物：麦冬、铺地柏、沙地柏、扶芳藤、白三叶、萱草、
鸢尾、玉簪、垂盆草、地被菊、马蔺、石竹、景天类、二月兰等。
这些植物都是新区所拥有的地缘特征的基调品种。在以
乡土树种为骨架的背景下，根据不同场地的设计意图选择植
物，为避免盲目追洋求新，大量引进外来物种，对新引入品
种进行充分试验，对生态习性及异地环境的适应能力进行评
估，避免成活率偏低，影响景观效果，造成生态效益损失。
同时，正定新区园林绿化新区注重植物群落的多样性。

图 2 树木与周边环境

4 新区园林景观细节

避免出现绿地结构层次不丰富，草坪多，乔灌木尤其是高大

在园林施工过程中严格要求，各个施工环节坚持做到一

乔木少的现象，做到植物群落景观丰富，避免追求单一、大

步一验收。根据不同的场地特征，营造地形时，地形起坡点

片草坪等问题，降低后期维护成本。根据园林植物的地域特

距绿地边缘不少于 0.5m，较大场地不少于 2m；同时保证绿地

性合理种植，模拟自然植物群落中的植物多样性构建稳定的

地面下凹，绿地边缘低于路缘石 5~7cm，以收集雨水（见图 3）。

植物群落，未来引诱更多的小型野生动物、鸟类、昆虫栖居，
形成良好的生态群落，这也是构建新区多种物种共存、稳定
生态群落的保障 [1]。

3 新区植物景观特色
新区园林建设充分利用植物的观赏特性，合理选配植物，
做到四季有绿，三季有花，形成地域特征鲜明的植物景观。
同时，注重植物色彩的丰富与协调，彰显新区崭新风貌。

图 3 绿地边缘

行道树规格一般以 8~10cm 为主，因市政路建设后种植
池积存大量灰土等影响植物生长，因此在种植过程中所有树
坑必须深挖接到土壤层，再对种植土进行回填。行道树做到
一路一景，定干高度一般为 2.8m，苗木规格统一，修剪整齐。
所有乔木应具有二级分支，不允许单干乔木进场（见图 4）。

图 1 新区植物景观

正定新区园林建设根据不同场地及不同观赏特点，营造
不同特征的园林景观。如在非进入区域，选用花量大、花色
艳丽的植物品种或色叶植物成片种植（见图 1），形成有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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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种植土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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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乔木修剪方面，凡主轴明显的树种，修剪时应保护
中央领导枝，留 3~6 个强壮主枝作为一级枝干；所留主枝
应有利于今后整形，长势强壮，开张角度适中。每个主枝上
选择两个角度或长势较好的分枝作为二级枝条，在近基部
30~40cm 处短截（见图 5）。

图 6 中国重庆南大街移植的千头椿

新区在园林景观营造过程中，充分挖掘新区人文地理资
源，精心保护具有鲜明景观特征的原生态地貌，并在园林景
观营造过程中加以改造利用，充分展现新区特色 [3]，也保留
新区人原汁原味的乡土记忆（见图 7）。

图 5 乔木修剪

同时，高度重视植物后期养护和管理工作。绿地日常运
维管理中，管理人员深入一线，采用多元化的监督形式避免
人工“抄近道”现象，加强对草坪日常管理，避免斑秃影响
景观；加强对乔木、灌木日常运维管理，避免出现枝丫凌乱
或缺乏必要的修剪或平整，影响行人或道路安全。人员一线
管理也能避免由于管理不到位、园林设施维修不及时带来安
图 7 园林景观

全隐患。强化公众参与项目管理监督，推行信息公开制度，
通过电视媒体、广播宣传，促进公众对项目的了解和监督。
运营维护水平直接决定了当地园林景观的发展水平和可
持续性，好的实施、养护管理是决定景观整体景观形象的重
要因素。在加强对新植树木的养护管理的同时，加强运维管
理制度的建设。针对每一树种建立详细的档案，为绿化养护
工作积累详尽的资料 [2]。

6 结语
中国正定新区平地建城，立地条件较为恶劣，生态功能
脆弱，园林建设任重而道远。如何营造具有新区鲜明地域特
征的园林植物景观，做好精细施工与良好的栽培养护管理，
建设“低碳、生态、智慧”新城，是园林工作者面临的重大
机遇与挑战。因此，我们要在摸索中不畏艰难，积累经验，

5 新区园林文化特色
园林不仅具有不可替代的景观功能，生态功能，还是城
市的文化特色、地域特色的重要体现。
新区拆迁征收了很多大乔木，这些大树蕴含着丰富的信
息，是新区成长的见证。在新区园林绿化中充分保留、利用
这些大树，就是保留新区活的文化史，它们独一无二，只属
于新区。新区的园林建设，将善待这里的每一株树，每一片林，
保留新区人对故土的留恋和缅怀（见图 6）。

一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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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air Technology of the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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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repair technology is changing rapidly. In cement plant,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the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of cement plants has also faced
various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use. If cement plant wants to gain a place under such fierce competition, it must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use and repair level of production equipment to bring higher benefits to the cement plant. Therefor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pair technology of the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of the cement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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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机电设备修复技术日新月异。在水泥厂中，机电设备的各项管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水泥厂的机电设备在进行生产使
用的过程中也迎来各式各样的挑战。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水泥厂要想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下获得一席之地，必须不断提升生
产设备的使用及修复水平，为水泥厂带来更高的效益。因此，论文针对水泥厂机电设备的修复技术进行分析。

关键词
水泥厂；机电；设备修复；修复措施

1 引言
中国的水泥厂随着中国建筑经济的崛起而迎来前所未有
的生机，尽管水泥厂的机电设备生产及修复技术在不断精进，
但仍然有些不严谨的设备修复管理给生产带来风险损失，水
泥厂必须重点关注现有设备实施状态中存在的修复问题，这
是因为机电设备运行效率直接影响水泥工程的顺利实行。近
年来，机电设备修复问题层出不穷，给水泥厂带来极大的成
本效益问题。

下的生产设备使用管理，需要进行数据指标的评估分析，对
工作的设备进行细致数据分析。监测水泥机电设备在不同的
环境下工作的使用特点评估。对其出现故障的原因导出数据
进行计算。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为水泥机电设备的修复工作
带来优化的数据处理分析管理。当下机电设备运行速度在以
前的发展水平下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机电设备发展速度迅猛，
但相较发达国家，中国的各项设备发展速度水平仍然较为落
后，还有很大的发展追逐空间。此外，其水泥生产质量也不
如发达国家，中国的各项水泥机电设备修复技术仍较发达国

2 水泥厂机电设备修复技术特点
中国的水泥厂起步多年，使用的生产机器设备随着科学
技术的进步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各项
修复技术特点。

2.1 机电设备使用数据分析修复
水泥厂在当今时代下的生产速度，早不同以往。针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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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相比略低一筹。因此，机电设备的发展仍然是水泥厂应关
注的难点之一 [1]。

2.2 机电设备运行趋向自动化修复
随着中国现代化科技的各项发展，机电设备的自动化水
平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飞跃，中国水泥厂的生产管理逐渐趋
向自动化，而自动化可以增强机电设备运行的速度质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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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机电管理代替人工，不仅减少人工成本的支出，也能

厂往往需要安排较多的技术人员进行对接管理，而各方人员

获得更高效快速的操作效率速度和优质的修复技术。使用自

的想法不同以及管理方式不同，各方的工作素养也大不相同，

动化机电设备，能减少水泥生产时的人员安全隐患。机电设

这就给水泥厂在机电设备运行进行的管理工作中带来了极大

备自动化能有效地按照标准数据进行分析，降低了机电设备

的不便。对于各项管理问题如监督、检查、维护等进程中，

运行时出现错误的概率，既是水泥生产质量的重要保证因素，

需要各方进行高效的跟进。设备修复工作较为复杂，规模较大，

也是修复技术的发展趋势。如今，水泥厂已逐步引入先进的

既需要通过水泥厂设置修复团队的一再管理确认，还需要较

机电自动化设备，为中国水泥厂提供了较优质的发展条件。

为流畅的管理流程进行。

2.3 机电设备修复技术具有多样性
在中国的现代化时代中，许多先进、有效的机电设备技
术被大量研发、使用。水泥厂也引用了许多现代化高效的机
电设备使用技术，设备使用及修复管理逐渐趋于多样化发展，
在引入自动化技术同时结合了计算机与通讯技术、智能大数
据技术等，通过各项技术多样共同融合应用，为水泥生产带
来了更优质的设备修复技术。技术多样化发展是当代科技发
展的必然要求，能使水泥厂获得有力技术支撑 [2]。

4 水泥厂机电设备中修复技术分析
随着水泥厂发展中，各项机电设备设施的精进和普及使
用，在具体使用修复过程中，需要对优化修复管理进行分析。

4.1 机电设备修复技术信息化发展
当代信息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科学在各行各业中
得到了重视和广泛的应用。水泥厂在当下的时代环境中，对
于机电设备的修复工作必须增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将先进
修复技术与高效的信息技术进行强强联合。通过在设备故障

3 水泥厂机电设备中的各项修复问题

易发区设立诊断检测点，结合高效的信息技术，定期、定时

精进的机电设备使用管理水平和修复技术是水泥厂生产

地进行故障监测分析，确保机电设备能得到及时科学的诊断，

能获得成功的基础，在机电设备管理中，机电设备使用状态

提升水泥厂生产的工作质量。改善以往传统麻烦的修复方式，

及修复技术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

确保信息技术的合理应用，在远程通过互联网使用机电设备

3.1 机电设备维护意识淡薄

问题排查。有效收集机电设备的评估数据，有益于水泥厂的

水泥厂在进行机电设备使用过程和修复管理中，由于各
项工作意识重视度不足原因，往往导致对设备的修复效率的

设备管理信息化发展，增强工作的处理效率 [4]。

4.2 完善机电设备的修复规划工作

重视程度不高，对技术的成本把控和设备监测措施的优化力

在机电设备的使用修复管理工作中，各项修复维护制度

度较低，各项监督检查工作做不到位。由于机电设备维护过

管理规划工作应该进行优化、完善，针对机电设备中修复人

程中的成本把控力度往往较低，甚至出现设备维护修复预算

员成本预算以及工作查验指标管理，这些都要进行细致的规

超标不足等情况发生。企业的设备维护意识淡薄等问题会对

划工作。对于往常出现的修复问题进行剖析解决，避免同一

机电设备的长期运行带来严重的阻碍和生产滞后问题 [3]。

问题再次出现。对于机电设备修复中要使用到的各项仪器合

3.2 机电设备使用管理和修复技术专业水平较低

理安置；对于机电设备的修复计划工作，各方技术人员应该

对于水泥厂而言，其在机电设备管理中往往为了选择降

进行审查以及出具可行性的报告分析。积极提出自己的意见，

低成本而聘请成本较为低廉的技术人员来保证设备运作进行。

做好修复计划的规划，整理意见以提出更好的修复方案 [5]。

然而，其较低的待遇往往使技术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责任意识

4.3 加强修复技术的研究力度

淡薄，设备维护的专业知识技能水平较低。对于设备的修复

每个水泥厂在当下的竞争猛烈的行业中，都想要提升自

维护能力较弱，无法获得高效的机电设备使用水平和修复技

己的市场竞争能力在国际市场与中国市场中争取更大的经济

术，也难以制定完善的设备运行管理措施，当设备管理思维

份额，这就要求水泥厂要加大力度研发当下新型机电设备以

较弱时，反而为水泥厂带来成本问题。

求脱颖而出。水泥厂应该成立设备升级的科研部门，加大资

3.3 机电运行管理和修复流程不规范

金投入机电设备优化使用和修复技术的研究，将其应用于水

由于机电设备在进行运行使用和修复维护工作时，水泥

泥制造设备管理中，使水泥厂的机电设备使用和修复技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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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升级，为当下中国的水泥厂带来更好的发展前景 [6]。

广泛地应用中，其为水泥厂带来了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生产效

4.4 提升修复技术人员积极性和专业能力

率。时至今日，机电设备使用及修复技术仍然在不停地优化、

水泥厂操作人员作为设备管理生产维护的主力军，在日
常的工作中要加人员其积极性的培养力度，设立长期的管理

完善，水泥厂必须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通过各项先进设备
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断优化机电设备修复技术化，让其在

目标，并给予人员一定的奖励，让水泥厂工作人员能积极、
主动地对机电修复维护工作进行规范化处理。同时，对于管

今后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理的目标要进行明确的指引；对于修复人员的专业能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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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luminum Mold Construction in Preventing
Common Problems of Construction Quality
Yang Li
China Railway Group Tianj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 Ltd., Tianjin, 300250, China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aluminum film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s more common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wood formwork and other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aluminum film construction has the advantages of high efficiency and low cost,
which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quality problem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aluminum formwork in preventing common defects of construc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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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模施工在预防施工质量通病中的应用
李扬
中铁一局集团天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天津 300250

摘

要

铝膜施工技术的应用在建筑工程中较为常见，相比传统木质模板等施工技术而言，铝膜施工具有效率高、成本低等优势，可
以满足施工质量要求，避免出现质量问题。论文针对铝模板在预防施工质量通病中的应用策略展开探讨。

关键词
铝模施工；施工质量；质量通病；模板施工

1 引言
铝合金模板是建筑业绿色建筑的一种新方式，具有操作
简单、混凝土浇筑及设计效率高、施工效率高、工期短、环保、
节能、回收率高等特点。采用铝合金模板工程符合中国建筑
业十大新技术方针，符合低碳节能减排和绿色建筑的要求，
将促进中国模板技术的发展。目前，用铝合金模板技术代替
木质模板，已在建筑工地得到广泛应用。

类型，斜向支撑能保证铝合金模板的稳定性，竖向支撑则可
灵活调整铝合金模板的垂直度；早拆装置具体可分为板底和
梁底两种装置类型；销钉则发挥固定各种模板组件的功能；
转角模板可紧密连接纵横方向的模板。铝合金模板的各个组
成部分有机构成一个整体，可承受混凝土浇筑时产生的荷载。
从铝合金的规格型号来看，类型繁多，不同规格和型号的铝
合金模板均具有理想能力，且可基于客户要求和实际使用情
况，在预制厂时有针对性地进行拼装，相比传统的木模板来说，

2 铝合金模板相关概述
2.1 铝合金模板概述
所谓铝合金模板，就是应用铝合金材料制作而成的模板，
一般来说，铝合金模板由早拆装置、销钉、工具式钢支撑和
转角模板等构成。钢支撑具体可分斜向支撑和竖向支撑两种
【作者简介】李扬（1983-），男，中国河北景县人，工程师，
从事房建施工安全质量管理研究。

铝合金模板可多次循环使用，安装精度高、速度快，且具有
良好的刚度和稳定性，是新时期建筑施工领域一种较为理想
的模板支撑体系。

2.2 铝合金模板的优势
2.2.1 可以保证工程进度
铝模成型的混凝土构件精度较高，基本可做到免粉刷，
更有利于进度保证。铝模施工要求的操作及管理人员较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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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模相比数量较少，有利于现场施工管理和施工稳定性，从

内可以把窗户周围的墙体转化为剪力墙结构，这样可以减少

而达到确保工期的效果。

第二次施工的工作量，还可以通过此方法加强外墙的施工安

2.2.2 提高得房率

全系数，并加快工程进度 [2]。

采用铝模可使房间四周免粉刷，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房间

3.2 做好测量放线

净空间尺寸，可作为楼盘销售的营销亮点，有利于减少质量

装配模板之前，施工人员应首先测量楼板标高。测量时

通病。铝模施工精度高，拼缝严密，尺寸准确，表面平整，

应将临时水平基点作为水平测量的基准。在完成测量后，施

相应铝模成型的混凝土构件尺寸准确，密实平整，大大降低

工人员应在地板上准确标记测量结果。对超出设计标高 8mm

了混凝土结构出现蜂窝、孔洞、麻面等质量缺陷。

的地方，施工人员应沿墙线标高将其打凿到 8mm 以下。对低

2.2.3 有利于安全文明施工

于基准点的位置，则应沿墙线用木头以及胶合板等材料填塞，

铝模不需要现场切割加工，可减少噪音。铝模也不存在

直至模板达到设计标准，特别要充分填塞墙中低位以及角部

锯末及废旧模板等问题，拆模后垃圾较少，铝模的混凝土构

等重点位置。完成浇筑混凝土施工后，施工人员还应测量平

件免粉刷减少湿作业，这些都能有效减少建筑垃圾，保证施

模外围起步板顶部的水平度，确保模板结构的垂直度符合设

工环境安全、干净、整洁。铝合金模板报废后能进行回收，

计标准，且结构中心与中线位置相一致。在放线施工时，应

[1]

重新熔炼，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符合国家绿色施工规定 。

确保墙边模板线误差不超过 1mm，同时在与模板线外侧相距

2.3 铝模板安装工艺流程

150mm 处的同方向上再平行放一条控制线。此外，放样线在

第一，铝模板的安装主要包括抄平放线、钢筋绑扎、混

开口、阳角等位置应穿过 150mm 以上，以便准确控制模板位

凝土浇筑以及后期养护等工艺流程。在抄平放线的时候，应

置。在测放过程中严禁移动或损坏放样点和参考点，以免对

选择带有标准线的控制桩，并将这些控制桩设置在目标建筑

墙体垂直度产生不利影响。

物的四个角上，然后通过测量仪器对每一楼层的控制轴线进

3.3 墙体铝模板

行测量，同时要做好相关标注。

在建筑铝模板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墙体铝模板的处理是

第二，完成钢筋绑扎工作之后，应进行混凝土浇筑铝模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相关人员必须在墙体中对其进行稳固

板的安装，在实际安装的时候，必须严格按照规范的施工流

性处理，这样才能保证铝模板施工的效率和质量，需要尤其

程进行，先进行横向铝模板的安装，然后再安装纵向铝模板，

注重的一点是，在铝模板稳固施工工艺中，必须做好关键窗

操作人员必须找准安装位置，若施工要求出现变动，则应根

口的加密工作，以免其出现松动现象。与此同时，在装设外

据实际情况，对铝模板的安装位置进行调整，从而保证安装

墙铝模板的时候，必须先完成起步模板的装设工作，之后再

质量。

对外墙铝模板和起步板进行衔接处理，确保起步板能充分发

第三，应完成混凝土的浇筑与养护工作，在进行混凝土

挥出支撑外墙铝模板的作用。考虑到铝模板具有一定的质量，

浇筑的时候，必须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方案进行，确保采用的

人工托运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

原材料能满足工程质量要求。混凝土浇筑结束以后，要及时

况下最好选择利用塔吊设施进行吊装安放 [3]。

对其进行养护，相关人员应结合工程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

3.4 梁顶板铝合金模板

养护方法，如自然养护、蒸压养护等，确保混凝土能正常硬化。

在工程施工中需要依照设计图纸来确定梁柱的安装位

3 铝模施工在预防施工质量通病中的应用策略

置，之后再进行梁、顶板模板施工。因为安装位置的高度具

3.1 铝模板设计

备特殊性的特点，所以施工单位应该先把模板和材料放在适

铝模板在被加工成门头过梁、滴水线、凹槽、挡水反坎
翻遍、构造柱、门垛、外墙线等构造时会被进行优化处理，
设计出相应的模板，使之直接一次性成为想要的形状，同时
在门窗需要锚固的位置设置企口，如果设计图纸允许的范围
60

合的位置，这样便利后期拿取，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在安装
梁顶板铝合金模板时候，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安装梁、顶板模板的时候应该坚持先梁底后梁侧、
先顶边后顶板的原则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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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作为施工人员需要事先做好梁底和底托模板的连
接，保证梁底模板安装到位，转角模板有序地进行连接。
第三，对模板进行校正和加固之前，可以采用隔位安装
方式对销钉销片进行安装，确保就位与连接效果的实现。
第四，连接水平模板的时候，安装销钉销片应该遵循自
上到下的原则，从而就可以大大减少浇筑过程中销钉掉落现
象的出现。

3.5 铝模板拆除
在混凝土浇筑施工完成后，对混凝土结构强度以及成型
效果进行检查，在确定符合预期施工要求后，即可拆除模板。
在具体的拆除过程中，首先拆除侧模，当铝模系统松动后，
即可拆除模板连接部分，逐一撬开模板下口并拆除，避免对
混凝土施工质量造成损害。在各个零部件拆除完成后，需对

DOI: https://doi.org/10.36956/edc.v2i12.284

模板进行全面清理。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住宅楼工程施工过程中应用铝合金模板，
不仅能有效提高施工的质量和效率，而且能降低施工成本，
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因此，施工单位会应该做好全过程的质
量管理，以提高模板施工水平、减少质量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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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tegrated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Debugging Technology of Expressway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System
Liang Zhao
Guizhou Zhongna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Co., Ltd., Guiyang, Guizhou, 5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expressway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sur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exchanges, especially under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E-commerce development, expressway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expressways ar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ngineering system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content of this aspect in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starting
from the angle of the main points and principles of the highway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highway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system, the technical content of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debugging detailed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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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机电工程系统集成设计与施工调试技术探析
赵亮
贵州中南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

高速公路的建设与运行，对保障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往来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当前电子商务发展的大背景之下，高速公
路发展属于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高速公路在建设过程中需要重视工程系统的构建。基于此，论文在分析和研究当中，
对该方面内容进行分析与论述，从高速公路机电工程施工要点及原则的角度着手，按照当前高速公路机电工程系统发展状况，
对设计和施工调试技术内容展开详细分析与论述。

关键词
高速公路；机电工程系统；集成设计；施工调试技术

1 引言
高速公路工程既属于交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
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建设内容。公路的优化建设为人
们的出行带来便利，也缩短了各个地区之间的距离。当前高

目前为止机电工程系统相关技术在不断发展，并且获得了较
大的突破。在高速公路建设过程当中，对于机电工程系统集成、
设计和施工条数技术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针对该种状况，
论文对这方面的内容展开深入探究。

速公路工程建设时，机电工程系统作为重要的建设部分，受

2 高速公路机电工程施工的要点及原则

到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机电系统工程质量和高速公路通

2.1 高速公路机电工程施工的要点

车以及运行单位的维护与管理工作存在直接的关联，由于高

高速公路施工的整个系统非常庞大，并且具有一定的复

速公路建设跨度比较大，通常受到施工方面的影响，在建设

杂性，在施工方面对于施工技术要求也比较高。作为高速公

的过程当中关于一些工程技术的应用未能达到最佳状态，到

路工程构成之一，在开展机电工程施工过程当中，需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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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点内容也比较多。在施工期间为了能确保整个机电设备

开展机电工程施工时，应当预留一段时间，这样能充分保障

的安装具有精准性特征，需要明确各个机电设备设计的原设

安装之后的系统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开展调试工作。

位置，然后在施工时需要按照机电设备的预设位置进行精准
安装。对于管线方面的安装应当具备隐藏性特征，尤其是线
路架构和焊接方面都要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以保障线路在
安装之后能正常运行，并且也能为后续的维护工作提供便利 [1]。
关于摄像头安装方面，需要保障各个摄像镜头都可以灵
活运行，并且能实现对目标车辆的全面监控，需要了解监控范
围和监控设备的架设高度，然后通过不断的调试来完善安装。
机电工程接线安装之后需要对箱体和设备连接线进行控
制，即在安装之后需要进行及时调适，这样才能有效地调整
在安装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2]。

3 高速公路机电工程系统集成设计与施工调试
技术
3.1 关于供配电照明系统的设计与施工调试
由于机电工程系统当中的供电系统比较重要，属于整个
高速公路机电系统的动力能源，在实际设计过程当中，主要
是由供电照明、低压配电子、牵引供电等系统组成。为了能
让高速公路的电压制式具有较强的规范性，需要按照国际电
工委员会的制定标准来进行设计。机电工程系统在设计和施
工之后，需要对高速公路关于供电系统的运行状况进行模拟
和调试，尤其是在高速公路的隧道路段，如若发生照明的故障，

机电工程的气象监测也比较重要，气象监测系在施工过

必然会导致出现交通事故，因此需要对已经设置的应急电源

程当中比其他的机电设备要复杂，需要提前做好基础性的信

进行调试，以此来确保应急电源在特殊状况下能稳定运行。

息收集和电缆敷设，以此来保障光电缆敷设和栏杆的架设都

此外，隧道电源光线的强度也会影响到车辆驾驶的安全性。

能满足实际使用。在对气象监测设备施工过程当中需要保障

基于此，在完成供电系统安装之后，需要在隧道内模拟行车，

监测的整体水平，并且要做好调适性的工作，以此来确保高

然后按照具体的时间段来调整隧道灯光的强度。通过对供电

速公路行车时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系统的合理设计和差异化调试，能保障供电系统在日后的使

2.2 高速公路机电工程施工的原则

用具备安全性和稳定性 [4]。

2.2.1 细致化原则

3.2 关于通信系统的设计与施工调试

在施工过程当中，为了最大限度杜绝机电工程施工阶段

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与通信系统的要求比较高，稳定的

出现误差的状况，设计人员需要在设计期间标注各个机电施

通信系统能让驾驶人员了解到高速公路的运行状况，也能辅

工的具体位置，并且要明确设备安装的准确地点，做好隐藏

助高速公路车辆行驶的调节，从业人员了解高速公路的车况

管线和线路的设计标注工作，这些设计和标注工作能为后续

是在通讯系统设计时，应当囊括紧急电话、通信电源系统。

的施工提供重要的指导，因此需要遵循细致化原则。

在完成通信系统的设计和施工之后，需要对各个通信系统的

2.2.2 高质量原则

运行状况进行大量调试，以此来保障高速公路车辆在行驶收

高速公路施工过程当中机电工程属于附加工程，但是施

费和管理方面都能有效地运行集中，对通信系统进行调试时，

工的质量直接影响着高速公路车辆通行的安全性，也能便于

需要对各个子系统的运行状况进行查看，并且要结合以往调

车辆通行的管理工作。例如，对于监控设备而言，摄像机应

试的状况和调试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制定针对性的解

当保障灵活性，并且达到监控无死角的目标。

决策略，才能让高速公路车辆行驶之后能有最佳的通信条件，

2.2.3 全面调试原则

保障行驶的安全性。

在机电工程施工过程当中，界限属于重要的工作内容，
在实际操作当中需要做好箱体安装以及设备接线的工作管理，
[3]

3.3 关于费用管理系统的设计与施工调试
收费系统属于高速公路对车辆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在完成这些工作之后，需要进行严格调试 。在施工期间，

高速公路当中需要按照不同的车型和车辆应当承担的费用进

微波车检器最大的优势是准确率较高，可以对摄像头的角度、

行统计和收取，因此收费系统需要具备较强的功能。在收费

高度以及方向都可以进行调整。此在调试过程当中调试好，

系统设计时，应当在设计之初便对各种运行的状况进行预测。

然后再悬挂相应的标识，之后再安装气相检测器。因此，在

例如，可以应用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技术，这样能在车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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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到高速进出站口时能正确地对车辆将会产生的费用进行预

理系统的设计和调试工作进行分析。由于高速公路机电工程

算，这种在设计时收费的系统应当包含信号灯、车道检测器

系统设计和安全比较复杂，需要做好施工和调试工作，因此

系统来对车辆的收费状况进行管控，以此来保障收费的高效

在日后施工和调试方面，应当对相应操作进行持续性的优化。

性，也能让整个收费得以精准开展。收费系统设计之后，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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