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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设计行业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成果专辑

提高EPC项目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精度

降低盛鲁2×1000MW项目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差错率

缩短三维建筑模型维护时间

电厂厂区综合管道支架三维建模新方法研究

研发监测管道通信中断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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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组介绍

工经处EPC成本控制QC小组成立于2017年2

月，定位为攻关型QC小组。至今有完整活动记录

10次，组内成员均接受50小时以上TQC教育。QC

小组以“立足设计需求，解决实际问题”为小组格

言，精心策划、组织和完成了本次QC活动。

小组成员具有较强的技术攻关能力和丰富的

QC小组活动经验，自成立以来采用分组调研、

集中讨论、专题讲座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活动

十余次，见表1。

提高EPC项目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精度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工经处EPC成本控制QC小组

该成果被推荐为2018年度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职  称 学  历 组内分工

1 韩 涛 男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硕士 组长

2 李树强 男 高级工程师 硕士 活动组织

3 韩鹏辉 男 高级工程师 硕士 方案策划

4 肖  夏 男 工程师 硕士 方案策划

5 陈  珊 女 工程师 硕士 文字编辑

6 丁  栗 男 助理工程师 硕士 方案实施

7 郭三伟 男 助理工程师 硕士 方案实施

8 熊智勇 男 助理工程师 硕士 数据收集

9 吴  菁 男 助理工程师 硕士 数据处理

10 刘  涛 男 助理工程师 硕士 发布人

表1  QC小组概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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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选题理由推导图

2 课题背景

EPC是国际工程领域普遍采用的一种工程承

包模式。我院先后承揽了昆明5号线等多个EPC项

目。在EPC项目中，准确编制符合实际的成本概

算，合理对下结算，是提高其经济效益的关键。

经统计，采购费用约占EPC项目总成本的60%

左右，其中商品混凝土是项目采购中占比最大的材

料之一，是EPC成本控制的重点。然而，商品混凝

土存在供应商多、价格波动大、使用量大等特点，

造成准确编制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难度大。

3 选题理由

3.1 工程特征

活动之前，小组成员搜集统计了多个EPC项目

经济成本数据，发现商品混凝土成本占材料总成本

的20%以上，是EPC项目成本控制的关键因素。

3.2 概算现状

同时，小组成员对昆明5号线等5个EPC项目进行

统计后发现，各项目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的偏差率均

超过了6%，而工程成本概算偏差一般控制在5%以内，

EPC项目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编制精度亟待提高。

基于上述两点原因，经小组研究讨论，将“提

高EPC项目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精度”作为本次

QC活动的选题，选题理由推导如图1所示。

4 现状调查

课题确定后，小组成员展开现状调查活动：

4.1 现状调查一：EPC项目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偏差

小组成员选取张家港站市政配套工程等我院5

个EPC项目作为现状调查研究对象。

4.1.1 商品混凝土成本组成

小组成员分析采购施工流程，其成本组成主要

为材料成本、运输成本、采购成本、管理成本和其

他成本。

4.1.2 商品混凝土概算编制情况

小组成员对现阶段EPC项目的成本概算编制情

况进行调查，发现商品混凝土概算价格是直接利用

信息价进行测算，但信息价属于社会平均价格，用

于商混成本概算编制存在一定偏差。

4.1.3 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偏差

针对选取的5个EPC项目的主体工程，小组成

员统计了各个项目每20万方商品混凝土的施工实际

成本（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其平均成本为7748

万元/20万方。

随后，小组成员对项目的投资概算进行了调

查，并统计了商品混凝土的设计概算成本（如表3

所示），发现商品混凝土的平均设计概算成本为

8317万元/20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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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20万方

单位：万元/20万方

项目 材料成本 运输成本 采购成本 管理成本 其他成本 小计

昆明轨道交通5号线 5447.74 1893.27 58.73 234.91 367.32 8001.97

沪通铁路张家港站市政配套工程 5014.74 1653.41 53.35 213.38 332.86 7267.74

襄阳东津站综合交通枢纽 5808.90 935.36 53.95 215.82 327.86 7341.88

佛山西站综合枢纽配套工程 5347.88 1763.25 56.89 227.56 354.97 7750.54

长沙磁浮轨道交通工程 6166.84 1524.95 61.53 246.14 379.39 8378.86

平均值 5557.22 1554.05 56.89 227.56 352.48 7748.20

项目 材料成本 运输成本 采购成本 管理成本 其他成本 小计

昆明轨道交通5号线 5641.16 2047.61 61.51 307.55 448.57 8506.40

沪通铁路张家港站市政配套工程 5464.45 1861.43 58.61 293.04 372.70 8050.22

襄阳东津站综合交通枢纽 6202.95 1058.13 58.09 290.44 381.98 7991.60

佛山西站综合枢纽配套工程 5585.60 1909.60 59.96 299.81 385.03 8240.00

长沙磁浮轨道交通工程 6373.03 1630.67 64.03 320.35 406.80 8794.88

平均值 5853.44 1701.49 60.44 302.24 399.02 8316.62

表2 EPC项目商品混凝土施工实际成本

表3 EPC项目商品混凝土设计概算成本

对比5个项目的商品混凝土的施工实际成本与设计

概算成本（如表4所示），可以发现，商品混凝土的成

本概算偏差达到568万元/20万方。故，商品混凝土平均

偏差率=成本偏差÷概算成本=568/8316=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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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小组成员绘制了频数统计表，结

果如表5所示，并根据频数统计表绘制排列图，如

图2所示。

图2 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偏差率排列图

单位：万元/20万方

项目 材料成本偏差 运输成本偏差 采购成本偏差 管理成本偏差 其他成本偏差 小计

昆明轨道交通5号线 193.42 154.35 2.78 72.64 81.25 504.43

沪通铁路张家港站市政配套工程 449.71 208.01 5.26 79.65 39.84 782.48

襄阳东津站综合交通枢纽 394.06 122.77 4.13 74.63 54.13 649.72

佛山西站综合枢纽配套工程 237.72 146.35 3.07 72.25 30.06 489.46

长沙磁浮轨道交通工程 206.19 105.71 2.50 74.21 27.41 416.02

平均值 296.22 147.44 3.55 74.68 46.53 568.42

序号 成本组成
偏差

（万元）
百分比
（%）

累计百分比
（%）

1 材料成本 296.22 52.11 52.11

2 运输成本 147.44 25.94 78.05

3 管理成本 74.68 13.14 91.19

4 其他成本 46.53 8.19 99.38

5 采购成本 3.55 0.62 100.00

合计 568.42 100.00 - -

表4 EPC项目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偏差

表5 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偏差率频数统计表

从排列图中可以看出，材料成本和运输成本占

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总偏差的78.05%，因此，小

组认为材料成本和运输成本偏差大是本课题的症结

所在。

4.2 现状调查二：其他经验丰富项目商品混凝土成

本概算偏差率

为了寻求努力的方向，小组成员调查了中建、

中交等大型施工承包商近期承揽的市政项目（如

表6所示），发现其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偏差率较

低，为3.89%。这是由于这些承包商在各地分公司

众多，对当地市场行情更为了解，同时多年的现场

施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小组将其作为努力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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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施工工效现状及目标对比图

序号 承包商 项 目
概算成本
（万元）

实际成本
（万元）

成本偏差
（万元）

成本偏差率
（%）

1 中建三局
昆明广福路

综合整治提升工程
8386.07 8073.23 312.84 3.73

2 中交二工局 浙江嘉兴中环南路 7753.15 7444.76 308.39 3.98

3 山河建设
黄石东风路

旧城改造二期
7629.68 7328.37 301.31 3.95

4 广东建工 广州内环路 8095.94 7778.19 317.75 3.92

5 湖南建工交建公司 长潭高速公路 8722.35 8384.42 337.93 3.87

平 均 值 315.64 3.89

表6 EPC项目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偏差

5 设定目标

根据现状调查找出的差距，为满足EPC项

目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编制精度，提高项目经

济效益，经小组研究决定将本次课题目标设定

为：EPC项目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偏差率控制在

3.89%以内，见图3。

6 原因分析

为实现设定的目标，小组成员采用头脑风暴

法，各抒己见，集思广义。针对材料成本和运输成

本偏差大两个症结，利用关联图进行逐层分析，最

终找到了7项末端因素，详见图4。

为了更好的进行要因确认，小组组长制定了要

因确认计划表，指定了专门的负责人，并明确了完

成时间，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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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关联图

图5 要因确认计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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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要因确认

根据关联图，小组成员对7项末端因素分别进

行了要因确认。过程中，小组成员通过讨论、专家

咨询等方式，对各项末端因素对症结的影响程度确

认标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结合相关专家意

见，分别对各末端因素的具体影响度指标进行了

一一确认，结果如下：

7.1 末端因素一：部分人员理论知识欠缺

确认方法：调查分析

确认标准：部分人员理论知识欠缺对症结影响

程度≥10%

确认过程：2017年4月26日，小组成员郭三

伟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理论培训与现场参观（如图

6所示），对培训结果进行考核打分，通过率达

100%。

图6 员工培训场景

图7 信息价分析法偏差率柱状图

序号
未参加培训人员

（%）
参加培训人员

（%）
差值（%）

1 92.51 98.12 5.61

2 93.41 98.64 5.23

3 93.6 97.67 4.07

4 92.12 98.98 6.86

平均值 92.91 98.35 5.44

表7 两组成员成本概算编制准确度对比表

随后小组邀请未参与培训同事与小组成员共同

编制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得到两组成员编制成本

概算的准确率如表7所示，准确度差别平均值仅为

5.44%，该末端因素对症结影响程度小。

确认结论：该因素不是要因。

7.2 末端因素二：信息价分析法偏差大

确认方法：现场调查

确认标准：信息价分析法偏差对症结影响程度

≥20%

确认过程：2017年5月7日，小组成员熊智勇

通过制定调查问卷、实地走访、并结合交易平台数

据，对价格进行全面统计（如图7），发现商品混

凝土与信息价分析法得出的价格偏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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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各个项目信息价分析法偏差率，统

计了对应的单个增量成本和总增量成本，如表7

所示。

由 上 述 数 据 可 知 ， 信 息 价 分 析 法 偏 差

对症结的影响=单个增量成本/总增量成本

=109.36/235.69=46.4%（如图8所示），影响程

度大。

确认结论：该因素是要因。

7.3 末端因素三：搅拌车运输损耗率高

确认方法：现场调查

确认标准：搅拌车运输损耗率高对症结影响程

度≥15%

确认过程：2017年5月13日，小组成员韩鹏辉 图8 末端因素二影响程度图

项目
信息价分析法
偏差率（%）

单个增量成本
（万元）

总增量成本
（万元）

昆明轨道交通5号线 7.8 111.54 243.87

沪通铁路张家港站市政配套工程 6.5 100.25 224.52

襄阳东津站综合交通枢纽 8.3 113.55 245.84

佛山西站综合枢纽配套工程 7.6 104.89 240.08

长沙磁浮轨道交通工程 7.2 116.57 224.14

平 均 值 109.36 235.69

序号 样本
昆明轨道

5号线
张家港站
市政工程

东津站
综合枢纽

佛山西站
综合枢纽

长沙
磁浮

平均
损耗率

1 搅拌车1 4.59 4.15 4.09 4.10 4.29 4.24 

2 搅拌车2 4.53 3.96 4.03 4.01 4.12 4.13 

3 搅拌车3 4.56 4.21 3.74 3.85 4.18 4.11 

4 搅拌车4 4.58 4.18 3.85 3.68 4.31 4.12 

5 搅拌车5 4.62 4.20 3.79 4.12 4.08 4.16 

6 搅拌车6 4.65 4.19 3.89 3.97 4.20 4.18 

7 搅拌车7 4.57 4.08 4.01 3.92 4.37 4.19 

8 搅拌车8 4.59 4.17 3.78 4.05 4.02 4.12 

9 搅拌车9 4.55 4.02 3.62 4.07 4.27 4.11 

10 搅拌车10 4.56 4.24 3.80 4.03 4.26 4.18 

平均值 4.58 4.14 3.86 3.98 4.21 4.15 

表7 信息价分析法偏差影响分析表

表8 搅拌车运输损耗率调查统计表

从各施工现场分别抽取10辆混凝土运输搅拌车，

统计运输损耗率，得出现场实际运输损耗率为

4.15%，如表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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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各个项目搅拌车运输损耗率的调查结

果，统计了对应的单个增量成本和总增量成本，如

表9所示。

由 上 述 数 据 可 知 ， 搅 拌 车 运 输 损 耗 率

对症结的影响=单个增量成本/总增量成本

=11.99/128.14=9.36%（如图9所示），影响程

度小。

确认结论：该因素不是要因。

项目
搅拌车运输

损耗率（%）
单个增量成本

（万元）
总增量成本
（万元）

昆明轨道交通5
号线

4.58 13.25 136.87

沪通铁路张家港
站市政配套工程

4.14 12.49 129.52

襄阳东津站综合
交通枢纽

3.86 10.45 117.25

佛山西站综合枢
纽配套工程

3.98 11.22 119.04

长沙磁浮轨道交
通工程

4.21 12.54 138.02

平均值 11.99 128.14

项目
商品混凝土装卸费
单价偏差率（%）

运输成本增量
（万元/20万方）

运输总成本
（万元/20万方）

昆明轨道交通5号线 4.7 118.58 1893.27

沪通铁路张家港站市政配套工程 4.4 124.06 1653.41

襄阳东津站综合交通枢纽 4.2 113.54 935.36

佛山西站综合枢纽配套工程 3.9 102.45 1763.25

长沙磁浮轨道交通工程 4.3 116.37 1524.95

平均值 115.00 1554.05

表9 搅拌车运输损耗率影响分析表

表11 商品混凝土运输单价影响分析表

图9 末端因素三影响程度图

7.4 末端因素四：商品混凝土运输单价偏差大

确认方法：现场调查

确认标准：商品混凝土运输单价偏差对症结影响

≥15%

确认过程：2017年5月18日，小组成员吴菁对施工现

场混凝土运输单价进行了调查，与概算运输单价进行了

比较，发现平均运输单价偏差率4.3%，如表10所示。

小组成员根据统计的商品混凝土运输单价的偏差

率测算运输成本的增量，并结合运输总成本，得到了

商品混凝土运输单价影响分析表，如表11所示。

项目
昆明轨道

5号线
张家港站
市政工程

东津站
综合枢纽

佛山西站
综合枢纽

长沙
磁浮

平均值

偏差率（%） 4.7 4.4 4.2 3.9 4.3 4.3

表10 商品混凝土运输单价偏差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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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中数据，商品混凝土运输单价偏

差对症结的影响=运输成本增量/运输总成本

=115/1554.05=7.4%（如图10所示），影响程

度小。

小组成员对各项目施工现场的商品混凝土实

际运输距离进行了统计，并与成本概算中所采用

的运输距离进行比较，得出商品混凝土平均实际

运输距离和平均概算运输距离，并得出△距离，

如表12所示。

项目
平均实际运输距离

（公里）
平均概算运输距离

（公里）
△距离（公里）

昆明轨道交通5号线 4.58 6.04 1.46

沪通铁路张家港站市政配套工程 4.14 5.75 1.61

襄阳东津站综合交通枢纽 4.95 6.24 1.29

佛山西站综合枢纽配套工程 3.78 5.48 1.7

长沙磁浮轨道交通工程 5.55 6.99 1.44

平均值 4.60 6.10 1.50

表12 商品混凝土运输距离统计表

图10 末端因素四影响程度图
图11 商品混凝土实际运输路线与概算运输路线示意图

确认结论：该因素不是要因。

7.5 末端因素五：商品混凝土运输距离偏差大

确认方法：现场调查

确认标准：商品混凝土运输距离偏差对症结影

响≥15%

确认过程：2017年5月26日，小组成员刘涛现

场调查发现，编制成本概算时，混凝土运输路线与

实际选择路线不一致，如图11所示。



勘察设计行业全国优秀
质量管理小组成果专辑

12

EXCELLENT QC ACHIEVEMENTS COLLECTION

确认结论：该因素是要因。

7.6 末端因素六：商品混凝土装卸费单价偏差大

确认方法：调查分析

确认标准：商混装卸费单价偏差对症结影响程

度≥15%

确认过程：2017年6月2日，小组成员陈珊通过

现场调查，发现商品混凝土装卸费单价的平均偏差

率为5.8%。

小组成员根据统计的商品混凝土装卸费单价的

偏差率测算运输成本的增量，并结合运输总成本，

得到了商品混凝土装卸费单价影响分析表，如表13

图12 末端因素五影响程度图

假设影响商品混凝土运输成本的因素主要是运

输距离，其他因素不变，则根据上述数据，商品混

凝土运输距离偏差大对症结的影响=△距离/平均概

算运输距离=1.5/6.12=24.6%（如图12所示），影

响程度大。

项目
商品混凝土装卸费
单价偏差率（%）

运输成本增量
（万元/20万方）

运输总成本
（万元/20万方）

昆明轨道交通5号线 5.58 60.25 1893.27

沪通铁路张家港站市政配套工程 4.64 65.78 1653.41

襄阳东津站综合交通枢纽 6.86 68.24 935.36

佛山西站综合枢纽配套工程 4.98 54.36 1763.25

长沙磁浮轨道交通工程 6.94 54.42 1524.95

平均值 60.61 1554.05

表13 商品混凝土装卸费单价影响分析表

图13 焊螺旋钢条钢条的钻杆

所示。

根据表中数据，商品混凝土装卸费单价偏差

对症结的影响程度=运输成本增量/运输总成本

=60.61/1554.05=3.9%（如图13所示），对症结影

响程度小。

确认结论：该因素不是要因。

7.7 末端因素七：部分人员经验不足

确认方法：调查分析

确认标准：部分人员经验不足对症结影响程

度≥10%

确认过程：2017年6月12日，小组成员肖夏调

取了各项目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编制记录。

随后对入职4年以内及4年以上同事编制的成本

概算进行了分类梳理，并对其成本概算的准确率进

行了测算，得到两组成员编制成本概算的准确率如

表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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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准确度差别平均值仅为

4.3%，该因素对症结影响程度小。

确认结论：该因素不是要因。

通过以上要因确认，QC小组找到了造成材料

成本和运输成本偏差大的主要原因：

①信息价分析法偏差大；

②商品混凝土运输距离偏差大。

8 制定对策

8.1 提出对策

要因确定后，小组成员针对2个要因，分别提

出了两种不同的对策方案，如表15所示，并分别对

每个要因的两种方案进行了比选。

8.2 比选对策

基于上述对策，小组成员制定了对策可行性

分析表。如表16所示，从有效性、可实施性、经

济性、可靠性和时间性五个方面进行分析，最终确

定：针对要因一“信息价分析法偏差大”，实施对

策为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商品混凝土概算价格；针

对要因二“商品混凝土运输距离偏差大”，实施对

策为开发基于GIS技术的Floyd最短运输路径算法。

序号 入职4年以内（%） 入职4年以上（%） 差值（%）

1 95.28 96.12 0.84

2 96.12 98.27 2.15

3 93.45 99.56 6.11

4 94.22 98.98 4.76

5 93.36 97.89 4.53

6 92.05 99.46 7.41

平均值 94.08 98.38 4.30 

序号 要因 对策

1 信息价分析法偏差大

安排专人收集工地周边其他项目商品混凝土价格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商品混凝土概算价格

2 商品混凝土运输距离偏差大

实地调查混凝土供应商地点，规划运输路径

开发基于GIS技术的Floyd最短运输路径

表14 两组成员成本概算编制准确度对比表

表15 对策提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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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制定对策表

选定对策后，小组成员按照“5W1H”原则

制定了相应的对策表。如表17所示，从对策、目

标、措施、地点、时间、负责人等方面逐一进行

落实。

针对2个要因，结合确认标准，对于对策一，

采取对应的三步解决措施，分目标量化为商品混凝

土概算价格与实际价格偏差率≤6%；对于对策二，

采取对应的三步解决措施，分目标量化为商品混凝

土运输距离与实际运输距离偏差率≤5%。

在此基础上，小组成员制定了各项对策的具体

目标、相应措施等内容，如对策表17所示。

序号 要因 对策

评        价
综合
得分

选定
对策有效性 可实施性 经济性 可靠性 时间性

1
信息价
分析法
偏差大

安排专人收集工地周边其他项目
商品混凝土价格

□ ◇ ○ ○ △ 13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商品混凝土
概算价格

◎ ◇ ◇ ◎ ◇ 22 √

2
商品混凝土运

输距离
偏差大

实地调查混凝土供应商地点，规
划运输路径

◇ ◎ ◇ □ □ 17

开发基于GIS技术的Floyd最短运
输路径算法

◎ ◎ ○ ◎ ◇ 25 √

序号 要因 对策 目标 措施 地点 时间 负责人

1
信息价
分析法
偏差大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
定商品混凝土概算

价格

商品混凝土概算价格与实
际价格偏差率≤6%

1. 调查工地周边商品混凝土
供应商信息

工地及办
公室

2017.7.1
~8.13

肖  夏2. 建立层次分析法评判系统

3. 通过评判系统确定商品混
凝土概算价格

2
商品混凝
土运输距
离偏差大

开发基于GIS技术
的Floyd最短运输

路径算法

商品混凝土运输距离与实
际运输距离偏差率≤5%

1. 确定路径影响因子

办公室
2017.7.1

~8.20
韩鹏辉2. 制作GIS地图及数据节点模型

3. 开发Floyd最短运输路径算法

表16 对策可行性分析表

表17 对策表

注：◎表示5分；◇表示4分；○表示3分；□表示2分；△表示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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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策实施

对策制定完毕，小组成员严格按照对策表列出

的改进措施加以实施，将具体对策的实施落实到责

任人，在实施过程中，定期检查实施的进程，严格

控制对策实施时间节点。小组以张家港站市政配套

工程为例进行说明。

9.1 针对“信息价分析法偏差大”这一要因，采取

以下三个措施：

9.1.1 措施一：调查工地周边商品混凝土供应商信息

小组成员以全覆盖扫描方式，实地对工地周边

商品混凝土供应商进行调查（如图14所示），发现

有6家商品混凝土供应商。

对每个商品混凝土供应商实地走访，调查其

供应产量、项目合同数量、财务状况以及是否有

产品质量合格证等数据，得到信息统计表，如表

18所示。

9.1.2 措施二：建立层次分析法评判系统

层次分析法评判系统的建立主要分为3个

步骤。

① 建立层次结构

小组成员将系统分为目标层、准则层以及方案

层，将商品混凝土概算价格放入目标层，将评判商

家优劣的指标放入准则层，最后将各混凝土供应商

放入方案层，具体如图16所示。

图14 工地周边商品混凝土供应商分布示意图 图15 层次结构示意图

供应商名称
是否有产品质

量合格证
供应产量（万

方/年）
大额合同
项目数量

中额合同
项目数量

小额合同
项目数量

财务状况
出厂价（元/
吨）（含税）

诚坤商砼公司 是 85 2 5 12 优 413

飞图混凝土公司 是 113 5 3 8 良 404

江山虎混凝土公司 是 64 1 4 5 优 425

恒安丰混凝土公司 是 155 7 12 11 良 415

怡丰商砼公司 是 78 1 5 4 中 422

固本建材公司 是 136 2 7 16 良 400

表18 商品混凝土供应商信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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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构造判断矩阵

通过对评判系统中三层的各个要素进行重要性

对比，得到判断矩阵，如图15所示。

③得出权重影响系数

在此基础上，得出权重影响系数，制作权重影

响系数表，如表19所示。

图16 判断矩阵

项 目 名 称
供应产量

（万方/年）
大额合同 中额合同 小额合同 财务状况

准则层权重影响系数 0.475 0.110 0.090 0.055 0.263

方案层

权重影响

系数

诚坤商砼 0.135 0.109 0.139 0.214 0.224

飞图混凝土 0.179 0.278 0.083 0.143 0.136

江山虎混凝土 0.101 0.056 0.111 0.089 0.204

恒安丰混凝土 0.246 0.389 0.333 0.196 0.156

怡丰商砼 0.124 0.056 0.139 0.071 0.098

固本建材 0.216 0.113 0.194 0.286 0.182

表19 权重影响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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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措施三：通过评判系统确定商品混凝土概算

价格

随后，根据层次分析法总权值计算规则，得

到商品混凝土供应商总权值排序并排序（如表20

所示），选取总权值最大的恒安丰混凝土公司作

为项目最优供应商，则商品混凝土概算价格为415

元/吨。

项目名称
供应产量

（万方/年）
大额合同 中额合同 小额合同 财务状况

总权值

准则层权重影响系数 0.475 0.110 0.090 0.055 0.263

方案层权重影
响系数

诚坤商砼 0.135 0.109 0.139 0.214 0.224 0.160

飞图混凝土 0.179 0.278 0.083 0.143 0.136 0.164

江山虎混凝土 0.101 0.056 0.111 0.089 0.204 0.123

恒安丰混凝土 0.246 0.389 0.333 0.196 0.156 0.244

怡丰商砼 0.124 0.056 0.139 0.071 0.098 0.112

固本建材 0.216 0.113 0.194 0.286 0.182 0.197

项目
昆明
5号线

张家港站市政
配套

襄阳东津站
综合枢纽

佛山西
综合枢纽

长沙磁浮工程 平均值

偏差率(%)

实施前 9.25 10.56 9.29 11.15 9.10 9.87

实施后 2.84 2.42 2.03 1.52 3.19 2.58

表20 总权值排序表

表21各项目商品混凝土出厂价偏差对比表

分目标检查：

实施了以上3个措施后，我们对其效果进行检

查。按照相同的思路，通过建立层次分析法评判

系统分析其他4个项目并确定商品混凝土概算价

格，与实际价格进行对比（如表21所示），发现

其平均偏差率为2.58%，小于目标要求的6%，分

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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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针对“商品混凝土运输距离偏差大”这一要

因，采取以下三个措施

9.2.1 措施一：确定路径影响因子

小组通过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确定了筛选范

围-S、工点节点-Kg、道路节点-Kd、拌合站节

点-Kb、经度-E及纬度-N等六个影响因子。

9.2.2 措施二：制作GIS地图及数据节点模型

利用高德地图API功能，小组成员将GIS地图分

为三快：卫星图、道路图层、及地理数据。其中卫

星图由高德开放平台代码下载获取，从而得到筛选

范围（如图17所示）；道路图层由高德地图图层分

解功能获取，得到工点节点、道路节点、拌合站节

点（如图18所示）；地理数据由高德经纬度坐标拾

取平台获取，得到经度和维度（如图19所示）。

上述步骤完成后，小组成员获得了模型信息数

据库，如表22所示。

利用模型数据库中各节点数据建立了节点连接

图17 获取卫星示意图

图19 获取位置经纬度示意图

图18 获取道路图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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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节点连接模型 图21 Floyd最短运输路径矩阵

模型，如图20所示。

9.2.3 措施三：开发Floyd最短运输路径算法

节点编号 所属类别 经度（E） 纬度（N） 前后节点

1 工点 120.536553 31.940003 5、7

2 工点 120.604875 31.945538 7、8

3 工点 120.611398 31.9266 8

4 工点 120.568139 31.942334 8、9

5 道路 120.562646 31.941751 1、13、14

6 道路 120.611741 31.950199 7、10、13

7 道路 120.573289 31.932136 1、2、5、6、10

8 道路 120.607964 31.915235 2、3、4、9、10、11、12

9 道路 120.616548 31.914361 4、8、11

10 道路 120.64367 31.914944 6、7、8、12、13、14、31

11 道路 120.636117 31.914652 8、9、12

12 道路 120.621354 31.898623 8、10、11、31

13 道路 120.580842 31.897457 5、6、10、14

14 道路 120.632684 31.844976 10、13、31

15 混凝土拌合站 120.673882 31.861889 10、12、14

表22 模型信息数据库

使用Floyd最短运输路径算法，首先初始化节

点连接模型矩阵，随后以节点中任一点对矩阵两点

间最短距离进行赋值，按照此种方法依次以各顶点

为中间节点更新矩阵每两点间的最短距离，最终得

到Floyd最短运输路径矩阵，如图21所示。

分目标检查：



勘察设计行业全国优秀
质量管理小组成果专辑

20

EXCELLENT QC ACHIEVEMENTS COLLECTION

将该算法应用到张家港站市政配套工程等

5个EPC工程项目中，得出了最短运输路径，

与实际运输距离对比，分析得到各项目商品混

凝土运输距离偏差率对比表，如表2 3所示。

经重新测算，发现商品混凝土运输距离平均偏

差率为3. 5 1%，小于目标要求的5%，分目标

实现！

10 效果检查

10.1 目标检查

通过本次活动，小组建立了合理的商品混凝土

概算价格确定方法和准确的路径计算算法。对策实

施后，小组成员重新测算了上述昆明5号线、张家

港市政配套工程等5个EPC项目的商品混凝土成本

概算（见表24），并进一步计算成本概算偏差率，

结果如表25所示。

从 表 2 5 可 以 得 知 ： 改 进 后 误 差 率 为

项目
昆明
5号线

张家港站市政
配套

襄阳东津站
综合枢纽

佛山西
综合枢纽

长沙磁浮工程 平均值

偏差率(%)

实施前 10.01 9.68 9.23 9.15 9.88 9.59

实施后 3.51 3.09 3.48 3.66 3.83 3.51

表23 各项目商品混凝土运输距离偏差率对比表

单位：万元/20万方

单位：万元/20万方

项目 材料成本 运输成本 采购成本 管理成本 其他成本 小计

昆明5号线 5503.66 1952.87 62.21 324.29 396.24 8239.29

张家港站配套 5096.13 1723.82 59.02 288.30 383.12 7550.41

襄阳东津站配套 5905.91 982.89 58.70 306.41 355.88 7609.81

佛山西站枢纽 5402.74 1819.85 60.25 324.09 385.12 7992.07

长沙磁浮工程 6233.49 1575.55 64.24 344.66 406.98 8624.93

平均值 5628.38 1611.00 60.88 317.55 385.47 8003.30

设计阶段 材料成本 运输成本 采购成本 管理成本 其他成本 合计

实际成本 5557.08 1554.00 56.88 227.55 352.47 7748.00

概算成本 5628.38 1611.11 60.76 317.46 385.57 8003.31

成本偏差 71.30 57.11 3.88 89.91 33.10 255.31

表24 改进后重新测算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汇总表

表25 改进后商品混凝土各成本组成部分偏差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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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31/8003.31=3.19%

即对策实施后，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偏差率降

低至3.19%。如图22所示，优于小组设定的偏差率

目标值3.89%。这表明，我们实现了EPC项目商品

混凝土成本概算偏差率的合理控制，完成并超越了

既定目标。

10.2 症结检查

基于上述数据，小组成员再次计算出了实施对

策后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各部分的偏差频数值以及

累计频率，如表26所示；并据此绘制了排列图，如

图23所示。

从表26、图23中可以看出，材料成本和运

序号 成本组成 偏差（万元）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1 管理成本 90 35.29 35.29

2 材料成本 71 27.84 63.14

3 运输成本 57 22.35 85.49

4 其他成本 33 12.94 98.43

5 采购成本 4 1.57 100.0

合计 255 100.00 - -

表26 实施对策后掘进工程分组成投资误差频数统计表

图22 效果检查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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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成本占总偏差的比例已分别下降至27.84%和

22.35%，材料成本和运输成本偏差大已不是本课

题的症结所在，已由原来的主要矛盾转换为次要

矛盾。

10.3 成果效益检查

10.3.1 经济效益

由于商品混凝土具有环保性、质量稳定性、

便捷性等特点，其在EPC项目中得到了广泛使用。

同时，准确编制符合实际的成本概算，合理对下结

算，是提高EPC项目经济效益的关键。

本课题成果通过在昆明5号线等5个EPC项

目上的成功运用，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经

统计，每20万方商品混凝土产生经济效益约300

万元。

10.3.2 质量效益

商品混凝土是项目采购中占比最大的材料之

一，是EPC成本控制的重点，编制精度满足要求

的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关系到EPC项目能否顺利

建成。通过利用本课题成果，EPC项目商品混凝

土成本概算编制精度提升约1.1倍，提高了成本管

理效率。

10.3.3 社会效益

本课题成果成功运用后，减少了EPC项目商品

混凝土成本概算编制中人力、物力投入，提高了我

院承揽EPC项目的能力，对我院开拓EPC市场起到

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准确的商品混凝土成本概

算是项目顺利建成的基础，为EPC项目如期投入使

用保驾护航。

11 巩固措施

11.1 成果标准化

为了将本次QC成果标准化，小组成员对活动

成果进行了经验总结，整理完成了《EPC项目商品

混凝土成本概算编制指南》，通过我院专家评审，

纳入我院重点技术储备，见图24、图25。

11.2 巩固期效果检查

为了进一步验证活动成果的有效性，在巩固期

内，小组成员利用课题成果按时间顺序测算了我院

同类项目如珠海西部中心城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昆明市草海片区一级开发工程及广州市南沙区万顷

图23 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偏差率排列图

图24 EPC项目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编制指南

图25 专家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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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时间 项目 偏差率（%）

1 2017.10.03 珠海西部中心城区 3.16

2 2017.10.11 珠海西部中心城区 3.09

3 2017.10.20 昆明市草海片区 3.03

4 2017.11.01 昆明市草海片区 3.08

5 2017.11.16 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 3.13

6 2017.12.01 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 3.11

7 2017.12.16 昆明东外环中路 3.12

8 2017.12.30 昆明东外环中路 3.10

表27 巩固期各项目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分析汇总表

图26 巩固期内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偏差率折线图

沙地块综合开发等工程，分别对其商品混凝土成本

概算精度进行分析，如表27所示；并绘制了折线

图，如图26所示。

由图26可知，巩固期内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偏

差率满足要求，活动效果持续有效。

12 总结与展望

12.1 总结

通过过去近一年的努力，小组成员紧密配

合，严格按照QC小组活动程序，认真组织开展

QC小组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通过本次活

动，小组成员充分认识到QC小组活动作为一种

先进的管理方式，通过采用PDCA活动程序对质

量管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通过培训和

实践，小组成员的QC知识及工具运用技巧得到显

著提升，为以后QC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还

有，活动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为提高EPC项

目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精度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的不足。由于时间的限

制，小组成员对5个EPC项目进行了调查，样本数

量相对较少；同时，小组成员对商品混凝土成本

的组成分解较为宽泛。针对不足，小组成员将持

续开展QC活动，不断完善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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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通过本次QC小组活动，小组成员圆满

完成了本次课题，积累了QC活动经验，增强了团队

凝聚力。

小组成员在活动后制作了自我评价表及自我评

价雷达图，如表28、图27所示。结果表明，通过

本次QC活动，小组成员在团队精神、质量意识、

QC知识等方面均有显著的提高，激发了岗位建功

的信心。

12.2 展望

我们将继续秉承精品设计理念，进一步深入开

展QC小组活动，持续解决技术难题，不断打造品牌

工程。小组一致决定：将《提高EPC项目钢筋成本

概算精度》作为下一次QC小组活动课题。

图27 小组成员自我评价雷达图

序号 评价内容 活动前（分） 活动后（分） 

1 质量意识 3 4.5

2 团队精神 4 4.6

3 进取精神 3 4.8

4 工作热情 4 4.5

5 改进意识 3.5 4.5

6 QC工具运用技巧 2 4.8

表28 小组成员自我评价表

专家：赵铁林，男，勘察设计行业优秀QC评审委员会评委，高级工程师

QC成果专家点评

成果总评价：该小组成立于2017年2月，属于攻关型

QC小组，有完整活动记录10次，活动过程中全员参与、

程序完整，各个步骤间逻辑完整，相互呼应。小组针对

EPC项目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精度低的问题，通过现场调

查，确定了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由五个部分组成，并找到

了EPC项目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偏差大的问题症结；通过

采用头脑风暴法对问题症结进行了分析梳理，找出了造

成材料成本和运输成本偏差大的7项末端因素；通过要因

确认，确定了信息价分析法偏差大等2条要因。并按5W1H

原则制定了对策，QC小组依据已制订的对策、措施，通

过建立科学的评判系统、编制最短运输路径算法，有效的

完成两个实施对策，并达到了对策目标。通过效果检查，

确认实现了课题目标，并制定了巩固措施，用于指导后

续EPC项目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的编制。为了持续改进工

作，小组提出了下一次活动课题。以上活动过程中，小组

使用的统计方法和工具正确、恰当、有效，得到的数据

详实，图表丰富。通过QC活动，小组取得的成果特色鲜

明，有针对性，并具有推广价值。

不足之处：①现状调查中表4-1、4-2、4-3中部分

名词表述不够明确，应进行明确表述。②要因确认中，末

端因素对症结的影响程度缺少较为充分的依据支撑，需补

充③目标检查中商品混凝土成本概算偏差率降低至3.19%

未见计算过程，需补充。④成果效益检查分别从经济效

益、质量效益、社会效益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但是篇幅较

少，需从三个方面着手，分别补充完善。⑤课题总结较为

简略，缺少详尽的表述，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活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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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组概况

三维土建设计QC小组成立于2013年，80%成员均

为三维土建模型主要设计人。为了解决设计工期短，

提升设计质量，小组成员不断地提升三维技术水平，

力争将三维土建模型的设计质量推向更高层次。

本小组在2015年《减少莱芜2×1000MW项目

施工图三维土建布置工时》活动中取得了良好的成

效，成功地将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工时减少55%，虽然

设计工时降低了，效率提高了，但小组还被一些问

题困扰着，所以小组依托盛鲁项目提出“降低盛鲁

2×1000MW项目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差错率”成为本

次QC小组活动的课题，见表1、表2。

降低盛鲁2×1000MW项目
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差错率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 三维土建设计QC小组

该成果被推荐为2018年度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小组名称 三维土建设计QC小组

小组成立时间 2013年3月 课题注册时间 2017年3月

课题注册编号 KT-2017-06 活动次数 10次

活动时间 2017年3月-2017年8月 平均每次活动时间 2小时

集体活动出勤率 97% 小组成员质量学习学时 36小时

课题名称 降低盛鲁2×1000MW项目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差错率

课题类型 攻关型

表1 小组简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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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文化程度 职  称 组内分工

1 杜兰洲 女 本科 工程师 组长，组织策划

2 王玉京 女 本科 工程师 技术支持

3 姜军海 男 本科 教  高 参与策划，技术支持

4 张明志 男 本科 教  高 策划协调 

5 郝  倩 女 硕士 工程师 对策实施、跟踪落实

6 刘香锋 女 本科 工程师 对策实施、跟踪落实

7 蔡  楠 女 本科 工程师 对策实施、跟踪落实

8 陈丽杰 女 本科 工程师 对策实施、跟踪落实

9 杜军伟 女 本科 工程师 对策实施、跟踪落实

10 薛婧然 女 本科 中级经济师 对策实施、跟踪落实

2  选择课题

2.1  选题理由（见图1）

表2 成员信息表

图1 选题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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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活动计划（见图2）

3 现状调查

3.1 现状分析:百万机组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差错情况

调查

小组以2×1000MW工程的全厂土建模型差错情

况为研究对象，对我院近两年完成的项目进行统计

分析见表3。

结论：由表可见，目前我院三维土建模型布置

差错数明显高于东北院、西南院、华东院。而山东

院与几大设计院在三维设计平台、三维综合实力、

三维技术水平相当，我们有望通过QC小组活动，达

到同行业单位三维土建模型布置水平。

3.2  找出主要症结

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差错情况及其所占比例

小组从所调研的项目中抽取已完成的同类机组罗

源项目，对项目土建专业三维布置过程中5个主要部

分所占差错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表4，图3。

图2 小组活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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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类别 工  程  名  称 差错数 平均差错数

2×1000MW
燃煤机组工程

山东院
2×1000MW

工程

莱芜发电厂项目 325

359

莱州发电厂项目 363

湄州湾发电厂项目 368

板集发电厂项目 367

罗源发电厂项目 372

东北院2×1000MW工程 253

254西南院2×1000MW工程 260

华东院2×1000MW工程 249

序号 项     目 差错数 差错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1 上部结构模型布置设计 262 70.4% 70.4%

2 地下设施模型布置设计 68 18.2% 88.6%

3 建筑模型布置设计 30 8.1% 96.7%

4 总交模型布置设计 7 1.9% 98.6%

5 其他 5 1.4% 100%

总    计 372 100% ／

表3 行业内同类机组三维土建模型差错情况比照表

表4 罗源项目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各部分差错分布表

图3 罗源项目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各部分差错排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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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如排列图所示，上部结构模型布置占总

差错率的70.4%，因此“三维土建上部结构模型差错

多”，是本课题的主要症结。

4 目标设定

4.1 目标值推测

经过小组讨论决定将 “三维土建上部结构模

型差错多”这一主要症结通过小组活动解决，小组

采用对兄弟单位调研的形式，统计了同机组工程三

维土建上部结构模型差错数，与目前我院目前三维

土建上部结构模型差错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统计见

表5。

   

×

类别 单位
上 部 结 构 模
型 布 置 设 计

差错数
平均值 差值

2×1000MW
燃 煤 机 组 工

程

山东院 262 262

（262-85）
/262=67.5%

华东院 88

85西南院 84

东北院 83

表5 山东院与其他院三维土建上部结构模型差错比对表

考虑我院目前三维技术水平及小组成员的综合

能力，并参考同行业技术水平，我们拟将“三维土

建上部结构模型差错多”这一主要症结通过小组活

动降低差错率67%。从而将三维土建上部结构模型

差错数由目前的262个减少到87个。

    

×

4.2 目标设定

根据现状调查的结果，小组决定通过解决“三

维土建上部结构模型差错多”这一主要症结，并兼

顾其他影响因素，降低三维模型布置差错率，提升

三维土建模型质量。拟将目标设定为197个（见图

4），即由现状的372个差错数降至197个差错数。

计算公式如下：

5 原因分析

针对现状调查发现的“主要症结”，小组成员集

思广益，展开讨论，分析导致“三维土建上部结构模

型差错多”的诸多因素，绘制因果分析图（图5）。

图4 目标设定

图5 因果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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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分析图得出七个末端因素见图6。

6 要因确认（见表6至表12）

末端因素一 导入计算数据软件接口不完善

确认内容 导入计算数据软件接口不完善，导致结构模型差错数量多

确认标准 上部结构模型差错数量不高于85个（同行院水平）

确认过程

小错组将罗源项目主要结构模型的差数量与同行院同机组项目进行对比：

序号 项   目 西南院 华东院 平均 山东院 差值
是否完善接口工具

山东院 对标单位

1 Tekla数据模型 30 31 30.5 50 19.5

未完善 　已完善

2 Staad数据模型 24 25 24.5 45 20.5

3 混凝土数据模型 15 16 15.5 102 86.5

4 Ansys数据模型 15 14 14.5 38 23.5

5 合计 84 86 85 235 150

确认方法 调查分析 确认时间 2017年4月22日 确认人 杜兰洲

确认结果及
影响程度分析

与同行院接口工具应用情况相比，我院未完善结构接口专用工具，导致土建模型差错数量>85个，
该因素对模型差错率影响程度高。

确认结论 要因

图6 七个末端因素

表6 末端因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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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因素三 未建立模型匹配数据库

确认内容 因模型匹配数据库未建立，导致结构模型差错率高

确认标准 上部结构模型差错数量不高于82个（同行院水平）

确认过程

小组将罗源项目未匹配数据库建模差错数量与同行院同机组项目进行对比：

序号 项   目 东北院 华东院 平均 山东院 差值
数据库是否建立

山东院 对标单位

1 匹配Tekla计算数据 25 24 24.5 50 25.5

否 是

2 匹配Staad计算数据 20 23 21.5 53 31.5

3 PKPM 26 25 25.5 108 82.5

4 匹配Ansys计算数据 10 11 10.5 35 24.5

5 合计 81 83 82 246 164

确认方法 调查分析 确认时间 2017年5月5日 确认人 刘香锋

确认结果及
影响程度分析

与在三维平台中未建立匹配数据库，导致土建模型差错数量>82个，
该因素对模型差错率影响程度高。

确认结论 要因

末端因素二 缺少计算数据提资

确认内容 结构计算数据来源较为困难，影响模型布置的准确率

确认标准 提资计算数据的影响上部结构土建模型差错数量<83个

确认过程

小组对罗源百万项目与同行设计院同机组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如下表所示：

序号 模   型
同行院是否
有计算数据

差错数量 山东院是否
有计算数据

差错数量

西南院 华东院 平均 山东院 差值

1
主厂房钢/混凝土

框架
有 31 30 30.5 无 50 19.5

2 主厂房钢屋架 有 10 10 10 无 28 18

3 锅炉钢架 有 20 23 21.5 有 48 26.5

4 混凝土结构 有 19 19 19 无 25 6

5 冷却塔结构及烟囱 有 2 2 2 无 5 3

合计 --- 82 84 83 156 73

确认方法 调查分析 确认时间 2017年4月25日 确认人 姜军海

确认结果及
影响程度分析

缺少提资计算数据，导致上部结构土建模型差错数量>83个，该因素对模型差错率影响程度高。

确认结论 要因

表7 末端因素二

表8 末端因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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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因素四 提资版次多

确认内容 提资版次是否过多造成反复核对图纸变化

确认标准 版次提资次数≤3次（按照与工艺专业提资配合3次标准测算）

确认过程

小组对罗源工程土建未标识版次的图纸进行了调查分析，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核对频率

1 主厂房框架 3

2 主厂房屋架 2

3 锅炉钢架 2

4 集控楼结构 1

5 除尘器支架 1

确认方法 调查分析 确认时间 2017年5月8日 确认人 蔡楠

确认结果及
影响程度分析

未标识版次次数较少，可忽略不计，该因素对模型差错率影响程度可忽略。

确认结论 非要因

末端因素五 结构专业设计内容多

确认内容 是否因为结构专业设计内容多引起土建结构模型布置差错率高

确认标准 同行业同类机组设计内容比较卷册数量不超过105册

确认过程

小组对同行业设计院同类机组结构专业设计卷册及杆件数量进行了调查分析，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结构专业卷册数量 对比结果

1 东北院百万机组 104

数量相当
2 华东院百万机组 103

3 西南院百万机组 105

4 山东院百万机组 104

确认方法 调查分析 确认时间 2017年5月11日 确认人 陈丽杰

确认结果及
影响程度分析

我院与其他同行业同类机组设计内容数量相当，不存在设计内容多的问题，
该因素对模型差错率影响程度可忽略。

确认结论 非要因

表9 末端因素四

表10 末端因素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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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因素六 人工设计模型差错率高

确认内容 是否因为人工设计模型导致三维模型布置差错率高

确认标准 模型差错数量≤5%

确认过程

部门采用网络化项目管理机制，配备专人校核，通过网上校审流程统计模型差错数量。

序号 模型 差错数

1 钢结构框架模型 1%

2 混凝土框架模型 3%

3 锅炉钢架模型 4%

4 冷却塔及烟囱结构模型 1%

确认方法 调查分析 确认时间 2017年5月12日 确认人 王玉京

确认结果及
影响程度分析

模型校审记录差错数量≤5%，该因素对模型差错率影响程度低。

确认结论 非要因

末端因素七 未采用统一数字化平台 

确认内容 设计人员不在同一个平台进行设计，导致数据冗余增加设计工时 

确认标准 采用统一数字化平台进行结构模型设计 

确认过程

小组对同行业设计院结构计算与三维布置平台进行了调查分析: 

序号 项目 结构计算平台 三维布置平台

能否采用统一数字化
平台完成全部设计

是 否

1 东北院 Staad、madias PDMS √ 

2 华东院 Staad、ansys SP3D、Revit √ 

3 西南院 Staad、tekla PDMS √ 

4 山东院 Staad、tekla PDMS √ 

确认方法 调查分析 确认时间 2017年5月12日 确认人 薛婧然

确认结果及
影响程度分析

结构计算与模型布置平台功能不同，结构侧重荷载的分析计算，布置侧重空间尺寸的布置合理，二
者无法集成在同一平台完成全部设计，该因素对模型差错率影响程度可忽略。

确认结论 非要因

表12 末端因素七

表11 末端因素六



勘察设计行业全国优秀
质量管理小组成果专辑

34

EXCELLENT QC ACHIEVEMENTS COLLECTION

经过全体小组成员对7个末端因素的分析，

最终确认了三维土建结构模型布置差错率高的3

个要因，见图7。

7  制定对策

针对两项要因，小组成员按照“5W1H”

的方法进行了分析讨论，制定了《降低盛鲁

2×1000MW项目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差错率》

见表13。 

序
号

要因 对策 目标 措 施 时间 地点 负责人

1
缺少计算
数据提资

增加结构计
算数据提资

通过结构计算数据
获取，确保了数据
来 源 的 可 靠 和 准
确。

1.整理结构计算软件的输出
数据，确认符合导入标准的
数据格式。

5.15-5.17
三维设
计技术
中心

杜兰洲

2.协调厂家，编写技术协
议，实现对钢架计算数据的
收集

5.17-5.25 陈丽杰

2
未建立计
算模型匹
配数据库

在三维平台
中建立计算
模型匹配数
据库

通过在三维平台中
建立计算模型匹配
数据库，三维模型
等级数据属性自动
赋值，使差错数由
原来的262个减至
165个,减少97个。

1.收集并整理三维模型杆件
型号；

5.20-5.22
三维设
计技术
中心

郝  倩
薛婧然

2.在三维平台中建立杆件型
号库；

5.23-6.10
王玉京
刘香锋

3

导入计算
数据软件
接口不完
善

小组成员通
过调研以及
二次开发，
完善并有效
利用可导入
计算结果的
软件接口

通过对软件接口的
进 一 步 完 善 、 应
用，实现三维模型
结构布置差错数量
由原来的262个降至
152个,减少110个。

1.调研结构计算数据导入接
口工具；

5.25-5.28

三维设
计技术
中心

张明志

2.开展接口工具的专题培训
及消化

5.30-6.20
陈丽杰
蔡  楠
姜军海

3.开展接口工具的二次开发 6.8-6.26 刘香锋

4.组织专用接口工具应用评
审；

6.28-6.30 杜兰洲

5.将接口工具应用至盛鲁项
目中。

7.1-7.10 全体成员

表13 降低盛鲁2×1000MW项目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差错率对策表

图7 确认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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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计算软件 文件类型 适用性 负责人 时  间 地点

1 Staad.pro结构计算 *.std 常用 刘香锋 5.16

土建结构
专业部室

2 PKPM结构计算 *.txt 应用较少 刘香锋 5.16-5.19

3 SAP2000结构计算 *.sap 应用较少 杜军伟 5.18-5.19

4 TEKLA结构计算 *.sdn 常用 杜兰洲 5.17 锅炉设计厂家

5 Ansys有限元分析 *.csv 常用 杜兰洲 5.17 水结专业部室

表14 数据文件分类汇总统计表

8 实施对策

8.1 对策一：增加结构计算数据提资

8.1.1 措施1：整理结构计算软件的输出数据，确

认符合导入标准的数据格式。

小组成员杜兰洲、刘香锋，对现有工程布置

设计过程中用于土建结构计算的软件分别进行了梳

理，软件可导出的文件类型符合通用数据交换类

型，因此确定选取常用的三类计算软件作为三维模

图8  常用软件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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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布置设计输入资料。

8.1.2 措施2：协调锅炉制造厂，编写技术协议，

实现对钢架计算数据的收集。

小组成员陈丽杰，协调厂家对盛鲁项目的锅炉

技术协议进行了重新修订，并提出在设计配合过程

中，由锅炉厂家按照提资版次同时提供锅炉钢架的

计算数据，见图9。

对策一实施效果：为计算数据的三维模型导入

提供了依据。确保了源头数据的准确。

8.2 对策二：在三维平台中建立计算模型匹配数

据库

8.2.1 措施1：收集并整理计算模型杆件型号；

小组成员王玉京、刘香锋按照不同结构计算软

件的数据格式进行了分类收集整理，明确常用杆件

模型型号类型，见图10。

8.2.2 措施2：在三维平台中建立杆件型号库；

小组成员王玉京、刘香锋按照分类收集的计算

Tekla计算数据整理

Staad计算数据整理

Ansys计算数据整理

图9 锅炉设备技术协议
图10 不同结构计算软件的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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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数据库
建立前

数据库
建立后

降低
差错数量

对策二
目标差错数

量
负责人 时  间 地点

上部结构三维模型布置
差错数量

262 160 102 165
王玉京
刘香锋

5.30-6.15 三维中心

表15 实施效果对照表

模型数据，与PDMS三维数据库进行了数据库建立

和匹配，见图11、图12、图13。

对策二实施效果：通过对计算模型数据的整

理，不仅是对常用计算数据的总结，也同时为三维

图11 Staad与PDMS杆件等级库匹配

图12 Tekla与PDMS杆件等级库匹配

图13 Ansys与PDMS数据库匹配

数据库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数据，见表15。

实现工作标准化：土建计算模型数据库与三维

模型数据库的匹配建立，使各工程结构数据更加准

确、数字、实用；

降低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差错率：盛鲁项目上部

结构三维布置差错数量降至160个，达到了对策二

的分目标要求，实施有效。

8.3 对策三：通过学习研发有效利用可导入计算结

果的软件接口

8.3.1 措施1：调研结构计算数据导入接口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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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在确认要因时对行业内几家同行展开了充

分调研，其中东北院土建三维布置采用直接与专业

计算软件对接的方式，华东院也同样采用了接口工

具导入计算数据。小组成员张明志在与其他院交流

过程中了解到，利用结构计算接口工具直接导入模

型可大幅度降低三维布置差错率，见表16、表17。 

8.3.2 措施2：开展接口工具的专题培训及消化

小组成员邀请软件公司来我院进行了专用接

口工具的培训，通过此次培训，使我们对土建计

算类接口工具有了全面的了解并能熟练掌握，接

口工具可以根据土建计算软件生成的杆件尺寸、

位置、型号属性，自动与三维平台内土建数据库

相匹配，并通过一键式导入模型的方法，大大提

高三维土建模型布置效率。对减少项目三维土建

布置工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见图14、图15、

表18。

序号 功   能 应用情况 负责人 时间 地点

1 Madias接口 已应用，运行稳定

张明志

5.25-5.28 东北院

2 Staad接口 已应用，运行稳定

3 Tekla接口 已应用，运行稳定

5.25-5.30 华东院

4 Staad接口 已应用，运行稳定

5 Ansys接口 已应用，运行稳定

6.1-6.4 西南院

6 PKPM接口 已应用，运行稳定

序号 项  目 差错数量 负责人 时间 地点

1 山东院使用接口软件不完善 262

张明志 5.25-5.28 三维设计技术中心2 同行设计院使用接口软件稳定 65

差  值 197

表16 同行设计院三维模型导入工具应用情况统计表

表17 山东院和同行设计院相同机组三维土建布置差错率比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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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小组成员对接口工具进行专题培训

图15 专题培训测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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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 杜兰洲 刘香锋 张明志 王玉京 蔡楠 郝倩 陈丽杰 杜军伟 姜军海

考核成绩 97 98 96 97 92 95 96 95 93

平均成绩 95.4

培训标准 平均成绩≥90分

培训效果 合格

表18 培训成绩表

接口工具各功能界面展示，见图16至图19。

Tekla计算数据导入界面

Staad计算数据导入界面

图16 Tekla计算数据导入界面 图17 Staad计算数据导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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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ys计算数据导入界面

PKPM数据导入界面

图18 Ansys计算数据导入界面 

图19 PKPM计算数据导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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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措施3：开展接口工具的二次开发；

针对混凝土结构类型，在消化计算接口工具的

基础上，小组成员姜军海还开发了基于CAD图纸

的数据读取专用工具，可快速利用读取混凝土结构

的外形及尺寸数据，作为与三维模型的二次数据输

入源，见图20。

8.3.4 措施4：组织专用接口工具应用评审；

小组成员对消化的结构计算接口导入工具及二

次开发的数据提取程序进行了评审，经评审，一致

认为：接口及二次开发工具操作简便，导入结果准

确，可大幅降低三维结构模型布置的差错率，从而

缩短了设计周期，大大提高设计质量，见图21。 

混凝土数据提取程

图20 凝土数据提取程 图21 结构计算结果导入评审报告及评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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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措施5：将接口工具应用至盛鲁项目（图22）

Staad计算模型

ansys计算模型

PDMS导入模型

tekla计算模型 PDMS导入模型

PDMS导入模型



勘察设计行业全国优秀
质量管理小组成果专辑

44

EXCELLENT QC ACHIEVEMENTS COLLECTION

混凝土结构数据 

PKPM数据模型 PDMS导入模型

PDMS导入模型

项 目
使用工具前差

错数量
使用工具后
差错数量

减少差错数量
对策三

目标差错数
量

负责人 时  间 地点

上部结构三维模型布置
差错数量

262 150 112 152
小组
全员

5.30-
6.15

三维
中心

表19 对策三实施效果

图22 将接口工具应用至盛鲁项目 



45

EXCELLENT QC ACHIEVEMENTS COLLECTION 勘察设计行业全国优秀
质量管理小组成果专辑

9 效果检查

9.1 课题目标值效果检查

通过小组成员的团结协作，齐心协力，我们顺

利完成了课题活动，并对应用效果进行了检查，统

计表明（见表20），

上部结构三维模型布置差错由实施对策前的

262个降至实施对策后的48个。

主要影响因素计算公式：262-102-112=48个

在解决主要症结的同时也兼顾了其他症结的解

决。地下设施模型布置设计差错数量由活动前的68

个减少到25个，建筑模型布置设计差错数量由活动

前的35个减少到10个

通过三个因素的解决，三维土建模型差错数由

活动前的372个降至活动后的90个，实现并超越了

目标值，见图23。 

三 维 土 建 模 型 差 错 数 计 算 公 式 ： 3 7 2 -

（102+112）-43-25=90

9.2 经济效益

小组采用新的三维土建结构布置方法后，降低

了盛鲁项目三维土建结构布置差错率，提高了设计

质量，节约了返工成本，见表21。

项  目
活动前差

错数
活动后差

错数
实际差
错数

上部结构模型布置设计 262 48

90

地下设施模型布置设计 68 25

建筑模型布置设计 35 5

总交模型布置设计 7 7

其他 5 5

序 号 项  目 差错数量
返工成本（材
料费+机械费+

人工费）

成本
（万元）

1 传统布置方法 372

1850

68.82

2 盛鲁项目方法 90 16.65

3 差  值 282 52.17

表20 差错数量统计表

表21 返工成本对照表

由表见，盛鲁项目共节约经济成本为：

282x1850=52.17万元，见图24。

9.3  社会效益 

本次小组活动成功降低了三维土建模型设计差

错率，提高了设计质量，节约了人力资源的消耗，

有效缩短了布置周期，满足了设计工期的要求，为

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保障。   

9.4  QC小组活动成果巩固期（见表22）

小组在随后开展的国投彬长百万机组布置设计

工程中，全面推广改进后的盛鲁三维土建结构布置

模式，完成了全厂土建三维布置，差错数量稳中有

降，本QC成果运行稳定，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图23 目标值实现

图24 经济效益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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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巩固措施

将制定的对策进行了巩固（图25）

11  总结及今后打算

11.1  总结

回顾小组的活动过程，小组成员收获颇丰：

通过本次活动，培养了小组成员的质量意识和按照

PDCA循环进行课题攻关的能力，增强了小组成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见表

23、图26。

项目
三维土建上部
结构差错数

三维土建布置
总差错数

传统模式产生的差错数 262 372

活动后项目差错数 48 90

彬长项目目标值 26 46

团队协作 QC知识 精细化计 解决问题 分析问题

活动前 8 5 5 7 7

活动后 9 7 8 9 9

表22 彬长项目差错数量统计表

11.2 今后打算

小组将以“提高工艺土建协同设计效率”为课

题，继续开展攻关活动，为后续工程更好的提高设

计效率，为业主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图26 小组成员自我评价雷达图

图25 巩固措施

表23 总结

附件1 《三维土建结构库设计指导手册》

附件2 《三维土建结构设计指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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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王伟，女，勘察设计行业优秀QC评审委员会评委，高级工程师

QC成果专家点评

一、总体评价

该课题由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三维土建

设计”QC小组完成，QC小组10人组成，小组的类型为攻

关型。

该QC小组运用“PDCA”的科学程序，针对三维土建

模型布置设计差错359个高于同行业105个这一现状，提出

以“降低盛鲁2×1000MW项目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差错率”

为小组活动课题，通过现状调查，运用排列图找到找到

了占70.4%的关键少数“上部结构模型布置”问题症结，

提出小组活动目标,降低至189，运用因果分析找出7条末

端因素，经过逐条确认后找出 “缺少计算数据提资”、

“未建立计算模型匹配数据库”、“导入计算数据软件接

口不完善” 3条要因，通过对每条要因制定对策，然后小

组通过努力，按照对策予以实施，经过效果确认，最终实

现减少三维土建模型布置设计差错小组目标，达到了解决

问题的目的，通过总结，提出了3条巩固措施和下一步打

算。小组按照问题解决型程序开展活动，过程完整，统计

技术应用正确，效果明显。

二、主要特点

1、 通过存在问题，提出课题，有依据；

2、 在“目标设定”目标值设定有数据支持；

3、 程序逻辑清晰，统计方法正确。 

三、不足之处

1、题目中的“布置”与“设计”概念相近，有点

重复；

2、“要因确认”时应根据对问题影响程度来判定；

3、该小组实际是软件开发，题目与实施内容不太对应；

4、每条对策实施后都应进行相应的效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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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组概况

核心同筑QC小组概况如表1所示。

小组精神为：攻坚克难，开拓创新。核心

同筑QC小组诞生于核电站建筑设计的第一线，

小组成员均为精力充沛、实践能力强的青年工

程师，平时主要负责核电厂中核岛厂房门表设

计、BOP建筑设计和核岛三维建筑模型维护等

工作。

为保证小组活动的有序开展，我们按照PDCA

的步骤制定活动计划和人员分工，详见表2。

缩短三维建筑模型维护时间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核心同筑QC小组

该成果被推荐为2018年度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小组名称 核心同筑QC小组 注册编号 CNPE-4000-QC-02-2017

课题名称 缩短三维建筑模型维护时间

成立日期 2016年3月21日 课题类型 攻关型

注册日期 2017年2月22日 活动时间 2017年2月至2018年3月

活动次数 15 出勤率 100%

小组成员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组内职务

李亚冬 女 28 助工 全面组织、整体筹划

李欣 女 30 工程师 对策实施、成果巩固

孙号锋 男 40 工程师 设定目标、确定要因

靳鹏 男 29 助工 制定对策、检查效果

纪雨青 女 25 助工 现状调查、总结记录

本小组成员均接受了TQM教育及ISO9001贯标培训

表1 QC小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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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QC小组活动计划表

2 选择课题

1.1 课题的选择

QC小组运用“头脑风暴法”，收集到多个可供

选择的课题，经筛选留下三个待选课题，后通过小

组全体成员评价，最后选定“缩短三维建筑模型维

护时间”作为小组该次活动的课题，详见表3。

三维建筑模型维护工作的名词解释：是指

由平面图纸转化为三维模型及后期所有三维修

改工作。

1.2 选题理由（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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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课题
评价项目

评价 选择
迫切性

可实
施性

预期
效果

经济性 推广性

　1、降低BOP施工图图纸错误率 7 7 8 6 7 35

　2、缩短三维建筑模型维护时间 10 9 9 8 10 46 √

　3、减少核岛厂房门表设计用时 8 8 9 8 9 42

表3 小组课题评价选择表

注：每项满分为10分。

图1 选题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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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状调查

3.1 调查一：三维建筑模型各类型维护用时调查

建筑专业主要负责三维模型中门、房间块、装修

层等的维护工作，为找到哪种类型维护用时和可压缩

的时间最长，小组对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各类

型维护用时进行了调查统计，统计数据见表4。

通过上述维护用时统计表，小组绘制了排列

图，由图2可以看出：

结论：装修层维护时间占三维建筑模型维护时

间为：48.0÷69.3≈69%

缩短装修层维护时间是小组的主要攻关方向。

3.2 调查二：装修层中各类型维护用时调查

小组对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期间装修层中

各类型维护用时进行了调查统计，调查发现装修层

类型主要有：台阶、坡道、地面洞口、排水沟、其

他等，统计数据见表5。

通过上述维护用时统计表，小组绘制了排列

图，由图3可以看出：

结论：地面洞口和排水沟维护时间占装修层维

护时间为：58.0%+29.5%=87.5%

是影响装修层维护时间的主要因素，应优先解决。

维护类型
维护时间（小时/人） 平均时间

（小时/月/人）
用时比例 累计比例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装修层 44.3 48.5 51.2 38.8 49.8 55.4 48.0 69% 69%

门 11.1 12.1 12.8 9.7 12.5 13.8 12.0 17% 86%

房间块 6.2 6.7 7.1 5.4 6.9 7.7 6.7 10% 96%

其它 2.5 2.7 2.8 2.2 2.8 3.1 2.6 4% 100%

合计 69.3 100%

维护类型
维护时间（小时/人） 平均时间

（小时/月/人）
用时比例 累计比例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地面洞口 25.5 28.4 29.6 22.6 29.0 31.9 27.8 58.0% 58.0%

排水沟 13.0 14.5 15.1 11.5 14.8 16.2 14.2 29.5% 87.5%

坡道 2.9 3.2 3.4 2.6 3.3 3.6 3.2 6.6% 94.1%

台阶 1.1 1.2 1.2 0.9 1.2 1.3 1.2 2.4% 96.5%

其它 1.5 1.7 1.8 1.4 1.7 1.9 1.6 3.5% 100%

合计 48.0 100%

表4‖三维建筑模型各类型维护用时统计表

表5‖装修层中各类型维护用时统计表

图2 排列图 
图3 排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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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人。

通过上述分析，最终小组将活动目标设定为：

缩短三维建筑模型维护时间为48小时/月/人

小组绘制目标柱状图，见图8。

5 分析原因

QC小组运用“头脑风暴法”，对地面洞口和

排水沟维护时间长的潜在原因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共找到末端原因7个，形成因果关联图，详见图9。

3.3 调查三：同类部门装修层中地面洞口和排水沟

维护用时调查

通过维护用时统计表（表6），对比本部门装

修层地面洞口和排水沟维护时间，小组绘制了折线

图，由图4可以看出：

结论：同类部门装修层地面洞口和排水沟的维

护用时，低于本部门维护用时

4 设定目标

通过以上调查可知，地面洞口和排水沟维护是

三维建筑模型维护时间长的症结。而地面洞口和排

水沟维护工作中，有约65%的工作是重复性的，把

重复性工作的时间进行有效压缩即可节省约50%的

工作时间。小组基于现状调研的情况，对比同类部

门先进水平，综合小组实际能力，认为可以短期内

解决症结的50%，见图5

地面洞口维护时间：27.8×50%=13.9小时

/月/人。

排水沟维护时间：14.2×50%=7.1小时/

维护类型

维护时间（小时/人）

平均时间
（小时/月/人）

用时比例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地面洞口 15.5 18.4 19.1 14.6 17.5 21.9 16.8 52.50%

排水沟 8.2 9.1 10.1 6.3 9.8 11.6 9.2 28.75%

表6‖同类部门装修层地面洞口和排水沟维护用时统计表

图8 目标设定柱状图

图4 折线图

图7 装修层维护用时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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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因果关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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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确定要因

为找到究竟哪些末端原因是真正影响问题

序号 末端原因 判断方式 确认内容 判别依据 负责人 完成日期

1
缺乏三维软件专业
技能培训

现场测量
三维软件专业技能培训
课时、效果及维护用时

对症结的影响程度 孙号锋 2017年6月

2
缺 少 相 应 的 个 人
计划

调查分析 制定个人计划人员比例
制定计划是否对症结
有影响

李亚冬 2017年6月

3 个人计算机硬件差 现场测量
计算机加载信息的平均
时间

加载时间占症结多少 纪雨青 2017年6月

4 操作步骤冗余 现场测量
是否有可以省略的操作
步骤

对症结的影响程度 李欣 2017年6月

5
缺少三维建筑模型
校审核标准

现场测量
因校审核意见不一致导
致修改的次数和用时

审核修改用时对症结
的影响程度

李欣 2017年6月

6
缺 乏 同 上 游 专 业
沟通

调查分析
模型维护人员同上游专
业进行沟通人员比例

沟通比例对症结影响
程度

靳鹏 2017年6月

7
缺少三维建筑模型
工作流程手册

现场测量
统计遗漏、延误资料单
数量

流程对症结的影响程
度

李亚冬 2017年6月

表7 要因确认计划表

的主要原因，小组制定了要因确认计划，详见

表7至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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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原因 缺乏三维软件专业技能培训

确认内容 三维软件专业技能培训课时及效果；

确认方法
1、现场调查培训记录；
2、现场考核维护人员；
3、现场调查维护用时。

判别标准 对症结的影响程度进行判断

确认过程

培训课时统计表

培训人员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培训课时 5 4 5 4 5 4.5 4.5 4.5 4 3 4 4.5 4

平均课时 4.3

测试成绩统计表

测试人员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测试成绩 95 84 95 80 95 92 90 94 84 72 76 88 85

平均成绩 86.9

维护用时统计表(单位：小时/月/人)

维护人员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维护用时 37 43 39 46 38 40 41 37 43 50 48 41 43

平均用时 42

1、查找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建筑专业13名维护人员培训记录，统计与三维软件专业技能相关
的培训如下：
2、小组对13名三维建筑模型维护人员进行了三维软件专业技能的测试，结果如下：
3、小组统计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期间13名维护人员进行地面洞口和排水沟维护用时情况，并绘制
散布图：

确认结果
　　经调查可知，三维软件专业技能培训课时较少，培训效果有待提高。且从培训课时、测试成绩和
维护用时的散布图可以看出，培训效果对地面洞口和排水沟维护用时影响较大。

确认人 孙号锋 确认时间 2017年6月

确认结论 要因

表8 要因确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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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原因 缺少相应的个人计划

确认内容 制定个人计划人员比例

确认方法 调查维护人员制定个人计划情况

判别标准 对症结的影响程度进行判断

确认过程

小组对13名三维建筑模型维护人员制定个人计划情况进行调查统计，统计数据如下： 

维护用时及制定个人计划情况表

维护人员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维护用时 37 43 39 46 38 40 41 37 43 50 48 41 43

是否制定计划 √ × √ √ √ √ √ √ √ √ × √ √

确认结果 经统计发现，制定计划对地面洞口和排水沟维护用时影响较小。

确认人 李亚冬 确认时间 2017年6月

确认结论 非要因

表9 要因确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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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原因 个人计算机硬件差

确认内容 计算机加载信息的平均时间

确认方法 测试模型维护人员计算机加载信息的时间

判别标准 对症结的影响程度进行判断

确认过程

计算机加载信息时间统计表

计算机编号 加载时间1（分钟） 加载时间2（分钟） 加载时间3（分钟） 平均加载时间（分钟）

1 0.45 0.43 0.47 0.45

2 0.66 0.63 0.60 0.63

3 0.70 0.68 0.72 0.70

4 0.48 0.45 0.54 0.49

5 0.84 0.80 0.82 0.82

6 0.24 0.30 0.30 0.27

7 0.47 0.50 0.48 0.48

8 0.62 0.58 0.65 0.62

9 0.55 0.54 0.60 0.56

10 0.30 0.36 0.29 0.32

11 0.38 0.40 0.37 0.38

12 0.55 0.49 0.53 0.52

13 0.26 0.28 0.32 0.29

现场测试13名三维建筑模型维护人员计算机加载信息至可操作状态的时间，每台计算机均测试3次并取
平均值，统计结果如下：

确认结果 13台计算机的平均加载时间均＜1分钟，对维护用时影响较小。

确认人 纪雨青 确认时间 2017年6月

确认结论 非要因

表10 要因确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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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原因 操作步骤冗余

确认内容 操作步骤是否可简化

确认方法 调查分析操作步骤省略的可能性

判别标准 对症结的影响程度进行判断

确认过程

小组对三维建筑模型维护步骤进行调查发现：
       1、装修面层的生成需要调取创建面层窗口、设定厚度、对面层轮廓依次选点定位等5个步骤。
      2、再调取孔洞生成窗口，通过锁定生成面、设定厚度、选点定位等7个步骤完成上面的一个留洞。
完成一个洞口的生成，需要用时约2分钟。
　
有多少个洞口呢？
       以福清5号机组为例，一个装修面层平均有40个洞口，需用时1.5小时。
　　　
福清5号机组有多少个这样的楼板呢？
       约100个。也就是说需要用100×1.5=150小时来完成装修层地面留洞的工作。
       另外洞口随时因为设备、管线的原因而变化，除了150小时的建模时间外，还需要大量的检查、修
改用时。 

厂房每层地面洞口展示图 洞口对比图

表11 要因确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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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过程

     目前楼板洞口的维护和装修层地面洞口的维护是分开进行的，如能够将二者进行联动，则可以节省
装修层地面洞口的维护时间。

ELEMENT之间建立联系如图：

　　同时，小组对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期间装修层地面洞口维护时间进行了调查统计，统计数据如
下：

维护类型

维护时间（小时/人）
平均时间

（小时/月/人）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地面洞口 25.5 28.4 29.6 22.6 29.0 31.9 27.8

　　由表可知，地面洞口维护时间为27.8小时/月/人，将楼板洞口的维护和装修层地面洞口的维护进行
联动，将节省大量的维护用时。

确认结果 经调查，操作步骤冗余，严重影响地面洞口和排水沟维护用时。

确认人 李欣 确认时间 2017年6月

确认结论 要因

表11 要因确认四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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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原因 缺少三维建筑模型校审核标准

确认内容 因校审核意见不一致导致修改的次数

确认方法 调查统计修改次数

判别标准 对症结的影响程度进行判断

确认过程

小组统计13名维护人员因校审核意见不一致而进行修改的次数，结果如下：

修改次数及用时统计表

维护人员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平均值

修改次数（次） 5 8 7 10 6 4 7 5 9 3 8 11 6 6.8 

修改用时（小时/月/人） 1.4 2 1 1.3 0.8 0.5 0.9 0.8 1.4 0.9 1.2 2 1 1.1 

确认结果 经统计，修改次数及用时对维护用时影响较小。

确认人 李欣 确认时间 2017年6月

确认结论 非要因

表12 要因确认五

末端原因 缺乏同上游专业沟通

确认内容 同上游专业进行沟通人员比例

确认方法 调查模型维护人员同上游专业沟通情况

判别标准 对症结的影响程度进行判断

确认过程

通过问卷形式，调查三维建筑模型维护人员是否同上游专业进行沟通，包括是否就洞口变动进行沟
通，是否就排水沟的走向进行沟通等3个问题，如下表：

同上游专业沟通情况调查统计表

调查问题 调查人数 进行沟通人数 比例

是否就洞口变动进行   沟通 13 11 84.6%

是否就排水沟的走向   进行沟通 13 12 92.3%

是否就各专业之间碰撞 进行沟通 13 11 84.6%

平均值 - - 87.2%

确认结果 13台计算机的平均加载时间均＜1分钟，对维护用时影响较小。

确认人 纪雨青 确认时间 2017年6月

确认结论 非要因

表13 要因确认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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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原因 缺少三维建筑模型工作流程手册

确认内容 遗漏、延误资料单数量

确认方法 调查统计遗漏、延误资料单数量

判别标准 对症结的影响程度进行判断

确认过程

小组对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期间遗漏、延误资料单数量进行了调查统计，统计数据如下：

遗漏、延误资料单数量统计表

月份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遗漏、延误资料单数量（A1/人） 4 3 5 3 4 6

平均数量（A1/月/人） 4.2

小组对资料单遗漏、延误导致的后果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确认结果 遗漏、延误资料单数量4.2 A1/月/人，对维护用时影响较大。

确认人 李亚冬 确认时间 2017年6月

确认结论 要因

通 过 对 末 端 原 因 的 逐 一 确 认 ， 小 组 认

为 地 面 洞 口 和 排 水 沟 维 护 用 时 长 的 主 要 原

因是：

表14 要因确认七

1、缺乏三维软件专业技能培训；

2、操作步骤冗余；

3、缺少三维建筑模型工作流程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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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制定对策

首先，针对主要原因“操作步骤冗余” ，

小组成员经头脑风暴会议，提出三项待选对策：

1、找专业软件公司对PDMS进行二次开发

2、小组成员同三维中心合作对PDMS进行

评价
符号

评价标准

得分
总计

有效性 可实施性 经济性 可靠性 时间性

◎ 预计有效性达90%
小组成员可自行

实施
费用支出1000元以内 确保运行5年

在2个月以内
完成

○ 能解决60%的问题
需要企业内部同

事协作
费用支出1000～10000

元
预计运行2年

需耗费2～4
个月完成

△ 可解决10%的问题 需要外单位合作 费用支出超过10000元
临时措施，5个
月后会再发生

需耗费4个月
以上完成

对三项待选对策的评价

对策1 ◎ △ △ ○ ○ 13

对策2 ◎ ○ ○ ◎ ◎ 21

对策3 ◎ ◎ ◎ ◎ ◎ 25

注：◎表示5分；○表示3分；△表示1分。

表15 对策评价选择表

二次开发

3 、 熟 悉 三 维 建 模 和 软 件 开 发 的 成 员 对

PDMS进行专业化二次开发

小组制定对策评价标准，通过分析评价三项

对策，见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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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待选对策3“熟悉三维建模和软件开发

的成员对PDMS进行专业化二次开发”评分较

高，小组予以采用。小组对另外2项主要原因

“缺乏三维软件专业技能培训”、“缺少三维

建筑模型工作流程手册”也分别选定对策“开

三维软件专业技能培训”、“编制《三维建筑

模型工作流程手册》”。

制定对策表

根据选定对策，小组按照5W1H原则制定

对策实施计划表，并运用PDPC法，设计、策

划多条措施路线， 以保证对策目标完成。详

见表16。

序
号

要因 对策 目标 措施
负
责
人

地
点

完
成
日
期

1

缺乏
三维
软件
专业
技能
培训

开 展 三
维 软 件
专 业 技
能培训

1 、 培 训
学时不低
于2课时/
月/人；
2 、 平 均
考核成绩
　 ＞ 9 0
分。

靳
鹏

会
议
室

2
0
1
7
年
9
月
6
日

2
操作
步骤
冗余

熟 悉 三
维 建 模
和 软 件
开 发 的
成 员 对
P D M S
进 行 专
业 化 二
次开发

1 、 开 发
出使楼板
洞口和建
筑面层修
改联动的
应 用 程
序；   
2 、 地 面
洞口和排
水沟维护
时间＜24
小时/月/
人。

李
欣

办
公
室

2
0
1
7
年
9
月
8
日

3

缺少
三维
建筑
模型
工作
流程
手册

编 制
《 三 维
建 筑 模
型 工 作
流 程 手
册》

1 、 发 布
《三维建
筑模型工
作流程手
册》；
2 、 平 均
考核成绩
＞90分。

1、收集整理三维建筑模型工作流程；
2、落实《三维建筑模型工作流程手册》的编、校、审人
员；
3、经部门领导批准后发布实施，进行宣贯、学习。

李
亚
冬

办
公
室

2
0
1
7
年
9
月
1
4
日

表16 对策实施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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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培训内容 培训学时 培训人数 培训时间

1 如何创建不规则楼板 3 13 2017.7.10

2 如何迅速进行楼板修改 1 13 2017.7.25

3 创建排水沟的快捷方法 3 13 2017.8.5

4 创建弧形洞的快捷方法 2 13 2017.8.20

测试人员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测试成绩 100 92 98 93 95 97 96 100 94 90 92 94 95

平均成绩 95.1

表17 三维软件专业技能培训计划

表18 测试成绩统计表

8 实施对策

小组成员按照对策实施计划表和过程决策

程序图，逐一实施对策。

8.1 对策一：开展三维软件专业技能培训

8.1.1 编制培训计划

7月4日至7月6日，小组成员靳鹏对三维软件常

用专业技能进行了收集，并根据维护人员需求编制

了三维软件专业技能培训计划，见表17。

8.1.2 进行三维软件专业技能的培训（图10）

小组按照计划对三维建筑模型维护人员进

行培训。

实施效果：

按照PDPC法的措施实施后，小组统计2017

年7月至9月期间13名三维建筑模型维护人员的

培训总课时为9小时，平均为3课时/月/人＞2

课时/月/人；三维软件专业技能进行测试，平

均成绩为95.1分>90分；平均维护用时38小时

/月/人< 39小时/月/人,达到对策目标。此对

策有效，见表18、表19。 图10 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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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人员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维护用时 33 39 35 42 34 36 37 33 39 46 44 37 39 

平均用时 38

表19 维护用时统计表(单位：小时/月/人)

8.2 对策二：对PDMS进行专业化二次开发

8.2.1 设计新程序功能

新应用程序应该具有哪些功能呢？为解决此

问题，小组召开PDMS软件新程序讨论会，并请所

有三维建筑模型维护人员参会，确定新程序功能

如下：

建筑面层的修改和楼板洞口的修改联动；

建筑面层中元素更新和专业修改同时保留。

8.2.2 进行新程序的开发

PDMS模型数据库中用来描述构件形状、位

置、层级、信息的ELEMENT是能够建立联系的。

同时，PDMS拥有二次开发语言PML，并且窗口操

作动作可通过程序语言来实现。

小组以PML语言为桥梁，进行结构楼板相关信

息的提取，后综合考虑装修面层和结构楼板的关联

性，进行程序的开发和编写，以使结构楼板洞口变

化自动反映在建筑面层中，实现建筑面层的自动生

成和修改，见图11。

 

8.2.3 测试新程序，找出弊端，进行修正

对新程序进行测试和试运行，发现楼板洞口的

修改能够迅速反映到装修面层中，但同时会影响其

它方面的修改，如沟道、坡面、轮廓等。小组对新

程序进行修改，使其能够对自动修改信息和保留修

改信息进行分类，区别处理，以实现更新和保留同

时进行，见图12。

实施效果：小组完成三维模型软件配套应用程

序的开发，并在部门内宣贯学习，见图13至图16。

图12 小组成员对程序进行测试

图13 新建面层界面

图11 以PML语言为桥梁 提取LEGAL MEMBERS下的有
用信息对应到建筑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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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更新面层界面

图16 操作完成界面

图15 修改面层界面

对策实施后，小组对2017年9月至2017年11月

期间三维建筑模型中地面洞口和排水沟维护用时情

况进行统计，见表20。

统计结果显示，软件配套应用程序运行后，地

面洞口和排水沟维护时间为22.9小时/月/人＜24小

时/月/人，达到对策目标，此对策有效。

8.3 对策三：编制《三维建筑模型工作流程手册》

8.3.1 收集整理三维建筑模型工作流程

小组成员李亚冬于7月8日对三维建筑模型工作

流程进行了调查，包括提资流程、维护流程、厂房

负责人沟通等。

8.3.2 落实《三维建筑模型工作流程手册》的编、

校、审人员

小组对《三维建筑模型工作流程手册》编写与

校审人员进行了分工，见表21。

月份 9月 10月 11月

地面洞口和排水沟维护用时（小时/人） 23.2 22.9 22.6

平均用时（小时/月/人） 22.9

表20 三维建筑模型中地面洞口和排水沟维护用时情况 



67

EXCELLENT QC ACHIEVEMENTS COLLECTION 勘察设计行业全国优秀
质量管理小组成果专辑

表21 编制计划

计划 责任人 完成日期

编制 李亚冬 2017.7.17

校对 李欣 2017.7.22

审核 孙号锋 2017.7.25

审定 刘建辉 2017.7.28

8.3.3 经部门领导批准后发布实施，进行宣贯、

学习

2017年8月1日《三维建筑模型工作流程手册》

完成初稿。8月2日至8月7日，小组成员对初稿进行

修改讨论，并征求各三维建筑模型维护人员的意见

和建议，经修改后于2017年8月10日定稿。

2017年8月12日，《三维建筑模型工作流程手

册》经部门领导批准后开始发布实施，并在部门内

进行宣贯、学习，见图17。

小组完成《三维建筑模型工作流程手册》的编

制，并在部门内宣贯学习，见图18。

对策实施后，小组对13名三维建筑模型维护人

员进行了关于《三维建筑模型工作流程手册》的测

试，统计结果见表22。

考核结果：三维建筑模型维护人员平均得分

为95.9分＞90分。通过以上对策的实施，小组

完成《三维建筑模型工作流程手册》的编制及发

布，并在部门内进行宣贯学习，各维护人员对三

维建筑模型工作流程的掌握有明显提高，小组认

为此对策有效。

9 效果检查

9.1 与小组确定的课题目标比较

本QC小组在该次活动中能切实抓住主要问

题，要因确定准确，对策制定合理，措施行之有

效，达到了预定目标值，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对策实施后，小组对2017年9月至2017年11

月期间三维建筑模型维护用时情况进行统计，见

表23。

统计结果显示，对策实施后三维建筑模型维

护时间缩短为42小时/月/人，小于课题目标48小

时/月/人，实现课题目标，见图19。

图18 《三维建筑模型工作流程手册》文件

测试人员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测试成绩 96 94 97 93 98 94 96 100 100 92 95 99 93

平均成绩 95.9

表22 测试成绩统计表

图17 宣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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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与对策实施前的现状进行对比

对策实施后，小组对2017年9月至2017年11

月期间地面洞口和排水沟维护用时进行了调查统

计，地面洞口维护用时比原来减少了的66.9%，

排水沟维护用时比原来减少了61.3%，小组活动

改进效果明显，见表24、图20。

活动后，地面洞口维护用时与原用时对比： 

9.2÷27.8≈33.1%。

排水沟维护用时与原用时对比： 

5.5÷14.2≈38.7%。

9.3 经济效益

9.3.1 节省成本

9.3.1.1 小组在活动期内降低的成本

活动后，三维建筑模型维护用时缩短：

69.3-42=27.3小时/月/人

活动期内三维建筑模型维护用时缩短：

27.3×5.5×13≈1952小时

因此，小组活动降低成本

1952÷（8×22）≈11.1人月

图19 活动前后对比图

9.3.1.2 小组在活动期内消耗的成本

小组活动共占用工时数：415小时

因此，小组活动消耗成本:

415÷（8×22）=2.36人月

因此，本次小组活动节省成本为：

11.1-2.36=8.74人月

9.3.2 工程效益

通过本次QC小组活动，缩短了三维建筑

模型维护时间，大大提升了三维工作效率，

节省了设计人工成本，能够更快更好的为业主提

供三维服务，同时为其它项目的顺利完成奠定了

基础。

9.3.3 推广价值

在本次QC小组活动过程中，优化和完善了

三维建筑模型维护程序，对后续三维建筑模型的

建立、维护和PDMS软件的使用和推广有重要意

义。通过本次活动，提高了三维设计人员在三维

建筑模型维护方面整体操作实践能力，起到了培

养队伍，锻炼队伍的作用。

月份 9月 10月 11月

三维建筑模型维护用时（小时
/人）

42.5 42.0 41.5

平均用时（小时/月/人） 42

月份 9月 10月 11月
平均用时
（小时/月

/人）

地面洞口维护用
时（小时/人）

9.5 9.1 9.0 9.2

排水沟维护用时
（小时/人）

5.7 5.5 5.3 5.5

表23 三维建筑模型维护用时情况统计表 表24 地面洞口和排水沟维护用时情况统计表

图20 装修层维护用时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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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社会效益

三维模型是展现设计产品最形象的方式之

一，缩短三维建筑模型维护时间，完善三维建筑

模型应用程序，体现了“华龙一号”先进、高科

技的特色，更体现了我们新一代核电技术与世界

接轨的能力与信心。

通过本次活动，使得质量意识更加深入人

心，QC知识得到了有效传播，并将对今后设计人

员的工作起到较好的指导作用。

10 巩固措施

对本次QC小组活动中采取的有效措施，小组

成员进行成果固化：

10.1 成果一

针对三维建筑模型维护过程中操作步骤冗余

的问题，小组成员开发出的应用程序，导入三维

数据中心，成为标准操作界面，并且编制了《三

维装修面层自动生成插件操作指导书》,见图21。

10.2 成果二

针对三维建筑模型工作流程不明确、不统一

等问题，编制《三维建筑模型工作流程手册》，

作为所级规程文件，在部门宣贯执行，使三维建

筑模型维护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见图22。

小组对巩固期内三维建筑模型维护用时情况进

行统计，统计数据显示：三维建筑模型维护时间较

为稳定，成果巩固状况良好，见图23、表25。

年份 2017年 2018年

月份 12月 1月 2月

三维建筑模型维护用时（小时/人） 42.5 42 41.5

表25 测试成绩统计表

图21 《三维装修面层自动生成插件操作指导书》

图22《三维建筑模型工作流程手册》

图23 巩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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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总结和下一步打算

11.1 活动总结

小组制定了活动总结表，详见表26。

11.2 小组总结

本 次 Q C 小 组 活 动 ， 缩 短 了 三 维 建 筑 模

项目 活动步骤 优点 今后努力方向

P

选择课题
以缩短三维建筑模型维护时间为主题，与工作内
容联系极其密切，对提高工作效率效果明显。

在今后工作中应随时注意身边可以作为
QC课题的内容，随时积累选题材料。

现状调查 用数据说话，对问题深入调查，能掌握重点。 加强方法的学习、训练和灵活应用。

设定目标 依据数据推估目标值，能客观设定目标。
加强数据收集和分析，使目标设定更明
确化与合理化。

分析原因

组员间集思广益，分析症结原因，去粗取精，最
终确定出主要原因，于众多因素中抓住了主要矛
盾并制订了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对策。

对做好的原因分析图应确认是否分析到
末端原因，对主要原因应尽可能用数据
说明其影响程度。

确定要因

制定对策

D 实施对策 对策富有创意，且有效解决问题。 制定对策时应注重实际，统筹兼顾。

C 检查效果 确认实施效果并予以追踪，确保效果稳定。 改进无止境，持续追踪，持续改进。

A 巩固措施
开发了PDMS软件配套应用程序，形成了规定性
文件。

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配合实际情况进行
修正。

表26 小组活动总结表

型 维 护 时 间 ， 达 到 了 课 题 目 标 ， 顺 利 完 成

任务。

在综合素质方面，小组成员从6个方面总结活

动中取得的无形成果，并制定了综合素质提升自

我评价表，详见表27。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活动前 活动后

活动成长

1 2 3 4 5 总分 平均 总分 平均

责任荣誉 无谓 平平 觉醒 提升 争取 17 3.4 23 4.6 1.2

团队精神 自我 犹豫 体会 互助 团结 18 3.6 23 4.6 1.0

进取精神 平平 沉思 提出 延伸 潜能 21 4.2 23 4.6 0.4

改进意识 放任 注意 提出 思考 求解 15 3.0 21 4.2 1.2

沟通协调 独断 询问 商量 协调 积极 15 3.0 19 3.8 0.8

QC知识 不懂 知道 理解 应用 活用 9 1.8 20 4.0 2.2

表27 QC小组综合素质提升自我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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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评价分析（图24）

1、小组活动后各方面较活动前都有提高；

2、团队精神及改进意识提高较大，在以后活

动中应继续保持并发扬；

3、QC知识水平得到较大提升，但仍需继续

加强学习；

4、沟通协调能力尚有待提高。

专家：蔺天才，男，勘察设计行业优秀QC评审委员会评委，高级工程师

QC成果专家点评

本小组课题是攻关型，小组针对核电厂中核岛三维

建筑模型维护时间不能满足业主需求和工程现场施工进度

要求的问题开展活动。通过对三维建筑模型各类型维护用

时进行分层调查统计分析和标杆对比，找出了地面洞口和

排水沟维护是三维建筑模型维护时间长的两个症结和对比

差距，测算确定了课题目标，并绘制关联图，分析原因，

确定末端因素。小组通过制定要因确认计划表逐一对七项

末端因素进行确认，确定了三项要因，并进行对策方案优

选，展开制定了对策实施计划表，小组采取了专业化二次

开发、编制工作流程手册和开展专业技能培训三项主要对

策，经过效果检查达到了缩短三维建模维护时间的目标，

通过编制指导书和完善工作流程手册对成果固化，运用于

新的项目三维建筑模型维护时间较为稳定，取得了较好的

技术效益和工程效益。

该成果总体符合《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准则》要求，

活动程序正确，数据充分，活动过程详实，现场发布效果

较好、条理清晰。小组在活动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

要的可改进之处如下：

1、按照《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准则》，小组活动计划

表非必须的内容，若制定出活动计划，在“小组概况”章

节的计划表中不应同时出现实际进度。

2、数理统计工具运用不够恰当：（1）现状调查中

的统计表缺少合计，排列图纵轴缺少单位，且数据前后不

一致；（2）要因确认一中应为折线图而非散布图，且不

同单位的数据不宜在同一折线图中展示。

3、设定目标分析中认为能短期内解决症结的50%依

据不足；要因确认计划表中的判断方式应采用“现场测

量”、“试验”或“调查分析”，确认内容和确认方法宜

合并。

4、三个要因的对策实施存在前后逻辑关系，宜将要

因一的对策实施列在要因三对策实施后；效果检查应该首

先针对症结的目标完成情况予以检查，并提供支持数据。

11.3 下一步的打算

通过本次QC小组活动，缩短了三维建筑模

型维护时间，QC小组将持续关注三维建筑模型

后续维护情况，进一步跟踪本次QC活动成果。

待选课题—— “减少核岛厂房门表设计用时”

上升为主要问题，小组将针对该课题择机开展

活动。

图24 自我评价雷达图
图25 下一步打算计划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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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组概况

1.1 注册登记（见表1）

1.2 小组成员（见表2）

电厂厂区综合管道支架三维建模新方法研究

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D虚拟建造QC小组

该成果被推荐为2018年度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小组名称： 3D虚拟建造QC小组

课题名称： 电厂厂区综合管道支架三维建模新方法研究

所属部门：
电源事业部
三维技术研究中心

辅导员： 张洪伟

课题类型： 创新型 课题编号： KT-QC-2017-010

注册编号： QC-2017-010 成立日期： 2017年01月09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称 专业 组内分工

1 肖南 男 35 硕士 高级 三维
组长：全面负责，项目策划、进度控制、可行性分
析，方案比选，制定对策

2 张洪伟 男 47 本科 高级 三维 辅导员：技术指导，方案制定

3 席学章 男 37 本科 高级 三维 技术指导，方案制定，效果检查

4 蔡赫明 男 24 本科 初级 三维
项目骨干，类比分析，方案分解，制定对策、具体实
施、资料整理

5 段修斌 男 30 硕士 中级 土建 项目骨干，具体实施、效果检查

6 章卫松 男 36 硕士 高级 土建 技术指导，方案制定，效果检查

7 石汉伟 男 38 硕士 高级 土建 技术指导，方案制定，效果检查

8 冯震坤 男 35 硕士 中级 土建 调查分析，方案研讨

9 张博 男 35 硕士 中级 土建 调查分析，方案研讨

10 唐智明 男 25 本科 初级 三维 具体实施、资料整理

表1 小组简介

表2 小组成员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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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活动情况

本小组认真学习《质量管理小组基础知识》

和《质量管理小组理论与方法》，并按照全面

质量管理的原则和方法严格执行。活动从2017

年1月至2017年5月，共集体活动8次。活动经过

PDCA循环，成功完成了课题的研究，最终达到

了预期目标，见表3。

2 课题选择

2.1 项目需求

我院设计的土耳其SOMA 2×255MW燃煤

电站项目工程，业主要求使用三维设计技术，同

时还要求三维模型范围扩展到整个厂区，其中就

包括了厂区综合管道支架部分。

该工程管道支架有以下特点：

（1）工程量大且复杂。根据业主的特殊要

求，以往有一些管道可以走地下管沟、电缆沟，

现在都要求采用管架的形式，导致本工程管架

工程量大，长达3415米，约为国内类似工程的5

倍，管架上的管道和电缆多且复杂。

（2）施工变更费用高。由于钢结构及相应

管道均为国内加工供货，导致在土耳其施工现

场维修和替换的费用很高，约为国内类似工程

3～6倍。因此，要求我方的设计质量很高，设计

工期也十分紧张。

根据项目三维设计大纲要求，在施工图纸完

成后10个工作日内需完成对应卷册三维模型的建

立工作。

为此小组成员展开了调研，对传统的手工

建模方案进行了评估。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 

148.5米长度的一段管架，经过5.5小时的手工

建模，能在PDMS中正确布置杆件577个。而土

耳其SOMA工程相关施工图，其厂区综合管道支

架长度约为3415米，杆件约25000多个，由此可

推算，按照传统手工建模的方式，土耳其SOMA

工程厂区综合管道支架模型布置约需要240个小

时（约30个工作日）。显然不能满足设计大纲

10个工作日的要求。

另外手工建模的方式不但效率低、且易出差

错，也不能满足设计质量的要求。

2.2 确定课题

基于以上对土耳其SOMA工程的分析，传

统建模方法无法满足该项目需求。因此经过小

组成员的多次讨论商议，必须利用各专业刚刚

开展施工图设计，三维建模工作还没有正式启

动的这段时间，研究一种三维建模的新方法来

满足项目需求。

为此，小组成员开展了查新活动，以寻找能

够借鉴的好方法。

QC小组通过万方数据、中国知网进行文献

检索，检索词为：PDMS、厂区管道支架、三

维、模型，此时无检索结果；我们以PDMS、

模型、转换为检索词，检索出两篇文献，分别

为：《一种简化PDMS三维模型的转换方法》

（山西科技，20 1 4 . 6）和《土建计算模型转

PDMS三维模型应用技术探讨》（山西建筑，

2015.7）。其中《土建计算模型转PDMS三维

模型应用技术探讨》（以下简称：借鉴文献）对

本次QC活动借鉴意义较大，它主要研究对于复

杂的主厂房计算模型，如何通过计算软件接口转

换到PDMS中，大幅减少建模工作量并提升设计

效率。

基于以上查新借鉴，小组成员一致认为能

够采用新的信息化手段来解决该问题，小组课

题确定为：电厂厂区综合管道支架三维建模新

方法研究，见图1。

3 设定目标及目标可行性分析

3.1 设定目标

要设定合理的目标，主要考虑到设计进度需

活动起
止日期

2017年01
月～2017年

05月
活动次数 8次 11月

集体活
动时间

28小时 出勤率 100% 41.5

表3 小组活动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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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保障，三维设计大纲要求施工图纸完成后

10个工作日内完成三维建模的工作，扣除碰撞

检查、校核、评审、修改、确认等时间约4个工

作日，建模时间目标值设定为6个工作日，48小

时，见图2。

3.2 目标可行性分析

近几年软件技术发展迅速且多样化，出现了

许多模型转换接口程序，应用于不同软件间的数

据传递。实际应用中在转换模型的基础上再进

一步调整完善模型，使其最终达到工程应用的标

准，这样将能大幅减少建立三维模型的时间。

3.2.1 与借鉴数据对比

如借鉴文献所述：在某2x350MW电厂工程

的主厂房中，原来手工建立三维土建模型需花费

约10天，采用了模型转换技术后，1天就能完成

相应的工作，时间缩短90%。

本小组根据借鉴文献中的方法，在我院设计

的马来西亚Balingian工程的主厂房中做了实际的

验证。如图3所示，使用Midas提供的建模工具创

建节点、轴线和杆件等模型，大约需要80小时，

完成整个钢结构主厂房计算模型全过程大约花费

112小时。若利用该主厂房已有的Staadpro计算

模型，采用模型转换接口导入在Midas中建立同

样的计算模型，建模时间仅花费4小时，时间缩短

95%，与借鉴文献中的结论基本相同。所以，研

究合理的先进的模型转换新方法成为减少整个钢

结构主厂房计算模型建模时间的关键因素。

图3 马来西亚主厂房Midas和Staadpro模型

图2 目标值

图1 课题选择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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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本课题的特点

土耳其SOMA工程由于国外业主有明确的设

计使用软件以及工程的其他特殊要求，与上述类

比工程（借鉴文献工程和马来西亚Balingian工

程）相比，在模型转换对象、模型数据格式、具

体的转换接口软件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详细见

表4。

所以借鉴文献采用的方法不能直接用于本项

目，但是可以借鉴采用类似的模型转换技术，

同时又考虑土耳其SOMA工程的模型量更大，

细节更多，小组成员经过慎重的分析判断，认为

将建模时间减少80%（240*（1-80%）= 48小

时），略低于上述类比工程90%和95%的数据，

那么课题的目标将很有可能实现。

另外，采用模型转换接口能减少手工建模带

来的人为差错，显著提高模型质量。

3.2.3 资源配置

我院配备了完整的PDMS协同设计软件，且

与各专业软件间的接口齐全，目前已广泛应用于

实际工程的设计中。

PDMS数据库中拥有完备的土建结构数据

库，涵盖了大部分现有的标准规范中所涉及的型

钢类型及截面尺寸，具备表达复杂钢结构模型的

条件。

我院负责厂区综合管道支架的结构设计工

作，拥有其结构计算模型，具备实施模型转换的

前提条件。

工程项目设总可以根据项目需求统一调配项

目各方面可用资源。

3.2.4 人员能力

QC小组成员包括：工程设总、结构主设

人、结构设计人、PDMS三维技术研发人员等，

组员知识结构和层次搭配合理，既有丰富的厂区

管道综合支架的设计经验，又有丰富的三维设计

平台开发和应用经验，为本项目的开展和目标的

实现提供了人力保障。

3.2.5 分析结论

经过以上分析可知，小组制定的目标具备可

行性。但厂区综合管道支架与上述类比的主厂房

情况不完全一样，且模型量更大，细节更多，所

以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4 提出方案并确定最佳方案

4.1 总体方案的提出及比选

针对厂区综合管道支架模型布置的总体方

案，小组成员采用“头脑风暴法”，小组成员畅

所欲言，共收集语言资料21条，见表5。

小组成员运用亲和图对上述具体意见进行整

理、归纳和整理，如图4。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计算模型导入并开发建

模工具方法”和“钢结构深化设计模型导入方

法”两种总体技术方案。

针对这两个方案，小组成员在模型获取、模

型完整度、转换接口、二次开发和补充建模等方

面对其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对比分析，如表6。

从表中的方案说明可知，方案一和方案二都

能开展本课题的工作；接下来小组从模型获取、

模型完整度、转换接口、二次开发和补充建模等

方面对两个方案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对比分析，

序号 对比项目 借鉴文献工程 马来西亚Balingian工程 土耳其SOMA工程

1 模型转换对象 PKPM模型 Staadpro模型 钢结构计算模型或深化设计模型

2 模型数据格式 .JWS .STD .DGN或.SDNF

3 具体转换接口 PKPM转PDMS接口 Staadpro转Midas接口 Implant或OpenSteel接口

4 模型细节 梁、柱、支撑等杆系结构
除杆系结构外，还有节点板、柱脚、

加劲肋等

表4 本课题工程与类比工程的差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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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以下结论：虽然方案一在模型获取上较方

便，转换接口的学习也较简单；但是方案二的模

型完整度更高，且不需要二次开发的费用，不需

要补充建模的工作量，更具有优势。

因此，采用方案二“钢结构深化设计模型导

入”作为总体方案。

4.2 方案分解

在确定了本QC小组课题的总体方案为“钢

结构深化设计模型导入方法”后，首先需要进行

第一级方案分解，面临导入接口和格式如何选择

的问题，经过调研和在网上查阅资料，提出两种

方案：方案一OpenSteel接口，SDNF文件；方

案二Implant接口，DGN文件。

4.2.1 模型导入接口和格式的选择

如图5所示，首先要确定钢结构深化设计导

入模型的接口和格式。厂区综合管道支架施工图

深化设计使用的软件为Tekla，其拥有丰富的模

型输出接口，与我院PDMS相匹配的有两种格式

的模型文件可以使用：SDNF格式（.lis文件）

和DGN格式（.dgn文件），下面对两种方案进

行说明，如表7。

本小组设计并进行了如下试验，用于这两种

方案的对比分析。

（1）选取土耳其SOMA工程中“某试验段

A段管道支架（以下简称：A段）”作为试验对

象，分别取得其对应的SDNF文件和DGN文件，

然后分别采用OpenSteel接口和Implant接口进

行导入操作，测试并记录所花费的时间，得到以

下试验结果，见表8。

（2）对试验段“A段”SDNF格式的三维模

序号 意见 

1 DGN格式模型在以往工程中有使用经验

2 具备Staadpro模型到PDMS模型的转换接口

3 具备SDNF格式模型到PDMS的转换接口

4 Staadpro模型不包含节点板

5 DGN格式模型不利于进行后续支吊架的设计

6 通过开发能实现快速建模工具

7 DGN格式模型导入操作简单

8 通过快速建模工具能提升建模效率

9 SDNF格式模型能进行后续支吊架设计

10 能获得钢结构深化设计模型

11 我院具有Staadpro计算模型

12 SDNF格式模型显示操作顺畅

13 具备DGN格式模型到PDMS的转换接口

14 钢结构深化设计模型完整且包含节点板

15 节点板模型需要补充建模

16 DGN格式模型显示和操作效率低

17 我院具备PDMS二次开发能力

18 能获得SDNF格式的模型

19 Staadpro模型转换接口在主厂房中使用过

20 SDNF格式模型的转换接口需要配置文件

21 能获得DGN格式的模型

表5 运用头脑风暴法收集的意见

图5 方案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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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亲和图

方案
方案一：计算模型导入并

开发建模工具方法
方案二：钢结构深化设计

模型导入方法

方案说明

将Staadpro的计算模型通过接口导入PDMS
中，之后针对不满足模型准确度的方面，利
用PDMS带有的二次开发接口，开发建模辅助
工具，进行结构构件和附件的调整和补充。    

将钢结构深化设计Tekla模型导入PDMS中，其中
就包括了钢结构梁、柱、支撑的布置、节点板设计
等。

模型获取
源模型为我院自主设计的计算模型，模型获
取简单快捷，0.5个工作日就能获得模型。 

源模型为深化设计Tekla模型，由项目设总统一调配
项目可用资源，预估2个工作日能获得模型。 

模型完整度
框架模型完整准确，但斜撑位置有细微偏
差，且缺少节点板等结构附件；预估模型空
间占位的完整度为80%。

模型完整、准确，包含了准确的斜撑位置和全部节
点板，模型空间占位的完整度为100%。

转换接口
使用盈建科计算软件提供的模型转换接口，
操作简单易学，1个工作日就能掌握使用。

使用Implant接口或OpenSteel接口导入模型，前者不
需要维护，后者需进行接口文件配置，使用方法较
复杂；预估2个工作日能掌握使用。

二次开发
需开发建模辅助工具，完成剩余20%的建模工
作。预估开发成本3万元。。

不需要进行二次开发。

补充建模
采用辅助建模工具，补充建模和调整模型有
一定的工作量，预估为3个工作日。

模型完整准确，不需要补充建模和调整模型。

综合结论 不采用 拟采用

表6 总体方案对比分析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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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方案一：OpenSteel接口，SDNF文件 方案二：Implant接口，DGN文件

方案说明
Tekla模型进行切分后导出为.lis文件，将该文件
通过OpenSteel接口直接导入PDMS，该接口的
使用需提前通过配置文件进行接口配置。

Tekla模型可导出为.dgn文件，将该文件通过PDMS的
Implant接口工具将模型转化为PDMS标准命令流文
件，直接导入PDMS。

表7 方案说明

操作项 方案一：OpenSteel接口，SDNF文件 方案二：Implant接口，DGN文件

增补截面库耗时 1小时 无需增补

编写截面匹配文件耗时 0.5小时 无需匹配

执行模型导入操作耗时 0.5小时 0.5小时

合计 2小时 0.5小时

表8 方案耗时对比

操作项 方案一：OpenSteel接口，SDNF文件 方案二：Implant接口，DGN文件

加载模型耗时 2秒 2秒

隐藏模型耗时 小于1秒 小于1秒

鼠标选择模型构件耗时 小于0.5秒 小于0.5秒

表9 方案模型显示效率对比

操作项 方案一：OpenSteel接口，SDNF文件 方案二：Implant接口，DGN文件

加载模型耗时 36秒 55秒

隐藏模型耗时 17秒 58秒

鼠标选择模型构件耗时 1秒 4秒

表10 方案大模型显示效率对比

模型分析 方案一：OpenSteel接口，SDNF文件 方案二：Implant接口，DGN文件

模型属性
模型为PDMS可识别的梁、柱、支撑及节

点板模型
模型为空间基本几何体

模型用途
既能用于碰撞检查，又能用于支吊架生根

等后续设计，具有多方面的用途
仅能用于碰撞检查，用途单一

表11 方案模型属性和用途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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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DGN格式的三维模型，分别进行加载模型，

隐藏模型，鼠标选择模型构件的操作，测试并记

录模型的响应时间，得到以下试验结果，见表9。

（3）由上表可知，因为试验段“A段”的

模型量较小（仅2M），对模型的显示效率影响

不大。因此又选用某工程的锅炉钢架SDNF格式

的三维模型和DGN格式的三维模型，其模型量

较大（达20M），分别进行加载模型，隐藏模

型，鼠标选择模型构件的操作，测试并记录模型

的响应时间，得到以下试验结果，见表10。

（4）对试验段“A段”SDNF格式的三维模

型和DGN格式的三维模型，分别查看其属性，

分析其用途。见表11。

通过以上的试验结果可知：

（1）方案二在模型导入时不需要提前做准

备工作，因此整个导入操作较简便，耗时较短；

（2）当模型量较小时，两种方案的显示效

率差别不大；当模型量较大时，方案一的显示效

率更高，考虑到整个厂区管道支架的模型量会超

过100M，因此方案一更有优势；

（3）方案一的模型既能用于碰撞检查，又

能用于支吊架生根等后续设计，具有多方面的

用途。

综合考虑以上三方面因素，在第一级的方案

分解，模型接口和格式的选择中，选择了方案一

OpenSteel接口，SDNF文件，如图6。

图6 确定模型接口文件格式

图7 方案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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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提出第二级分解方案

在确定使用OpenStee l接口导入SDNF格式

的钢结构深化设计模型后，经过小组成员集体讨

论，以头脑风暴的形式提出了该方案的重点，若

想要使导入的模型达到效率高且满足使用的要

求，需从模型导入前期准备、导入模型过程和模

型导入后期处理三个方面和七个步骤开展工作。

如图7。

接下来针对每一个步骤开展方案比选，采用

试验和调查分析等手段确定最佳方案。

4.2.2.1 模型文件的大小和分割

由于整个厂区管道支架的模型量很大，需要

对其模型文件进行分割。小组共提出了两种方

案：方案一按施工图卷册分割模型文件，方案二

按合适的大小分割文件。方案的说明见表12。

本小组设计并进行了如下试验，用于这两种

方案的对比分析。

将试验段“A段”模型分别按1M、2.5M、

5M、10M、15M的大小切割模型，然后将其导

入PDMS中，并对这些模型进行平移、旋转等操

作和查看，测试并记录其导入耗费时间和模型显

示响应效率，见表13。

通过以上的试验结果可知：

（1）随着模型文件量的增大，模型导入时

间显著增加；

（2）单个模型文件大小在5M以内，能保证

在PDMS中的顺畅操作。

对比分析：虽然方案一按卷册划分模型文件

是惯用的做法，模型层次清晰而且导入次数较

少，但是它存在以下问题：每个模型文件很大约

为30~50M，这样每个模型文件的导入时间会很

长，不利于我们及时查看导入的模型结果和排查

导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而且在后续的模型操作

和查看中，会出现卡顿和死机的现象，不利于模

型的应用。

同时，若模型文件太小，会显著增加切割文

件的数量，带来模型文件层次和管理的问题。因

此，小组将切割文件的大小定为不大于5M，这

样导入时间适中，切分文件数量适中，且不影响

导入后对模型的查看和操作。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选择方案二按合适的大

小（5M）分割文件。

4.2.2.2 补充PDMS中的截面库

P DM S提供了两种补充创建截面库的方

式，它们分别是：方案一使用Category工具补

充，方案二使用PML命令补充。方案的说明见

表14。

本小组设计并进行了如下试验，用于这两种

方案的对比分析。

在试验段“A段”模型需要增加的截面中随

机挑选25个，分别采用方案一和方案二进行补充

截面。测试并记录其操作过程次数和正确率，见

表15。

由于本小组成员掌握了PML语言的编程技

术，消除了技术障碍，再综合以上因素的分析，

方案二在操作过程和正确率方面都更有优势，因

此，选择方案二使用PML命令补充。

4.2.2.3 编写Tekla到PDMS的截面匹配文件

编写截面匹配文件是为了建立T e k l a 和

PDMS中相同截面的映射关系。文件中每一行都

代表一个截面的匹配关系，内容包含Tekla中的

截面名称，PDMS中的截面名称，依据的规范

等。为了编写得到该文件，小组提出了两种方

案，方案一采用传统文字处理工具编写，方案二

采用UltraEdit工具编写。

经过小组成员对这两种方案的调查分析，将

其各自的特点总结为表16。

综合考虑以上的调查分析结果，虽然方案一

平台选择范围广且简单易掌握，但是方案二再编

写效率和工具功能上更具有优势，能更好的支持

数量庞大的截面匹配文件的编写工作。因此，选

择方案二采用UltraEdit工具编写。

4.2.2.4 模型文件的导入

T ek l a的模型以SDNF格式导出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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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包括了杆件模型和节点板模型，在使用

OpenSteel接口导入PDMS时，可以对杆件模型

和节点板模型进行选择性导入。因此，小组成员

提出了两种方案，方案一杆件和节点板一起导

入，方案二杆件和节点板分开导入。

本小组设计并进行了如下试验，用于这两种

方案 方案一：按卷册分割文件 方案二：按合适大小分割文件

方案说明
厂区综合管道支架在一个项目中一般分为3至4
个卷册，在Tekla设计软件中按卷册切分模型，
分别导出.lis文件。

Tekla模型按合适的模型量切分模型，并分别导出.lis
文件。

方案 方案一：使用Category工具补充 方案二：使用PML命令补充

方案说明
从Tekla计算软件中导出模型截面表，按照截
面表中的截面，在PDMS土建数据库中使用
Category工具创建型钢截面。

从Tekla计算软件中导出模型截面表，将截面表使用
Ultra Edit工具制作成批处理文件，利用PDMS可识别
的PML命令批量更新截面库。

表12 方案说明

模型文件大小 1M 2.5M 5M 10M 15M

导入时间 1'40" 4'01" 8'16" 12'15" 19'02"

模型显示效率 cpu占用率始终小于70%在PDMS中操作流畅
cpu占用率会出现90%以上

出现卡顿和死机的现象

表13 模型大小与导入时间和显示效率对应表

表14 方案说明

对比项 方案一：使用Category工具补充 方案二：使用PML命令补充

操作过程次数
对于每种型钢截面都需要创建一个.csv表格文件，

手工填入数据后导入，操作过程超过20次。
25个截面需要操作500次。

编制PML命令可以采用批量复制修改的方
式，执行PML命令可以忽略截面个数的影

响，所以总的操作次数小于25次。

正确率 发现1个截面错误，正确率96% 正确率100%

难度
按PDMS操作手册中的方法采用对话框交互操

作，难度低
需要掌握编程技术，难度高

是否采用 不采用 拟采用

表15 方案模型属性和用途对比

方案的对比分析。

（1）选取土耳其SOMA工程中“节点板数

量较多的某试验段B段管道支架（以下简称：B

段）”作为试验对象，在导入时分别执行方案一

和方案二，测试并记录导入次数、模型层次和模

型的性能，见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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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方案一：传统文字处理工具编写 方案二：UltraEdit文本工具编写

方案说明

在补充PDMS型钢截面库后，在截面匹配
文件中按照OpenSteel接口截面匹配的相

关要求，使用记事本等工具添加新增的截
面。

在补充PDMS型钢截面库后，同样利用
UltraEdit工具的“列操作功能”，将新增
的型钢截面和PDMS中相应型钢等级名称

填写到界面匹配文件中。

平台
该方案可使用任何一款文字处理工具，选

择范围广，且使用简单，易于掌握。

该方案需选择一款支持“列操作”功能的
高级文件处理软件，如UltraEdit，工具要
求高，且使用有一定难度，需要学习才能

掌握使用。

效率 经实际测试，每补充10条截面用时：70秒 经实际测试，每补充10条截面用时：30秒

功能
利用记事本、写字板等工具功能简单，仅

有文件、编辑、格式、查看4项功能。

UltraEdit 功能强大，除文件、编辑、格
式、查看等基本功能，还有视图、列、

宏、脚本等多项高级功能。

是否采用 不采用 拟采用

对比项 方案一：杆件和节点板一起导入 方案二：杆件和节点板分开导入

SITE层次
层次为3级

杆件和节点板混合存放
层次为4级

杆件和节点板存放在不同层次

操作次数 1次 2次

查看模型 只能一起查看 构件和节点板可分类查看

模型显示性能 旋转和平移操作流畅，cpu占用率小于50%。

表16 编写Tekla到PDMS的截面匹配文件的方式选择表

表17 方案对比

（2）由于节点板为基本几何体，没有截面

库做底层支撑，占用的显示资源较大。因此，小

组对杆件和节点板模型分别做了测试，记录了它

们各自的加载耗时、隐藏耗时、鼠标选择构件耗

时。见表18。

通过以上的试验结果可知：由于节点板的存

在，使模型加载耗时，隐藏耗时，鼠标点选构件

耗时显著增加，给模型的后续应用造成了障碍。

因此，将杆件和节点板分开导入，存放在不同的

层次中，便于应用时单独查看杆件模型，减少节

点板模型的干扰。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虽然方案一导入的次

数较少，在旋转和平移模型时操作也比较流

畅，但是方案二在单独查看杆件模型及后续的

应用方面更有优势，因此选择方案二杆件和节

点板分开导入。

4.2.2.5 导入模型校核方式

在PDM S中直接查看和校核模型的几何

尺 寸 和 属 性 非 常 麻 烦 ， 因 此 小 组 提 出 了 两

种 变 通 的 方 式 校 核 模 型 ， 它 们 分 别 是 ： 方

案一采用PDMS快速报告功能，方案二采用

Op e n S t e e l生成导入报告功能，方案的说明

见表19。

经过小组成员对这两种方案的调查分析，将

其各自的特点总结为表20。

综合考虑以上的调查分析结果，方案二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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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项 杆件和节点板模型 仅杆件模型

加载模型耗时 76秒 4秒

隐藏模型耗时 39秒 小于1秒

鼠标选择杆件耗时 3秒 小于0.5秒

鼠标选择节点板耗时 5秒 ---

表18 显示效率对比

方案 方案一：PDMS快速报告功能 方案二：生成导入报告

方案说明
利用PDMS的快速报告功能，生成每根杆件的
名称和其截面等级名称，若所有杆件都有对应
的截面等级，表明模型没有问题。

在导入模型的过程中，生成导入日志，其中有杆件匹
配结果，若所有杆件匹配成功，表明模型没有问题。

表19 方案说明

方案 方案一：SITE整体移动 方案二：批量移动杆件和节点板

方案说明
在测量现有模型和轴网的相对距离后，通过移动
整个SITE的方式，将模型移动到正确的位置。

在测量现有模型和轴网的相对距离后，通过Model 
Editor工具框选所有三维模型，统一挪动到正确的
位置。

表21 方案说明

对比项 方案一：PDMS快速报告功能 方案二：生成导入报告

校核过程
该方案直接利用PDMS自带的报告功能，查看是
否所有杆件都有截面等级，预估耗时20分钟。

该方案只需查看导入日志文件，只需要1分
钟，较为简便省事。

生成报告
PDMS快速报告格式可保存为模板，每次导入模型
后按模板生成报告。根据经验，报告模板制作约
需5分钟，每段模型导出报告需要用时10秒左右。

无需设计人员操作，导入每段模型后自动
生成导入日志，每段模型生成报告需要5秒
左右，只需查看日志文件中有无匹配失败
的截面报告即可，效率高。

报告内容
该方案生成的快速报告可得知哪些杆件没有成功
匹配到截面。
校核正确率100%。

该方案查看导入报告可以得知哪些截面没
有匹配成功，但可能存在匹配文件正确但
数据库中内容缺失的误报情况。

是否采用 不采用 拟采用

表20 校核方式方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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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方案一：SITE整体移动 方案二：批量移动杆件和节点板

移动模型操作耗时 9秒 67秒

导入后查看杆件坐标
杆件坐标为相对于SITE的坐标。每个坐标换算耗

时20秒。
杆件坐标为绝对坐标，无需换算。

导入后查看模型集合 模型集合为绝对坐标 模型集合坐标为(0,0,0) 

是否采用 拟采用 不采用

方案 方案一：整体备份 方案二：以SITE为单位备份

方案说明
使用PDMS提供的DBListing功能将整个厂区综
合管道支架导出为一个PDMS数据流文件作为备
份。

使用PDMS提供的DBListing功能，以SITE
为单位分别导出为PDMS数据流文件作为
备份。

备份操作次数
该备份方案只需进行1次导出操作，只生成一个备
份文件，易于保存、传输。

使用PDMS提供的DBListing功能导出数据
流文件时，需要10至20次导出操作；导出
备份文件数量多，保存和传输的便利性略
显不便。

恢复灵活性
若将来使用备份文件时只需要其中一部分（如只需
要杆件模型），则无法将备份文件分开部分导入。

该备份方案以SITE为单位进行备份，将来
可按需要进行分开导入（如杆件和节点板
分开导入等），非常灵活。

备份的安全性
将模型整体备份时，如果备份过程中出现异常，
会导致备份整体损坏，不利于备份的安全性。

采用多文件备份，如果备份过程中出现异
常，损坏的只是单个文件，其它已完成的
备份文件不受影响，有利于备份的安全
性。

是否采用 不采用 拟采用

表22 方案对比

表23 模型备份方式选择表

报告时间短，校核过程简单快捷，优于方案一。

虽然可能存在误报情况，小组决定在数据库增补

步骤中加强检查，确保数据库的完整性，有效的

降低误报的可能性。最终，小组选择方案二采用

生成导入报告功能校核。

4.2.2.6 模型拼接方式

由于Tekla计算软件和PDMS三维平台两者

的轴网坐标不相同，通过OpenS t e e l接口导入

PDMS的三维模型，通常并不在正确的位置，

需要将导入PDMS的三维模型移动至PDMS中

厂区综合管道支架轴网所标示的位置。小组提

出了两种方案，分别是：方案一S ITE整体移

动，方案二批量移动杆件和节点板，详细说明

见表21。

本小组设计并进行了如下试验，用于这两种

方案的对比分析。

（1）选取试验段“A段” 和“B段”作为

试验对象，分别采用方案一和方案二进行模型的

拼接。测试并记录其移动模型耗时、换算坐标耗

时和导入后查看模型集合，见表22。

通过以上的试验结果可知：

（1）方案一操作耗时少，模型响应速度较

快，方案二在模型移动过程中会出现卡顿；

（2）方案一的SITE模型集合坐标为绝对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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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便于反映模型集合的空间位置，但杆件的位

置为相对坐标，若要取得其绝对坐标，需换算；

（ 3 ） 方 案 二 的 S I T E 模 型 集 合 坐 标 为

(0,0,0)，无法反映其空间位置，但杆件的位置

为绝对坐标，无需换算。

由于导入的模型都较大，所以在进行移动、

拼接操作时，需考虑到方法的性能，即移动操作

会不会出现卡顿的现象。综合考虑以上因素，选

择方案一按SITE整体移动。

4.2.2.7 模型备份方式

在完成模型的拼接之后，模型的备份工作不

可缺少。小组成员提出了两种方案：方案一将整

个模型整体备份，方案二以SITE为单位备份。

经过小组成员对这两种方案的调查分析，将

其各自的特点总结为表23。

小组成员综合考虑以上因素，认为模型备份

的安全和模型恢复的灵活性对工程应用意义重

大，尽管方案二备份操作次数较多，小组仍采用

方案二以SITE为单位备份三维模型。

4.3 确定最佳方案

小组经过上述两级八个步骤的方案分解和方

案比选，最终确定了最佳方案。其分解图见图8

和图9。

5 制定对策

针对所确定的最佳方案制定相关对策、目标

与措施，具体内容详见表24。

序
号

最佳
方案

对 策
What

目 标
Why

措 施
How

地 点
Where

时间
When

负责人
Who

1
按合适
大小分
割文件

按不超过
5M分割
模型文件

使每个模型导入
PDMS后，将其加
入三维视图的延时
不超过10秒。

1、按要求提供模型文件和截
面表
2、制定明确详细的提资内容
与要求

院内
2017.3.16~
2017.3.17

章卫松
石汉伟
冯振坤

2
使用
PML命
令补充

使用PML
命令批量
补充截面
数据库

1、使Tekla和PDMS
中截面对应率为
100%
2、补充建立截面库
时间不超过6小时

1、查看Tekla模型截面列表
2、在UltraEdit软件中制作批
处理文件
3、在PDMS中导入批处理文
件，批量补充截面库

院内 2017.3.20
肖南

蔡赫明

3

Ultra 
Edit 文
本工具
编写

以Ultra Edit
文本工具
编写
截面匹配
文件

1、截面匹配率为
100% 
2、截面匹配文件编
写时间不超过2小时

1、查看Tekla模型截面列表
2、找出新增的PDMS截面类
型列表
3、按照截面匹配文件格式要
求，使用Ultra Edit软件批量补
充编写截面匹配文件

院内 2017.3.21
蔡赫明
唐智明

4

杆件和
节点板
分开导
入

分别导入
杆件和节
点板模型

能单独加载显示杆
件模型，且其加载
显示时间不超过5秒

设置截面匹配文件、材料匹配文
件和方向匹配文件的路径
选择需要导入的模型文件
勾选杆件模型，进行导入操作
勾选节点板模型，进行导入操作

院内
2017.3.22

~
2017.3.24

肖南
蔡赫明

5
生成导
入报告

根据导入
报告校核
模型

报告中出现
“All profiles were 
mapped”结论，模
型正确率100%

1、生成并保存导入报告
2、查看每个导入报告中截面
匹配部分情况

院内
2017.3.22

~
2017.3.24

冯振坤
张博

6
SITE整
体移动

以SITE为
单位移动
并拼接模
型

模型拼接正确率
100%

1、测量好模型与实际位置的
相对距离
2、使用Position By工具对其
进行整体移动

院内
2017.3.27

~
2017.3.28

段修斌
蔡赫明

7
以SITE
为单位
备份

导出所有
SITE作为
模型备份

备份成功率100%
模型恢复成功率
100%

选择需要导出的SITE层次，
确定将要导出的文件路径和文
件名
使用DBListing工具，将模型
导出为.mac备份文件
使用DBListing工具，将.mac备
份文件恢复为三维模型

院内 2017.3.29
唐智明
蔡赫明

表24 对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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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最佳方案分解图

图9 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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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策实施

全体成员按照对策表的要求，分工合作，共

同攻关，克服困难，落实每一项措施。

6.1 对策实施一：按不超过5M分割模型文件

6.1.1 实施详情

1、小组成员和土耳其SOMA项目组成员紧密

配合，按照方案选择时的试验结果要求，即每段

模型文件不大于5MB，提供切分好的模型文件和

由Tekla中导出的截面表文件，如图10、图11。

2、小组成员制定了明确详细的提资内容与

要求，并形成文件，为以后工程厂区综合管道支

架钢结构模型提资起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6.1.2 对策效果检查

模型文件的切分是为了使导入PDMS的模型

可以更流畅的进行查看、移动、应用等操作，在

对策实施导入后进行目标检查，发现每段模型大

小合适，分别在PDMS中显示时可流畅的进行旋

转查看、移动等操作，每段模型加载入三维视图

的时间均小于10秒，完成了“不超过10秒”的

对策目标。

结论：对策目标达到，措施有效。

6.2 对策实施二：使用PML命令批量补充截面数据库

6.2.1 实施详情

1、查看Tekla模型截面列表

查看从Tekla中导出模型中所用到的型钢截面

列表，并按照型钢界面类型进行分类，见图12。

部分热轧型钢参照《热轧型钢》(GB /T 

706-2008)；热轧H型钢和T型钢参照《热轧H

型钢和部分T型钢》(GB/T 11263-2010)；部

分其他常用型钢参照《钢结构设计手册》和《钢

结构连接节点设计手册》(第二版)。将截面表中

图10 模型文件列表

图11 模型文件

图12 型钢截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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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截面分为标准型钢截面和非标型钢截面两类。

标准型钢截面：

在我院修订的PDMS土建标准化型钢元件库

中检查截面表中的标准型钢是否存在，若不存在

则按照最新的规范手册进行增补。土建标准型钢

截面库如图13。

非标型钢截面：

在我院非标型钢元件库中对缺少的非标型钢

截面进行增补，如图14。

2、在UltraEdit软件中制作批处理文件

该对策实施的重点是使用UltraEdit进行批

量截面增补，其步骤如下。

（ 1 ） 将 T e k l a 中 导 出 的 截 面 列 表 导 入

UltraEdit中，如图15。

（2）使用“列操作”功能对文本进行修

改，增加PDMS使用的PML语言语句，生成在

截面库中批量创建截面元件的批处理文件，如

图16。

（3）使用“列操作”功能对文本进行修

改，增加PDMS使用的PML语言语句，生成在

截面库中批量创建截面等级的批处理文件，如

图17。

图13 标准型钢截面库

图15 UltraEdit中的截面表

图14 非标型钢截面库

图16 创建截面元件的批处理文件

图17 创建截面等级的批处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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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PDMS中导入批处理文件，批量补充

截面库

在PDMS中使用$M语句，将创建截面库元

件和等级的批处理文件依次导入，补充截面库。

如图18、图19。

6.2.2 对策效果检查

1、将Tekla中导出的截面表与PDMS型钢截

面库做对比检查，Tekla截面表中100%的截面均

已增补到PDMS中。

2、整个截面库创建增补工作用时4小时，小

于对策目标6小时，很好的完成对策预期目标。

成功将从Tekla导出的截面表中的所有截面

增补到PDMS中，且使用UltraEdit的批处理功

能比传统通过PDMS的Category工具创建截面

库节省了大部分时间。

结论：对策目标达到，措施有效。

6.3 对策实施三：以Ultra Edit文本工具编写截面匹

配文件

6.3.1 实施详情

1、查看Tekla模型对应的截面列表。

2、将Tekla截面列表与匹配文件中已有的

截面做比较，找出新增的PDMS截面列表。

3、根据Te k l a中的模型截面列表，按照

OPENSTEEL接口截面匹配文件的格式要求，

使用Ul t r aEd i t文本处理工具的“列操作”功

能，将截面表中的和对应的PDMS数据库中的等

级名称写入截面匹配文件，并编号。如图20。

6.3.2 对策效果检查

1、将截面匹配文件与Tekla导出的截面表

做对比，Tekla截面表中的截面被完全包含在截

面匹配文件中，并且匹配率为100%。

2、截面匹配文件的编写花费1小时，小于对

策目标2小时，很好的完成该对策预期目标。

使用U l t r a E d i t 的“列操作”功能，将

PDMS截面等级名称、Tekla截面名称和编号横

向拼接在一起，该方式比优化前利用普通文字

处理工具更加高效的完成了截面匹配文件的编

写工作。

结论：对策目标达到，措施有效。

6.4 对策实施四：分别导入杆件和节点板模型

6.4.1 实施详情

图18 PDMS非标型钢元件库

图20 截面匹配文件

图19 PDMS非标型钢等级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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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PDMS中的OPEN ST E E L插件，如

图21。

1、首先在Source Information中设置截面

匹配文件、材料匹配文件和方向匹配文件的路

径，如图22。

2、之后在Import Information中选择需要

导入的模型文件，将杆件模型与节点板模型分开

导入进不同层次，如图23。

3、勾选杆件模型，在主界面点击Import，

进行导入操作，得到导入模型，如图24。

4、同样的操作，勾选节点板模型，得到节

点板导入模型。

重复步骤2-4，将所有模型文件的杆件和节

点板模型分别导入PDMS。

6.4.2 对策效果检查

1、因为杆件和节点板存放在不同的层次当

中，所以能单独加载显示杆件模型。

2、经实际工程检验，所有杆件模型加载

显示时间均小于5秒，满足对策目标“不超过

5秒”。

结论：对策目标达到，措施有效。

6.5 对策实施五：根据导入报告校核模型

6.5.1 实施详情

1、生成并保存导入报告

在每个模型文件导入PDMS后，接口软件会

自动生成该段模型的导入报告，将其保存到相应

的文件夹中，如图25。

2、查看每个导入报告中截面匹配部分情况

若导入报告中出现”T h e  f o l l o w i n g 

profiles were not mapped”，则说明有若干

截面未匹配成功，且未匹配成功的截面名称会列

在其中。如图26。

图21 OPENSTEEL主界面 图24 导入PDMS的模型

图22 匹配文件设置界面

图25 模型导入报告
图23 导入信息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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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导入报告中出现”Al l pro f i l e s  wer e 

mapped”，则说明所有截面均匹配成功，如图27。

6.5.2 对策效果检查

经检查，所有模型导入报告中均出现了

“All profiles were mapped”的结论，表明

模型正确率100%，完成了对策目标。

通过导入报告可以非常迅速的判断是否所有

截面都已匹配成功，较传统的三维模型人工检查

的方式更加简便且节省时间。

结论：对策目标达到，措施有效。

6.6 对策实施六： 以SITE为单位移动并拼接模型

6.6.1 实施详情

将分段导入的模型，按照施工图图纸中每一

段的坐标，在PDMS中使用Explict工具将每一

段模型移动到相应的位置上，步骤如下：

1、先测量出一柱脚距实际位置轴网交点的

距离；

2、以模型的整个S I T E层次为单位，使

用Exp l i c t工具输入测量出的相对距离，使用

Position By整体移动到相应位置，得到结果如

图28。

6.6.2 对策效果检查

拼接完所有的模型之后，检查了所有模型

拼接处模型的绝对坐标值，验证了所有模型均

已正确的拼接在一起，正确率100%，达到了对

策目标。

对于每段杆件模型和节点板模型，此对策措

施只需进行距离测量和整体移动两步操作，相对

于使用Model Editor功能的移动操作，该措施

无需将节点板模型也一并显示在三维视图中，即

图26 匹配失败截面列表

图28 将管架分段挪动到正确的位置

图27 匹配成功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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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流.mac备份文件。如图29、图30。

3、使用PDMS的DBListing工具，将.mac

备份文件恢复为三维模型。

6.7.2 对策效果检查

将所有20个SITE分别备份为20个.mac文

件，成功率100%，达到对策目标。

在另一工程中，分别将20个.mac文件恢复

为20个SITE的三维模型，成功率100%，达到对

策目标。

以SITE为单位，使用DBLis t ing工具导出

的模型备份文件，每段模型的杆件和节点板模型

都是不同的备份文件，恢复时可根据需要进行选

择性的恢复。相对于将整个厂区综合管道支架备

份为一个文件，恢复时更加灵活方便。

结论：对策目标达到，措施有效。

7 效果检查

经过本次QC小组全体成员的不懈努力，不

仅圆满完成了每项措施，且达到或超出了制定的

可根据此段杆件的相对距离来挪动节点板模型。

提升了移动的效率，并且该对策措施性能较好。

结论：对策目标达到，措施有效。

6.7 对策实施七：导出所有SITE做模型备份

6.7.1 实施详情

1、选择需要导出的SITE层次，确定将要导

出的文件路径和文件名。

2、使用PDMS的DBListing工具，将导入好的

管架框架和节点板模型以SITE为单位分别生成标准

图29 模型导出工具

图31 厂区综合管道支架三维模型

图30 标准命令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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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目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过以上七个步

骤的措施实施，完整准确地在SOMA工程中建立

了厂区综合管道支架三维模型，部分模型展示如

图31。

7.1 检查一：与活动目标值对比

活动前若采用手工建模方法，建立该厂区管

道支架模型需要240小时；活动后，由于采用了

新的信息化的方法，采用模型转换的方式大幅减

少了建模时间，且通过最佳方案的实施，减少了

整个模型转换各流程步骤的时间。

经过实际工程的检验，设计人员仅花费了35

个小时就完成了整个厂区管道支架的建模工作，

小于活动的目标值为48小时，超额完成目标，如

图32。

经过以上七个对策的成功实施，本小组在

PDMS中建立了厂区综合管道支架的三维模型，

经对比，其外形尺寸与施工图一致，梁柱截面准

确，模型占位准确，钢结构节点板齐全。满足三

维碰撞检查的要求，如图33。完全达到了后续三

维协同设计应用的要求。

如图34所示，厂区综合管道支架中的节点板

部分，非常容易与内部的管道发生碰撞，除灰专

业在对其专业的管道进行碰撞检查时，发现了多

处碰撞点，并及时的修改了管道的路线，将问题

解决在设计阶段，所以完整准确的厂区综合管道

支架模型非常重要。

7.2 检查二：效益分析

7.2.1 经济效益

由于设计手段的升级，使电厂厂区综合管道

支架进入PDMS三维协同设计平台，参与三维协

同设计应用的效率大大提升，厂区综合管道支架

建模总时长由活动前的240小时降低到活动后的

图32 时间目标对比

图33 模型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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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小时。由于节省人力而产生的经济效益，计算

如下。

①减少的时间：

240-35=205（小时）=76（工日）

②院人工工日产值按：1800元/工日 

直接产生的经济效益＝0.18×76

＝13.6（万元） 

按以往工程经验统计推算，能直接减少施工

现场返工的工程建设费用约为120万元；假设每

年能完成3个类似的项目，每年产生的效益约为

（13.6+120）×3 =400万元。

7.2.2 社会效益

（a）该成果的应用，将精细化的厂区综合

管道支架模型及时参与到多专业三维协同设计

中，参与碰撞检查，将碰撞问题解决在设计阶

段，减少了施工现场设计变更和返工，是技术手

段创新在工程建设中的具体应用。

（b）该成果提出的方法流程能为后续项目中

厂区综合管道支架建模提供持续的指导的作用。

图34 除灰专业管道碰撞检查报告

7.3 成果认定

经过我院的评审认定，将本QC成果应用于

电厂厂区管道支架建模，可大幅减少三维建模时

间，每个工程直接节约13.6万元，且具有巨大

的潜在间接效益，建议今后在工程中进行推广应

用。成果认定结果见图35。

图35 成果效益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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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获奖情况

本活动作为《土建结构PDMS三维建模出图

一体化集成设计方案研究》科研项目的子课题，

荣获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科技成果二等奖。

见图36。

图36 成果获奖证明

8 标准化

该课题成果已应用于土耳其SOMA工程厂区

综合管道支架布置，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法体

系，如流程图37。

小组成员制定了《钢结构深化设计模型提资

规范书》，规范钢结构Tekla深化模型提资文件

的格式、大小等要求，如图38。同时，还根据标

准流程制定《Tekla模型数据文件导入规范及操

作指南》，如图39。

以上的标准化流程和标准化文件非常有

利于本成果的推广，推广的意义和价值如下

所述。

（1）每个工程节省的直接人力成本为13.6

万元；

图37 厂区综合管道支架建模流程图

图38 钢结构深化设计模型提资规范书

　　图39 文件导入规范及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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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以往工程经验统计推算，每个工程

能直接减少施工现场返工的工程建设费用约为

120万元；

（3）假设每年能完成3个类似的项目，每

年产生的效益约为：

 (13.6+120)×3=400万元；

（4）同时本课题成果不仅能应用于厂区管

道综合支架的建模，稍加改动后还能应用于锅炉

钢架和主厂房的三维建模，这样估算产生的效益

就更大。

（5）本成果已得到我院的认可，建议在今

后的工程中推广应用。

因此，本创新成果推广意义和价值很大，且

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

9 总结和下一步打算

9.1 总结回顾

经过3D虚拟建造QC小组全体人员的不懈努

力，研究并总结出电厂厂区综合管道支架三维

建模新方法，并且此项成已果得到了相关设计人

员、部门和院里的一致认可。本次的活动成果应

用于土耳其SOMA工程，并将要应用于即将开展

施工图设计的印尼万丹工程，可以显著的提高设

计效率和质量。

为了全面了解QC小组活动带给我们的收益，

推动下一次小组活动的顺利开展， 全体小组成员

针对专业技术水平、质量意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统计工具的应用以及团队合作能力五个方面进行了

活动前后的自我评分，如表25和图40所示。

项目

活动前自我评分 活动后自我评分

1 2 3 4 5 1 2 3 4 5

肖南 8 6 4 5 6 10 8 9 9 9

张洪伟 8 7 6 4 5 10 9 8 8 9

蔡赫明 6 7 6 4 5 10 9 8 7 9

段修斌 7 6 5 4 6 9 9 8 8 8

石汉伟 8 6 4 5 6 10 8 9 9 9

冯震坤 8 7 5 5 6 9 10 9 9 10

陈阳 6 6 5 3 6 9 8 8 8 9

刘鸿胜 7 5 4 3 7 8 9 8 8 10

张博 7 5 4 4 7 8 9 7 7 8

唐智明 8 7 5 5 6 9 10 9 9 10

平均值 7.4 6.2 4.8 4.2 6 9.2 9 8.4 8.2 9.2

1、专业技术水平 2、质量管控意识3、问题处理意识 
4、统计工具应用 5、团队合作精神

表25 小组成员活动前后自我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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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万露霞，女，勘察设计行业优秀QC评审委员会评委，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QC成果专家点评

该小组课题为创新型。小组成员在承担土耳其SOMA 

2×SOMA 2×255MW燃煤电站项目设计任务时，根据综

合管道支架三维建模常规方法难以满足项目工期要求的情

况，通过查新借鉴，明确了研究方向和创新思路，选择

“电厂厂区综合管道支架三维建模新方法”为题开展研

究。小组围绕确保项目要求的目的设定了一个课题目标，

目标可行性分析中既与借鉴文献报道的数据进行了比较，

又对借鉴文献中的方法进行了验证，目标值依据较充分。

提出的两个总体方案在核心技术方面相对独立，注重用事

实和数据对细化的方案进行比选，采用试验和调查分析的

方式确定方案。经过对最佳方案的实施，成功研究并总结

出电厂厂区综合管道支架三维建模的新方法，达成了小组

课题目标，显著提高了设计效率并有助于设计质量的提

升，同时该方法还具有良好的推广价值。

小组能够按照创新型课题程序开展活动，报告逻辑

清楚，统计技术运用较适宜。建议改进的主要方面，一是

提出总体方案时要紧密结合借鉴信息，二是应将对策效果

检查的时间和具体数据进一步交代清晰。

9.2 下一步打算

今后，我们在平时工作中将继续深入研究，

注意发现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开展QC

小组活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提高设计质

量，为设计更多的高质量工程、精品工程打下坚

实的基础。

未来小组还计划以“土建结构PDMS模型二

维出图新方法研究”等课题开展QC小组活动。图40 活动前后自我评分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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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组简介

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分公

司飞扬QC小组成立于201 7年1月，201 7年注

册，注册编号201 7－01，小组成员10人，其

中研究生5人，本科生5人，小组成员平均年龄

30岁，是一支年轻富有活力的QC小组。小组

人均受QC教育时间60小时，活动10次，出勤

率99%，见表1。

研发监测管道通信中断的新方法

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分公司 飞扬QC小组

该成果被推荐为2018年度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小组名称 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分公司-飞扬QC小组

活动课题 研发监测管道通信中断的新方法

小组类型 创新型 注册编号 2017-01

成立时间 2017年1月 活动时间 2017年01月～12月

教育情况 人均60小时 活动次数 10次

组   长 许亮 辅导老师 李超建（特聘国家级评审组长）

成
员
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称/职务 组内分工

1 许亮 男 33 硕研 工程师 组长，全面负责

2 陈志强 男 36 本科 工程师 副组长，协调各部分关系

3 李健 男 31 本科 工程师 组员，制定对策、对策实施

4 杨鹏飞 男 33 本科 工程师 组员，方案分解

5 尹明路 男 29 硕研 工程师 组员，方案分解

6 康鹏飞 男 31 硕研 工程师 组员，对策实施、效果检查

7 刘骁枭 男 28 硕研 工程师 组员，方案分解、制图、效果检查

8 姜雨腾 男 28 本科 工程师 组员，方案分解、制图、效果检查

9 孟未 女 24 本科 工程师 组员，提出方案效果检查

10 徐雪娇 女 27 硕研 工程师 组员，提出方案效果检查

表1  小组成员及活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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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题理由

2.1 长输管道现状

随着管道建设推进里程的增加，自动化水平的

提升，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建设如火如荼。在国家

经济建设及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中石油

调控中心监控的管道数量在近些年数量随之迅速增

加，并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截至2016年12月，调

控中心监控和监视管理的油气管道共计74条，管道

运行总长度达7.89万公里，见图1、图2。

在当前油气长输管道集中监控、调度管理的模

式下，目前对长输管道系统的监视、控制和调度均

在北京和廊坊调控中心进行。调控中心与站场的通

信中断目前由人工判断发现。随着管道建设的不推

推进，管道里程大幅度增加，现有人工判断技术，

已不能满足调控中心与站场通信中断能够即时监测

的需求。

小组通过查新了解到，目前食品加工行业、电

力、互联网通信等行业有类似的检测通信中断方法

可以借鉴，见图3。

食品加工对于温度控制非常严格，出现通信中断

后，不能及时发现会造成大量的“残次品”，为了及

时发现生产线出现的通信中断问题，目前该行业通常

采用时钟法监测设备运行，数据采集板利用同步时钟

建立中断通信机制，并且以曲线的形式在计算机上显

示，同时对数据进行存储以备打印，见图4。

电力行业发电机组监控系统采用方波法, 实现

了多台发电机组和控制室长距离、抗干扰能力的数

据通信。现场发电机组与控制室之间的通信中断监

测方法如下：

每次主机给从机在发送具体一帧命令之前, 要

发送握手信号来确认电路硬件连接无误。握手信号

如果正确, 马上进入发送命令状态。主机发送握手

命令后, 在10ms之内没有收到从机的应答, 则认为

出错, 重新发送命令。重发3次后连接不上，放弃发

送握手命令, 但是具体的命令只发送一次。各命令

有具体的超时设置时间, 超出了时间没有接收到具

体命令的返回，则认为出错，见图5。

图1 中石油油气长输管道里程数

图2 调控中心示意图

图3 查新列表图

图4 食品加工厂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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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通信采用互掷0/1法监测通信是否正

常，定时向对等方发送探针，由于是在应用层实

现，可以根据应用程序灵活掌握探测时间。互掷0/1

法最核心的包括两个部分，心跳监测部分和资源接

管部分，心跳监测可以通过网络链路或串口进行，

而且支持冗余链路，它们之间相互发送报文来告诉

对方自己当前的状态，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内未收到

对方发送的报文，那么就认为对方失效，这时需启

动资源接管模块来接管运行在对方主机上的资源或

者服务，见图6。

通过对以上不同行业通信中断监测方法的查

新，我们整理出了可以借鉴的三种方法：时钟法、

方波法、互掷0/1法，小组成员产生了将这些方法移

植用于监测管道通信中断的想法，鉴于长输油气管

道目前还没有一套监测通信中断的手段，因此小组

将课题选定为：研发监测管道通信中断的新方法。

3 设定目标及目标可行性分析

3.1 目标的设定

中国石油调控中心发现为了保证管道有效运

行，可接受的通信中断时间最长为60s，故小组设定

本次活动目标为：检测管道通信中断时间＜60s。

3.2 目标的可行性分析

（1）借鉴查新数据：对食品加工、电力发电

机组、互联网通信等行业监测通信中断方法查新得

知，其监测通信中断时间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各行业监测通信中断时间均在

60s 之内。

（2）技术条件：目前，调控中心与长输管道

站场之间通过SCADA系统已经建立了通信链路，

只需开发一种适用于油气长输管道监测实时通信的

算法及程序，就能实现对通信中断的监测。要实现

SCADA系统之间数据通断监测，只需将数据通信

中断监测程序下装在调控中心服务器、站控PLC、

阀室RTU和水击保护PLC中，并在站控机/中心

HMI增加相关画面。因此，从技术角度来看，实现

SCADA系统之间数据通信中断监测是完全可行的。

（3）环境条件：经过调研，调控中心各

SCADA系统实时服务器的CPU负荷并不高，而运

行数据通断监测程序对CPU的负荷影响也不大，只

占有很少的系统资源。另外，调控中心SCADA系统

的系统软件也能支持该程序。因此，实现长输管道

SCADA系统数据通信中断监测不需要增加现场和中

心的硬件设备和软件容量，只需要增加相应的数据

通断监测程序即可。

序 号 行业名称 监测通信中断时间

1 食品加工 5s

2 互联网通信 30s

3 电力发电机组 45s

表2 各行业监测通信中断时间图5 方波示意图

图6 互掷0/1法示意图



101

EXCELLENT QC ACHIEVEMENTS COLLECTION 勘察设计行业全国优秀
质量管理小组成果专辑

（4）小组能力：小组成员多年从事长输管道控

制系统相关的工程设计及标准规范编制工作，曾承

担西二线、西三线等多个国家级大型长输管道项目

的设计工作，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

公司业务上与西部管道、西气东输、西南管

道、北京天然气管道、管道分公司五大地区公司联

系紧密，可为小组提供调研、实施环境。并且与调

控中心以及五大管道公司有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能够为新方法的实施提供试验、验证平台。

综上所述，小组实现监测管道通信中断的时间

<60s的目标可行。 

4 提出方案并确定最佳方案

结合调控中心对长输管道远程监控、操作运行、

调度管理的能力和通信方式的现状，小组借鉴其他行

业通信中断监测方案，提出三种总体方案：一、时钟

法；二、方波法；三、互掷0/1法，如图7所示。 

4.1 提出方案

4.1.1 时钟法 

通过将中心与站场双方的时钟值多次发送给

对方，比较所收到时钟值是否改变，从而判定通

信是否中断。调控中心启动监测程序，向站场发

出信号，站场在接受到该信号后，将系统时钟发

送至调控中心，调控中心接收到站场时钟信号后

启动计时器，并比较第1秒和第10秒时钟信号值是

否一致；若时钟不一致，表示通信正常，否则通

信中断。 

4.1.2 方波法

中心发送一定数量的方波，站场接收到后返回

给中心，中心通过判断站场返回的方波数量与中心

发送的数量是否一致来判断通信是否正常。

4.1.3 互掷0/1法

调控中心给站控系统发送0或1，站控系统接

收到调控中心下发的数值后， PLC对数值自动取

反，并第一时间上传至调控中心，调控中心将收到

的站控系统返回值和发出值进行比较。如果两者不

一致，说明通信正常；如果一致，说明通信中断，

见图10。 

图7 三种通信中断方案 

图8 时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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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方波法 

图8 时钟法续图

图10 互掷0/1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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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互掷0/1法续图

方案名称 试验过程与结果

方案1：时
钟法

试验方法：
1、利用实验室内工作站，搭建程序模型，用工业级计算机作为程序运行载体，监测通信中断的全过
程。
2、试验次数：6。
试验结果：
1、需操作人数：2人（1人总控，1人现场反馈）
2、完成整个启动流程，程序平均执行时间：12.01 s

次数 1 2 3 4 5 6

程序执行时间（s） 12.5 13.2 12.6 12.8 13.6 13.4

平均执行时间（s） 12.01

3、原型程序语句数：353条
4、根据以往类似规模软件的研发经验，研发成本约为1.1万， 研发周期约为35～40天。

表3 监测长输管道中心与站场通信中断试验



勘察设计行业全国优秀
质量管理小组成果专辑

104

EXCELLENT QC ACHIEVEMENTS COLLECTION

方案名称 试验过程与结果

方案2：方
波法 

试验方法：
1、利用实验室内工作站，搭建程序模型，用工业级计算机作为程序运行载体，监测通信中断的全过
程。
2、试验次数：6。
试验结果：
1、需操作人数：1人
2、完成整个启动流程，程序平均执行时间：8.6 s

次数 1 2 3 4 5 6

程序执行时间（s） 7.1 9.2 8.4 9.2 9.4 7.6

平均执行时间（s） 8.6

3、原型程序语句数：284条 
4、根据以往类似规模软件的研发经验，研发成本约为0.7万， 研发周期约为30~35天。

方案3：互
掷0/1法

试验方法：
1、利用实验室内工作站，搭建程序模型，用工业级计算机作为程序运行载体，监测通信中断的全过
程。
2、试验次数：6。
试验结果：
1、需操作人数：1人
2、完成整个启动流程，程序平均执行时间：  2.16 s

次数 1 2 3 4 5 6

程序执行时间（s） 2 2.3 2.1 2.1 2.1 2.1

平均执行时间（s） 2.16

3、原型程序语句数： 189条
4、根据以往类似规模软件的研发经验，研发成本约为0.57万， 研发周期约为25～30天。

表3 监测长输管道中心与站场通信中断试验续表



105

EXCELLENT QC ACHIEVEMENTS COLLECTION 勘察设计行业全国优秀
质量管理小组成果专辑

小组选择实验室作为试验地点，利用实验室内

工作站，搭建程序模型，用工业级计算机作为程序

运行载体，进行三种方案的测试，三种方案均包括

程序、语言和画面三个部分。为了增加方案的可比

性，三种方案选择相同的语言及画面。三种方案的

试验比较如表3所示：

经以上试验可看出：三种监测长输管道中心

与站场通信中断的方法检测时间均能够满足目标要

求。综合比较三种方法，互掷0/1法检测时间最快，

并且程序语句少，投资低、占用资源少，能够更好

的满足实际需求，小组最终选择互掷0/1法作为最佳

总体方案，见表4。

4.2 方案分解

程序、语言、画面是本方案的主要组成部分。

如图11所示： 

4.2.1 程序

程序是本次QC的核心内容，可分解为发送内

容、中断判断次数及延时方法等三个关键点。如图

12所示。

4.2.1.1 发送内容

互掷0/1法程序编制中的发送内容有三种方

式，即调控中心可以全部发送0、全部发送1或者1/0

交替发送。

第一种情况，调控中心全部发送0。即调控中心

向站控PLC发送低电平，站控PLC对低电平取反，

变为高电平1，返回给调控中心。调控中心判断站控

返回值，如果值为1，则通信正常；如果值为0则通

信中断。

通过理论分析会有一定的漏报。机理分析：当通

信中断时，调控中心系统中相关寄存器地址中的电平

不会再发生变化，仍为中断前状态，产生漏报。

序号 项目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1 检测时间 12秒 8.6秒 2.16秒

2 原型程序语句数 353条 284条 189条

3 人力配置 2人 1人 1人

4 研发成本 1.1万元 0.7万元 0.57万元

5 研发周期 35~40天 30~35天 25~30天

6 占用带宽 36% 31% 25%

7 CPU负荷 31% 22% 40%

表4 监测长输管道中心与站场通信中断方案对比表

图11 组成示意图

图12 程序关键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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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况，调控中心全部发送1。即调控中心

向站控PLC发送高电平，站控PLC对高电平取反，

变为低电平0，返回给调控中心。调控中心判断站控

返回的值，如果值为0，则通信正常；如果值为1则

通信中断。

通过理论分析发现也会有一定的漏报。机理

分析：通信正常时，调控中心发送高电平给站控

PLC，站控PLC会对高电平取反，此时当通信中断

时，调控中心系统中相关寄存器地址中的电平不会

再发生变化，仍为中断前状态，产生漏报。

第三种情况，调控中心交替发送高电平和低电平

给站控PLC，即交替发送1或0给站控PLC。站控PLC

对调控中心的值取反后返回给调控中心。调控中心判

断站控返回的值，发送值与返回值不同，则通信正

常；如果发送值与返回值相同，则通信中断。

项目名称 发送一次 发送两次 发送三次 发送四次

CPU的占用率 18% 25% 30% 45%

带宽的占用率 15% 18% 25% 32%

服务器的占用率 12% 17% 23% 28%

网络过载 0% 0% 0% 0%

网络延迟 0s 0s 0s 0.3s

误报率 0.7% 0.1% 0% 0%

漏报率 0.1% 0.001% 0% 0%

输入错误 0.1% 0.001% 0% 0%

表5 发送次数性能统计表

图13 互掷0/1方式图 

通过理论分析，此方案出现漏报或误报的概率较

小。因此小组最终选择0/1交替发送的方案，见图13。

4.2.1.2 中断判断次数

为了避免输入错误、网络过载、网络延迟或

有意攻击等不确定因素而造成的通信中断误报和漏

报，程序运行中需要合理的判断一个周期内（40s）

检测到的通信中断次数。因此本次QC活动对这个关

键点的分别取一次、二次、三次、四次进行试验，

如图14所示： 

通过表5可以看出，发送一次、两次、三次、四

次在网络过载和网络延迟基本为一致的，但在重要

的CPU占有率和服务器、带宽占有率上发送四次比

发送三次占资源最多，且在误保率、漏报率并没有

图14 中断判断次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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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优势。发送三次所占资源最为合理，因此确定

采用发送三次为通信中断的判断次数，见图15。

4.2.1.3 确定延时方法

本程序需要在一个周期内发送三次通信中断监

测程序，需要进行延时操作。小组选择了2种延时方

法采用调查分析进行比较，见图16。

方法一：调用Sleep（）函数，这个函数使用

比较方便，但是它的缺点是冻结主线程，防止用户

在程序界面进行其他的操作。函数的原型是VOID 

Sleep(秒时间)

方法二：调用GetTickCount( )函数，在循环

中检测两次时间的差值，来达到延时的目的。实际

应用中，先设定一个延时值DT，并在循环中检测时

间差值是否大于此值，如果不满足，则循环一直进

行，直到达到设定时间值DT，才进行开关动作，函

数原型是：

Tt=GetTickCount( )

　While (GetTickCount( )<DT)

　Application->processmessage( );

　If((GetTickCount( )<=0)

　Tt=GetTickCount( )

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但采用延时方法的关键

是占用较少系统资源、延时精度高。

本小组运用调查分析的方法对两种方案进行了

比较，如表6所示. 

根表6分析结果，Sleep（）函数延时精度较高。

虽然在运行过程中会冻结本线程，并且会防止用户在

程序界面进行其他的应用。在监测通信中断的过程

中是不允许在站控系统中有任何操作的。所以Sleep

（）函数冻结线程上对程序的执行无影响，且占用资

源少，适合于本软件编制的需求。因此，本小组将

Sleep（）函数作为最终的延时方法，见图17。 

4.2.1.4 程序流程图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最终程序流程图见图18。

4.2.2 语言的选择

选择一种适用的语言，对互掷0/1法程序进行

编写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我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图16 延时方案图

图17 延时方案选择图

图15 中断判断次数选择图  

延时方法 延时精度 语句数 占用资源

Sleep（）
函数

约
13s±30ms

1条语句
休眠状态，基
本不占用资源

GetTick
Count( )函

数

约
13s±50ms

5条语句
循环计算，占

用资源多

表6 延时方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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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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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题目 程序调试

实验1: 计算数组a中的所有数据的最大值、最小值以
及它们的差，并存入全局变量max、min和dif中。数
组a包含8,43,7,2,56,37,123,25,26。

程序调试次数：200次
试验结果：

语言 语句代码行数 平均执行时间（s）

VC++ 38 10

Java 35 13

VB 44 25

实验2: 从文件中读入n个字符串，将其中以字母A开
头的字符串复制到二维字符数组str1中。

程序调试次数：200次
试验结果：

语言 语句代码行数 平均执行时间（s）

VC++ 31 9

Java 33 9

VB 47 26

实验3: 比较两个长度为N的数组是否相等（即两数组
中下标相同的数组元素均相等）。

程序调试次数：200次
试验结果：

语言 语句代码行数 平均执行时间（s）

VC++ 31 12

Java 35 13

VB 50 30

表7 测试情况表

并参照调控中心中对可视化和组态画面的要求，给

出3个和互掷0/1法相关，且具有代表性的实验题

目进行编程、调试，通过程序调试的量化结果进

行选择。我们将利用高性能的惠普Z820工作站,在

VC2008、JDK和VB6.0软件平台上进行编写及调试

程序。试验情况如表7所示。  

通过对上表中的试验结果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结

论:VC++在代码语句、函数调用、计算速度、编

译环境比VB、Java有优势，并且VC++可以利用

Windows中一些现有的资源，与我们QC小组目前掌

握的资源非常契合，所以决定采用VC++作为我们

的编译工具。 

4.2.3 画面的绘制

方案一，上位机操作界面采用平铺式设计，每一

条管道运行状况均能在界面中体现出来，包含各条管

道主要数据参数、报警信息均可在界面中体现。

小组成员利用软件进行了画面模拟，在方案一

的描述下制作了以下上位机画面，见图19。

方案二，上位机操作界面程序使用嵌入式设计，

主页面主要体现具体到一条管道沿线各站场运行状态等

信息。点击画面中的具体一个站可进入这个站场的详细

流程、自身的报警参数等。画面条例清晰，参数齐全。

小组成员利用软件进行了画面模拟，在方案二

的描述下制作了以下上位机画面，见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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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通信中断平铺式界面

图20 通信中断嵌入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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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方案在点击画面按钮时均能实时监测各

条管道的通信状态，均能体现具体每一个站场的相关

参数及报警信息。当系统进程显示绿色时，表示该子

程序执行正常，当系统进程显示红色时，表示该子程

序出现异常，并在上位机音响发出报警音。

由于画面的绘制主要是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

而用户主要包括了北京油气调控中心及各个管道分

公司，因此小组邀请管道公司操作人员进行了操作

测试，见表8。

通过表8可以看出，方案二（嵌入式）由于操作

界面在反应时间、画面加载时间上有较大的优势，且

方案一（平铺式）的画面由于是平铺式，操作员在

操作时往往容易误点，容易发生操作错误的情况。因

此，最终选择嵌入式画面为最终画面方案。

4.3 确定最佳方案(图21）

方案 公司 项目

方案
1（平铺式）

画面加载时间 1s

操作准确率 92%

反应时间 1s

方案
2（嵌入式）

画面加载时间 0.1s

操作准确率 100%

反应时间 0.2s

表8 两种方案性能统计表

图21 最佳方案示意图

序
号

对策 目标 措施 地点 时间 责任人

1
0/1交替

发送
漏报率0%
误报率0%

1、编程；
2、利用计算机模拟通信中断事
件，进行通信中断报警检验；
3、统计漏、误报率。

实验室 2017年5月7日至9日 李健

2 发送三次
漏报率、误报率
为零。占用系统
负荷低于40%。

1、利用电子元件及控制柜搭建
电路；
2、模拟通信中断事件，在一个
周期内运行三次程序，进行通
信中断报警检验；
3、统计通信中断报警的漏、误
报率和系统负荷。

实验室 2017年5月10日至14日 许亮

3
Sleep

（）函数
延时

延时13s±30ms

1、编程；
2、利用计时器检验延时程序发
送时间间隔；
3、测量精度，评估结果。

实验室 2017年5月15日至19日 康鹏飞

4
编制嵌
入式报
警画面

画面加载时间0.2s
1、利用上位机软件编制报警画
面；
2、进行软件性能测评。

实验室 2017年5月20日至24 姜雨腾

表9 对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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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制定对策

根据确定的最佳方案，并按照5W1H的原则制

订了对策表，如表9所示：

6 按对策实施

6.1 实施一：0/1交替发送

目标：通过程序程序编制运行，使漏、误报报

率为零。

方法：利用计算机模拟通信中断事件，进行通

信中断报警检验。

实施情况：小组于5月7日至9日，对程序进行编

程。利用两台计算机在实验室并对程序作如下测试：

测试步骤：

启动中心与站场通断监测命令。

1#计算机下发高电平1，模拟站场通信中断，

2#计算机返回值为高电平1。

1#计算机对发出值和返回值进行计算，比较值

相同代表通信中断。

1#计算机下发低电平0，模拟站场通信中断，

2#计算机返回值为低电平0。

1#计算机对发出值和返回值进行计算，比较值

相同代表通信中断。

小组利用电路版对程序进行90次实验，见图22。

通过测试发现没有漏报或误报，此方案可以有

效的避免漏、误报，小目标实现。

6.2 实施二：发送三次通信中断检测程序

目标：漏报率、误报率为零。占用系统负

荷30%。

方法：利用电子元件及控制柜搭建电路，模拟

通信中断事件，在一个周期内运行三次程序，进行

通信中断报警检验。统计通信中断报警的漏、误报

率和系统负荷。

实施情况：小组于5月10日至14日利用已建通

信基站进行测试。首先，根据测试需要搭建电路

板，因检测通信中断的输入和输出均是数字量，故

本测试利用开关、显示灯模拟发出命令及显示。路

由器、交换机、光端机模拟现场实际通信路由。将

两套PLC机柜分别安装于相距20km的两个通信基站

内。主要测试设备见表10所示：

检测通信中断的输入和输出都是数字量，因此

可以利用按钮开关来模拟中心发出命令，利用显示

灯作为系统接收情况输出，系统对应的输入输出设

备配置方案见表11、12所示。

图22 发送0/1

设备名称 主要配置及参数

标准台式工作站，1台
WIN7系统

WINCC组态软件

中心PLC控制机柜，1套 1块DI板卡，1块DO板卡

站场PLC控制机柜，1套 1块DI板卡，1块DO板卡

开关，3套 按钮式

显示灯，8个 24VDC，50Hz，绿色

路由器，4台 工业路由器

光端机，2台 带光电转换接口

交换机，2台 工业交换机

表10  测试设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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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模拟的要求，利用Protel制作电路图，并

制作PCB，见图23、图24。

功能定义：

1#至3# Button键模拟中心命令；

1# 显示灯点亮，表明系统开始运行；

2#至8# 显示灯点亮表明系统有输出。

初始化：

初始化5#显示灯点亮，中心下命令值为高

电平1；

初始化6#显示灯点亮，站场返回值为高

电平1；

其余显示灯灭。

测试步骤：

按下1# Button，中心与站场通断监测启动命

令。中心PLC点亮1#显示灯，监测程序开始执行。

站场PLC收到中心PLC下发高电平1，进行计算

并取返令站场返回值为低电平0，6#显示灯灭，同

时将数值返回至中心PLC。

中心PLC对发出值和返回值进行计算，如比

较值相同代表通信中断，计数器1#点亮；如比较

值不同代表通信正常，8#显示灯闪烁一次，计数

器1#、2#、3#复位，即2#、3#、4#显示灯

熄灭。

中心PLC对计数器1#、2#、3#计数情况进行

统计。如计数器计数小于或等于2次，代表三次通信

监测中至少有一次返回正确数值，通信未中断。

中心PLC下发低电平0，5#显示灯灭，同时将

数值传送至站场PLC。

站场PLC收到中心PLC下发高电平0，进行计算

并取反令站场返回值为低电平1，6#显示灯亮，同

时将数值返回至中心PLC。

中心PLC对发出值和返回值进行计算，如比

较值相同代表通信中断，计数器2#点亮；如比较

值不同代表通信正常，8#显示灯闪烁一次，计数

器1#、2#、3#复位，即2#、3#、4#显示灯

熄灭。

中心PLC对计数器1#、2#、3#计数情况进行

功能描述 按钮开关信号 接入系统

中心与站场通断监测启
动命令

1# Button 中心PLC

中心与站场通断监测停
止命令

2# Button 中心PLC

综合复位命令 3# Button 中心PLC

功能描述 显示灯编号 接入系统

中心与站场通断监测命
令显示

1# 中心PLC

计数器1# 2# 中心PLC

计数器2# 3# 中心PLC

计数器3# 4# 中心PLC

中心下发命令值 5# 中心PLC

站场返回值 6# 站场PLC

中心显示A类通信报警 7# 中心PLC

计数器复位 8# 中心PLC

表11 各系统输入设备配置方案

表12 各系统输出设备配置方案

图23 电路板原理图 

图24 电路板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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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如计数器计数小于或等于2次，代表三次通信

监测中至少有一次返回正确数值，通信未中断。

中心PLC下发低电平1，5#显示灯亮，同时将

数值传送至站场PLC。

站场PLC收到中心PLC下发高电平1，进行计算

并取反令站场返回值为低电平0，6#显示灯灭，同

时将数值返回至中心PLC。

中心PLC对发出值和返回值进行计算，如比较

值相同代表通信中断，计数器3#点亮；如比较值不

同代表通信正常，8#显示灯闪烁一次，计数器1#、

2#、3#复位，即2#、3#、4#显示灯熄灭。

中心PLC对计数器1#、2#、3#计数情况进行

统计。如计数器计数小于或等于2次，代表三次通信

监测中至少有一次返回正确数值，通信未中断。如

大于常数2，代表三次通信监测均未正确返回数值，

通信中断，7#显示灯亮，中心显示A类通信报警。

监测终止，所有显示灯状态保持；

共试验90次，以时间为横坐标，中断程序总次数、

漏报次数、误报次数为纵坐标绘制了图25。

根据上述图表可发现，在一个周期内，漏报

率、误报率为零。

为了测试本程序占用系统的负荷，因此对站控

PLC及带宽进行观测，小组成员在一个周期内观测

CPU使用率。以时间为横坐标，使用率百分比为纵

坐标绘制了下图。如图26所示： 

根据上述图表可发现，在一个周期内，CPU负

荷小于30%。

6.3 实施三：Sleep（）函数延时

目标：程序延时精度13s±30ms。

方法：利用计时器检验程序发送时间间隔。

实施情况：小组于5月15日至19日，在在程序

顺序执行的前提下，利用Sleep（）延时函数进行编

程。并利用在通信基站已搭建的模拟电路对延时程

序进行测试。

首先， Sleep（）延时函数，如下：

#include <windows.h>

int main()

{int a;

a=13;

Sleep(a);

return 0;}

在延时函数中设置相应的延时。然后在程序开

始便进行延时函数的调用。

启动计时器并同时按下1# Button后，中心

PLC在间隔下依次发送高低电平。 

利用计时器记录20次发送的时间间隔，将每次

实验计时器的时间做成折线图如图27所示：

 图25 发送三次图 

图26 发送三次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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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实施四：嵌入式画面

目标：画面加载时间0.2s。

措施：利用上位机软件编制报警画面，进行软

件性能测评。

实施情况介绍：小组于5月20日至24日，利用编

程软件对长输管道通信中断监测进行组态。将通信

中断监测分为全线一览画面、各站画面、通信状态

画面为一体的组态画面，如图28所示：

通过现场测试画面的性能数据，满足现场运行

的需求，性能优异，画面加载时间0.2s，见表13。

7 效果检查

长输管道调控中心与站场通信中断监测互掷

0/1法经过实验室测试成功之后，小组于2017年10月

10日～30日在廊坊调控中心进行整体性应用测试，

通过SCADA系统网络将调控中心与长-呼管道各站

场进行通信，通断监测程序的操作终端设置在廊坊

调控中心。

7.1 应用测试前准备

应用测试前应作好如下准备工作：

1）根据逻辑图，在长-呼管道各站场控制系统中

写入通断监测相关程序，并进行组态调试，见图29。

2）将通断监测程序安装在调控中心长-呼管道

监控终端上，确保监控终端能与各站场站控制系统

进行网络通信，见图30。

3）各站场与调控中心程序安装完毕后，进行中

心与各站场的联合调试，以确保中心与站场之间程

序的正常运行。

以上工作准备完毕后，中心监控终端上的嵌入

式组态画面正常显示，如图31所示：

7.2 在线应用测试

小组成员于2017年10月10日至30日对长-呼管

道的多个站场进行在线测试。利用计时程序对整个

通断监测程序执行时间进行计时。在线测试共进行

50次，将每次程序实际执行时间值（单次通断监测

图27 1# Button不动作程序跳出时间折线图

图28 人机界面图

序 号 项目

画面加载时间 0.1s

操作准确率 100%

反应时间 0.2s

表13 现场测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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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HMI编程组态图

图29 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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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过程中所有站场中最大的执行时间值）、理论

最长时间值（理论上程序单次执行的最大时间值）

和目标时间值做成散点图，如图32所示。

根据在线应用测试的结果，通信中断监测程序

执行时间均不超过60s。

正式投用后通信中断监测程序能够实现准

确快速的检测要求，监测程序执行过程中不会对

SCADA系统内其他程序产生影响或干扰，程序画

面友好，可清晰地展示整条管线中个站场的通断监

测执行过程与结果，整条管线的检测过程控制在

41s之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线应用

测试结果证明，本次长输管道中心与站场通信中

断监测新方法研发的QC活动圆满地完成了活动目

标，能够很好地监测长输管道中心与站场的通信中

断情况，提高通信数据可靠性，更好地确保长输管

道的安全平稳运行。

图30 HMI编程组态图续图

图31 长-呼管道各站场通信中断监测画面——首层总画面

图32 时间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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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文件图纸归档清单

7.3 经济效益

以长-呼管道为例：

（1）节省停输再启动造成的能耗损失

据统计，长-呼管道每年因通信中断紧急停输2

次，每次紧急停输以及停输后再启动造成的能耗为

10万千瓦/时，约10万元。因通信中断造成的紧急停

输再启动的费用为10×2＝20万元。

（2）避免了管道失控状态下造成的损失

当通信中断中心或站场无法对管线实现正常监

控时，管道可能出现漏油或第三方破坏等造成的严

重损失。该损失会非常巨大且无法估计的。该节省

费用以通信中断时间为2个小时为例进行计算。

按管径D=457mm、流速V=3m/s进行计算：

单位时间原油通过量S=π×R2×V=3.14× 

(0.457/2)2×3=0.49m3。

以通信中断时间为2个小时为例进行计算：

原油通过量S总=S×3600×2=352.8m3。

取原油密度ρ=84 4 . 2 k g/m 3、国际油价

$60/桶：

可减少损失F=S总×ρ/137×60×6.62=3528

×844.2/137×60×6.62=863500元。

（3）节省操作人员的人工时

操作员在操作的过程中需要实时注意通信的

通断情况，如发现通信中断还应四处查询通信中断

的位置。如果1个调度员每天大概能节省2个小时的

工时。一年，所能节省的工时约为T=365×2=730

小时。按照一个高级调度员的单个工时费用约为30

元，则F1=730×30=21900元。

（4）总经济效益F总=20+86.4+2.19=106.79万元

7.4 社会效益

该成果的成功应用，提高调控运行水平，为管

道安全运行提供了更有利的保障。并为其他行业解

决通信中断问题提供了新方法。也必将产生巨大的

社会经济效益。

8 标准化

通过上述几座站场的应用，该方法效果良好，

并且具有推广价值。小组对该成果进行完善，并形

成了公司标准文件。下一步正在申请专利《一种油

气管道SCADA系统数据通信通断检测方法》和《一

种油气管道SCADA系统数据通信通断实时检测方

法》，见图33、图34、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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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总结和下一步打算

通过本次活动小组成员的共同努力,我们充分发

挥自身的技术力量,成功研发出解决监测管道通信中

断的新方法,研发成果具有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同时小组成员的团队意识和创新能力都得到大幅

度提升，见表14、图36。 

图34 文件图纸归档目录

图35 专利申请

活动前(分) 活动后(分)

解决问题能力 76 85

创新精神 75 85

质量意识 70 86

团队精神 81 86

应用能力 70 82

注：极强(100-90),强(90-80),较强(80-70),一般(70-60),
弱(60-0)

表14 活动前后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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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巡检机器人具有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

高、不受雨雪天气影响等优点。智能巡检机器人的

采用将为智能管道和无人值守站场提供创新型的技

术检测手段和全方位的安全保障，从而加速推进站

场无人值守的进程。因此QC小组拟定下一课题为：

输油气站场智能巡检机器人的研制。 

图36 雷达图

专家：李超建，男，勘察设计行业优秀QC评审委员会评委，高级工程师

一、总体评价

该课题为创新型。

小组针对在当前油气长输管道集中监控、调度管理

的模式下，调控中心与站场的通信中断现有人工判断监测

技术，不能满足即时监测实际需求的情况。通过查新、借

鉴其他行业诸如食品加工行业、电力、互联网通信等类似

检测通信中断方法，提出了《研发监测管道通信中断的新

方法》的创新型课题并开展活动。

小组以满足实际需求为出发点，通过对不同行业通

信中断监测方法进行查新，借鉴食品加工行业提出了时钟

法；借鉴电力行业提出了方波法；借鉴互联网行业提出了

互掷0/1法等三种总体方案，并通过试验进行方案比选，

确定总体方案的最佳选择为互掷0/1法。经过层层分解，

小组对各分级方案分别通过试验和调查分析的方法进行比

选直至确定最佳方案。之后小组制定了相应的对策并组织

实施，经过现场验证，获得了小组预期的效果，实现了课

题目标。

该项成果在长-呼管道进行了应用，取得了一定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小组对所有的过程文件、成果文档进

行了存档，形成了公司标准文件，并且正在申请专利《一

种油气管道SCADA系统数据通信通断检测方法》和《一种

油气管道SCADA系统数据通信通断实时检测方法》。

该成果选题新颖，活动程序正确，数据翔实，具有

较高的推广价值。

二、主要特点

1、小组针对现有通信中断检测技术不能满足即时监测的

实际需求，通过借鉴查新提出课题，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

2、使用借鉴查新的数据进行目标可行性分析，具有

较强说服力。

3、提出的3个总体方案均通过借鉴查新其他行业获得

的灵感，工作原理各不相同，具有创新型和相互独立性。

4、总体方案和分级方案的比选，大量采用了试验和

调查分析的方法，注重用数据说话。

5、对策表针对具体方案按5W1H制定，目标量化，措

施具体。

6、实施过程以及效果检查，数据翔实，图文并茂，

客观反映了实施取得的效果。

三、不足之处

但该成果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以后的活动中注

意改进：

1、由于涉及的专业技术较深，小组应考虑用更浅显

的展示方式说明各种方案的构成、工作原理以及核心技术

路线。

2、在行业间借鉴、移植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环境

差异，尤其是涉及安全、质量等方面的负面影响，必要

时，应考虑有权威部门的鉴证。

3、成果标准化过程中，应对成果的推广价值进行评

价，并将所有过程文件进行存档。

QC成果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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