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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吨行车吊装钢丝绳进行更换，各关键

部位开盖检查， 抓紧时间保质保量完成好检修

作业。”10 月 14 日，冶炼厂电解车间职工在检修

26 吨行车，热火朝天的劳动检修场面，忙碌的

身影随处可见，在与时间赛跑，齐心协力赶检修

进度，焊花飞溅，锤子敲击声此起彼伏，同黄石

“省运会”一样精彩纷呈，展示着奋勇争先的拼

搏精神。

26 吨行车定位，所有检修人员开始上车检

修。为了减少检修时间，各工种采取了立体作业

的工作方式。起吊钢丝绳时，只听见大板班班长

高玉利拿着对讲机喊：“一档起钩！ ” 钢丝绳一

动，“一二、一二”地面上的十几个人检修人员站

成一排开始向起钩方向拉钢丝绳， 减轻起钩的

载荷；行车上面的检修人员站在 3 米高的 26 吨

行车上，安装固定钢丝绳压板，对减速机、联轴

器、卷筒等关键设备开盖检查、加油维护。

“检修过程中各工种一定要加强配合，注意

安全！ ”高玉利再次叮嘱大家。 对行车吊具起吊

钩进行机械打磨，消除缺陷是个“精细活”。吊具

起吊钩属于特殊材质， 焊接作业前必须对母材

进行热处理。“得趁着热乎劲儿赶紧焊，否则温

度一旦降下来就容易出现延迟裂纹。 ”就这样，

大伙像“接力跑”一样，轮流对焊缝进行焊接，每

一个步骤都渗透着检修现场每一位工友的艰辛

劳动， 在这秋冬交替的季节， 虽然外面温度适

中，可是设备里面的人就是站着不动都冒汗，更

何况爬上爬下的工友们，原本纯蓝色的工作服，

现已成为迷彩装， 背上一幅幅形态各异的汗渍

“地图”。

经过 4 个小时紧张忙碌的工作， 检修作业

接近尾声，接着开始清洗、回装、调试……“齐

活，大功告成，收兵，现在中场休息！ ”因为休息

片刻后，检修人员又将开往下一“赛场”进行“较

量”。“对于每一位检修人员说，做好自己的本职

工作，完成好检修工作，跟赛场上取得好成绩一

样精彩。 ”高玉利说。

（晨曦）

9 月 25 日， 丰山铜矿采掘车间设备

主管汪秋凌来到压风机房对压风机进行

全面检查。压风机房是全矿的命脉，自从

压风机改为自动控制以后， 每周坚持亲

力亲为对该套设备进行详细检查， 成为

他的惯例。从微控系统到设备润滑，每一

个细节他都不放过。 听、闻、摸、看，按照

自己摸索的经验和相关的检查要求，一

切都比较顺利。正当他松口气，准备检查

到 6 号机的时候，就听出了声音异常。凭

着对设备管理多年的经验， 他就判断出

设备出问题了！ 于是果断地停止了正在

运行的 6 号压风机。经过排除，最终确定

为油冷却器循环水管破损。

6 号压风机的故障出乎汪秋凌的意

料之外。“不能再运行了，否则的话，整台

设备就要完全报废了。 ”汪秋凌无可奈何

地自言自语道。

这时，井下作业人员打来电话说风压

只有 0.48 兆帕，凿岩工作受到较大影响。

可压风机如果再开的话， 必须更换冷却

器，库房现在没有存货，临时采购也要一

个星期时间。 面对这两难境地，如果不能

尽快解决，井下生产必然受到很大影响。

可就在前两天， 车间刚召开了动员

会，号召大家全力冲刺生产经营目标，而

且特别强调管理人员要做好服务协调工

作，全力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可现在

出现的问题， 却让全年生产经营目标的

完成蒙上一层阴影。

考虑到对生产的影响和成本的消

耗， 汪秋凌坚持了在自己充分考虑下的

决定， 对堵塞的废旧冷却器进行修复再

利用。 而车间在进行论证后，做了两手准

备。 一方面， 全力支持汪秋凌的修复工

作，另一方面做好冷却器的采购工作。 在

生产组织上， 由于两台压风机不能满足

井下生产的需要， 车间在确保安全的情

况下，暂停部分喷浆支护，并且对井下通

风管道漏风处进行整治， 确保掘进和采

矿损失降到最低。

在车间周密的安排下， 汪秋凌顿时

信心十足。“一定要把冷却器修好。”他给

自己下了“军令状”。 于是，在他的带领

下，车间成立了临时抢修小组。

冷却器堵塞的“罪魁祸首”就是因为

长期水垢的堆积， 可管路直径只有 1 厘

米，长约 1.5 米，要想将这么狭小的管路

弄通，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最开始大家

用起子撬、捅……可是收效甚微。 最后还

是汪秋凌想出了用冲击钻进行疏通的办

法， 由于堵塞严重， 水垢像岩石一样坚

硬，虽然大家干了十几个小时，可 60 根

管子才清通 5 根。 照这样的速度下去，要

想尽快修好冷却器，估计黄花菜都凉了。

看着夜已经深了，大家疲惫不堪，抢修小

组在郁闷中结束了第一天的抢修工作。

作为抢修小组的组长，由于第一天的

修理进度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他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他又早

早起床， 来到现场。“怎么才能加快速度

呢？”昨晚都想了一晚上，都没有什么好办

法。今天在现场，他凝视着冷却器发呆。突

然，他脑海里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为什么

不从两端同时进行呢？ 说干就干，两台冲

击钻分别从管道的两端同时进行疏通。大

家看到方法可行，效率倍增，顿时干劲十

足，一直干到深夜才下班。

与时间赛跑，与困难斗争，大家齐心

协力，经过三天时间将冷却器管道疏通。

在进行修理和试压，确认完好可用，9 月

27 日，6 号压风机更换上了修理好的冷

却器，当大家看到试车正常，听到运行时

正常的声响， 疲惫的脸上露出像花儿一

样的笑容……

（周雄飞 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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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排隐患 检修保安全

———冶炼厂加强检修安全工作侧记

当前，冶炼厂冶化系统第七次检修已

全面展开，此次检修面临难度大、项目多、

时间紧等实际困难，安全是重中之重。该厂

统筹兼顾，通过宣传教育、安全措施、隐患

整改等工作，多措并举织就检修“安全网”。

宣传教育 内容丰富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冶炼厂用足思想

政治工作和安全教育“软手段”绷紧全员安

全检修弦，营造浓厚的安全检修氛围。

事故案例警示教育是最贴近岗位、贴

近职工，最容易触动职工灵魂的。 为此，该

厂把安全宣传教育贯穿于检修全过程，提

前收集、整理厂历年来检修、维修作业安全

事故案例，形成《冶炼厂历年来检维修作业

安全事故汇编》，组织职工深入学习，总结

经验，通过事故案例举一反三。各单位结合

现场检修实际开展检修专题培训， 内容包

括系统开停工方案、现场安全监护、安全操

作规程等， 在检修现场醒目位置悬挂安全

标语，时刻警醒参检人员安全要牢记，杜绝

“三违”行为发生。 该厂还组织专职安全人

员对外包人员开展安全宣贯， 详细讲解冶

炼厂外包工程管理制度、 外包工程安全环

保管理制度等， 邀请外包队负责人参加班

组安全会，打好安全“预防针”。

多措并举 防范

风险

冶炼厂以“稳、

准、严”的高压态势，

落实好施工项目、重

要部位、 参检人员、

特殊时间等关键点

的安全举措，不断加

强安全管理。

该厂提前组织

安全专业人员进行

检修现场安全勘查，

对重大危险源、交叉

作业环节，有针对性

地进行危险源辨识，

并将各检修点的安全防范重点、 措施以书

面形式传达到每一名职工。 该厂精心编制

了检修安全环保方案， 进一步明确联保科

室、车间、岗位等安全责任，形成安全工作

“人人参与、人人狠抓”的氛围。熔炼车间成

立以班组为单位的互保对子，相互监督、相

互提醒；转炉车间进一步梳理、完善安全生

产确认制和管理流程； 保全车间在管理群

中开设安全提示语栏目， 每天不定时播报

检修安全注意事项及安全提示语……各项

措施的制定和落实， 为安全检修做好了保

障工作。

现场隐患 严格督查

“安全无小事，只有出不出事。 安全帽

下颌带系没系紧看似小事， 但是不从小事

抓起，酿成大错就后悔莫及。 ”在检修现场，

一名安全环保督察组成员在日常巡检过程

中对违章外包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并为他

系好安全帽下颌带。

检修过程中， 该厂不断开展安全环保

督查行动，实行安全环保督查小组 24 小时

值班制度， 安全环保督查小组成员全天候

深入现场进行安全环保督查， 及时发现问

题，迅速处理和整改，强化检修现场全过程

监督。 同时，为了做好检修现场安全管理工

作，该厂首次设立文明检修奖励办法，制定

了物品摆放要有序、安全通道有隔离；所辖

区域无固废（含废铁），日清日结等文明检

修七条硬标准，明确奖励标准，由厂安委会

成员单位进行现场指导服务， 为检修创造

安全、整洁、干净的环境。

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山。 冶炼厂把每

天的安全工作都视为新起点， 将安全管理、

安全教育、 安全操作融入检修每个环节，把

安全变成每个职工的自觉行为，为实现全年

安全“六为零”安全生产目标打好坚实基础。

（孙翔 鲁方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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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炼厂澳炉检修工作进展顺利

在澳炉第七次

检修中，冶炼厂精心

准备、 周密部署，按

照检修计划倒排工

期，明确各项目检修

施工节点， 领导、项

目负责人每天深入

检修现场，对检修安

排、施工方案落实以

及与各施工单位协

调配合事宜进行检

查指导，确保检修安

全、质量和进度。 目

前，澳炉检修工作进

展顺利，有望提前一

天完成检修任务。图

为转炉车间职工在

清理主烟道烟灰。

（陆军）

一线传真

金格建安公司

检修冶炼厂转炉收尘集烟系统

10 月 13 日，金格建安公司组织人员对冶

炼厂转炉系统排烟管和收烟罩进行改造。 改

造完成后， 将有效治理转炉生产过程中的漏

烟现象。

此项目中的排烟管和收烟罩都是安装在

高 24 米的冶炼厂主厂房顶部，这对作业安全

性和施工难度都带来很大挑战。 根据施工方

案， 金格建安公司安排 260 吨吊车在冶炼厂

中心马路上进行吊装作业， 拆除旧系统管道

和屋顶预制件， 安装提前做好的不锈钢收尘

罩，恢复转炉收尘集烟系统。

该检修项目总计 5 个作业点，分别位于 5

台转炉的上方，作业预计持续一周。

（黄海波）

硫酸车间相关负责人为外包队讲解安全事项。

▲

转炉车间管理人员和职工一起对现场安全环境进行确认。

▲

铜绿山矿部署四季度安全工作

10 月 18 日， 铜绿山矿召开四季度安委

会，部署安全工作。

会上，该矿安环科工作人员领学《关于做

好全省矿区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紧急通知》

《关于开展防范高处坠落事故专项整治的通

知》。 该矿安环科负责人对矿各单位、科室三

季度安全工作进行考核评分， 分析安全生产

存在的问题，部署四季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

该矿主要负责人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

求： 全矿上下要切实提高对安全生产重要性

的认识，进一步抓好安全生产；各级安全管理

人员要树立“宁听骂声不听哭声”“不尽责就

是犯罪”的思想，大力开展安全大整治行动，

将隐患排查到位，及时整改落实，实现矿山安

全生产稳定发展。

（方园）

稀贵厂实施回转窑设备升级改造

10月 18日,稀贵厂粗炼车间利用系统停产检

修，对车间回转窑导烟筒等设备设施进行升级改

造，为蒸硒渣品质和粗硒直收率提升和回转窑系

统平稳运行打基础。

焙烧工序回转窑是铜阳极泥处理的主要设

备，导烟筒起着将回转窑中的气体导入吸收塔反

应生产粗硒的作用。由于导烟筒上焊接件较多，在

高温高酸性的气体长期的腐蚀下，焊缝每隔一段

时间就出现泄漏情况，严重影响了回转窑的正常

生产。 为降低设备故障率，保证生产的延续性，粗

炼车间利用系统停产检修，参考国内炉窑专家提

出的建议，对导烟筒进行改造，把多个导气筒改成

大直径单一的导气筒，通过设施简化，减少焊接件

使用，降低设备故障率。

（伍依爱 卢志红）

物业公司对液化气储罐进行检修

从 10 月 11 日起， 公司液化气储罐正式进

行停产检修。本次检修由黄石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负责，并得到了集团公司安全部和消防队的

大力支持。

公司液化气站共有液化气储罐 4 个，共

200 个立方，每隔四年进行一次全面检修。 检

修内容包括：清洗罐体内部、打磨除锈、更换部

分老化配件、附件和阀门的压力测试、测含氧

量、刷防锈漆等。 整个检修工作将力争在两周

内完成，以确保职工家属的日常用气需求。

（王琳 魏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