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改小革

车

间

攻

关

人

员

对

铲

运

机

实

施

改

造

。

延

长

轮

胎

寿

命

提

高

台

班

功

效

矿

业

分

公

司

铜

绿

山

矿

采

矿

车

间

———记矿业分公司萨热克铜矿“急难险重”突击队

10 月 18 日，矿业

分公司铜绿山矿采矿

车间劳模饶亚文驾驶

铲运机在井下 6004

采场铲矿作业， 当班

创下 726 车的高产，

得力于降低铲运机破

胎维修率， 设备使用

周期“功力”猛增是分

不开的。

电动铲运机是该

矿主要采掘设备，具

有生产效率高、 能耗

低、 噪声小及无污染

等特点。 面对矿山发

展形势， 该车间树立

“智能化减人、机械化

换人”理念，积极引进

先进设备， 目前井下

现有电动铲运机 46

台， 由于各采区及掘

进面环境条件差，路

面坑洼不平，泥水大，

尖锐石块多，经常造成破胎“罢工”，每次抢

修需要 2～3 个小时，不仅严重影响铲矿作

业台班功效， 而且造成轮胎的成本消耗过

高。今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铲运机轮胎成

本超支 3.85 万元， 与计划尚有一定的差

距。

为解决这个棘手问题， 车间设备技术

人员、操作人员进行攻关。 大伙儿围绕“延

长轮胎寿命，提高台班功效”这一课题展开

热烈的讨论。“根据采场的实际情况，我建

议选用超厚光面子

午轮胎，既耐磨质量

又好，另外每个中段

配备一台小型的打

气泵，胎压始终保持

在规定值。 ”发言的

是有着二十多年的

老铲运机工彭川洲，

大家听了不住地点

头。“为保证设备机

身平衡作业，操作司

机应密切关注铲斗刀刃的厚度， 发现磨损

到临界点， 要及时通知维修人员进行更

换。 ”维修钳工朱必胜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

一致认可。 设备技术骨干熊晓林也说出了

自己的看法：“及时对出矿路径凸凹地段立

即填平，交接班时清扫现场，发现废旧风钻

钎杆、道钉立即回收，保持路况无积碴，防

止轮胎被扎破。 ”“还有影响铲运机轮胎寿

命的重要因素， 就是每次铲矿遇到矿石大

块胎压受力不均匀，出现爆胎现象，建议实

行二次爆破解块装车。 ”刚转岗不久的青工

陈宇，也说得头头是道。

这些建议都有可取之处， 到底采取哪

个好呢? 大家将目标投向车间设备副主任

刘远刚。刘远刚逐一肯定大家的建议后，做

出了出乎意料的决定：“四个建议都行，可

以四管齐下！ ”

说干就干， 车间设备专业线根据大家

提的建议，制定该项目实施方案，成立攻关

小组，兵分三路治理“顽疾”。一方面全面对

井下 -485 米中段以上及深部采场的铲运

机设备开展“专家会诊”大排查，发现问题

立即整改；一方面结合安全标准化整治，利

用班中间隙时间集中对出矿路径凸凹地段

进行填平、回收清理尖锐利器杂件，保证通

道干净畅通；另一方面建立考核细则，轮胎

消耗与相关人员计件工资挂钩， 按每月作

业量考核兑现，轮胎成本超支 100%用计件

收入抵补，节支部分按 10%奖励。 通过两个

多月的运行， 不仅减少轮胎的无效磨损和

轮胎扎破的频次， 而且极大提高了生产效

率，截至目前,轮胎累计节约 13.66 万元。

（周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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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精神在帕米尔高原上闪光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

爱得深沉。”诗人艾青这样描述对祖国山河的忠诚

与热爱。

“为什么我能扎根高原？为什么在急难险重困

难时能随时站出来？因为我是一名党员，一名萨热

克职工。”矿业分公司萨热克铜矿的抢险突击队员

们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2020年，位于新疆乌恰县萨热克巴依村的萨

热克铜矿，在上半年湖北、下半年新疆两次疫情的

影响下，生产、生活上面临着重重的困难，党员、干

部、职工弘扬公司“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

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四特”精神，在关键的时

刻总是能站出来。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面对下水道污水溢出，他们站了出来

7月 29日深夜 12点，2号宿舍楼一楼过道，

十几名职工弯着腰， 拖着长长的皮管子往下水道

送，深更半夜，他们在干什么呢？

原来在 29日下午， 宿舍管理员接到职工报

告，2号宿舍楼下水道的污水、粪便不停地从下水

道往上涌，2号宿舍楼又堵了，一楼十几间宿舍下

水道返污水。 萨热克铜矿共有 3 栋宿舍楼，自

2017年以来，2号宿舍楼经常发生下水道堵塞的

现象。 以前每次发生堵塞， 都要从喀什请人来疏

通，价格贵不说，每次疏通完后不到 3个月，必定

会再次发生因管道再次堵塞造成的污水返流现

象。 这不，6 月份刚外请人员上山疏通管道又堵

了。 1号楼、3号楼未发生过此类现象，2号楼经常

发生此类情况， 大家便把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归

结为人的素质，住 2号宿舍楼的职工面子挂不住。

情况紧急，正值新疆疫情防控时期，一方面外

请疏通专业人员上不来。 另一方面一楼堵塞造成

整栋楼不能使用， 公用洗衣间里粪便污水不停地

上涌。 怎么办？ 公司迅速组织维修人员商量对策，

大家反复地排查引起堵塞的原因，确定处理方案，

在倒入碱性溶液也不能疏通的情况下， 唯一的办

法是从一楼容易堵塞的管道进行破解， 清除可能

出现堵塞的管道。对一楼过道进行破解，需拆除地

板砖，挖地一米深，清除下水道管道堵塞污物。

机关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请来选矿车

间维修人员一道，组织党员、职工十余名，连夜对

管道进行破解、疏通，经过 6个多小时的奋战，终

于疏通了管道，从管道里清出了一大桶的管道“结

石”。 原来，由于 2号楼下水管道的设计缺陷或地

下沉降，造成管道水流不畅，管道流水温度低，矿

渣、油污等在管道里凝固成块，造成了堵塞。

清理完下水管道后，党员、职工又忍着难闻的

臭味，将一楼洗衣间返流的粪水进行清理、消毒，

当他们一身疲惫地回到宿舍时， 已是第二天的凌

晨 2点了。

自从解决了 2 号楼西端的下水道堵塞问题

后，参战人员便成了矿山的管道疏通突击队了。 10

月 12日， 职工食堂下水道再次发生严重堵塞，针

对食堂下水道经常堵塞的现象， 突击队员请来管

道技师金承兵来商量解决方案， 在进行反复检查

发现， 以前设计的下水道管道根本就没有通往窨

井！ 管道长期使用，造成排水道已被堵成了实心。

参战人员用一天时间进行路面切割、 管道改造及

路面设施恢复，节约成本 3.5万元。

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

面对急难险重，职工的信念是“我们克服下”

萨热克铜矿位于乌恰县城西部 137公里的帕

米尔高原，海拔 2940米，条件艰苦，属国家六类艰

苦地区中最艰苦的第六类。 很多第一次来矿山的

人往往不能适应，有好多次，客户或供应商来了，

原本计划待上一两天，结果当天就匆匆返程了，原

因是呼吸不畅，头痛，有高原反应。

是的， 在这里工作久了的职工对这种现象报

以理解的笑，都是血肉之躯，到高原来多多少少都

有不适的反应吧。 只不过，在面对艰苦的环境，萨

热克职工的信念就是：“我们克服下”。有的职工一

克服就是好几年，渐渐地，艰难困苦也就习惯了。

“我们克服下”， 这是公司为争取早日复工复

产和争取有效作业时间的承诺。 ４月份，为争取

让职工有序返岗， 面对乌恰县隔离地点不足的状

况，公司主动争取返岗机会，一句“我们克服下”，

留守矿山的党员干部职

工加班加点，自己动手对

2号楼进行改造， 为职工

集中隔离有序返岗创造

了条件；7月份，受新疆疫

情的影响，生产生活物资

不能运输。 为了尽快恢复生

产，争取有效作业时间，矿山

党员职工一方面抓紧防疫，一

方面组织职工开展文明生产、

清理水仓、 清理井下路面、清

理事故池、 拆废墙砌挡墙，为

生产赢得了时间。

“我们克服下”，是选矿车

间为改造供暖管道确保顺利

供暖的承诺。 选矿车间共 62

人，担负矿山选矿生产和矿山

地表生产维修的重要任务。面

对矿山地下供暖管道破损严

重急需整改的现状，他们在确

保正常生产的前提下，克服因疫情材料供应晚、时

间紧、生产任务重的困难，在计划时间里完成了供

暖管道的改造。

“我们克服下”， 这也是采掘车间为实现顺利

供矿的承诺。萨热克铜矿在 2020年 1月要实现采

掘自营，即便不是在疫情期间，采掘车间的人员招

聘、设备采购、生产组织难度也很大，但他们克服

困难，完成了一系列工作，实现了采掘自营、顺利

供矿。

“我们克服下”，一句朴实的话语，体现的是萨

热克铜矿职工的责任与担当。

（文 占金菊 图 郭林）

10

月

16

日，矿业分公司铜山口

矿维修车间组织人员及时制作安装

尾砂管道，以确保安全生产，有序排

砂。

因生产尾砂排量增大，为避免尾

砂无法在坝内均匀堆积。 当日，该矿

维修车间组织人员冒雨紧急安装尾

砂排砂管道。由于排砂管是由近坝端

向远坝端逐步推送的 ， 现场安装困

难，车间特调来起重机械设备配合作

业。 安装过程中，结合现场实际和排

砂管铺设的特点，不仅在关键处设支

墩增强稳固性，有效避免管子位移形

成隐患，同时还在主管道排砂口制作

三通管道， 并合理安装分支排砂管，

使坝体迅速形成干滩。 通过全员加班

加点制作和冒雨安装，终于顺利完成

任务。 （柳应龙）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

维修车间冒雨安装尾砂管道

9月 22日上午， 在冶炼厂转炉车间 1号转炉 8

米平台上，该车间技术、维修、操作等人员正集中讨

论着该炉台石英溜槽检修方案。

“套筒下部有些变形， 修复起来需要将整个吊

起。”“溜槽两侧有不少粘连的铜瘤，需要清理干净才

能施工……”大家看了现场情况，将自己的建议一个

一个说出。

“清理铜瘤和积灰工作让我们来干吧！ ”四班副

班长王平听到大家说有清理的事情就揽了下来。 王

平说：“对于修补、焊接等工作，我们帮不上忙，但需

要清理，我们操作工可以做好，都是为了早点完成检

修。 ”

说干就干， 只见王平和小蔡手拿铁锹和撬棍，

爬上支架干了起来。 由于 2号转炉与 1号转炉并排

着，2号转炉生产时所产生的高温热浪不停地向这

边袭来。在这狭小的工作场地，他们低着头、弓着腰，

挥舞铁锹，脸上早已汗如雨下。加上清理的积灰都会

弥漫到处都是，虽然王平他们脸上戴着防尘口罩，但

露出的皮肤上布满了尘灰，已经变成“大花猫”。

为了争取检修时间， 王平和工友们轮番上阵，

不畏辛苦，坚持将石英溜槽上下、左右、内外等各部

位铜瘤和积灰都清理干

净。

“既然他们这么给

力完成清理工作， 我们

也要再接再厉将溜槽修

复好。”维修班班长熊剑

看到铜渣和积灰全部清

理干净， 就组织维修人

员开始了修复。 当熊剑

站到溜槽支架上， 灼热

的高温从下面炉体扑面

而来。 原先王平他们清

理时， 石英闸板不用打

开， 现在因为要边修复

边试车， 闸板打开温度

都上来了。“来，先把套筒下面变形部位校正”，熊剑

稳扎稳打指挥着检修工作。 10分钟、20分钟……2

个小时过去了，维修工敲打的声音还在现场响起。

“来，大家都喝口水，再加把劲，多提前一分钟检

修完就多一份效益”，此时赶来的设备副主任黄伟给

大家加油并送来饮料。 大家喝了一口水就继续开始

了工作，烘烤、敲打、校正、调整、对齐等，大家都紧张

而忙碌地完成每一个环节。最终，经过大家的辛苦劳

动，石英溜槽试车正常，1号转炉恢复了生产。

看到恢复正常生产的炉台，大家沾满灰尘的脸

上挂起了笑容。

（黄琨）

冶炼炉台上的鏖战

10

月

16

日，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采

用井下一次爆破成井应用技术， 已成功完

成爆破方量

124

立方米， 节约成本

4.7

万

元。

天井掘进是矿山开拓和采切工程中一

个相当重要的环节，掘进量大、施工困难，

耗时长，对技术人员提出了新课题。 该采矿

车间围绕一次成井开展“揭榜攻关”，不断

优化工艺。 自开展一次爆破成井攻关以来，

已成功完成

6019

采场三分层、

5502

采场一

分层和二分层、

5512

采场二分层等采场爆

破成井，在安全、工作效率和节约成本上效

果显著。 避免施工中人员进入天井作业，安

全可靠性极大提高；相较人工上送天井的

7

到

8

天时间，一次成井比人工送天井时间缩

短一倍。 （梅晓艳 胡泊）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一次爆破

成井技术应用效果显著

技术人员在改造铲运机轮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