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设研公司科技工作侧记

设研公司参加

2020

年黄石工业地产品展示交易会。 刘飞 摄

设研公司科技人员与外籍专家进行技术交流。 刘飞 摄

黄石市标准化工作资助奖励到账！在

2020

年收官之际，设研公司又将一项科技荣誉收入囊中。不仅如此，

2020

年，公司完成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通过了市级企校联合创新中心认定、湖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 同时获得上级科技成果、荣誉奖励

60

余万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是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设研公司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

展，面对激烈市场竞争迎难而上，遇到急难险重任务从容应对，通过了国家认可实验室复评审，

5

项专利获得受理，

2

项专利获得授权，完成了

3

项国家

标准、

7

项行业标准研制。

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02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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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下“洋老虎”

“‘拦路虎’解决啦，太棒了，我们要为他

点赞！ ”

2020

年

12

月

28

日，在电解车间“

30

万吨”机组现场，冶炼厂电解车间维修班对

剥片机组翻板架的优化改造， 成为吸睛亮

点。 不仅提高了机组安全运行的可靠度，还

实现了国产化零部件替代。

这项优化改善究竟神在哪里， 是如何

炼成的？

原来， 剥片机组翻板架零部件结构复杂，

分离框架、定位系统、轴承等零部件都是进口

设备，在严重磨损后只能整体更换，成本较高，

维修费时费力。“不能让‘洋老虎’给吓住了！不

去试一下，怎么知道不能解决？ ”面对新挑战，

车间决定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这个问题，任务交

给了维修班班长刘官民。

提起维修班班长刘官民，大家很自然地用

严肃、认真、反应快、点子多这样的词来形容

他。 他带领的维修班承担着车间“

30

万吨”铜

电解生产机组、行车设备维护任务。 每天不是

维护机组联动线就是整改设备隐患， 他们的

“电驴子”维修车穿梭往返于各个系统，用心去

呵护每一台设备。用他们的话说，每日

24

小时

待命

,

做好时刻“上战场”的准备，只为给设备高

效运行多一分保障。

接到任务，班长刘官民便一头扎进机组现

场。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连续跟踪一个星期

后，他不仅摸透了翻板架件结构，还通过逆向

思维产生大胆的创新思路，制定加工方案。 经

过不断摸索和改进， 班长刘官民带着班组人

员， 自己动手加工焊接制作翻板架的分离框

架，利用国产设备替代进口零部件。 检修前向

车间提出自己的设想，他们的想法得到了设备

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持。

“时间就是效益！ ”趁着此次车间检修改

造，剥片机组运转停检的空儿。 他带领班组

人员开始了翻板架的“改造之旅”。 机组翻板

架上， 每台零件都有自己的专属安装位置。

它们分布在翻板架的四面八方，有的拆卸起

来费时费力。 班长刘官民站在机组的小平台

上、弓着腰，左手拿着延伸电缆，右手拿着专

用拆卸工具，慢慢用力拆着机组上的一个振

动探头。 班员张雷在旁边捋着延伸电缆，小

心翼翼地配合着。

经过

2

个多小时紧张忙碌，终于实现了翻

板架的优化改造。 在接下来的几天测试中，剥

片机组翻板架投用后运行效果良好，由此问题

迎刃而解。 此项技术优化改造，可节支成本

10

万元。

(

晨曦）

2020 年 12 月 22 日， 冶炼厂新系统第八

次检修启动的前一天， 澳炉顶部的中国有色

集团“logo”和“中色大冶”标识完成安装并开

始通电发光，澳炉有了新的“帽徽”。

中国有色集团企业文化的润泽与滋养，

赋予了厂高质量发展的翅膀和力量。

26 日清早， 炉窑公司主要负责人记下了

意义非凡的一刻，“8 时 26 分，澳炉炉衬拆下

第一块耐火砖。 ”新系统停产检修，对炉窑公

司是一场大考。

一个月前炉窑公司揭牌， 公司赋予炉窑

公司做强做大炉窑产业的重任。

言犹在耳，炉窑公司的干部职工相信，有

冶炼厂修炉的老班底， 加上检修前对职工筑

炉技术的锤炼， 新生的炉窑公司有信心赢得

这场大考。

澳炉炉盖揭开后， 炉衬耐火材料的侵蚀

情况、 锅炉水冷壁等各个关键部位的情况呈

现在了技术人员眼前。

“从炉体各方面

状况看，检修非常及

时，炉衬部分部位的

耐火材料侵蚀较为

严重” 熔炼车间负

责人感慨地说。

支撑澳炉稳定

生产， 让澳炉从最

初的一年一修，通

过攻关变成三年两

修，如今，变成两年一修，大踏步的跨越背后，

是厂干部职工不懈的拼搏付出。 尤其是年初

以来，因为疫情澳炉生产组织频繁调整变化，

系统经受严峻考验， 进入下半年澳炉锅炉故

障频发， 厂针对锅炉爆管前后展开的抢修就

有 14 次之多……

“那些天， 澳炉的生产几乎每天都是在爬

坡过坎。 ”厂调度人员说。

“越是艰难越向前！ ”能让澳炉创下世界同

类炉型炉寿的最高纪录的冶炼人，有信心和决

心也有力量打赢新系统检修战斗。

26 日 11:00 时，澳炉进行炉衬拆除，至 17:

30 分，拆除废砖 57.72 吨，至 23:30，全天拆除

废砖 105.07 吨，这些废砖由转炉车间职工负责

清理转运。 为保证现场废砖及时清理，转炉车

间抽调 80 余名骨干， 分成三班进驻澳炉检修

现场实施废砖清理转运。

装载废砖的托盘吊装落位，转炉车间党总

支书记带着职工就冲上去分拣、装车、转运。

人去了澳炉，车间的检修不能受影响，留

在车间的主任带着部分职工按照检修计划对

转炉有关烟道进行清理。“必须保证大局，才

能实现全盘胜利。 ”清理烟道的职工说。

各单位承担的检修职责不断被落实落

细。 在电解车间，主任负责 30 万吨系统大修，

党总支书记负责老系统检修， 具体的项目全

部落实到人，并按照进度计划落地。

在转炉车间， 两名外包工在厂房门口抽

烟，被现场监督人员制止。 在硫酸车间检修现

场， 外来施工队正在组织管道维护施

工，厂科室负责人在现场认真监护。一

名未戴安全帽的施工人员进入检修现

场，立即被现场监护人员制止。

检修现场入驻的外包队已经超过

50 家，人数超过 500 人，厂安全部门

和车间、 科室密切协作逐项目实施现

场安全监管，把安全管理做实做细。

在澳炉主控室， 熔炼车间负责人

正在对施工负责人进行安全交底，加

上前一天的检修值班，该负责人已经有 40 多

个小时没有怎么休息。 夜深人不静，检修区域

之外的厂办公楼、 车间办公楼的多间办公室

灯火彻夜通明。

截至 2020 年 12 月 26 日， 计划开工 113

项，实际开工 101 项，进行中 96 项，逾期未开

工 0 项。 25 项工艺、设备重点项目、4 项重点

环保项目按进度计划推进。

熔炼、转炉、硫酸、电解、稀贵等各单位的

检修全面铺开，检修工作强度不断加大。 检修

现场管理被列为各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主要职

责，文明检修、文明施工作业与安全监护一样

受到严格监管。

打硬仗，先把作风纪律挺在前。 25 日，厂

党委工作部、 纪委办对检修期间党员干部的

作风纪律展开突击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无人

员违规违纪。

（冶炼宣）

2020

年

12

月

29

日 ， 矿业分公司召开

2020

年度管理人员融合共建交流会， 共有

20

名参加融合共建的管理人员参加，

6

名融合、共

建代表做了工作汇报。

2020

年初，矿业分公司将

20

名矿山管理

骨干，采取交叉任职、共建交流等方式，推荐到

各矿山进行岗位锻炼融合交流，旨在培养全能

型各专业业务技术人才， 通过一年的融合共

建，均在岗位上磨炼了本领，也吸收了很多好

的做法。 其中：铜绿山矿违章违制分级清单管

理，井下顶板分级管理，安全、生产、重点工作

过程考核制；丰山铜矿班组区域责任人收入与

产品产量挂钩考核激励法，区域承包降低维修

费用； 铜山口矿自主招聘外用工降低成本，职

工食堂对外承租价格降了口碑升了； 萨热克

铜矿探矿方式灵活多样 ，

周重点工作考核制等做法

在会上进行了交流推广；

在听取了共建代表的

工作汇报后， 分公司党委

书记对他们取得的成效表

示肯定， 同时也强调： 一要有收获更要有作

为，要把学到的本领在岗位上施展出来，才能

发挥融合共建的初衷； 二要有创新更要有眼

界，矿业分公司作为资源型企业，“走出去”是

必然，要思维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三是

有目标更要有行动，通过此次融合共建，大家

对各矿山生产流程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我们

就要紧盯目标，克服困难，确保分公司各项生

产任务的完成。 （许宁超）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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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聚力攻难关

设研公司精准释放科技动力，助推企业高

质量发展。 公司将科技创新重点聚焦在冶化改

造、绿色矿山、智能化工厂等重点项目上，集中

优势资源，做好研发工作。 不仅如此，为促进科

技创新，公司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建立自主研

发基金， 每年科研投入占比为营业收入 5%以

上。2017 年至 2019 年，承担公司级科研项目 24

项。2020 年，设研公司承担公司 4 项科研项目，

其中，《废电路板化学分析方法》《硫酸镍化学

分析方法》两项标准研制已结题。

公司以攻关项目为中心，成

立科研团队，实行科研课题、项目

负责制。 课题与人才“双向选择”，

组成团队，凝聚骨干，合力攻关。

国际标准《铜、铅、锌精矿中镉含

量的第一部分 AAS 法和第二部

分 ICP-AES 法》 研制是由 4 名骨

干组成的，其中 2 位教授级高工，

2 位高级工程师， 高效完成了攻

关。 截止到 2020 年 8 月，在有色

金属行业中，已发布的、由中国牵

头的国际标准为 13 项， 设研公司

就拥有其中 4 项。

培训树人才

科技创新是无形资产，而专业技术人员是

将“无形变有形”的关键枢纽。 设研公司拥有工

程设计冶金行业金属冶炼工程专业甲级等 10

余项资质和 7 项认定证书，资质的维护需要大

量专业人才的支撑。 设研公司管理层深知，科

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积极开展专业培

训与技术竞赛，通过培训增加职工的专业知识

储备量，通过竞赛锻炼职工的实操能力，双管

齐下，效果翻倍。

培训是“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 2020

年，设研公司开展内部培训 8 期，累积培训 283

人次，外部培训 7 期，共 28 人次。 公司有针对

性地“开小灶”培训，组织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勘察等专业课堂，使专业技术人员

迅速提升；还有“个性化”培训，根据新入职大

学生不同专业， 对他们进行了一对一培训，保

证他们更快适应岗位需求； 更有“拓视野”培

训， 参加了 2020 年中国国际一流绿色智能矿

山建设高峰论坛培训，交流绿色、智能、安全、

高效矿山开发建设的新理念和新思路。

竞赛也是内外并重。 在认真参加公司内部

“揭榜攻关”、技术比武等活动的同时，设研公

司还把技术队伍拉到行业中“练兵”，参加“制

造业技能竞赛”“黄石工匠”“下陆工匠” 等比

赛，均取得了不俗成绩。

目前，设研公司 189 名职工中，拥有专业工

程技术人员 126 人。 其中高级职称 52 人，中级

职称 53 人。 公司拥有专利授权 60 项， 具有 6

项计算机著作权授权证书， 每年发表论文 20

余篇。 过硬的专业技术人才为技术创新增添了

动力。

科技创效益

近 5 年来，设研公司先后完成了国内外勘

查、设计、咨询项目、科研项目 700 余个，20 余

项荣获有色行业、湖北省、黄石市奖项。 主持起

草了 50 余项国家和行业分析标准。 科技转化

为实绩，为设研公司积攒了良好口碑。 这些成

绩成为公司打开市场、拓展市场、赢得市场的

最佳“利器”。 发明专利试金炉已作为产品出

售。

公司加大产学研力度和技术合作力度，不

断提升整体研发创新能力。 公司与湖北理工学

院、下陆区政府、湖北师范大学等单位都签订

了产学研合作协议，努力为技术创新工作引进

新理念、新技术。 2020 年 11 月，武昌理工学院

国际标准攻关团队到设研公司开展产学研交

流。 该团队作为组长单位，邀请设研公司对此

项国际标准《铜铅锌精矿中氟氯的测定》的研

发瓶颈做深入攻关，公司抽调骨干力量，支援

工作，确保在年前取得突破性进展。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设

研公司继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为中色大冶打

造现代化铜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力量。

（李甲）

咱们的队伍有力量

——— 冶炼厂新系统第八次检修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