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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药剂管理，节约用药成本
2013年初, 古益选厂在总结上一年药剂用药情

况的基础上袁进一步完善了药剂管理制度遥首先在配
药方面袁技术人员给配药工详细编制了药剂贮存尧质
量好坏目测判断表袁 防止配药工人将变质或劣质的
药剂配给浮选使用袁影响生产指标曰加强配药工人对
选矿各种药剂的配制培训袁 将配药工月度质量奖与
浮选班组的当班奖挂钩袁以强化配药工的责任感袁保
证配药质量曰 其次对浮选班长实行药剂节超奖罚制
度袁以强化班长对班组员工的管理袁更合理用药遥 通
过这一系列措施袁 选厂选矿药剂降本取得了显著成
效袁截至 10月份选厂处理原矿 25.64万吨袁选矿用药
单耗由 2012年的 18.70元/吨降低至 15.64元/吨袁共
节约了药剂成本 78.48万元遥

优化流程，提高磨矿效率
2013年 8月袁河三选厂因尾矿库满而停产袁为了

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广大员工收入的稳定袁 公司
要求古益选厂每月原矿处理量和金属量分别由
25000吨尧1450吨提高至 29000吨尧1650吨遥 要达到
目标袁最大的瓶颈在磨矿分级流程遥 为此袁选厂多次
召开技术研讨会袁 探讨在不增加新磨矿设备的基础
上袁提高磨矿分级处理能力遥 最终将方案确定为院更
换破碎振筛筛网使破碎产品粒度由-10mm降低至-

8mm从而降低磨机入磨粒度袁 为提高磨机台时处理
量提供条件袁同时破碎每班开机时间由 3.5小时延长
至 5小时以保证破碎供矿曰 将水力旋流器重新加装
至磨矿分级流程袁 用于加快返砂脱水以提高磨矿处
理能力遥经 8月份生产调试和生产不断优化袁9尧10月
份金属量分别达到了 1682.037吨尧1687.524吨袁目前
磨矿处理能力基本达到了 1150~1200吨/日遥

科技创新，减污增效
近两年来袁 随着国家环保对废水排放要求的日

益严格袁 加快选矿废水净化及回用已成为公司未来
发展的一大关键难题遥为此袁公司多次组织相关技术
人员与高校单位一起开展选矿废水净化及回用实验
室研究遥2013年 6月袁与广东工业大学合作的选矿废
水净化及回用实验室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袁 浮选废
水经净化处理后袁磷含量由 4.5mg/L降至 0.2耀3mg/L袁
六价铬由 4.98mg/L降至 0.01mg/L袁 总铬由 4.88mg/L
降至 0.13mg/L曰在对铜铅混浮组合捕收剂的配比尧用
量尧锌抑制剂的强化尧精选作业补加水的选择等进行
调整与优化后袁 废水选矿指标与新鲜水的选矿指标
基本一致袁说明净化后的废水回用生产十分成功袁下
一阶段即可进行选矿废水回用系统各项基建工作袁
废水回用系统投产后将可实现 80%的废水回用袁全
面实现清洁生产遥

青工创新创效全面开花
2013年古益选厂青年积极开展野五小冶尧合理化

建议尧QC等各项活动袁 取得了很大成效遥 目前开展
野五小冶项目 9个袁包括了叶改造原矿尧锌搅拌桶袁降低
捕收剂用量曳叶改造铅精选中间室袁 降低含锌曳叶改进
锌过滤机滤袋袁降低过滤电耗曳叶筑简易沉淀池袁回收
硫铁精矿曳等袁在节约选矿材料消耗尧电耗袁提高金属
回收率等方面为公司创效 284.97万元遥 合理化建议
2个袁包括叶回收尾矿排矿废弃管道曳叶磨矿系统给水
量化管理改造曳袁其中叶回收尾矿排矿废弃管道曳由于
选厂尾矿外运给水泥生产企业使用袁 尾矿实现了定
点排放袁原布置各排放点的尾矿管道可回收再利用袁
经统计共回收尾矿耐磨高分子管道 1200米袁按每米
300元计袁 节约采购成本 36万元曰叶磨矿系统给水量
化管理改造曳 项目实施后将大大降低选厂选矿用水
量袁处理每吨原矿的用水量将由现在的 4.5吨降低至
3吨袁按年处理原矿 36万吨计袁减少选矿废水 54万
吨的产生袁降低处理废水的成本和废水排放袁按处理
每吨废水 0.29元计袁节约净化废水成本 15.72万元遥
QC项目叶优化药剂组合袁降低选矿药耗曳实施取得成
效后袁节约药剂成本 49.61万元遥

（杨静连）

今年以来袁 古益选厂积极响应广
西有色集团野六大行动冶野七项措施冶及
公司野三提高一降低冶的工作部署袁从
管理的细微处入手袁 不断通过技改创
新优化生产流程袁 不断找出节能降耗
的岗位操作关键控制点袁 扎实做好基
础管理工作袁实现降本增效遥

由于公司已探资源储量日益紧
缺袁 原矿物共生关系密切和嵌布粒度
变细袁矿石品位有所下降袁硬度加大袁
对提高古益选厂生产指标的难度越来
越大曰 同时在有色金属市场低迷及企
业生产成本不断提高下袁 选矿厂不断
增加矿石的处理量袁 加重了设备的负
荷率遥古益选厂面对一系列难题袁动员
全厂职工集思广益深挖内部潜力尧细
化管理袁通过采用科学方法袁进行了一
系列的技术创新袁 有效提高设备的潜
能袁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遥
在选矿厂生产中袁 降低球磨机的

给矿粒度袁 可以较大提高球磨机的处
理矿石能力袁 有效降低磨矿单位吨矿
能耗遥 综合古益选厂磨机车间和破碎
车间电耗相比较袁 破碎的电耗成本远
远低于磨矿电耗成本遥因此袁古益选厂
经过考量袁认为采取野多碎少磨冶工艺
攻关降低选厂吨矿处理量的电耗袁是
节能降耗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遥 在保
证生产相对平衡的前提下袁 将破碎最
终产品粒度降至 0耀8mm袁 入磨矿量由
技改前 1000吨/日提高到技改后 1200
吨/日袁磨机处理量提高了 20%袁磨矿
单位吨矿电耗从 7月份 15.508kwh/吨

下降到技改后 9月份 13.42kwh/吨遥 按
一年处理矿石 30万吨计算袁磨机车间
一年可节约电费约 37万元遥

但随着磨机处理量逐渐提高袁磨
机分级系统负荷增大袁 该厂通过技术
论证袁 通过与水力旋流器配套使用减
轻分级机轴的负荷量袁达到生产尧设备
平衡运行遥 为此袁厂技术攻关小组深入
车间不断总结袁 把水力旋流器渣浆泵
的进浆槽口开在磨机车间 2# 螺旋分
级机左下部袁 既防止废小钢球进入渣
浆泵体袁 又能通过分级机大叶片的旋
转搅拌得到相对均匀的矿浆遥 初期水
力旋流器溢流管口直接排进浮选工
段袁由于原矿品位尧硬度变化波动大袁
造成水力旋流器溢流口时有跑粗现象
难以达到选别的技术要求袁 厂部经过
不断调试袁 最后把溢流管口设置在 2#
磨机排矿槽内袁 并把旋流器进浆管道
由表面光滑尧 耐磨性极高的高分子聚
乙稀管取代不耐磨的 PVC塑料管袁不
仅得到了选矿级别渊以下简称野选别冶冤
要求的磨矿细度袁 有效解决跑粗现象
发生袁而且 2#分级机溢流矿浆达到选
别要求袁溢流闸板可下降 2耀5公分袁溢
流浓度提高了 2%左右袁间接减少生产
补加水用量及选别药剂使用量遥 同时袁
由于水力旋流器采用变频调速技术袁
按照生产需要合理调整渣浆泵 45kw
电机转速袁 有效降低了该电动机的电
耗遥

（覃 勇）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企业价值观念的转
变袁 节能降耗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来面对遥
众多企业为增强核心竞争力袁 把节能降耗尧
减少企业成本性支出袁作为当前生产经营工
作的重点遥 但是如何节能降耗钥 不是光说说
就能达到的袁需要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管理体
系袁 才能使企业的节能管理工作具有持续
性尧长久性尧有效性遥 在新的形势下袁应该赋
予企业节能降耗管理工作新的内容遥

首先袁坚持数字化管理袁全方位实施数
字化节能管理遥在企业日常的节能管理工作
中袁 通过对一些重要指标进行数字化比较袁
来分析管理成效袁已被实践证明是企业节能
管理的有效手段遥 如在生产过程中袁通过对
使用电量尧使用水量尧使用药剂量等数据的
对比袁检验出与既定指标的差距袁寻找工作
中的不足并且及时改进遥由于数字最能直观
反映管理成效和差距袁所以袁在企业的节能
管理工作中袁对经济运行的每一环节袁我们
要尽量实现数字化考核管理袁通过数字比较
发现和解决问题袁从而使机组始终在最优的
方式下进行经济运行遥

其次袁从细节入手袁提高资源的综合利
用率遥如何能有效节水袁如何能有效节电袁如
何能有效节约药剂袁如何节约资源袁是企业

成本竞争的最大关键遥 很多时候就要发挥
野抠冶的本领袁这样才能野抠冶出效益来遥 在日
常检查中发现的微小问题都可能成为改革
的关键袁阀门的微漏尧水笼头滴水尧照明灯常
亮袁这些小问题往往得不到重视袁然而就是
这些小问题积累下来就会变成大问题袁一支
60瓦的灯每天多亮 1小时袁 按 1000盏灯计
算袁一年就会多耗电上万度袁我们有多少度
电来浪费钥1个自来水龙头持续漏水袁据专家
计算袁24小时的泄漏量约为 1吨袁 我们又有
几吨水来浪费呢钥 因此袁在企业的节能降耗
管理工作上袁 当前尤其要从细节上做好文
章袁必须从大处着眼尧小处入手袁坚持不懈袁
又何愁我们企业的效益不能提高呢钥
再者袁推行循环经济袁废水的再利用袁废

弃边角料的再利用袁对损坏器械的修复再利
用袁都是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袁物品在完成
其使用功能后能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
而不是垃圾袁不仅是对环境的保护袁也能减
少企业生产投资遥

节能降耗已经成为如今企业的必然选
择袁作为基层员工应该不断学习节能降耗方
面的知识袁结合自身工作袁从身边做起袁从一
点一滴做起遥 (王 兰)

在 21世纪袁 市场经济高度竞争的今
天袁 企业的成本控制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内
因袁 而企业成本控制制度的执行力以及员
工成本控制的意识则是企业成本控制的主
要因素袁 要达到成本控制就要求每个员工
都节约遥 今天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一
说遥

2005年我在古益选厂做值班袁 一次月
度检修袁 我安排两个浮选工对浮选机进行
安装袁安装完毕袁剩半盒螺丝袁其中一个员
工在大家不注意时用脚顺势一拨袁 把剩下
的半盒螺丝拨到了浮选底袁 我看到这种现
象非常恼火袁 怒斥他并叫他到浮选底捡回
来遥 那员工很不情愿地去了袁 嘴里还嘀咕
着院省下来又不是你的遥

2008年我自古益选厂调任河三选厂副
厂长负责技改工作遥 有一次袁我安排员工进
行运输皮带支架的装配袁 主要的工作是把
铸造的支架与槽钢之间用螺丝进行固定遥
大概快到下班的时间袁 我又到皮带支架装
配的地方袁 发现一个工人正在备件堆里翻
找什么东西遥 于是袁我问他找什么袁他说正
在找一颗螺丝袁进行最后一支架的装配袁他
本来从仓库里刚好领够的遥 听了他的话我

的心里为之一振袁在以后的工作中我特意对
员工领料进行了观察袁发现员工领的那些小
件的东西如螺丝尧螺母尧铁丝等基本上都是
按需领取袁用到最后哪怕只剩一条焊条也要
归还仓库遥后来我对此类的现象与几个老员
工交流袁他们较为一致的观点是院河三选厂
十多年都是采取老板承包方式来经营袁而私
人老板对成本的管理十分严格袁甚至可以说
是苛刻遥因此工人久而久之就野被冶养成了节
约的习惯遥
在以上的两件事中袁我并不是在比较员

工的好与坏袁而是想说明袁什么样的环境就
会养成什么样的习惯遥在国有企业的管理体
制下有一些员工还是觉得成本与自己的收
入没有必然的关系袁而私人企业对成本的管
理是十分严格的袁成本管理带有强烈的经济
目的性袁员工的收入直接与成本挂钩袁久而
久之两种不同的习惯就野被冶养成了遥
因此袁 我们如何通过管理制度的制订尧

执行力尧 分配制度等一系列持久的措施袁让
员工能真正养成节约的习惯袁使之成为企业
发展的动力袁是我们管理层和员工本身应该
思考的问题遥

（黄敬忠）

落实措施节省大笔资金

优化流程实现降本增效

如何技改创新节能降耗？ 让员工养成节约习惯

上图为古益选厂
召开周检例会，探讨
节能降耗新方法。

上图为员工在改造筛网，以此来降低破碎
的出矿粒度，提高处理量。

图为员工在齐心协力修复破碎机老虎口

左图为员
工通过维修皮
带来提高机器
的效率。

在集团与公司的统筹下袁古益选厂在全厂范围内开展野三加
强一优化冶节能增效活动袁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遥

加强岗位操作技能培训
岗位操作技能直接影响本岗位的任务尧指标和成本袁也是

企业能否达到野节能增效冶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为此袁古益选厂采
取了岗位操作技能培训尧操作技能竞赛尧技术员现场指导尧导师
带徒尧专家指导和与经济责任直接挂钩等措施袁来提高员工的
操作技能水平袁并作为选厂日常主要工作来抓袁有力地促进了
生产经营袁2013年 1耀10月份古益选厂超额完成公司下达的各
项指标任务袁达到了节能增效的目的遥

加强现场管理力度
现场管理水平的高低袁直接影响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成

本袁也是能否达到节能增效预期目标的重要环节遥为此袁古益选
厂制订了一系列的现场管理制度袁其中有各岗位三大操作规程
制度尧交接班制度尧周检制度尧设备检查维护制度尧管理人员定
期不定期巡检制度等遥古益选厂通过对现场管理制度的不断完
善与严格执行袁保证了各项指标的良好完成袁杜绝了各种浪费
现象遥

加强责任落地制度的执行
责任落地是生产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袁也是各岗位挖潜增

效的主要方法遥 古益选厂为了进一步野节能增效冶袁结合生产实
际袁明确了责任的细分袁执行好责任落地和经济考核制度遥

优化流程挖潜增效
古益选厂的工艺流程袁执行的是流水线作业袁如能优化流

程袁确保矿石品位袁那么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潜力袁达到增效的
目的遥为此袁古益选厂组织员工对优化流程提出合理化建议袁并
对好建议进行奖励遥公司也组织相关人员外出学习其它厂矿的
经验袁并邀请专家来厂指导遥通过员工的共同努力袁古益选厂先
后采用了多项优化流程的做法袁取得了显著成绩遥 （吴洪叶）

科 技 创 新 挖 潜 创 效
在 古 益 选 厂 大 平 台 上 施 展 才 干

图为员工在修复磁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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