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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德，开拓创新，以优异成绩向四次党代会献礼

个头不高袁轮廓分明袁一双眼睛深邃睿智遥
工作 20年来袁他以过硬的技术本领和执着的追
求成为身怀绝技的技术能手遥 他凭着自己的智
慧解决了生产上许多技术难题袁 攻克了不少的
技术难关袁 成为电解多功能天车排难除障的高
手遥 他袁就是电解铝厂电维一车间高级工程师尧
车间主任王天华遥

野偷冶师学艺袁让外方专家佩服
王天华自小就对电气方面的知识有着浓厚

的兴趣遥 1988 年袁他大学毕业后来到一电解袁从
工人干起袁当过技术员尧助理工程师尧工程师尧车
间副主任尧主任遥 重点负责多功能天车安装尧调
试尧维护等一系列工作遥

天车是电解生产的重要设备遥 1996 年袁
改造后一电解引进了德国多功能天车遥 大量的
先进技术扑面而来袁 学电气专业的他也深感受
到了压力袁设备资料全是英文袁以他那点英文底
子很难与外国专家交流袁 面对外方专家投来的
轻蔑目光袁天生好强的他心里很不服气遥

他买来了英语词典尧书籍遥贴床头尧装口袋尧
他每天坚持背单词尧练口语遥 如今袁他不仅能够
看懂有关的英文技术资料袁 而且还能直接同外
国专家进行技术交流遥

为了尽快掌握天车技术袁 他整天呆在安装
现场野偷冶师学艺袁有时忍不住想伸手试试袁却惹
来老外的责怪遥

天车运行后袁故障频频袁甚至出现突然断电
现象袁外国专家也一筹莫展袁固执地认为是供电

不稳的原因遥 王天华摇头说野 NO 冶袁他一头钻
进高温灼人尧噪声震耳的天车里琢磨起来袁查结
构尧测数据袁一干就是 3 个月 遥 历经一次次失
败袁他终于采用自创的野编程信号捕捉法冶找到
了故障原因遥 几经折腾袁王天华足足瘦了一圈遥

生产实践中袁王天华明白自己野偷冶的东西
只不过是野皮毛冶 袁要真正掌握结构复杂尧技术
密集的多功能天车先进技术袁并非容易之事遥于
是袁他暗下决心袁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遥
勤学苦钻，攻克重重难关
打这以后袁 王天华一门心思钻研起多功能

天车技术来遥专业书籍摆满了床头遥图纸资料被
他翻了一遍又一遍遥不管是烈日炎炎袁还是寒冬
腊月袁一有空他就爬到天车上袁琢磨结构袁一呆
就是好几个小时遥

天车投运不到一年袁 冷凝水蒸发器全部被
腐蚀袁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遥王天华认为原设
计不适合用电解生产遥 于是袁 他改用价值不到
400 元的不锈钢和工程塑料袁 更换下价格昂贵
的进口原件袁轻易地解决了抗腐蚀问题遥

进口天车有许多设计不适用于电解高温粉
尘的环境袁因而袁故障频繁袁影响了生产遥 于是袁
王天华又迷上了天车设计方面的原理和改造遥

1999 年袁王天华被聘任为高级工程师遥 这
一年袁 电气柜进口空调由于电解生产的高温缘
故袁 故障率奇高遥 而一台进口压缩机就 13 万
元袁且采购周期长遥 通过市场调研袁王天华建议
改用不到 2 万元适应性强的的国产空调袁使故
障率大为降低遥生产厂家德国公司获知后袁称赞
了王天华他们的创意袁 并采用国产空调取代了
原有的空调袁销往世界各地遥这个国产化改造项
目获得了贵州铝厂技术进步二等奖遥

在多项技术改造中袁 他解决了众多技术难
题袁攻克不少的技术难关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袁
对天车的习性尧脾气了如指掌遥 然而袁他并不满
足袁要实现天车零故障率袁就得增加天车的优异
性能遥 因此袁他下决心要进行技术创新遥
武艺精湛，天车的守护神
之后袁他钻研技术的劲头更足了噎噎
天车上的液压打壳机半个月就损坏一次袁

修复后测试程序复杂尧时间长袁油耗高袁来回爬
上爬下更使维修员工头痛遥一次在德国参观袁王
天华看到技术先进的液压试验台袁羡慕不已袁萌
发了自创试验台的念头遥回来后袁他与几位同事
成立了试制组袁查资料尧翻图纸袁夜以继日遥经过
半年多不懈的努力袁 他们成功开发了液压试验

台袁不仅解决了打壳机难测试的问题袁对天车液
压系统的所有元件都能进行检测遥 该项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成果袁荣获了中铝科技进步奖遥

王天华还和同事一起开发设计出适用于高
温下的天车液压闸板阀袁 彻底解决了原回转阀
故障率高袁维修量大袁停机时间长等 野老大难冶
问题遥此发明申请了国家专利遥他提出的用胶质
线尧塑料管自制适用于天车的多蕊控制电缆袁有
效延长了使用寿命袁降低了成本遥

2003 年袁王在华凭着丰富的实际经验和高
超的业务能力袁 在四系列多功能天车选型上他
提出的多项改进建议全部被采纳遥

新一代进口多功能天车在四系列投运后袁
本着方便检修的原则袁 王天华通过编程简化了
复杂的维修程序袁改进了天车电子秤控制程序袁
解决了秤显示不稳定的问题遥

技术精湛尧 武艺高强的王天华受贵阳铝镁
设计研究院邀请袁 参与了联合设计开发新一代
国产多功能天车的工作遥 新天车在引进设备消
化基础上进行创新袁性能大幅提高袁而成本仅为
进口天车的三分之一遥

这些年来袁 多功能天车在王天华与同事们
不断的技术改进和精心维护下袁 故障率大幅下
降遥那种因天车故障而影响生产袁维修员工整日
抢修天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遥
多年的实践袁刻苦的钻研袁王天华的技术日

臻完善遥 他现已成为电解生产中不可缺少的技
术人才遥

———记电解铝厂电维一车间高级工程师车间主任王天华
○杨柳

本报讯 10月份袁氧化铝厂完成成品氧化
铝 88165 吨袁累计完成 848015 吨袁为年计划
的 87.42豫曰完成实产氧化铝 87650 吨 袁累计
完成 846744吨曰为年计划的 87.29豫遥

10月份袁该厂按计划对两个溶出系统进
行了检修维护袁同时努力克服指标波动袁连续
阴雨给供矿破矿带来的诸多不便袁 并迅速制
定措施袁 统一协调指挥相关车间调整生料浆
细度尧提高蒸发母液浓度尧调控好分解首槽温
度尧破矿实行 24 小时轮番作业等袁确保了生

产的平稳正常遥 渊赵光宇冤
本报讯 10 月份袁机械厂共完成机械产品

产量 484 吨袁顺利完成了当月的生产任务遥
10 月份袁机械厂克服国庆长假尧追加急

件尧事故件项目多尧人手少等困难袁保质保量
完成了高锰钢尧钢爪架尧电解槽大修尧氧化铝
120万吨工程项目制作安装等生产任务遥

渊王丽萍冤
本报讯 动力厂员工紧密配合袁 奋力拼

搏袁扎实工作袁保质保量完成了 10 月份生产

任务遥 截止 10 月 31 日袁完成供风 0.64 亿立
方尧供水 180 万立方 尧供蒸汽 4.5 万吨 袁转供
重油 2400吨袁保证了电解尧碳素生产需求袁完
成质量技术指标 100%遥

10 月份袁动力厂加强管理 袁严密组织生
产袁强化安全工作袁保证了生产的均衡稳定遥
同时袁该厂认真抓好关键和重点设备的点检尧
项检袁按计划抓好设备的维护与保养袁确保了
设备的安全可靠运行袁 提高了设备的使用率
和可开动率遥 渊李喜祥冤

氧化铝机械动力厂完成10月份生产任务

本报讯 10月 17日袁计控厂圆满完成氧化铝二溶
出停汽仪表检修袁 确保了主体厂仪器仪表的准确可靠
运行遥
对这每月一次的例行检修任务袁计控厂予以高度重

视袁制定了周密检修计划遥 17日早上袁计控厂二车间尧
计量车间尧 电气车间尧 计算机室的人员提前赶到了现
场遥施工中他们克服高温尧高缄尧工作量大尧人员少等困
难袁严格遵守安全规则袁紧张有序地进行每一项检修任
务遥为了抓紧进行检修袁他们放弃了午休遥每完成一项袁
由工作负责人以序列号形式向调度室汇报遥经过努力袁
按时完成了检修计划的全部工作遥 渊吴敏冤

计控厂完成氧化铝停汽检修
本报讯 10 月 23 日下午袁分公司在

碳素厂召开了 2007 年生产计划研讨会袁
就明年碳素厂的生产计划提出了初步意
向遥分公司副总经理柳健康尧总经理助理
曾垂新以及计划企管部尧装备能源部尧生
产运行部尧财务部尧销售部尧碳素厂的领
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遥
与会人员从碳素厂今年的生产完成

情况尧工艺技术参数尧设备使用状态尧原
材料消耗尧 技术更新改造以及各项产品
指标尧能耗指标等多方面袁详细分析了明
年的生产形势和市场前景袁对阴极块尧阳
极组装块尧外销块尧糊料等碳素制品明年
的生产计划提出了初步意向袁 并初步预
定了明年的碳素产品生产计划遥

渊王冰棱 )

分公司召开明年碳素生产研讨会

本报讯 10月 17日袁 电解铝厂召开
干部会袁 传达分公司三季度经济活动会
议精神袁明确四季度工作重点遥

会上袁 厂长龚春雷要求四季度各单
位要加足马力抓好生产袁力拼 35.8 万吨
全年产量遥 电解系统要努力抓好工艺技
术条件的控制袁继续抓好节能降耗遥四系

列要按进度组织好开槽袁 精心维护电解
槽遥 铸造系统要加强高附加值产品的生
产袁努力抓好产品质量遥各单位要进一步
强化安全生产袁重点查清危险源点袁严格
杜绝违章操作袁提前做好冬季野四防冶工
作遥 该厂党委书记王润平传达了分公司
三季度经济活动分析会精神遥 渊杨柳冤

电解铝厂明确四季度工作重点

本报讯 10月 19日上午袁 贵州省商
检局质量管理检验处孙绍元处长及其相
关人员来到工贸华光服装厂 袁 对该厂
2006 年度 ISO9000 质量工作进行一年
一度的复审检查遥

通过一天时间认真仔细的严格检
查袁检查组人员认为袁工贸华光服装厂质
量管理工作做得细致踏实袁 在整个贵州
省的服装企业中来说袁 华光服装厂的质

量管理工作都是突
出的遥 每一项工作
都有布置尧有要求尧

有落实尧有检查尧有记录袁按规程对开展
的质量管理工作加强了过程和环节的控
制 袁 确
保了活
动的有
效 性 尧
符合性
和适宜
性遥
渊 龚 凤
凌冤

华光服装厂质量管理省内同行业名列前茅

本报讯 10月 25日晚 10 时许袁水电厂供水车间钳
工班尧管道班员工袁在分厂尧车间的统一安排下袁放弃休
息袁利用晚上用户用水量较少的机会袁冒雨对车间制水
班生活水处理系统的一个闸门进行了突击更换遥 保证
了分公司员工及家属的正常生活用水遥

在工作过程中袁由于受到场地限制袁闸门的拆装无
法借助吊车尧手动葫芦等工具进行袁唯一的办法就是靠
人力遥面对着这个几百公斤重的大家伙袁大家利用自制
的简易工具袁在检修大组长张国才的指挥下袁硬是靠人
力将其运到并稳稳的安在了垂直于地面的管子上遥 尽
管雨水淋湿了身体袁逼人的寒气直扑身上袁但这丝毫没
有影响大家的工作热情遥经过 5个多小时的战斗袁换闸
门任务于次日凌晨 4 时许圆满完成 遥 渊姜可立 冤

水电供水车间冒雨抢修闸

本报讯 近日袁氧化铝厂召开安全生产负责人工作
会袁安排部署四季度安全工作遥

会上袁总结了 3 季度的安全环保工作袁对四季度
的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遥该厂副厂长何在平强调袁管理
是根本袁他要求各车间明确职责袁认真组织学习事故案
例袁汲取经验教训遥 强化安全管理的漏洞检查梳理袁对
危险源辨识进行动态管理袁 尤其是工艺设备发生变化
时要及时更新遥 同时袁做好冬季野四防冶等工作袁确保四
季度安全高效生产遥 渊赵光宇冤

氧化铝厂部署安全生产工作

渊上接第一版冤设计院协助华阳进
行了高楼部的改造袁 使公司闲置
厂房重新发挥作用袁 并促进了产
品质量的提高遥 动力厂为华阳提
供水 尧电尧风服务袁机械厂为华阳
设备加工袁等等遥 此类兄弟情谊般
的帮助数不胜数遥 总之袁分公司把
华阳当作了自己的亲兄弟来关心
来扶助遥
分公司各部门和兄弟单位的鼎

力相助袁使华阳人大为感动袁也尽

微薄之力帮助兄弟单位遥 碳素厂
要进行碳块全石墨化试验袁 一时
缺乏低灰份电煅煤遥 华阳公司获
悉后袁不仅提供信息袁还停下自己
的试验袁 主动把远从山西省采购
来的低灰份电煅煤支援碳素厂的
试验遥
在分公司大力帮助下袁 华阳公

司开始步入正轨袁 积极依托分公
司求生存尧谋发展遥 在分公司出面
担保下袁华阳公司与云南东源尧凯

里阳光尧 息峰铝厂等企业签下了
碳块合同袁 并在碳素厂的大力支
持下袁 成功生产出产品并交付用
户遥 现在华阳公司开始有了一定
知名度袁造血功能初步形成遥
互动双赢袁建和谐贵铝袁使华阳

公司重焕勃勃生机遥依托分公司的
鼎力相助袁 华阳公司重整旗鼓袁跑
步前进袁加快发展遥 在贵州铝厂党
委的正确领导下袁华阳人正扬起风
帆袁破浪向前袁驶往美好的明天遥

本报讯 近来袁碳素厂加工车间积极组织涪陵铝厂
急需 80余吨阴极碳块的生产袁保证了 10月 25日产品
前包装发运遥

今年下半年以来袁由于阴极市场的变化袁需求量减
少袁给加工的正常生产组织带来较大的困难袁该车间把
树立员工市场观念作为重点袁随时应对用户需求遥涪陵
铝厂需要的碳块袁虽然吨位不大袁但所需侧角块为 6个
品种达 700 多块袁加工工序复杂袁交货期短袁生产组织
存在许多困难遥 接到任务后袁 该车间立即组织碳块毛
坯尧周密安排生产袁双休日也未停生产遥 预计此批碳块
于 24日可全面完成遥 渊李建华冤

碳素加工完成急件碳块加工任务

本报讯 10 月 24 日上午 11:00 整袁 二矿林歹变电
所电源突然消失袁整个矿区处于无电状态袁致使整个生
产停止运转遥矿机电车间立即派出电工进行寻线袁电工
们翻山越岭沿着林卫线查找故障袁12:30分袁 在林歹变
电所至卫城第 7 号尧8 号尧9 号电杆袁发现 3.5万伏高压
线坠落在树林中袁一场紧急抢修战拉开了遥

车间立即抽调精干人员组成抢修队袁 只用 1 个半
小时袁就赶到了抢修点遥轮换休息在家的电工听说后赶
到了袁不是电工在家休息的车间员工也赶到了遥断线电
杆所在位置正好在两个山头之间袁山上森林覆盖袁山高
坡陡袁员工扛着采杆尧采板尧铁葫芦袁抬着铝绞线尧背着
工具袁沿着陡峭山路向上爬遥 开始放线袁职工在杂草丛
林里把新铝绞线一米一米拉到断点处袁接线尧爬杆遥 5
名电工在 18米电杆上一干就是 4小时遥 晚上袁山上漆
黑一团袁他们就组织十多把手电筒袁把亮光对着 18 米
电杆上检修人员遥 深秋的夜晚袁冷风袭人遥 整个抢修一
直干到晚上 9:00分遥 当 5名电工下杆时袁天上开始响
起雷声遥 20分钟后袁矿山重现亮丽的夜景遥 渊唐平冤

二矿机电车间紧急抢修高压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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