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了解贵阳白云铝工业设备制
造厂框架式电加热整体热处理项目试验阶段
的工作进展袁11月 13日袁中铝公司科技处两
位处长来到贵阳白云铝工业设备制造厂袁进

行阶段性检查遥
检查组听取了该厂厂长对本阶段工作

主要进展和所取得的主要技术成果汇报袁
查看了部分检测记录尧曲线对比袁并到试验

现场实地察看工作遥 检查后袁检查组一行三人
对该厂本阶段所作的工作情况表示满意袁并对
此项目下阶段的具体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遥 渊池莹冤

中铝公司检查铝工业设备制造厂科技发展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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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0 月 11
日袁 物流配送中心产
成品科正式接管分公
司所有产成品装卸工
作遥原氧化铝厂尧电解
铝厂的 9名天车工尧和 3名叉车工袁
加上产成品科的 4名新取证的龙门
吊工袁 共计 16人成立了装卸班袁承
担起六个仓库的所有产成品装卸发
运工作遥

产成品发运方式分火车和汽车
自提袁24小时连续作业不中断遥 产
成品品种多尧发运量大袁仅普铝一天
的发运量就达 1200多吨遥有时一天
发运的车皮就有 20多个袁中间汽车
自提还不算遥 所有产品吊运装卸都
离不开天车袁而天车工人员有限袁产
成品科便将倒班制改为听班制遥 不
论白天还是夜晚袁车皮一到袁人员必

须马上就位遥 人手紧加上部分天车
工是新手袁装车进度缓慢袁有时一个
车皮要装 2个小时袁 经常在天车上
一干就是一天遥

铝锭一库班长刘东生尧 碳块库
班长谈叙技术娴熟袁 在完成自己工
作的同时袁 主动加入到紧张的装卸
工作中遥 刘东生已 50岁了袁身体不
好袁却一直带病坚持工作袁从不计较
个人得失遥铝锭一库工作最为繁忙袁
尤其是精铝库存量大袁规格型号多遥
而外销客户要求高袁配货时间紧袁任
务急遥 刘东生带领一库保管员们精
挑细选袁一捆捆选重量查含量遥为保

证外观清洁袁 有时需
一捆捆拆开清洗再重
新打包遥 一个车皮要
挑选一百多捆袁 刘东
生驾天车叉车交替轮

流来回上下忙碌袁头上冒着热汗袁工
作服后背已汗湿袁 忙得经常午饭都
顾不上吃遥有时从早上忙到深夜袁一
天内发运了 700多吨产品遥

装卸班班长熊灿刚为保证产成
品的顺利吊运装卸袁 几个仓库之间
来回奔波袁既要开天车尧龙门吊袁又
要协调好各个仓库的装运袁 每天都
要忙到深夜遥 熊师傅的爱人在外地
工作袁孩子即将高考袁但他设法克服
所有困难袁 使仓库产成品发运工作
有条不紊遥装卸班组建的当月袁就完
成氧化铝外发 24050 吨袁 铝产品
34610吨和碳素制品 4485吨遥

把辛勤汗水洒在平凡的库房
———物配中心产成品科发运装卸工作见闻

○ 胥有英

本报讯 为了确保冬季
安全生产工作袁11月 16日至
17日袁 电解铝厂开展安全生
产工作交叉大检查遥
检查内容为冬季四防物质到位及开展情

况尧煤炉取暖是否有防止中毒的措施袁安全防
护措施是否完善尧 现场安全通道及排水渠道

畅通情况等袁 并重点对工艺
车辆的越冬生产情况进行了
检查遥 该厂要求各单位对检

查出的隐患要认真及时整改袁 确保安全生产
万无一失遥 (龙良海)

电解铝厂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本报讯 11 月 24 日下午袁碳
素厂召开 2007年生产组织研讨会袁
对明年全厂生产进行了研究讨论遥

会上袁 各车间主任对今年的生产情况进
行了认真的总结袁并对下步的工作计划尧设备
状况和面临的形势交流了意见遥 分厂领导通
报了分公司下达的明年生产计划袁 提出了各

项工作的要点遥
该厂厂长张衡指出袁2006 年袁 是碳素

厂极其困难的一年袁 也是生产状态最饱满
的一年遥在保证老电解正常用极的情况下袁

不仅满足了新投产的电解四系列用
极袁还尽力多生产外销块遥 明年袁要
做好设备的维护保养袁 生产计划平

衡一定要准确袁 在降本降耗上要有新措施袁安
全管理也要有新举措遥 不仅阳极要保持良好的
状态生产袁阴极也要开足马力袁全面生产袁要在
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努力抢占市场遥 渊王冰棱冤

碳素厂研讨 2007年生产

本报讯 11月份以来袁电解铝厂电解四车间原铝质
量稳步提升袁 到目前 袁 原铝 AL99.70 以上率达到
93.35%袁超过了分厂下达的质量目标遥

9月份以来袁该车间原铝质量出现波动遥 车间领
导十分重视袁组织进行技术分析袁制定提高原铝质量的
措施遥 各工区认真按措施组织生产袁加强质量管理袁跟
踪原铝质量变化袁并制定人工添加极上保温料标准袁防
止阳极氧化袁 做好掉质量槽提质与破损槽维护修补工
作遥通过近 2个月的努力袁车间原铝质量得到了稳步提
升遥 (孙竹影 龙良海)

电解四车间原铝质量稳步提升

本报讯 近日袁电解四车间 2426#槽无泄漏系统改
造经过 40天的运行试验袁取得了好成绩遥 该槽 AE系
数下降袁堵尧积料现象基本杜绝遥

一段时间以来袁 该车间电解槽漏料袁 积料现象严
重遥 为此袁车间决定以 2426裕槽为试验槽袁进行无泄漏
系统改造遥他们将原来固定槽眉板改为活动式袁避免了
阳极导杆和槽眉板因碰撞变形曰 下料反吹管改造成密
闭式袁避免了漏料和积料曰将胶垫改成不易坏的毛毡遥
目前袁该试验槽运行平稳遥 渊罗秋菊冤

电解四车间无泄漏改造喜获成功

本报讯 热电厂锅炉车间克服新系统无备用炉的
困难袁制定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袁保证了向氧化铝溶出
系统平稳供汽遥

锅炉车间 9#炉于 10月 24日进入大修遥 大修期
间袁新系统无备用炉遥为保证向氧化铝溶出系统平稳供
汽袁 锅炉车间特制定了新系统在 9#炉大修期的特护
方案袁规定了锅炉床温尧床压尧负荷等重要参数的控制
范围袁并对加强对炉本体尧转机尧除灰渣尧加湿尧电收尘尧
空压站等设备的日常巡点检尧润滑保养遥严密可行的措
施袁为氧化铝稳产高产提供了平稳蒸汽遥 渊支国柱冤

热电锅炉确保新系统平稳供汽
本报讯 最近袁碳素厂导杆车间的一项技术

革新袁使闪光焊岗位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袁把员
工从繁重劳动中解脱了出来遥

导杆车间闪光焊机的钢爪切割机下料斗原
是一个封闭式的接料槽袁 切割下来的废钢爪积
满后袁由操作人员将废爪搬运到堆积点堆放遥切
割机每天要切割 140要150个钢爪袁每个钢爪约
重 40公斤袁每班需搬运近 6000公斤的钢爪遥繁
重的体力劳动袁有时会造成操作人员的扭伤袁形
成成安全事故遥 同时还会影响产量遥

该班员工集思广益袁在合理化建议活动中袁
提出了改进下料斗或溜槽袁 以节省倒运废料时
间的办法遥员工顶着强烈刺眼焊弧光袁连续奋战
12 小时袁进行了溜槽尧料斗的制作焊接以及电
路改造袁成功完成对钢爪切割机下料斗的改造遥

改造后袁 切割后的废爪可通过溜槽直接滑
入料斗中袁无需再进行人工搬运遥 通过改造袁减
轻了员工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率遥 渊李汝秋冤

小革新让导杆员工解脱繁重劳动

本报讯 近日袁碳素厂加工车间为满足电解
厂需求袁 采用新工艺进行阴极底部碳块侧面端
面划痕袁以提高筑炉强度延长电解槽使用寿命遥

电解槽用阴极底部碳块梯形划痕是新开发
的工艺遥该车间克服困难袁对划痕刀盘和设备等
进行了局部改造袁 成功为青海铝厂生产了此型
碳块遥为使我厂电解槽也能用上梯形划痕碳块袁
加工车间积极组织生产袁 并将端面划痕改为开
通梯形划痕方式袁 成功解决了端面划痕与侧面
划痕的对位问题遥 电解铝厂电解槽长期以来使
用的阴极底部碳块为侧面 V型划痕袁梯形划痕
方式侧面从过去的 5条增加至 9条袁 还增加了
端面 5条梯形划痕袁 这对电解槽筑炉及使用寿
命都有益遥 该车间为电解铝厂生产的 400余吨
梯形划痕碳块袁已发往炉修厂遥 渊李建华冤

碳素为电解生产梯形划痕碳块

本报讯 近日袁碳素厂第三焙烧车间针对多
功能天车收尘器冒灰严重的异常现象袁 组织操
作人员对收尘器开盖检查袁 及时排除了设备存
在的问题遥

该车间多功能天车收尘器是装出炉作业中
对填充料进行回收处理的重要环保设备之一袁
一旦安装尧检修达不到要求袁将对生产环境造成
严重污染遥为使设备达到有效的收尘要求袁车间
组织安排操作人员认真对收尘器开盖检查袁最
终发现两个布袋骨架变形和端口扣压不严并损
坏遥操作人员对收尘器进行了修复和更换袁在最
短的时间内完成处理工作袁使 66个布袋恢复正
常功能袁解决了收尘器冒灰严重的异常问题袁保
证了车间生产环境遥 渊钟翔冤

三焙烧解决天车收尘器冒灰问题

热电厂清扫外配确保生活区供电
本报讯 11月 24日袁 热电厂供电车间对厂

外配进行清扫检查袁 以确保所属的厂外各家用
电安全可靠遥

热电厂厂外配对包括龚家寨生活区尧 总厂
办公楼尧水电厂以及热电浓缩系统等处供电袁清
扫牵涉面很广遥清扫之前袁热电厂相关部门提前
对所牵涉到的家属区及办公楼区进行沟通袁要
求 11 月 24 日上午区内人员关闭一切家用电
器袁以防电源闪烁烧坏设备袁并与水电厂联系好
设备切换遥为保证清扫工作迅速优质地完成袁热
电厂供电车间抽调精兵强将投入工作遥 清扫工
作从上午 9点持续到下午 13点袁 最终圆满完
成袁确保了厂外各家供电的安全可靠遥渊肖荣丽冤

本报讯 为确保冬季安
全生产袁 电解铝厂及时储备
越冬物资袁 并于近日进行了
重要设备的防冻处理袁 扎实
做好冬季野四防冶工作遥

一入冬袁 该厂便作好了
冬防物质准备袁 并多次对各
车间 野四防冶 物资的储备情

况尧供暖系统尧安全防护措
施尧 现场安全通道及排水
渠道畅通等情况进行检
查遥 在加强冬季四防安全
意识培训的同时袁 该厂注
重把冬季四防工作落到实
处遥 计算机室用胶皮管包
裹室外的冷热水管遥 氧化

铝输送车间及时清除沟内杂
物, 对料仓尧天车加料及超浓
相平台尧除尘系统以及水管道
进行防滑尧防冻处理遥 氧化铝
输送四车间还对 300 多米排
烟风机循环水管网进行防冻
草绳包扎袁并在易滑处铺设防
滑草垫 遥 铸造三车间加强对

电解铝厂扎实做好冬季四防工作

本报讯 日前袁工贸总公
司召开会议袁安排布置当前
重点工作遥

公司总经理王永奎总
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袁认为
总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完成
得好袁管理工作有进一步提

高袁企业文化建设迈开了新
的步伐遥 针对当前工作袁王
永奎提出袁要尽快形成明年
的工作思路和生产经营计
划袁 不断推进企业文化建
设遥 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要按
照野典型引路袁示范启迪袁大

体规范袁 各具特色袁 内涵丰
富袁成效明显袁整体推进袁逐
步提高冶的原则袁用野新的内
容袁新的观念袁新的形式袁新
的机制袁 新的载体袁 新的环
境袁 新的愿景袁 新的工贸精
神冶来推动工作遥 渊龚凤凌冤

工贸总公司安排部署当前重点工作

本报讯 从 11月 23日袁
热电厂 44个班组接受分公
司安全环保部 野无伤害班
组冶检查验收遥 这是继去年
首批热电厂 23个班组获得
分公司野无伤害班组冶授牌
后袁进行的第二批安全生产
野无伤害班组冶检查验收遥

来自分公司的安全生
产和消防保卫负责人从 44
个班组中抽取 13个班组进
行检查袁 检查采取资料尧提
问尧现场三结合进行遥 由于

该厂长期来十分重视班组
的安全管理工
作袁 检查验收
情 况 令 人 满
意遥 检查组对
热电厂新系统
集控室新型消
防器材非常感
兴趣袁 频频拍
照以作资料遥

此次验收
合格后袁 热电
厂无伤害班组

已基本覆盖全厂遥 渊肖荣丽冤
热电 44个班组接受无伤害班组验收

本报讯 氧化铝厂熟料溶出车间
粗液管经过岗位员工的精心操作维
护袁 使粗液管运行时间达到 300天以
上袁 创下了氧化铝厂烧结法投厂以来
粗液管运行最长的记录遥

烧结法投产十年来袁 原用的粗液
管为 8寸管袁而且实行单泵单管运行袁
每次倒泵必须同时倒管袁 管道内的物
料由于放不净袁 时间一长管道内结上
了一层厚厚的疤袁使管道口径变小袁经
常发生粗液送不走尧 槽子
冒槽现象袁 两三个月就得
清理一次遥 清理管道需要
2~3天袁不仅浪费了人力物
力袁 而且严重影响了烧结
法的正常生产遥 如今由于
烧结法产量的不断提高袁
该管道远不能适应生产的
需求遥 为改变粗液输送管
道运行的不良状况袁 该车

间利用节余资金和工余时间袁在
厂部的大力支持下袁 自行设计施
工安装了两条大口径新管道袁增
大了管道的容量和流量袁 且改变
过去单泵单管的倒泵方式袁 保持
管道的畅通遥同时袁制定了粗液管
打垫子尧刺料等处理预案措施袁对
磨漏点及时进行焊接加固袁 保证
了粗液管的正常运行袁 使其使用
周期提高了 3倍遥 渊晏洪沛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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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袁碳素厂一焙烧车间组织员工将两栋
厂房 108个网络插座逐台进行清洗袁 做好网络维护工
作袁确保阳极焙烧生产平稳进行遥
近期袁 该车间网络故障频繁袁 使炉面生产信号丢

失袁造成系统中断袁严重影响了生产工艺遥 技术人员在
检查处理故障中袁发现网络插座插针粘有积尘袁导致移
动作业时引发短路袁使控制系统网络中断遥 为此袁该车
间组织了这次清洗袁 操作人员还清扫了燃烧控制盘柜
积尘袁同时加强对计算机网络系统的监控调试袁确保了
阳极焙烧生产工艺的稳定遥 渊徐健冤

碳素一焙烧加强网络维护

碳素厂二焙烧把安
全责任制落到实处袁通过
加大安全隐患的整改袁实
现了安全生产遥图为员工
在增设设备安全防护栏遥
渊钟翔 摄冤

11 月 21 日 袁热
电厂锅炉车间借氧
化铝一溶出停汽检
修之机袁抓紧时间处
理系统缺陷遥

渊黄升德 摄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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