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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确保冬季安全生
产 , 电解铝厂近日采取相关措
施 , 进一步加强高空作业安全
管理 .

入冬以来 ,由于气候寒冷尧
生产现场操作人员衣物较厚 ,
操作不便袁 稍有不慎易发安全
事故袁特别是坠落事故遥 为此 ,
该厂日前采取强力措施 , 进一
步加强高空作业安全管理遥 厂
部要求各车间严格执行高空作
业安全措施袁 每周须对所管辖
的楼梯尧平台尧高空作业的走道
等进行专项检查袁 发现隐患立
即处理遥对易存在隐患的部位袁
要挂设安全标志遥同时 ,该厂进
一步加强了高空作业现场的规
范性操作 , 相关科室将加大高
空作业检查力度遥 (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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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 13日袁 计控
厂顺利完成 9尧 10# 炉 DCS
系统工作站大修任务遥

热电厂 9-10# 炉 DCS 系
统共有 7 个操作员工作站和 1
个工程师站袁 从投产至今各操
作站已经连续运行了 6年袁 计
算机设备严重老化袁 设备性能

不稳定袁 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日
渐低下袁 近年来多次发生系统
故障袁严重危及热电厂的生产遥

计控厂计算机室于经过近
4个月的认真调研和准备袁 决
定将 9尧 10# 炉 DCS 系统 8
个工作站全部升级袁 从而彻底
消除设备隐患 袁 提高系统性

能 遥 在与生产方协商后 袁 于
12 月 13日将 8 台工作站全部
投往热电厂 9#尧 10# 锅炉操
作室袁 在锅炉系统正常供汽的
情况下袁 安全尧 快速地完成了
硬件安装和软件调试工作袁 确
保了热电厂生产的顺利运行遥

渊侯宇冤

计控厂完成热电锅炉DCS系统工作站大修

本报讯 从 8月份起袁炉修
厂在全厂员工中大力开展的
员工自我教育的 野三小 冶安全
活动取得较好的效果袁员工安

全尧自我安全防范意识显著提
高袁全厂安全工作上了一个新
台阶遥

开展安全自我教育野三小冶
活动 袁是分厂领导在落实 野十
抓冶工作方针中野抓违章袁保安
全冶而提出的新举措遥 具体为院
发动员工讲述自己在安全生
产上亲身经历的小事故渊小事
件冤 和安全生产的小经验尧小
创新渊小改进冤遥 从小处着手袁
使班组安全活动形式活泼尧生
动具体袁变个人的经验教训为
班组 尧大家的财富 袁实现了安
全生产群防群治遥

截止目前袁全厂各车间班
组开展自我教育 野三小 冶活动
共完成班组安全教育活动 400
余次袁总结出安全小经验 30 余
条袁安全小创新渊小发明冤5 个遥
在野三小冶活动的过程中袁厂里
年底又补充提出配合 野三小冶
活动进一步实施 野三个一冶的
新内容袁即 院班组每一个员工
每周做一次安全监督员曰班组
每周学习一项安全技能曰每个
班组每月做一件安全实事或
解决一个安全问题遥 新的内容
使车间班组安全活动更加深
入袁效果更为明显遥 渊安旭东冤

炉修厂“三小”安全教育活动效果好

本报讯 最近袁贵铝华新新材料
公司在总厂有关部门的协调的兄
弟单位的积极支援下袁采取有效措
施化险为夷袁防止了因意外断电至
使熔铸炉凝固而带来的重大损失遥

12 月 13 日凌晨 4院 50 分袁 正
在生产的华新新材料公司突然断
电遥 此时熔铸炉内尚有 8吨料袁 若
长时间不能恢复送电 袁 料将凝固
在炉内袁 造成严重损失遥 厂生产
技术处获悉后 袁 立即与电解铝厂
进行沟通 袁 请求支援 遥 在电解铝
厂动力科和供电一车间的大力协
助下袁 经过 10 多个小时的艰苦排

查袁 最终于晚上 7 点多钟查出断电
原因袁 是某处电缆被盗而造成供电
线路短路 遥 由于当时气候非常潮
湿袁 无法立即恢复供电遥 在贵州铝
厂副厂长曹跃清的协调下袁 厂建筑
公司机电安装公司专程到贵阳购来
电缆袁 在运输厂的支持下袁 为华新
公司拉上了临时供电线路遥 在此期
限间袁 华新公司员工们克服重重困
难袁 采取积极措施为炉保温袁 确保
炉内熔料不凝固遥 深夜 12院 30分袁
停炉近 20 小时的熔铸炉恢复了生
产袁 把损失降低到了最低遥

渊王虞冤

意外断电 熔铸炉险象环生
八方支援 华新人转危为安

本报讯 热电厂锅炉车间年初为贯彻 野减污降耗尧
降本增效冶要求而针对老系统拟定的一系列管理办法
和措施袁经过近一年的运行袁效果逐步显示遥 仅降柴油
消耗一项袁 今年前 11 个月与去年同期相比袁 节约达
100余吨袁折合人民币 40余万元遥

今年以来袁 锅炉车间为了降低各项消耗指标袁加
强了班组日常运行维护管理及考核和台炉负荷平衡
的管理袁优化燃烧调整等措施袁同时对部分设备进行
了局部改造遥 对冷灰斗两侧进行开孔改造袁防止了因
结焦造成无谓的启停炉曰 对 5#尧6#尧7#尧8# 炉燃烧器
改造袁降低飞灰可燃物袁提高了炉子调整负荷的能力遥
由于炉子燃烧稳定性提高袁在低负荷运行时袁大大降
低了投油助燃的机率袁节约了燃油消耗遥 渊张成明冤

热电锅炉老系统节能降耗成效大

今年前 11月同比节油 40万

本报讯 电解厂供电四车间外循环水系统技术攻
关取得成效遥 12月 11日袁该车间在电解供电系统首家
成功实现了外循环水系统自动补水功能遥 不仅每月可
节水 150吨袁还可大大地降低工人劳动强度遥

外循环水系统是保证整流机组运行的关键设备袁
一直依靠人工进行补水袁操作频繁且不准确遥 该车间
通过增加电磁阀袁利用现成的 PLC 可编程控制器和水
位计及备用的继电器袁自主开发 PLC 程序袁以极低的
成本解决了这一难题遥 改造后袁水位实现自动控制袁水
泵房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无人值守遥 渊余颖莉 何昌永冤

四供电外循环水实现自动补水

本报讯 至 12 月 25 日 ,电解铸
造一车间生产普铝 80000 多吨袁变
形铝合金圆铸锭突破 20000 吨袁铸
造产品总产量已达到 10 万吨遥
今年 , 该车间生产任务较重 ,尤

其是四系列电解槽逐步开满后 ,电
解铝厂日产铝量达到 1000多吨遥大
量的原铝液给铸造生产带来巨大
压力 ,车间生产极为繁忙袁员工劳动
强度大增袁工作异常艰苦遥 为了确
保正常生产 袁 该车间克服人员紧

张尧工作量增加尧设备老化等困难袁
加强生产组织袁实行 24小时双机运
行作业遥 他们还临时从各班组抽调
人员袁新组成一个班 袁以加强白班
作业力量 袁 使白班产量最多时达
150多吨遥 同时 ,
车间狠抓各工序
控制袁 严格操作
规程袁 大大提高
了多品种产品质
量遥 渊杨柳 柴锐冤

电解变形铝合金产量突破 2万吨
一铸造总产量达到 10万吨

本报讯 计控厂认真开展创建
节约型企业工作袁 加大修旧利废的
力度袁今年来袁共修旧利废仪器尧仪
表 300 余台件 袁 按原值计算价值
100余万元遥

今年以来袁 面对费用紧张的严
峻形势袁 计控厂大力开展了群众性
经济技术创新工程活动袁以野作好日
常维护尧检修袁保证现场仪表稳定运
行袁严格控制成本费用袁抓好技改项
目施工袁确保顺利投产冶的劳动竞赛
活动为载体袁 大力开展修旧利废活
动遥 各单位都将修旧利废工作纳入
了日常生产管理袁 并与经济责任制
考核挂钩遥通过该项活动的开展袁为
降低成本袁降低消耗袁增收节支作出
了贡献遥 渊吴敏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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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 23日袁热电
厂 9# 锅炉水压实验合格 ,静
电除尘器安装结束 ,低温阶段
烘炉结束 ,锅炉大修进入收尾
阶段遥

9# 锅炉是投运 6年多来
的首次大修袁改造项目繁多袁
其中最主要的是炉膛上下两
圈水冷壁更换让管和除尘器
改造遥施工单位 24小时施工袁
热电厂质量安全监督组 24小
时跟踪监督遥 经过 60天来的

艰苦作业袁锅炉水冷壁让管更
换结束袁水压实验合格 ,静电
除尘器安装基本结束 ,低温阶
段烘炉结束遥

下一步袁锅炉将一边进行
高温烘炉袁一边进行静电除尘
器的调试遥 并将在高温烘炉
最后阶段直接投煤启炉遥 9#
炉大修期间袁锅炉车间克服重
重困难 ,挖掘设备潜能 ,延长
锅炉运行周期袁保证了生产的
顺利进行遥 渊 金广冤

热电9#炉大修进入收尾

本报讯 截止 12月 20日袁为了缓解四期原铝的压
力袁电解铝厂二铸造车间在只有一台 20㎏锭铸机生
产的情况下袁用 2 号 20㎏锭铸机单机生产近 10 天袁
铸造各班组采用交班在现场尧班前会在现场尧轮留吃
饭也在现场的作业方式袁 平均每班产量在 100吨以
上袁每天在 300 吨以上袁十天共完成交库产量 3000
多吨袁单机创下了新的产量高水平遥 (潘荣森)

电解铸造二车间单机产量创佳绩

本报讯 为确保年末精铝槽正常生产 袁12 月 18
日袁 电解铝厂电维一车间组织相关人员对精铝槽进
行润滑袁使设备润滑达到良好效果遥

精铝槽在设计时由于未考虑精铝生产时高温的
特殊性袁至使精铝槽在运行中袁选用的润滑脂在高温
时失效达不到润滑效果袁 造成槽上部蜗轮蜗杆减速
机大量损坏遥 为此袁该车间决定改用耐高温的材料袁
并同时改变润滑周期遥 新措施实使后袁减速机再未发
生损坏遥 为确保年末精铝生产平稳袁近日袁该车间再
次对精铝槽进行了润滑维护遥 渊 杨柳 刘俊峰冤

一电维加强精铝槽润滑维护

本报讯 电解铝厂氧化铝输送三车间针对净化
系统载氟氧化铝回收斗提机底部清料困难等问题袁
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制定改造方案袁 并结合斗提机大
修成功进行了技术改造袁收到了良好效果遥

过去袁斗提机常因过载尧负压波动等因素影响造
成漏料袁导致地坑内堆积大量氧化铝粉袁给操作工带
来繁重的清料任务遥 车间在斗提机大修中袁采用在其
底部制作安装清料斗尧快开阀的技术改造袁解决了漏
料问题遥 经过分批对 4台载氟氧化铝回收斗提机进
行技术改造袁 使操作工从过去繁重的清料任务中解
脱了出来袁每年还能节约氧化铝近 10吨遥

(安宣平)

电解厂氧化铝输送三车间

一项小改造解决大问题

本报讯 近日袁碳素厂检修车间对二
煅烧二号窑二次风机进行了技术改造袁
降低了检修难度和工作量袁大大缩短了
检修作业时间袁使风机故障检修对生产
的影响降到了最低遥

二号窑二次风机位于转窑体上 袁
拥有 6 米长的风道袁 机体重袁 体积大遥
风机的电机 袁 叶轮与风道的连接方式
不便于高空就地拆卸检修袁 发生故障袁

常需起重设备将风机整体吊到地面拆
卸解体修理 遥 为便于迅速检修 袁 一站
电钳人员决定对二次风机进行改造 遥
改造后的风机电机或叶轮发生故障时袁
可以很快地就地检修或更换电机袁 避
免了风机风道及基架的拆装袁 大大降
低了检修难度和工作量袁 使风机故障
检修对生产的影响降到了最低遥

渊 彭 彪冤

碳素检修车间成功改进二号窑风机基座
本报讯 贵阳白云铝工业设备制造厂为

广西华银铝业生产的 48 台压力容器日前顺
利完工袁并已全部交付甲方遥

今年九月袁 贵阳白云铝工业设备制造厂
通过公开竞标袁获得了广西华银铝业 48 台压
力容器生产制作任务遥 该厂十分重视这批产
品的生产袁 厂部和车间在图纸到厂后立即组
织召开了专题会议遥 厂部要求全厂职工协同
作战尧互相支持尧精心组织尧精心施工袁保质保
量完成制作任务遥

在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和相关部门的认
真配合下袁48 台压力容器制作顺利完成遥 设

备的主要指标都好于往年袁
尤其是焊缝的焊接质量保
持了较高水平遥 48 台容器共
拍片面 1238 张袁 一级片达
到 83%袁一次拍片合格率占
总拍片数的 99.66%遥取得了
令人满意的成绩遥 渊池莹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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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确保冬季生产的顺利进行袁
减少事故隐患袁12 月 19 日袁华阳公司焙烧
车间组织员工对焙烧炉地下烟道进行清
理遥

该车间的焙烧炉地下烟道由于生产
工艺的原因袁烟道内焦油尧粉尘附着过多袁
在生产中极易引起着火遥 为此袁该车间组
织 13 名员工对其进行彻底清理遥 清理安
全措施严密袁先用仪器对烟道内气体含量
进行检测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袁车间领
导首先进入烟道察看袁然后安排人员进行
清扫遥 在温度高袁烟尘大袁场地狭小的作业
环境中袁清扫人员挥汗如雨袁轮番工作袁奋
战三小时袁清理粉尘 90 余袋 袁近 2 吨袁终
于将地下烟道彻底清扫干净遥 渊谢东滨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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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份袁碳素厂加工车间针
对印度块与息烽块同在 2号机铣床加工
的矛盾袁采取措施协调合理组织生产袁以
按时完成 145吨息烽块加工任务遥

息烽铝厂需求的底部碳块袁 结构复
杂加工难度大遥 12月份印度巴尔克铝业
第二批碳块也要交货遥印度块尧息烽块加
工都要通过铣床 2号机完成袁 时间和加
工量出现了矛盾袁给生产组织带来困难遥
为满足两个厂家交货期需求袁 车间对生
产组织作了周密的计划袁 计划精细到每
班的加工量遥周密的计划与认真的落实袁
息烽碳块顺利进入了生产及包装袁 预计
于本月 23日提前 5天完成加工任务遥

(李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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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矿在提前完成 2006 年
任务后袁第一采剥队 ,针对 2007 年供
矿 32 万吨重任和设备老化严重袁作
业人员没有增加的状况袁 提前作准
备袁于近日拟定多项措施袁抢先一步
为明年生产提前做好准备遥 渊顾亮业冤

一矿一采为明年生产提前做准备

炉修员工修槽忙 优异成绩迎新年
徐雪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