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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为保证雷雨季
节的安全平稳供电 袁1 月 8 日袁水
电厂组织开展了 2007 年度春季预
防性试验工作遥
为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圆满完

成袁该厂召开专题会议袁对试验工
作进行了安排和部署遥认真执行安
全管理野三个到位冶尧野四方汇签冶和
野五个确认冶制度遥对试验过程中发
现的安全隐患袁组织相关部门及时
进行整改和消缺遥 (邹利)

水电厂开展春季预防性试验工作

本报讯 截止 1 月 9 日 袁热
电厂已完成 110KV 鸡热线 108 开
关站袁110KV1524 避雷器袁六台发
电机及十二个 6KV 配电室的防雷

装置测试遥对查出存在缺陷的 6号
发电机中性点避雷器袁 三主控 1#
接地变避雷器进行了更换遥

（梁刚）

热电厂春季防雷预防性试验进展迅速

本报讯 1 月 13 日袁 氧化
铝厂召开第五届技术论文交流
发布会袁对叶熟料烧结节煤技术
分析及措施曳等 15篇论文进行
交流发布遥
?? 此次论文发布袁 该厂共收
集论文 250 篇袁较往年有大幅
增加遥 这些论文既有针对生产

难题进行研究尧分析论证袁成功
运用于氧化铝生产过程中的袁
也有对氧化铝工艺技术尧 设备
管理尧 生产操作的先进经验进
行归纳总结的袁 还有对氧化铝
工艺技术进行了新的研究和探
索的遥

(姜文卓)

氧化铝厂第五届技术论文交流发布

本报讯 1 月 10
日袁 氧化铝厂在 1 号
烧成窑水平烟道内制作安装生料浆加
热器袁利用烧成窑烟气加热生料浆袁努
力探索节能降耗的新途径遥

烧成车间烧成窑的烟气经过收尘
处理后袁余温高达 140多度袁直接排入
大气十分可惜遥与此同时袁从配料车间
送到烧成窑的生料浆只有 40多度袁需

要耗用大量的煤来烧结遥对此袁该厂通
过分析测算袁设计了生料浆加热器遥

1月 10 日袁该厂管焊车间对加热
器进行制作安装遥下一步袁烧成车间将
对加热器的加热效果以及加热器外部
的结垢周期等情况进行试验观察遥

(姜文卓)

本报讯 日前袁热电厂浓缩
系统实施了渣浆合流改造袁将
锅炉除渣水沟与冲灰水沟合二
为一袁合并渣尧浆处理系统袁既
有效节约电能与设备维护费
用袁又节省了人力资源遥

过去袁热电厂浓缩系统长
期保持渣泵尧 浆泵两套系统同
时运行袁 用于处理锅炉除尘器
产生的大量冲渣水和除灰水遥

为节约能源和人力袁 该厂厂部
野量材施用冶袁将 1~8号炉冲渣尧除
灰水通过拦截尧 挖地沟联通袁合
二为一袁 除灰水全部流入冲渣
沟袁 由渣泵统一打入浓缩池回
收袁停下了浆泵遥 今后将取消浆
泵操作岗位袁将人力资源释放到
其他急需岗位遥 目前袁一台渣泵
满足两沟合流的处理量后袁仍显
得稍有富余遥 （肖荣丽）

热电浓缩渣浆合
流改造省工节能

本报讯 氧化
铝厂新年首件事 袁抓
安全遥为此袁该厂希望
全厂上下齐心协力 袁
切实把安全工作抓
好 尧抓实袁以人为本 袁
科学管理袁 确保全年
安全文明生产遥
该 厂 厂 长 王 奎 就
2007 年安全教育尧环
境治理等工作袁 要求
重点抓好以下几方
面 院一尧以人为本袁有
针对性地抓好人员培
训袁 提高安全意识和
安全技能曰二尧全员要
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袁
警记安全工作是人命
关天的大事袁 坚决执
行野谁主管 袁谁负责 冶
的制度袁 上下齐抓共
管搞好安全曰三尧抓好
三大体系的有效运行
和持续改进袁加强基础管理袁随时
随地排查尧整改安全隐患曰四尧抓
好整脏治乱工作的落实袁 确保清
洁文明生产遥 （赵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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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 2 日 , 正当电解铝厂在 2006 年
取得可喜生产经营成绩 ,四期工程成功实
现满负荷生产 ,全厂上下正满怀信心迎着
2007 年 43.5 万吨产量目标阔步前进的时
候 ,遇到了突如其来的重大困难遥

因该厂氧化铝输送车间仓内氧化铝
结块袁造成电解八车间东区尧西区载氟仓
相继发生堵料袁电解七车间东区也出现浓
相输送系统下料不畅的现象遥230KA 电解
槽大面积空仓出现了无"粮"可吃的局面袁
给整个四期电解的生产带来巨大困难遥

面对困难电解铝厂自上而下袁不等不
靠袁利用自身的力量袁想办法袁定方案袁立
即组织人员对风动溜槽清堵清料袁排除被
堵积料遥氧化铝输送四车间运行班的员工
用铁锤击打的方法判断被堵位置袁再进行
堵料处理袁并采取用钢丝筛网筛氧化铝结
块的方法袁 人工从 1000 吨含氟氧化铝料
仓放料过筛 100多吨袁再用人工加料到电

解槽遥 但根本保证不了电解槽用料所需遥
形势十分危急袁 该厂领导班子果断决

策袁迅速采取措施袁利用人工加料的方法袁
确保电解八车间 144 台电解槽生产平稳
运行遥首先组织一二三电维车间将所有槽
上部三个料箱盖全部打开 ,整个过程仅花
了一个小时 ,然后其余七个电解车间分别
抽调 2名电解工 ,在各管理人员的带领下 ,
迅速支援 ,把大袋氧化铝用吊车吊至厂房
地面袁再利用天车吊装大袋氧化铝直接往
电解槽上部的下料口进行加料袁一时间槽
子严重缺料的状况得到缓解遥 据统计 ,整
个抢险过程 ,该厂总共用人工添加氧化铝
1300余吨遥

与此同时袁分公司领导非常重视四期
电解生产袁在得知四期电解浓相下料不畅
的困难后袁副总经理谢青松尧柳健康尧刘建
钢相继到电解八车间尧氧化铝输送四车间
生产现场办公袁了解指挥和解决生产中出

现的问题袁并和电解铝厂尧设计院尧机械厂
以及相关部门就超浓相风动溜槽的临时
改进情况袁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袁改进超浓
相风动溜槽袁在机械厂尧电解铝厂维修三
车间尧浓相输送四车间尧设备科等单位大
力协调配合下袁 经过近 20个小时的艰苦
奋斗全部完工遥 改进后的超浓相风动榴
槽袁可以实现从新鲜氧化铝仓直接送料 ,下
料困难暂时得到了缓解遥 另外 ,从载氟氧
化铝仓改进输送流程的方案也同步实施
现已试验成功 ,有望全面推广遥

抢险过程中 ,分公司总经理常顺清 ,副
总经理黎云 ,贵州铝厂副厂长曹跃清曾深
夜到现场对一线员工进行慰问 ,就抢险保
槽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 ,给一线员工极大
的鼓舞遥 目前 ,该厂正在全力恢复因氧化
铝输送下料不畅给 230KA 电解槽生产带
来的技术条件的影响袁合理匹配工艺技术
参数袁确保 230KA 槽生产平稳运行遥

要要要要要要要电解铝厂沉着应对输送下料困难保槽抢生产纪实
●龙良海

本报讯 元月 10 日袁斥资
三百多万元袁 贵州分公司重点
技术开发项目袁 碳素厂自主研
发的强力冷却机袁 在三成型车
间成功投入运行遥 阳极生块的
内涵质量得到大幅提高遥

分公司尧碳素厂对强力冷
却机安装后能否正常运行极为
重视袁多次召开专题会袁反复进
行论证袁 制定出 叶试车应急方
案曳遥 在调试过程中袁碳素广大

工程技术人员连续奋战袁放弃周
末休息袁早来晚归遥累了袁就在办
公室的沙发上睡一会袁他们精心
调试各种参数遥对强力冷却机送
料螺旋和皮带存在的缺陷进行
修正遥为了操作工人能尽快熟悉
设备性能袁 调试人员边试车尧边
进行现场培训袁使强力冷却机从
设备安装到调试成功袁并用于生
产中 袁 仅用了短短的二十
天遥 (陈波 陈仪 索绍愚)

碳素厂三成型车间

强力冷却机成功投运

本 报 讯

2006 年 袁热电厂
燃运车间修旧利
废成绩突出 袁节
约成 本近 百 万
元遥

2006年来袁
该车间加强了修
旧利 废工 作 力
度袁 成立了以检
修为主的攻关小
组袁 对修旧利废
工作作出了详细
安排和部署 袁重
点对几个已坏的
电动滚筒进行修
复袁 光这一项就
节约了 70 万元遥
车间还组织焊工
对美式破碎机辊
轮补焊近 10 次袁
有效延长了其使
用寿命袁 大大节
约了生产成本遥另外袁天车工
回收利用废开闭钢丝绳改为
提升绳袁 也大大节约了钢丝
绳成本遥 （管育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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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0 日凌晨 2：50
许，碳素厂第五成型车间当
班女工杨平丽、李冬琴在巡
视中发现热媒炉自动熄灭，
在重新自动点火时，没有正
常点起来。并进行再次点火，
但是怎么也点不着。于是，两
人对各设备及流程做认真检
查和确认，发现点火用的液
化气压力过低，不满足点火
条件。为保证次日生产的需
要，她们及时与调度取得联
系，“用我家的液化气！”两女
工争着把自己家里用的液化
气拿来点火。在调度的配合

下，把李冬琴家的液化气拖到了岗位
上，热媒炉顺利的点上了火，确保了生
产所需。当车间领导对二位女员工提
出表扬时，她们却笑了笑说：没有“大

家”哪来“小家”！
（安军）小特写

1 月 11 日凌晨，龚北路主水
管爆裂，影响了龚家寨、白沙关、中坝
片区职工家属用水。房地产管理中心
维修队接到爆管消息后，立即组织人
员连夜进行抢修。贵州铝厂党委副书

记何维、副厂长曹跃清清早也来到现
场了解情况，指挥抢修工作。经过房
地产管理中心员工的紧张抢修，下午
2：20 分抢修完毕，生活用水恢复正
常。 （本报记者 肖春生 摄）

本报讯 新年伊始袁 华光服装厂获得了工贸总
公司 2006年度现场安全管理先进单位袁他们在成绩
面前戒骄戒躁袁 总结安全现场管理中好的经验和做
法袁 把安全管理工作放在首位袁 在全厂范围内开展
野查隐患尧找违章冶主题活动遥 （姜 瑜）

华光服装厂加强现场安全管理

本报讯 2006 年袁 氧化铝厂烧成车间提高熟料
窑的运转率和台时产能袁优化技术指标袁烧成窑产量
达到 101 万吨 ,创历史最高水平 ,为氧化铝产量突破
百万大关作出了突出贡献遥 （陈 旭 赵光宇）

氧化铝厂烧成窑产量创佳绩

本报讯 1月 4日至 11日袁 氧化铝输送一车间
对主体供料设备空气提升机成功的进行了技术改
造袁彻底解决了因产能达不到设计值尧提升管常被物
料磨穿进而影响正常生产的严重问题袁 为电解生产
的长期稳定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浴 (王克)

电解供料设备技术改造成功

本报讯 1月 12日袁 计控厂负责的优质预焙阳
极技术创新子项目取得开门红遥 四车间青年文明号
团队仅用了 12天工作日袁完成了碳素三成型仪表信
号计算机集成监控系统改造工作遥 改造工作除了配
料秤控制器和少数控制回路袁 其余信号全部纳入数
字化系统中遥 （徐涛）

计控厂完成三成型仪
表信号监控系统改造

本报讯 2006 年袁 热电厂电气
车间扎实开展点巡检工作遥 30KW
以上大电动机未曾烧坏过一台袁创
下了热电厂建厂以来的最佳水平遥

（陈青松）

本报讯 1月 11日袁运输厂召
开 2007年货主座谈会袁该厂各相关
科室负责人尧 都拉营车站相关负责
人及与运输厂有业务往来的 38 家
的各界货主参加了座谈会遥 (张 莉)

百 字 新 闻
本报讯 1 月 10 日下午袁 房地

产管理中心在该中心三楼会议室召
开安全工作会议袁总结 2006 年安全
工作袁 安排部署 2007 年安全工作遥
中心经理沈元贵与各队尧站尧机关科
室负责人签订了 2007 年安全生产
责任书遥 （王仙能）

本报讯 2007 年元旦之际 袁
热电厂燃运车间 3 号燃运输煤系统
操作自动化全面升级袁 实现了远程
操作监控袁结束了燃运 3 系统野操作
难尧跑腿难冶的历史袁给安全生产打
下了坚实基础遥 （管育兴）

本报讯 水电厂机电车间组织员
工对供水车间一站三号 500KW 电机
进行大修遥为了提高大修质量袁决定对
电机采取局部解体后拖吊运输袁 易地
修理袁大幅降低工作难度袁有利于提高
检 修 质量 速 度 袁 减 少 故 障 的 发
生遥 （苏晓蕾）

本报讯 一煅烧全体员工保持
高昂的斗志袁 近日克服了因 B105 锤
式破碎机故障频繁堵料袁 造成生产连
续受阻的困难袁全力以赴排除野疑难冶袁
确保了下道工序顺利供料遥（唐中山）

本报讯 新年伊始袁氧化铝厂召
开各车间主任尧科室主管会议袁集思
广益袁 从生产组织和成本经费管理
两个方面袁畅谈车间的攻关措施尧以
及降本降费的办法遥统一思想袁把全
厂员工发动起来袁 为完成全年的生
产经营任务奋力拼搏遥（赵光宇）

本报讯 元月 8日袁 电解铝厂
召开副科级以上干部会袁 认真总结
2006年各项生产工作袁提出了优化
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尧 科技攻关等全
面实现提产增效降本降耗的 2007
年工作重点遥 (杨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