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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对于安庆铜矿来说，原矿
性质中铁含硫比较高，一直是一个技术
难题，为此，这个矿多年来曾多次组织
专家进行技术攻关，甚至与大专院校以
此为课题展开联合攻关，但收效甚微。
自去年以来，经过一年的努力，这个矿
一举攻克了这个技术难题，“治愈”了铁
含硫困扰矿山多年的“顽疾”，使矿产品
市场打开了新的局面，并实现了增收增
效。

几年前，曾有大专院校的科技人员
在安庆铜矿说：“目前铁含硫脱硫技术
在国内也是一个攻关难题，只有少部分
科研单位和矿山掌握了这门技术，但也
列为企业机密，不为外人所知。”安庆
铜矿在铁产品外销时，常常因为含硫比

较高，市场竞争力不强，造成销售价格
比较低。尤其是最近两三年，一些多年
的战略客户也因为国家环保要求越来
越严格而逐渐放弃了这块铁产品市场，
甚至有的客户对含硫超过1.2%的铁产
品要处以罚款，为此，安庆铜矿在铁产
品外销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面对外有技术封锁，内有销售压
力，这个矿一方面积极争取到集团公司
的大力支持，于2018年初，将“铁产品
脱硫攻关技术”正式立项，多次组织本
矿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讨论，树立攻克技
术难题的信心；另一方面积极寻求新的
脱硫技术信息，希望借由新技术的推广
使用能够帮助解决脱硫难题。在集团
公司的牵线搭桥下，矿山专业技术人员

会同集团公司设计院专家前往掌握铁
含硫脱硫技术比较好的省内外几家矿
山进行考察，考察中，他们仔细看，认真
问，不放过每一个环节。考察归来后，
大家对于铁产品脱硫充满了信息，矿专
业技术人员会同专家们根据考察获得
的信息并查找有关最新资料，结合本矿
原矿性质实际情况，制订出了“安庆铜
矿铁含硫脱硫改造技术方案”，并进行
反复论证和小样试验，得出了可行的脱
硫结论后开始上马。

为了不影响正常生产，改造项目在
选铁原工艺流程保持不变和不停产的
基础上，建起了一间120平方米、高两
层的新脱硫厂房，添加了脱硫、搅拌、浮
选、风机、砂泵等设备，将原来的自吸机

械式搅拌改为充气式搅拌；对脱硫药剂
进行了更科学的配比，并新增了一组反
式浮选脱硫系统，使脱硫药剂与原铁充
分活化，从而达到脱硫效果。整个改造
项目投入资金达到300余万元，从方案
研究到施工和设备安装使用，历时将近
一年时间。2019年1月1日，脱硫工艺
改造项目正式运行，铁含硫由原来的
1.2%左右，一下子下降到0.5%，完全达
到了环保要求。又经过连续3个月的
生产和调试，脱硫效果越来越明显，今
年3月下旬以来，铁含硫稳定在0.3%左
右。脱硫后的铁产品不但稳固了老客
户，还打开了新的销售市场，且每吨价
格上涨了 100 元以上，全年可增收
2000万元。 杨勤华

全年可望实现增收2000万元

安庆铜矿“治愈”铁含硫“顽疾”

集团公司2019年节电增效专项工
作已全面启动，为迅速有效实施“保一
争三”节能目标，铜冠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作为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将如何压
实责任，开出节电增效“良方”，聚力推
动节能技改见实效？记者日前采访了
这个公司副经理周勇。

“目前，根据集团公司生产机动部
下发的节电检测通知要求，重点对年用
电量1亿千瓦时以上的单位开展能效检
测工作。铜冠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具
体工作实施单位，迅速抽调有现场丰富经
验的工程技术人员组成专门检测队伍。
在检测内容、检测方法、检测安全措施、检
测交通保障等方面进行了精心组织和周
密部署，乘势而上，自我加压，促进各项项
目落地生成。”周勇向记者介绍。

此次检测有两个目的，一是摸清“家
底”，掌握和了解供配电系统和用能设备
运行状况；二是“对症下药”，针对检测出
的问题，提出技术改造方案。因地制宜、
因情施策，使节电检测成为今年节电增效
专项活动的一个重要抓手。

记者获悉，本次检测的重点是各单位
的主变压器、重要部位的高压配电变压器
以及重要用能设备的大功率电动机。通
过能效检测，掌握企业供配电系统运行状
况和电能质量。电动机通过节能检测，可
以掌握电动机在不同工况下的负载率，从
而判定电动机是否处于经济运行区。检
测过程在企业正常生产情况下进行，均属
于带电进行作业，故必须按照电气作业规
程进行操作协同配合，确保安全无事故。

今年，面对节能改造，这个公司计
划完成一批以新材料、新产品、新技术、
新工艺推广应用为主要内容的节能“四
新”重点技改项目，发挥重点项目的示
范引领作用。

采用新材料。利用永磁电机改造，
淘汰能耗高的老、旧电机。利用稀土材
料制成的永磁电动机不需外界能量即
可维持其磁场，对安庆铜矿重介质厂球
磨机80千瓦电动机的应用实践，节能

率达26%，功率因数也大幅提高。今
年计划完成安庆铜矿5号球磨机和15
台浮选机改造，预计年节约用电量113
万千瓦时。

采用新产品。采用MOS管的新
一代高频开关电源替换第一代肖特基
管高频开关电源，可降低电源管压降。
通过对合肥铜箔6台第一代开关电源
进行了节能技改，经现场改造前后实
测，铜箔产品电单耗每吨下降595千瓦
时，节能量达11.3%。下一步，计划将
合肥铜箔18台和池州铜箔36台第一
代高频开关电源全部更新改造，预计年
节约用电量 800万千瓦时。

采用新技术。采用天然气红外磁
化节能装置，运用超强红外加能活化技
术和稀土催化技术，快速打散天然气分
子团，使之快速充分燃烧，从而最大限度
提升炉温，保持工况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同时，拓展天然气改造项目、绿色照
明项目、蒸发器工艺改造节能项目、空压
机余热回收项目等。2019年将完成金
冠铜业分公司热风炉和金威铜业分公司
步进炉的天然气燃烧系统的节能技改，
预计年节约天然气量达50万立方米。

采用新工艺。对铜冠电工公司的卧
式高速拉丝漆包机进行节能改造。引用
全新制作的漆包机节能型烘炉，通过三
次催化燃烧，提高了催化燃烧有效利用
率，蒸发区吸入的溶剂蒸汽得到完全充
分的燃烧，以催化后的热能替代了催化
前的电加热。通过前期应用实践，节能
率达60%。同时，新型漆包机废气排放
量减少50%，大大改善了作业空气环境。

周勇介绍，这些项目的开展，不但
降低了能源费用的支出，得到真金白银
的回报，还不同程度地提高了产品产
量、质量和安全系数，有效改善了作业
环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明显。
谈及自2011年这个公司成立以来开发
的业务量和取得的业绩，周勇如数家
珍。他表示，将努力由点到面地向集团
公司范围内相同板块厂矿进行技改推
广，搭建集团层面统一的节能技术和运
营管理平台，健全节能运行管理体制，
全面提升节能技术水平。

陈幸欣 张 蓓

——访铜冠能源科技公司副经理周勇

压实责任 推动节能技改见实效

“师傅，怎么就你一个人呀？”
“还有5个人在里面。”
4月 3日 9时 30分笔者来到铜

山铜矿分公司老矿区负 214 米中
段，看到工程区吴平安一个人站在
巷道水沟里捞泥浆。按照他所说的
位置，笔者深一脚浅一脚向前走
去，越往里走明显感到胶靴的温度
慢慢高了起来，浓浓的硫磺味扑面
而来。大约走了 500 米，微弱的灯
光下有5个人正齐心协力地把一根
六七 米长的废管道从水沟里抬出
来，身上的黄泥巴斑斑点点，夹杂
着汗水冒着热气。

“陈班长，改行啦，现在当‘水利局
长’了。”笔者又见到了中孔班班长陈
官社并和他开起了玩笑。这位矿山的

“名人”曾被集团公司评“劳动模范”
“有色好员工”，2018年又被分公司评
为“生产标兵”。

“这是我们的‘责任田’，我们要负
责把水沟清理通畅，提前为防洪做准
备。”陈官社铲起一锹泥站直了身体和
笔者拉起了家常，“我们也是在不影响
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提前安排。”

“你们怎么就让吴平安一个人在
前面干？”

“你说是1号岩的位置，他只是把
冲到道面上的泥沙翻到帮边，一会儿
就过来了。”

“1号岩可是矿区B级危险源监
测点，雨水是顺着前山露天渗下来的，
到了汛期，这里就是防洪重点之一。
一旦处理不当，可引起泥水倒灌，影响
副井井口，过来的时候你不是从坝上
翻过来的吗”

“前山露天的雨水渗透到1号岩
顺着这条沟把泥沙也冲了进来，我们
现在的位置是3号岩，一直往井口方
向捞，这样泥沙就不会堵住排水孔，
分流后由负257米泵房把水抽到地
表。”

“小心，那里……”话还没说完，
只看见陈林忠的胶靴已灌入满满的
硫磺水，他踩在担在水沟的木板上，
可能太用力，一只脚滑入齐膝盖深的
水沟里，“保证我们的‘责任田’排水
通畅，我们还得加油干。”陈林忠没有
休息，倒掉胶靴里砂石泥水又继续向
前捞去。

12时 10分，已经清到2号岩他
们，一锹一锹地把捞出来的泥沙靠在
帮壁沥水，中途只是简单地喝几口水，
又继续向1号岩方向清理……

余 飞 吴 健

我们的“责任田”

本报讯 日前，全国有色金属标
准工作会议在湖南株洲召开。会上，
由检测中心负责起草的有色金属行业
标准《铜砷滤饼化学分析方法铼量的
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
法》一次性通过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专家组审定。

铜砷滤饼是铜冶炼厂硫酸车间
在制酸过程中，对净化烟气产生的
污酸进行硫化处理得到的废渣。金

冠铜业分公司和金隆铜业公司每年
有近4000吨铜砷滤饼产出，其中铼
含量每吨在 50 克至 30000 克之
间，是主要的提铼原料之一，已作为
铼原料进入贸易市场。铼是一种稀
有难熔金属，用作航空发动机高温
合金材料能大幅提升发动机性能，
没有独立地矿床，比钻石更难提取，
具有很高的回收利用价值，提取和
产业化生产铼，也是集团公司重要

发展方向。
标准的制定统一了行业内铜砷滤

饼中铼含量的分析方法，可以有效解
决贸易争端，同时，对于集团公司回收
利用铼和绿色冶炼具有重要意义。标
准通过碱熔烧结后浸取出铜砷滤饼中
铼，再使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
射光谱仪测定铼含量，解决了样品测
定中基体干扰、铼易损失等难题。

黄巍巍

检测中心负责起草的一项行业标准通过审定

本报讯 4月4日下午，记者从铜
陵市住建委、铜陵商品混凝土协会召开
的行业会议上获悉，铜冠建安商品混凝
土公司一季度实现产值2600万元，超
计划产值1000万元，商品混凝土生产
量高达5.1万立方米，产值与生产量双
双稳居全市同行业第一。

当日下午，记者联系上铜冠商品混
凝土公司行政负责人了解情况。一季

度，根据铜冠建安公司整体安排，这个
公司目标产值1600万元，实际完成产
值 2600万元，超过设定目标 1000万
元，在今年首季建筑市场极度萎靡的形
势下，这一产值遥遥领先我市所有商品
混凝土企业产值。

“一季度，元旦放假，2月份春节放
假，阴雨连绵停产，‘2.26’某建筑工地
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带来全市同行业整

顿，在遭遇这么多客观困难的情景下，
铜冠商品混凝土公司争取到了市纪委
廉政教育中心顺利开建的较大工程，难
度可想而知。”这个公司调度员当日电
话里介绍。来之不易的工程项目，也激
发了这个公司员工的拼搏激情，曾连续
5天5夜，公司员工24小时轮番作业，
抢抓生产，满足同时开工的32个作业
点商品混凝土的需求。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3月份我们
还新改造了一条生产线。原来2条生
产线不能满足生产需求。3月份，铜冠
商混公司停了一条生产线实施旨在提
高后续产能的改造，只有一条线满负荷
24小时作业，人员跟班走、24小时轮番
作业。仅有的24台搅拌车、5台泵车，
在长达19个日夜里不停歇的工作。高
峰时，对138个作业地点同时供应商品
混凝土……”当日下午铜冠商品混凝土
公司一位负责人介绍，从公司经理，到
备品保管员，从一线驾驶员到现场协调
员，抢抓难得生产机遇，干出了去年同
期近2倍的工作量。

江 君 花玲玲

实现产值2600万元 超计划产值1000万元

铜冠建安商品混凝土公司首季产值产量名列全市第一

据央视和多家主流媒体报道，近日，
国家民政部表示，已将“时间银行”纳入全
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范围，并争
取在试点基础上获得突破，建立起能够在
全国推广的运行模式。

“时间银行”是个新名词，也是一个崭
新的概念，其主要涵义是人们在年轻时抽
出时间去照顾老人，并可以把看护老人的
时间存入“银行”，等到自己年老需要照顾时
再将其“取出来”，享受同等时间的服务。

人都是要老的，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是迟暮老人
们的心愿。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节奏
的加快，养老问题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
以及人们的关注。“时间银行”的诞生无
疑是解决养老服务问题的一条良方，也
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下推出
的一项文明举措。“时间银行”存下的在
零零散散时间里从事志愿服务的时间，
是志愿者为老人们奉献的爱心投入，也
是志愿者播撒良知的种子。年轻人通
过投入到志愿服务活动中，唤醒了社会
互帮互助的道德情操，也让老年人满足
了情感的迫切需要。

“时间银行”取出的不是单纯的金
钱收益，更是人的良知和精神财富。
年轻时我为人人，以后我老了人人为
我，这样饱有温度的情感传递是“零存
整取”的新路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精神追求。

我国老年人群体庞大，“时间银行”
的落实和推广还需要有相应的配套完
善，使志愿者服务走向规范化、专业化、
精细化，使共享“养老大餐”常态化。愿

“时间银行”这棵利国利民利老人的幼
苗能够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茁壮成长，结
出丰硕成果！

殷修武

为“时间银行”鼓掌

4 月 2 日 下
午，工程技术分
公司承接的铜冠
（庐江）矿业有限
公司选矿车间球
磨机衬板更换项
目按工期要求顺
利完工并通过验
收。此次项目按
业主方要求分两
期施工，共拆换
衬板360块，拆除
和更换的衬板重
量约 300 吨。图
为公司专业项目
部员工正在现场
作业。

方 盼 摄

铜冠电工公司漆包线分厂职工日前正在铝线试制作业。铜冠电工公司针对
市场需求变化，积极尝试将老厂搬迁过来闲置的漆包机改造成漆包铝线生产设
备，并于去年成功改造了2套生产线，这也为这个公司提出3000吨铝线项目提供
了可行性依据。随着日前这个公司3000吨铝线项目可研通过专家评审，下一步这
个公司将加大漆包铝线生产设备的改造力度。 王红平 华 伟 摄

近日，铜冠机械公司员工在安装设备。为了确保4月份生产顺利，铜冠机械
公司开展“保重点、保发货”为主题的劳动竞赛活动，重点确保针对急发货台套、新
产品等生产任务的完成。

秦 蓉 陈克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