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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全国高考的第一天，这同
样也是金冠铜业分公司电解车间西系
统检修“小考”验收的日子。

8时，电解车间西系统正常送电，一
次开车成功，生产恢复。至此，这场历
时24小的检修“小考”顺利结束。共完
成槽下主管道更换120余米、管道焊接
34处、阀门安装16个、螺栓对接300余
处。这个车间联合保全车间、机动能源
部，与协力单位通力合作，现场百余人
全力以赴迎战检修“小考”，共同上交了
一份满意的“答卷”。

只见巨大、整洁的厂房内，千余个
电解槽排列纵横有序，电解机组的作业
碰撞声铿锵有力。橘红色的行车鸣笛
警示，在驾驶员的操作下，精准定位于
空槽上方，缓缓将阳极板和不锈钢阴极
板置于电解槽中，安置完毕，行车驶离
至旁边电解槽，将阴极板轻松“拎”起，
随后从电解槽上空呼啸而过，驶向车间
另一端……相较于此刻生产平稳有序
的画面，24小时前的检修现场，却又是
另一番大干景象。

6日8时，记者在电解车间党支部
负责人胡子豪的陪同下，来到检修现

场，感受检修的紧张氛围。“电解系统经
过长周期的运行，部分管道和设备老化
损坏，既影响电解技经指标，也存在较
大的安全环保隐患，故检修势在必行。
为确保此次检修的顺利进行，我们于今
年年初就开始筹备，并根据现场设备情
况对检修计划进行了3次修改。”胡子
豪向记者介绍。据了解，此次西系统的
检修重点是西2-12短路器拆装维修和
进液管主管道1-4系列更换。对不出
铜检修日的项目进行梳理，现场抽调百
余名精兵强将投入到此次检修，并于6
日5时开启西系统“东西倒液泵”，7时
电话告知总降，8时停西系统硅整流和
循环泵。

9时，车间外倾盆大雨。车间内，墙
上的温度计和湿度计分别显示室内温
度为35摄氏度、空气湿度90%，这无疑
给现场检修增加了难度。电解槽上，行
车的磨损件更换，关键部位检查，电气
设备的清灰、紧固正在有条不紊进行。
电解槽下，检修人员正在对西2-12短
路器进行拆装维修。可来到拆装现场，
却并不容易。昏暗、闷热、潮湿、空间狭
小，记者拿着手电筒，低着头、猫着腰，

随同胡子豪穿过错综复杂的各种管道，
不一会儿便汗流浃背。只见检修工人
们打着照明灯，递着扳手，麻利地更换
损坏的零部件，配合默契。“短路器的维
修是此次维修至关重要的一环，短路器
是电解出装槽的核心设备，对整个线
路、设备和出铜作业的安全高效运行起
到保障作用。为此，保全人员制订了详
细的计划，从拆除、维修再到安装，全过
程争分夺秒，计划于11个小时内顺利
完成任务。”胡子豪介绍。

10时，进液管主管道1-4系列更
换开始。调节气动阀，拆卸螺栓，现场
检修工人们顾不上满脸的汗水和油污，
用手拉葫芦将气动阀门固定，将对四根
总长为120米，管径为350毫米的进液
管流量计进行冲洗。“此次清洗的目的
是对进液管内部结垢物进行清理，提高
流量值参数指标，确保计量数据真实有
效，消除管道爆裂隐患。同时，我们还
将对分配缸的12根支管进行优化改
造。”工艺作业长梁玮介绍说。

身旁的5米台阶上，高位槽的检修
正同步进行。工人们系着登高安全绳，
带着面具，半蹲在槽面上。焊花飞溅，

弧光闪烁，伴着“呲呲”声响，一道道细
密整齐的鱼鳞纹焊缝在检修工人们的

“巧手”下完美成型。“为确保管道对接
后一次性开车成功，每一处焊接点、对
接点我们都要一一检查确认，对管道拼
装、焊接、短接和弯头，每一处连接的垫
片、螺栓都要确认安装到位，一气呵
成。虽然充分吸取了5月东系统东高
位槽检修的经验，但对于此次的综合性
检修项目，我们仍不敢掉以轻心。”梁玮
补充道。

11 时，室内的空气湿度已低于
70%，为硅整流变压器的换油维保创造
了有利条件，作为电解系统的心脏，此
项检修关乎整个系统的安全和稳定。
20时，电解循环逐步开启；22时，加热
器、出口阀、排气阀门依次开启；7日凌
晨4时，所有管道、阀门、短路器测试正
常；8时，操作人员在车间的指令下依次
送电并提升电流……这个车间所有班
组长对项目施工进度进行动态跟踪和
控制，班组骨干更是主动申请加班协
助，齐心协力，为保质保量，超额完成全
年阴极铜生产任务献智出力。

陈幸欣 唐轩之

24小时的检修“小考”
6月 7日是端午节。小长假的首

日9时许，工程技术分公司金冠项目部
工作现场是这一样一副场景：

朱颖用、叶慧生围着安装一半的柴
油发电机组在认真复核每一步步骤的
完整与正确与否，“机油尺、加机油、机
滤更换了、机油排放了、风扇皮带调节、
散热器加水口、冷却系统排放、这是燃
料箱排放，机油盘更换了，气门室罩
盖……”一旁两手油腻的钳工张大志，
猫着的腰越来越弯、越来越低，也加入
到复核的讨论中。

“差不多了，安装。今天加班一天
肯定能完成的。他们技术没话说。（我
们）等着配合好就行。”相较于朱颖用、
叶慧生的小心翼翼又紧促地复核，相隔
3米处，起重工路顺林、管道工万华山
显得暂时轻松些许。

100米处，是工程技术分公司位
于金冠铜业分公司的“奥炉区域阳极
炉浇铸炉维保”施工队伍，“抓紧干
完，保质保工期，就是我们几个想
的。别的什么过节加班不加班的，就
是正常工作而已。”正在协调施工的
作业师傅张志超说，“端午节啊？！（我
们）搞维修服务的，哪里有什么加班
的（概念）？业主要你做好，你就踏实
点赶紧做好做快点就行。”——没有
过节的概念，更没有加班的概念，你
要我做，我就“赶紧保质保工期把事
做好”，这是工程技术分公司几位员
工，这个端午节里留在金冠铜业分公

司工作现场最动听的语言。为数不
多的几位员工，三三两两分散在偌大
的维修现场，凝神、思索、讨论。简简
单单朴素话语，迸发的是“以企事，为
家事”的真挚情怀。

10时30分，记者跟随工程技术分
公司政工部工作人员又来到位于金山
路附近的稀贵车间。门口，蹲在地面，
一只大大的面罩罩住的是焊工吴奇平
的流着汗水的脸。

“要在这焊好。上面（焊）的话，上
下立体交叉施工，会形成飞落焊渣，飞
落的焊渣容易引燃下层外网等可燃物，
施工现场的安全消防管理工作难度不
就大了？施工人员安全隐患也大了
呀。”吴奇平停顿了片刻说，焊好，是今
天的必须完成的事，然后就急等着安
装。凹字形底板，凹字形底板四周相垂
直的立板，槽侧板……一条边一条缝的
焊接好，吴奇平十几分钟里没有再动一
下身子。

“今天差不多了（能完成），昨天过
节前搞了一半的工作量。”小组成员朱
伟说，“我们还好。（完成）一半了嘛。那
边……”朱伟说的“那边”，是汪根秀小
组里承接的活儿：冲渣泵管件、平台、爬
梯的制作安装。端午节的7时多，当日
所有需要的材料已全部运送到位，负责
施工的管道工甘兰虎、汪根秀到10时
多，已经跑了4个来回查看好现场环
境。

江 君 方 盼

端午节里的劳动画面

6月7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
节，庐江矿业公司采矿区维修班的员工
们仍奋战在千米井下维修一线，确保矿
山装备正常运行，成为端午节矿山最美
的节日祝福。

派班一结束，维修班组长陈迎欢
和工友马学和带着工具来到负 705
米采场，趁着出矿工还没有下井作业
的间隙时间，忙着对LH409E型号的
电动铲运机进行例行“体检”。“我在
看卷缆收放压力是否稳定、液压油温
度是否偏高，你看看灯铃刹是否正
常，设备是否有漏油和润滑不到位现
象。”

陈迎欢一边大声招呼着马学和，一
边用矿灯照着每个检查部位，认真检查
起来。

“好咧。”马学和连忙应答。只见他
蹲下身子，探着脑袋察看着要检查的地
方，还时不时地用手测试。“没有漏油现
象，润滑也很到位，灯铃刹完好。”

马学和一边认真检查一边向陈迎
欢汇报。

据悉，工区维修工们为保证井下各
种车辆、有轨电车、铲运机等设备的正
常运行，维修班人员每天都要进行日
检、保养和预修，预防铲运机在35摄氏

度高温采场出现故障，提高设备完好率
和运转率。

陈迎欢在确认铲运机一切正常后，
与马学和兵分两路，来到负770米中段
维修硐室，和武宇、牛勇两名机械技术
人员一起对Brook机器人“肢解”。

“Brook机器人是以破碎大块为主
的机械设备，前天生产中出现故障，我
们现进行抢修。”陈迎欢告诉记者。

原来，由于Brook机器人在作业
时锤头受力不均，导致钎套进口件斯特
密封磨损漏油严重。技术、维修人员一
起确诊方案：拆卸钎套，更换进口设备
密封件。

凤兵是采矿区维修班的班长，也是
采矿区维修岗位的技术“达人”，他今天
没有下井作业，而是在地表进行小改小
革，对进口铲运机设备进行国产化改
造。“凤班长‘金点子’多，他为配电所制
作安装防爆门，降低大爆破冲击波对配
电柜的影响，故障率减少了不小。”在一
旁员工对旧配件进行“修修补补”的一
名维修工告诉记者，维修班除了担负正
常维修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做好技术革
新、修旧利废工作，今年来就修旧利废
几十万元。

夏富青 刘 祥

矿山最美节日祝福

5 月 31 日，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电工高级技师、动力车间维修班班长丁俊苗
正在带领徒弟对精炼车间阳极炉圆盘浇铸机定量浇铸液压系统进行最后的调
试。近年来，随着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步伐的加快，这个公司通过“劳模创新工作
室”、“技师工作团队”等平台和载体，加大了“导师带徒”的培训力度，采取一对一
和“1+N”的工作机制，有效缓解了技术工人青黄不接的难题，不仅锻炼了技术工
人队伍，而且有力推动了企业技术进步。 杨学文 摄

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以“导师带徒”推动企业技术进步

6 月 7 日，铜冠机械公司矿冶设备制造分厂职工正在端午节假期里加班作业。今年以来，铜冠机械公司矿冶设备制造
分厂面对边搬迁边生产的双重压力，对在手项目倒排工作期，狠抓工期节点，加班加点作业，力保生产和搬迁两不误。端午
节小长假期间，这个分厂职工坚守工作岗位，加班生产作业，保证了节日里生产的进度。 王红平 李广仙 摄

6月7日，端午佳节。金冠铜业分公
司奥炉熔炼车间里，职工们干劲十足。

在奥炉熔炼车间动力中心水泵房
内，巡检人员正在定点测温。当班班
长张尚英也早早的进入了岗位，为了
可靠掌握设备夏季运行情况，保障它
们安全运行，动力中心根据每台运转
设备标识固定测温点，精确测量和掌
握设备温升的变化趋势。

与此同时，工程技术分公司工作人
员正在更换2号熔炼热水泵止回阀，年
度大修前的准备工作也拉开了序幕。

“安全交底交代清楚了吗？”“要坚
决做好反三违工作，及时劝阻施工人
员违规现象。”“现在气温较高，防暑人

丹你要随身携带，现场施工人员高温
防护措施一定要做好监护，有情况随
时联系我。”作业现场，张尚英反复叮
嘱现场监管人员。

随着年度检修进入“倒计时”，奥
炉熔炼车间“早准备、早行动、早落
实”，紧盯检修关键环节，合理安排，精
心备“战”。动力中心南门，大修备品
备件已经由仓库运至现场。起重工按
照指示将校验后的安全阀摆放整齐，
岗位工作人员依照进货单仔细核对，
管径、压力等级、下次校验时间、校验
编号、出厂编号等信息详细罗列在册。

而此时，张尚英已经进入空压
站。走进站内，设备运转的轰鸣声随

即入耳，各台设备正常运转着。张尚
英在转炉风机控制柜前指导新进的职
校生学习现场操作。让经验丰富的技
能人员参与“导师带徒”活动，同时以
考促学，每月组织岗位技能考试，推动

“导师带徒”活动的深入开展已经成为
这个公司奥炉熔炼车间的品牌活动。

“师傅认真教，徒弟努力学”，张尚
英笑着说，“现在上班和过去不一样
了，别看我们的岗位工人四五十岁，学
习劲头可足了。不学就意味着淘汰，
现在生产和环保要求都很高，稍有疏
忽就会酿成事故，工作压力都转化成
了大家学习进步的动力。”

萨百灵 赵 丽

端午节里干劲足

本报讯 近日，冬
瓜山铜矿在开展安全
月活动中，紧紧围绕今
年全国开展的“防风
险、除隐患、遏事故”安
全月活动主题，按照活
动总体部署，以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及时消除
安全隐患、有效遏制生
产安全事故为目标，扎
实开展安全生产宣教、
自查自纠等活动，进一
步提升安全生产总体
水平，促进矿山安全生
产形势的持续稳定。

为使活动开展有
成效，这个矿着力抓好

“四个落实”。首先加
强组织领导促落实。
这个矿成立由矿安全
生产委员会为组委会
的活动领导小组，负责
组织、检查、指导“安全
生产月”各项活动。积
极落实好宣传教育工
作。其次，认真抓好学
习教育落实。这个矿
结合实际，充分利用各
种宣传工具，紧紧围绕
活动主题在全矿范围
内组织开展宣教活动，
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
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
述，大力宣传安全生产
政策法规、《铜陵市安
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
等内容，持续宣传安全
生产“铸安”行动常态
化、实效化和“六项机
制”制度化、规范化，提
高全员安全素质。同
时，组织开展活动落
实。通过安全环保宣
传咨询日、制作安全展
板，安全环保、职业卫

生、应急管理等专题教育培训和“安
全一家亲”“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安全环保微视频拍摄”、安全演讲、
全员安全考试等活动，在全矿营造强
化安全责任、促进安全发展的良好氛
围。此外，做好自查自纠工作落实。
对矿山四月份开展的“1+6+N”安全
生产隐患集中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中
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跟踪监督，开展
问题整改“回头看”，确保问题整改和
防范措施落实到位。并鼓励员工发
现并检举工作中的不安全行为，对身
边的隐患和不安全行为“随手拍”，起
到相互监督和促进作用。并重点落
实好监督考核工作。

这个矿把安全月活动贯穿于当
前开展的“强化意识，防控风险”暨

“落实责任抓整改，双重预防保安全”
安全活动中。活动期间，将采取定期
督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对活动开展
情况进行检查，总结推广活动中各单
位的好做法、好经验，并纳入矿山
2019年度矿山安全宣教活动中进行
考核评比。 汤 菁

冬瓜山铜矿安全生产月活动抓好

﹃
四个落实

﹄

金威铜业分公司粗轧机组
操作室内职工正在操控作业。
金威铜业分公司粗轧机组共有
正式员工 7 人，机组成员面对机
组进口设备复杂、操控驾驭难度
大的困难，抱团进取，在干中学，
学中干，积极做到凡事都要尽
心，凡事都要精心。他们的敬业
和辛苦付出，换来了亮丽的生产
答卷，在 2018 年粗轧机组产量和
质量再创新高的基础上，又为今
年目前全厂板带产品再创新高
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