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袁青海煤炭地质局勘
探分公司创新工作室自主研发的钾基
阳离子泥浆体系袁 在青海省大柴旦行
委绿草山油页岩普查项目 Y2-2钻孔
水敏性缩径地层中现场试验及应用获
得成功遥 此次试验为勘探分公司各钻
机今后承担类似强水敏性缩径地层钻
探提供了技术支撑遥

本次现场试验从孔深 400米开始
至 1004米完钻袁泥浆滤失量始终保持
在 6毫升以下袁 润滑系数控制在 0.12
以内袁固相含量控制在 11%以内袁泥浆

流变性良好尧润滑性能稳定尧起下钻顺
利袁满足水敏性地层钻探需要遥

钾基阳离子泥浆体系与传统聚合
物泥浆相比袁 抑制水化分散和水敏缩
径效果更加突出袁 可有效预防钻头泥
包袁提高钻头破岩效率袁泥浆润滑性能
好尧黏附摩擦系数低袁泥浆性能稳定袁
有害固相清除能力强袁 起下钻顺畅和
孔壁相对稳定袁 比较适用于高活性软
泥岩尧 硬脆性泥岩等易水敏性缩径地
层钻探施工遥

鲍海山

青海局勘探分公司自主研发

钾基阳离子泥浆体系试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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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风险 除隐患 遏事故
要要要各煤炭化工地质单位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他袁黝黑的皮肤袁魁梧的身材袁一副
近视眼镜彰显着他的博学多才和沉着
干练袁熟悉他的同事都戏称他是野电法
怪才冶遥

他是一名专业精通尧技术过硬的一
线骨干袁风餐露宿尧栉风沐雨袁一干就是
13年袁技术员尧项目组长尧项目主管尧技
术负责人噎噎头上的野帽子冶变来变去袁
手中的野技艺冶却日益精进袁在第一勘探
局物测队中标的王家岭大型三维地震
勘探项目和大同塔山大型电法勘探项
目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遥 工作以来袁他
参与的电法勘探项目多达 40 个 袁
2016要2018 年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岗
位能手遥他就是物测队电法工程处青年
技术骨干秦苏源遥

爱岗敬业 拼搏进取

2006年袁 秦苏源就来到物测队袁怀
揣着对地质事业的热爱袁 他兢兢业业尧
努力钻研袁踏踏实实地做好领导交付的
每一项工作遥参加工作伊始袁他首次跟
随项目组参与了广州市政府重点项目
花都区水上瞬变电磁项目袁并担任仪器
操作员遥为了尽快胜任工作袁他白天虚
心向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请教仪器操作
原理和流程曰夜深人静时袁他趁同事们
都酣然入睡后袁跑到项目组的工作室内
查看仪器操作指南等相关书籍袁学习仪
器操作理论知识袁 不断摸索总结经验袁
在短短三天内袁将 200多页的仪器设备
操作指南全部掌握遥他凭着对工作的这
般执着尧这份信念尧这股拼劲袁创下了 90

天工期内仪器操作零失误的纪录遥
2010年袁秦苏源参与了中煤平朔煤

业有限责任公司安家岭矿区采空区探测
工程袁主要负责数据采集处理及解释工
作遥由于当地地形复杂袁群山沟壑纵横险
峻袁探测仪器车辆无法进入工区袁给资料
数据采集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遥为此袁他
每天天没亮就起身出发袁徒步四五千米
到工区内地形最复杂的地区进行数据采
集袁完成后再徒步回到驻地袁双脚脚底被
磨出了数个水泡噎噎在他与同事们的不
懈努力下袁物测队野电法勘探资料预处理
平台冶成功建成袁安家岭项目日生产电法
物理点近 1000个袁仅每日给甲方生成单
点曲线这一任务袁 其他单位需要 6名技
术人员每天工作 10个小时才能完成的
工作量袁经过他的重新计算与改进袁通过
野电法勘探资料预处理平台冶仅需 1名技
术人员 3个小时就能完成袁 提高了技术
人员电法资料整理及预处理工作的效
率袁得到了甲方专家的高度赞赏遥

尽职尽责 精益求精

2012年袁身为电法技术骨干的秦苏
源首次承揽了山西潞安集团左权阜生煤
业有限公司地面电法勘探项目袁并担任
项目主要技术负责人遥该工区位于山西
左权县山区内袁四处悬崖峭壁袁山路崎
岖且布满了一人多高的荆棘袁恶劣的地
形给施工造成了极大的难度遥为了不影
响工程进度袁施工第一天他就带领技术
人员上山袁一边用镰刀开路袁一边背着
沉重的仪器进行数据采集和放线袁即便
如此袁 大家还是被荆棘刺得浑身是伤袁
而他的伤最为严重袁双腿出现了大片红
肿袁同事们都要求送他回驻地休息袁而他

硬是坚持走完了盘山路袁完整的采集了
区段内的资料数据噎噎第二天一早袁同
事们发现每天最早起床的他仍然躺在
床上袁一脸痛苦的表情袁这才发现他双
腿出现了大面积感染袁高烧 40度袁出现
了轻度昏迷噎噎当他醒来时袁已经躺在
了县医院的病床上袁大家都劝他休息几
天袁而他却说院野没事袁我年轻袁扛一扛就
过去了遥 我是这个项目的技术负责人袁
要对项目负责袁数据采集一天也不能耽
误袁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影响了整个施工
工期的进度遥冶 同事们都被他的敬业精
神所感动噎噎正是他这种坚持不懈尧奋
发向上的精神袁带领着项目部全体技术
人员圆满完成了施工任务遥

同年冬天袁作为技术负责人袁秦苏
源参加了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村
矿 4231采区瞬变电磁勘探项目遥 该项
目作为局重点电法项目袁 受到了局尧
队领导的高度重视遥 接到施工任务后袁
他迅速组织项目组技术人员袁 部署施
工方案袁 带领精兵强将前往施工一线
开展工作遥 施工中袁 在对一处区段进
行数据采集核算时袁 他发现数据采集
结果与之前预算的设计值存在一定偏
差袁 虽然只有几毫米的误差袁 而且并
不一定会给最终数值造成影响袁 但他
绝不放过这样的瑕疵遥 回到驻地后袁
本着对工作一丝不苟的负责态度袁 他
通宵达旦测算整理采集的数据袁 与设
计图进行反复对比分析袁 终于发现问
题出在地形运算程序上袁 随即果断采
用另一种更为缜密的数理统计方法重
新进行地形变量校正袁 将数据最终值
与设计值的误差控制到不足 1毫米袁远
超出甲方规定的设计精度袁满足了区段

内施工放线精度的要求袁 为整个项目的
顺利进行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遥

开拓创新 勇攀高峰

2015 年袁由于工作出色袁秦苏源被
单位推荐参与了一勘局重点科研项目

野统计方法在电法数据处理解释中的应
用冶袁该项目主要通过研究电法数据插值
及滤波的主要方法及效果袁 证实适用于
电法数据的插值及最佳滤波方法袁 提高
电法资料解释进度遥 他与技术团队同事
反复研究演算袁 通过电法数据正态分布
的判断及其特征袁 对趋势面重新进行回
归拟合袁另辟蹊径袁创新性地为电法资料
野定量冶野定性冶野富水性冶解释提供了新的
解释依据袁 也确立了该方法可以改正电
法数据因外部因素导致的视电阻率非平
均分布区域袁使平面数据归一化袁提高了
资料解释的辨识度曰同时袁他针对电法数
据的整个处理和解释流程袁 总结了涉及
统计方面的应用方法袁加快了解释进度袁
降低了解释误差袁提高了工作效率遥2016
年袁 他因此获得了河北省煤炭工业协会
科学技术三等奖遥

在 13年的工作中袁秦苏源始终冲在
最前线尧爬在最高点尧钻在最深处袁把最
好的青春时光都留在了茫茫大地上袁献
给了地质事业遥他用坚毅与拼搏袁实现了
从一名普通技术员到优秀技术骨干的华
丽蜕变袁在艰难险阻中担当奉献袁在追求
卓越中砥砺前行袁 谱写了一曲曲激昂壮
美的青春赞歌遥前路漫漫袁他将与技术团
队一道步履坚定地走下去袁 像一颗永不
生锈的野钢钉冶袁牢牢扎根在祖国的各个
角落袁 用智慧和汗水继续书写人生绚丽
多彩的篇章!

扎根在一线的野钢钉冶
要要要记一勘局物测队电法工程处青年技术骨干秦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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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野探索冶到野实践冶
非开挖管道修复技术在四川成功应用

野目前袁 四川已有企业在率先探索
非开挖技术遥冶一名内部人士介绍说袁该
技术已在成都温江区寿安镇得到运用袁
并即将在成都金牛区再次有效运用遥

中成集团中标的金牛区成华南街
等 26项排水管网病害整治非开挖技术
修复治理服务项目袁 涉及金牛区 26项
30条街道袁 全长约 19200 米袁 管径为
DN300耀DN1200的排水管网遥

该项目拟采取非开挖紫外光固化尧
机械制螺旋缠绕尧局部树脂固化等工艺
及开槽换管方式对管道进行修复治理袁
采用喷涂内衬技术对检查井进行修复遥

野该项目的成功中标离不开中成集
团非开挖员工一直以来在非开挖技术
上进行的努力与探索遥冶一名负责人说遥

镜头拉回到 2018年 10月袁温江寿
安袁中成集团非开挖人不辞辛苦袁攻坚
克难袁奋战 2个月顺利完成污水管网全
线整治修复遥

野通过紫外光固化内衬整体修复技
术袁寿安污水管网整治修复工程取得明
显效果遥从摄像检测系统可清晰看到修
复后效果院污水管管壁光滑袁水流通畅袁
没有渗漏喷水袁没有附泥积垢袁材料环
保无污染袁 管道修复达到相关要求袁节
省了时间和成本遥冶 温江水务局相关负
责人对此非常满意袁表示后续会优先与
中成集团合作遥

据介绍袁寿安污水管网受到损害和
侵蚀袁造成不同程度泄露袁又因其管网
病害较多袁导致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偏
低袁2017年 2月袁 被列为环保督察重点
项目袁要求限期整改遥2018年 6月袁中成
集团接下这项难度极大的工程遥面对难
题袁 采用紫外光固化内衬整体修复技
术袁投入机具设备 19台渊套冤袁施工人员
40余人袁通过科学管理袁合理进行分班
作业袁24小时不间断施工袁 管网首次检
测尧清淤尧吸污尧清洗尧二次检测和内衬
修复噎噎在严苛的安全尧质量尧技术标
准中顺利完成 5.3千米施工任务遥

野寿安污水管网整治修复工程顺利
完成袁充分体现出温江区委区政府重视
环保关注民生袁区水务局尧国投兴城公
司认真落实环保整改要求袁中成集团积
极践行社会责任袁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遥冶一位专家考察后评价遥

由野被动冶到野主动冶
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推动技术发展

为推动行业技术提升袁2018 年 4
月袁一本由成都市水务局尧市政工程设
计研究院主持编写袁中成集团作为唯一
非开挖队伍参编的叶成都市排水管道非
开挖修复技术指南渊试行冤曳出版袁被誉
为非开挖管道修复技术的行业标准遥

缘何选择中成集团钥

成都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袁
中成集团在非开挖修复领域极具话语
权袁在川内率先推广使用非开挖修复技
术且具有多个优势遥

在设备上极具优势要要要投资近千
万元引进野排水管道非开挖内衬修复紫
外固化系统冶野内衬修复液压铣刀机器
人系统冶等国外先进设备袁专项用于地
下管道修复曰在成都中心城区建设专用
厂房及场地袁打造设备调配及满足施工
需求的保障基地遥

在技术上独具优势要要要和国内外
先进尧领军机械设备厂家尧同行开展深
度合作袁拥有多种专业修复技术袁在技
术上保持世界领先水平遥

在专业队伍上具优势要要要非开挖
修复领域的潜水尧 专用设备操作及维
护尧特种车驾驶等各方面均属于特种作
业曰配备了一支懂技术尧擅管理的优秀
管理团队袁人员持证率 100%袁为项目实
施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遥

野我们在非开挖领域袁 使用的是德
国进口紫外线光固化内衬修复设备与
技术遥冶 中成集团一名负责人介绍说袁
野修复材料环保无污染袁现场无扬尘袁无
噪音污染袁不开挖不封路袁不影响交通
和社会秩序曰工期短尧效率高袁所需时间
是传统工艺的 1/10袁管道修复马上投入
使用曰质量好袁内衬修复材料弹性模量
可达 14000MPa袁修复后管道耐腐蚀袁流
量提高 10%以上曰成本低袁综合成本节
约 30%以上遥冶
据了解袁 在地下管道修复领域中袁

野非开挖内衬紫外光修复技术冶 属于
CIPP内衬技术的一种新技术袁 原理是
将玻璃纤维编织成管状形状袁浸渍树脂
后拉入原有管道袁在紫外灯作用下固化
形成具有一定强度的内衬管袁以实现管
道修复加固目的遥使用的玻璃纤维及树
脂具有耐酸碱尧防化学腐蚀袁无黏合剂尧
无化学试剂等特点袁固化后内衬管弯曲
模量尧弯曲强度尧密度尧抗冲击力尧抗磨
损性能测试及高压冲洗测试等满足国
标及德国 ASTM尧DIN 标准的规定袁可
修复管径 150~1600毫米的圆形尧 椭圆
形等各种形状的管道袁适用于管道的破
损尧腐蚀尧渗漏袁管道接口渗漏等损坏情
况遥综合推断经过非开挖内衬紫外光修
复后的管道使用寿命在 50年左右遥

野这项技术工艺效果尧经济效益尧社
会效益都远远领先于传统修复方式袁得
到社会各界认同遥冶一名专家如此评价袁
并极力推荐在地下排水管网修复中运
用遥 面对未来袁 中成集团人信心满
满要要要在新的发展形势下袁将按照野坚
持转型升级袁走多元化发展冶思路袁在经
营投融建项目同时袁坚持野立足成都尧面
向四川尧拓展全国尧辐射全球 冶发展目
标袁全力将非开挖业务发展为集团转型
发展尧经济增长的产业主线袁努力成长
为推动非开挖新技术运用尧引领行业发
展的市场典范和重要力量遥

6 月 1 日袁 江苏远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现场袁 首张编号为 5102-
20190601001 CGE箱体的编码正式颁发并固定在产品上袁 标志着远方公司产品
有了二代野身份证冶遥工序扫码实现了车间现场工时定额化尧管理清晰化尧流转透
明化袁增强了车间产品批次化管理水平袁缩短了车间盘点周期遥

于 浩 摄影报道

江苏局远方公司产品有了二代野身份证冶

畅通城市运行野生命线冶

中煤建工
6月 16日袁 中煤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 2019年标准化现场观摩会
暨高处坠落事故应急救援演练观
摩会和 2019年安全生产现场会暨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宣贯培训会在
西安举行遥中煤建工总经理尧党委
副书记张文卷出席会议并讲话袁中
国煤炭地质总局安全环保处处长
杨光辉到会指导遥

演练现场袁应急演练围绕处理
高处坠落事故展开袁模拟了事故救
援全过程袁包括现场安全员和救援
小组应急指挥袁 施工人员受伤袁对
伤员伤口进行及时处理袁医护人员
赶到事故现场袁 最后送往医院急
救遥整个过程流畅有序袁演练人员
在最短时间内对突发事故进行了
及时有效处理袁 伤员得到及时救
治遥本次演练袁使参会人员全面了
解了应急救援的运行程序和处理

方法袁为控制事故扩大尧及时应急
救援提供了良好借鉴遥

张文卷强调袁各直属单位和项
目部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袁以
此次演练为契机袁切实加强应急管
理体制机制建设袁不断提高应对和
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袁真正将野防
风险尧除隐患尧遏事故冶落到实处遥

安全生产现场会上袁张文卷总
结了中煤建工上半年安全工作任
务完成情况袁分析了制约安全发展
的主要问题袁并结合下半年工作目
标部署了下阶段安全工作遥 他强
调袁要加强安全制度学习袁逐步完
善安全文化曰强化现场管理袁落实
隐患闭环整改曰 规范安全费用管
理袁跟踪落实投入情况曰强化队伍
建设袁进一步提升管理素质曰推进
标准化建设袁争创省级安全尧文明
标准化项目曰创新管理袁丰富安全
教育遥

周 炜

中化局
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自启动

以来袁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各单位围
绕活动主题袁开展了一系列安全生
产宣传教育活动遥

要要要中化局系统职工积极参
加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举办的危
化品及全民安全应急知识竞赛袁并
利用该局领导能力提升培训的机
会袁对参加培训的高级管理人员进
行了安全生产知识考试袁进一步提
高了各单位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责
任意识遥

要要要在中化局总部袁 安全环
保部联合事务管理中心利用横幅尧
标语尧安全宣传栏尧电子显示屏等
媒介袁组织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

活动遥
要要要局各直属单位及时下发

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画和系
列海报袁通过微信公众号和网站等
平台展示尧宣传袁倡导全局干部职
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袁营造了浓厚
的安全生产氛围遥

要要要中化局安全环保部邀请
北京市消防教育宣传中心老师张
致禹袁举办了一堂消防安全知识讲
座遥张致禹讲解和示范了火灾现场
的逃生与自救尧初级火警的预防和
扑救尧灭火器的种类和使用方法遥

中化局山东院尧湖北院等相继
开展了 2019年安全生产月签名活
动尧 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遥 目前袁
中化局安全生产月活动还在如火
如荼地进行遥 李 竞

一勘局
日前袁第一勘探局制定下发了

叶关于开展 2019年 野安全生产月冶
活动的实施方案曳袁 一勘局及局属
各单位采取多种形式袁开展了安全
生产月活动遥

一勘局机关在办公区域张贴
了安全生产条幅和宣传挂图袁并对
一一九队和一二九队放射源库进
行了安全检查袁 对组织机构不健
全尧领用登记记录不完善尧应急预
案内容不具体等安全隐患下达了
整改通知书遥

一一九队在邯郸梧桐庄项目
部开展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袁
在山东赵官项目部组织开展了安
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遥

物测队召开安委会 渊扩大冤会

议袁传达了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相关
文件精神袁全体与会人员集中观看
了叶生命的红线曳安全生产警示教
育片遥

勘查院组织全体职工通过网
络观看警示教育视频叶以生命的名
义曳袁 各施工项目现场通过组织防
火消防演练尧 布置安全知识宣传
栏尧悬挂条幅等形式开展了安全宣
传教育活动遥

光华公司开展了野安全生产月
我为安全代言冶 微信接力活动袁通
过向职工发送和相互转发安全生
产月宣传主题朋友圈袁扩大安全生
产月活动范围和效果

科教中心召开安全生产月专
题会议袁部署了具体工作袁组织职
工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叶生
命的红线曳遥 刘 炜

音近日袁 物探研究院
中标了榆林榆神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吴堡矿区煤层尧
煤层气及致密砂岩气三维
地震勘探项目 N2 标段资
料处理解释项目遥 该项目
是物探院首个煤层尧 煤层
气及致密砂岩气联合处理
解释项目袁 也是继中标中
联煤层气公司地震资料再
处理项目后袁 又一次中标
资料处理解释项目袁 项目
总面积达 92.97 平方千
米遥 孟凡彬

音前不久袁 航测遥
感局工程监理咨询分公
司中标武汉市黄陂区不
动产存量数据清理整合
政府采购项目袁 中标额
近 1500 万元遥该项目包
含房屋登记地址空间
化尧 不动产单元号比对
编号尧 房屋登记信息归
幢尧 共用宗数据清理入
库及宗地略图制作尧历
史土地登记清理与完
善尧 不动产单元数据筛
查等内容遥 孙晓云

音前不久袁河北省
煤田地质局物测队中
标保定市满城区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档案数字化项目遥该项
目将对 81000 户确权
档案进行数字化加工袁
包括档案扫描尧扫描图
像处理尧与档案接收部
门数据挂接等袁并提供
土地确权档案数字化
管理系统及其配套服
务器和电脑设备等遥

荣金鹏 刘成成

音近日袁 安徽省煤
田地质局一队中标淮北
矿业集团袁店一井东翼
大巷过五沟杨柳断层治
理工程遥 该工程是地面
定向钻孔袁 需要施工 1
个孔组 5 个分支孔袁钻
探工程量 2798.97 米 袁
注浆工程量水泥 3600
吨遥 工程旨在查明五沟
杨柳断层含导水性袁并
对巷道穿断层段围岩进
行注浆加固遥
侯素芳 胡建三 陈红冉

音近日袁水文地质局
四队中标雄安新区牛驼
镇地热资源调查与试验

D04地热井工程遥这是该
队在成功实施牛驼镇

D02地热勘探井后袁与中
国地质调查局在雄安新
区的第二次合作遥该井设
计孔深 2400余米袁 目的
是探明深部热储的分布
与地热地质条件袁为牛驼
镇地热田地热资源与经
济环境效益评价提供数
据支撑遥 李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