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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野四个发力冶 推动产品质量提升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好高质量发展新

要求袁前不久袁江苏金石稀土有限公司结合
公司产业板块实际分析病灶尧把脉开方袁紧
扣野产品质量走在前列冶目标定位袁积极推
动公司稀土产品质量稳固提升遥

以人为本袁 在促进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上发力遥公司利用现有资源袁优化调整专业
人员岗位配置袁加强专业知识培训遥发挥技
术骨干野传帮带冶作用袁加强对新员工尧青年
职工技术能力的培养遥目前袁已完成野师徒
结对冶8对袁并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培训遥

全面监管袁在强化监督管理上发力遥公
司以工艺优化尧质量提升为突破口袁优化质
量管理配置袁激发质量攻关队伍活力遥建立
健全质量管理小组袁明确职责及日常运行尧
考核等事宜袁 并重点针对各类稀土金属生
产的安全尧质量尧效率等开展攻关袁通过收
集生产现场信息尧制定解决措施等途径袁形
成工艺优化机制袁 推进产品质量持续稳步
提升遥同时袁公司对原料采购尧包装尧入库等
环节层层把关袁实现了产品质量闭环管理遥

标准引领袁在产品质量升级上发力遥公
司技术团队制定了 叶稀土金属电解过程中
非稀土杂质控制规程曳叶稀土金属钻检定碳
作业指导书曳袁修订完善了叶电解炉筑炉作
业指导书曳叶稀土镨钕渊钕冤作业指导书曳叶稀
土铁合金作业指导书曳袁有效保证了产品质
量遥同时袁公司加强知识产权工作袁获得发
明尧实用新型专利 13项袁近期又提交发明
专利 2项遥积极参与叶中国稀土国家标准曳

制定工作袁在该领域摘得多个奖项遥
精益求精袁在提质增效上发力遥公司对

标同类优势产品和行业先进水平袁 强化质
量难题攻关袁切实做到野严把入口尧控制过
程尧确保结果冶全过程质量管理袁充分发挥
降本增效尧工艺创新尧产能提升驱动作用遥

在质量提升方面袁 各类稀土产品质量
大幅提升袁生产保持稳定袁主要非稀土杂质
铁尧碳含量普遍降低袁金属镨钕尧钕合格率
提升五个百分点以上袁 稀土铁合金合格率
提升近二十个百分点遥

在工艺创新方面袁 公司生产技术团队
优化电解炉的炉体结构和搭炉工艺袁 不断
探索提高炉体和钼坩埚使用寿命的新途
径遥通过工艺改进袁稀土电解炉使用寿命普
遍延长了 3~6个月袁 每年可直接为公司节
约材料成本上百万元遥通过生产实验袁探索
出稀土铁合金熔盐渣处理新方法袁 通过该
方法处理的熔盐渣袁 全年可节约加工成本
数万元遥

在降本增效方面袁 通过改进生产工艺
参数尧 降低生产电耗及各种辅材消耗来降
低生产成本袁生产电耗尧石墨阳极尧钼坩埚尧
石墨坩埚等全年可节约相关生产成本数百
万元遥

在产能提升方面袁通过优化生产工艺袁
改进电解炉石墨槽型袁 提高单台电解炉产
能袁镨钕尧钕电解炉和稀土铁合金电解炉平
均日产量提升 10%以上袁 生产效率得到大
幅提升遥 冯小强

赵建生袁钻探技师袁现任陕西省
一八五煤田地质有限公司特殊凿井
工程处经理遥 他 1981年参加工作以
来袁历任钻工尧班长尧机长 尧实体经理袁
先后获得陕西省煤田地质系统野优秀
机长冶野使用绳钻最佳机长冶袁2011 年
全国职工技能大赛陕西赛区钻探行
业三等奖等多项荣誉遥38年来袁 赵建
生的钻探技术水平不断提升袁被职工
们称为野钻探大拿冶遥

危难时显身手

2012年 10月袁 一八五公司在施
工陕北侏罗纪煤田可可盖井田勘探
项目测井时袁 不慎将放射源掉入孔
内遥 虽说煤田测井时袁 测井探棒在
孔内遇阻甚至掉入孔内袁 是钻探施
工中常有的事袁 但若处理不上来袁
则是重大事故袁 必须上报省安监局遥
因此袁 发生事故后袁 公司立即组织
有经验的钻探施工人员赶赴现场处
理事故遥 开始袁 处理工作并不顺利袁
甚至出现了事故扩大化现象遥 经过
几天的处理后袁 公司领导决定把赵
建生从其他工地调到可可盖项目袁
参与事故处理遥在与其他技术人员现
场分析孔内情况后袁 赵建生加工了
野狼牙棒冶尧 自制了卡簧等专门工具袁
一步一步使复杂的孔内情况逐渐变
得野按计划进行冶遥凌晨 3 点袁放射源
终于从 870米深的孔内被拉了上来遥
当放射源放到地面的一刻袁大家悬着

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遥 公司领导称赞
说袁赵建生还真是经验丰富袁危难时
候显身手遥

创新出效益

2017年4月袁一八五公司特殊凿
井工程处承揽了陕西省彬县高家堡
煤矿井下向地面疏排水钻孔施工项
目遥钻孔孔径 600毫米袁设计孔深 804
米遥单孔成孔后袁需下入直径 426 毫
米 伊15 毫米厚和直径 426 毫米伊22
毫米厚无缝钢管 800米遥

根据施工设计和合同要求袁第一
轮施工要同时开动 2台水 2000型钻
机遥因施工场地狭小袁必须在有限空
间内将 2台钻机布局好遥

其中一个钻孔成孔后袁 按照以
往施工安排袁 在井架承载力只有 80
多吨的客观条件下袁 下套管时袁 必
须租用重能力 300吨的大型吊车渊钻
具自重约 360 吨冤配合作业遥由于场
地狭窄袁若用吊车下管袁为了选准角
度袁保证安全袁必须把另一台钻机井
架移开遥而两台钻机施工进度并不同
步袁若移开另一台正在施工的钻机井
架袁不但花费人力物力袁也会影响孔
内安全遥在赵建生的建议下袁公司领
导及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尧测算套管自
重和钻机提升能力尧 井架承载能力
后袁决定不移开另一井架袁采用在套
管底部接入浮力阀袁利用泥浆浮力和
钻机自身能力下套管的方案遥由于是

首次采用此方案袁 井队仍然租用了
300吨大型吊车以作备用袁 而吊车现
场待命的费用比实际使用费用降低
了 10多万元遥

第一根套管开始下入袁拉力表的
指针随着套管的增加也在缓慢变化
着袁当下到第 34根时袁拉力表到达最
高值遥随着套管深度的增加袁孔内浮
力慢慢增大袁 等到第 86根也是最后
一根套管顺利下入时袁现场响起一片
欢呼声遥

整个下管时间持续了 53 个小
时袁赵建生和公司领导三班倒坚守现
场袁随时掌握情况遥下完套管那天恰
好是中秋节袁大家度过了一个特别有
意义的中秋佳节浴

敢啃野硬骨头冶
2019年 6月袁一八五公司承揽了

内蒙古纳林河煤矿的封闭钻孔启封
项目遥启封项目是为保障煤矿开采安
全袁 或煤矿开采中已经发生了渗水尧
透水现象袁把以前施工封闭的钻孔重
新启开袁再进行水泥封闭袁达到全面
检查尧堵住地下水流而进行的一项钻
探施工工作遥该批钻孔 2007年封闭袁
大多数钻孔重新启封工作比较顺利袁
但特殊凿井工程处承担的 MD10 #
钻孔袁由于当时施工时发生了孔内事
故袁 钻孔封闭时袁 孔内残留有近 400
米钻具渊事后得知冤遥这次施工要把孔
内残留物全部清理后才能重新封闭遥

但由于是事故钻孔袁现在的施工方无
法全部了解当时的施工情况尧事故情
况袁只能根据现在的启封情况推断孔
内情况遥而且袁一般来说袁启封项目袁
甲方给价较低遥一个深度 700米左右
的钻孔袁重新启封施工时间要一周左
右袁但遇到事故钻孔袁施工时间就只
能依据事故情况决定遥

在其余几个孔竣工后袁MD10#
钻孔还在施工遥8月中旬袁纳林河煤矿
总工程师来到钻机检查工作袁当了解
到 MD10 #钻孔的具体情况后袁特别
是看到现场处理上来的几百米残留
钻具尧一堆铁屑等野战利品冶时袁对赵
建生说袁这样的活儿袁也只有像一八
五公司这样的国家正规勘探队伍才
能拿下袁他们不愧是特别能战斗的队
伍袁敢啃野硬骨头冶袁能啃野硬骨头冶遥一
八五公司领导也说袁赵建生这些年都
干了些啃野硬骨头冶的活儿遥

老牛自知夕阳晚袁不待扬鞭自奋
蹄遥在今年一八五公司的野名师带徒冶
活动仪式上袁赵建生作为师傅代表发
言时说院野还有两年我就要退休了袁我
将把几十年来积累的地质钻探经验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同志袁让钻探
技术这个地质队的核心竞争力代代
相传袁为支撑一八五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作出努力遥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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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内蒙古西拉木伦河畔早已
秋风呼啸袁寒意渐浓袁但经乌高速渊经
棚要乌兰布统冤西拉木伦河特大桥项目
施工现场袁却仍然车来人往袁机声隆隆袁
忙得热火朝天遥在这里袁湖南省地质院
湖南基础工程公司正紧张有序地进行
着西拉木伦河特大桥项目 10# 墩钻孔
灌注桩作业遥

经乌高速西拉木伦河特大桥项目
是国家高速公路网丹锡公路克什克腾
旗至承德联络线的组成部分袁也是内蒙
古自治区重要的出海通道袁首批绿色高
速公路建设典型示范工程遥基础公司承
接了该项目 10#墩桩基施工任务袁项目
桩基直径为 2.5米袁 采用大口径回转钻
机施工袁这是公司在大口径桩渊井冤领域
实施的又一个重点项目遥基础公司精心
筹备袁科学组织袁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打
下了坚实基础遥

勇挑重担 迎难而上

由于项目施工地质情况复杂袁 为
细粒径的风积沙地层袁 中间夹杂着三
层 10米厚的中风化岩层尧漂石层地层袁
施工难度极大袁 施工过程中易发生塌
孔尧埋钻事故袁垂直度控制难度较大袁极
易发生孔斜袁 也容易出现错台等现象遥
如此复杂的施工地层袁目前国内外均无
先例可循袁也无相应的施工技术规范和
指南遥

面对挑战袁基础公司西拉木伦河特
大桥项目部迎难而上袁根据现场实际情
况袁 并结合以往水上桥桩基施工的经
验袁 采用气举反循环回旋钻机进行钻
孔袁通过配套使用的空压机尧泥浆分离
器和沉渣箱袁在钻孔过程中将泥浆中细
小的钻渣分离出来袁 减少清孔时间袁提
高成孔质量袁减少桩底沉渣厚度袁有利

于水下混凝土灌注遥同时袁在钻进过程
中采用高性能膨润土泥浆进行护壁袁并
不断改进泥浆性能袁 着重提高泥浆黏
度尧降低含砂率袁每当钻进至中风化岩
层袁便及时更换钻头袁使钻孔效率最大
化遥经桩基成孔成桩检验证明院改良后
的泥浆能很好地产生护壁效果袁为成孔
成桩质量提供了保障遥

野第一根桩成孔我们用了 15天袁通
过不断总结经验袁桩基成孔效率和成孔
质量不断提升袁之后的桩基成孔时间缩
短为 10天遥截至目前袁基础公司已经完
成桩基检测的 13 根桩基全部为玉类
桩遥冶项目经理肖应军自豪地说道遥

过程管控 绿色施工

野质量是干出来的袁 不是检验出来
的遥冶 这是肖应军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遥为提升工程质量袁项目部加强了施
工全过程质量管控袁紧紧围绕项目工作
计划和工程建设目标袁梳理工程质量工
艺重点监控项目袁建立项目质量管理组
织机构袁形成质量管理网络袁全过程监
控袁 并结合各专业施工技术规范内容袁
组织各专业技术员尧合作队伍班组长进
行集中培训袁 详细讲解各关键工艺标
准袁筑牢质量控制的基础袁保证各项工
艺规范有效执行遥在施工过程中坚持跟
班作业袁 严格对照标准规范进行检查袁
并做好原始记录袁及时对施工中不规范
的现象进行纠正遥

为确保项目安全生产袁项目部编制
了施工安全管理控制手册尧管理细则及
应急预案等袁成立了施工安全管理控制
领导小组和施工安全应急领导小组遥同
时袁 定期定项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
育尧 岗前培训和施工安全技术交底袁严
格按章操作袁确保安全生产袁每日对上

岗作业人员进行班前安全交底袁并安排
专职安全员每天巡视尧检查袁及时消除
各类安全隐患遥

为保护西拉木伦河地区生态环境袁
在施工过程中袁 项目部始终把绿色尧环
保等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袁 积极做好防
尘尧防污染措施袁确保施工建设与自然
环境的和谐统一遥在工艺上袁项目部采
用气举反循环钻机进行桩基施工袁有效
降低施工噪音遥加强废弃物管理袁在施
工现场放置垃圾筒袁对各类固体废弃物
进行统一整理尧分类处理袁保证固体废
弃物不留河区袁同时对钻孔使用的泥浆
进行回收循环利用袁施工场站地表水与
施工污水进行三级沉淀袁保证施工污水
不排至河内遥 通过一系列环保措施袁项
目部有效保护了西拉木伦河生物资源
和生态环境袁进一步节约了资源尧提升
了形象袁营造了共同爱护生态环境的社
会氛围遥

艰苦奋斗 铸造精品

西拉木伦河特大桥项目位于内蒙
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袁地处偏僻袁人烟
稀少袁物资匮乏袁通信不便袁进入施工场
地随时可能与外界野失联冶袁工作环境异
常艰苦遥这里的气候也非常恶劣袁冰冻
期长袁施工期短袁而且天气变化莫测袁时
常狂风肆虐尧黄沙漫天袁抑或冰雹倾泻袁
昼夜温差大袁白天艳阳高照袁晚上却寒
风刺骨袁 这给施工人员带来极大的考
验袁灌注工人常常遭遇野桩基开盘灌注
时还烈日炎炎袁 灌注到一半却倾盆大
雨冶的恶劣天气遥

越是艰苦的环境袁 越能体现湖南
基础人坚强不屈的意志和精神袁 这一
点袁 在西拉木伦河特大桥项目施工过
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遥 面对恶劣的环

境袁员工们同心协力袁充分发扬地质人
野三光荣冶野四特别冶的精神袁晴天大干尧
雨天巧干袁白天抢干尧晚上加班干遥为确
保项目在 10月冰冻期前完工袁 项目部
实行两班制遥晚上袁冰冷的寒气冻得他
们直哆嗦袁 但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院
野干一项工程袁 铸一个精品袁 树一座丰
碑冶袁 用责任和实力为西拉木伦河特大
桥筑牢根基遥

疾风知劲草袁路遥知马力遥目前袁基
础公司西拉木伦河特大桥项目建设已
到了冲刺阶段袁 项目部将全力以赴袁以
久久为功的韧劲和驰而不息的精神袁继
续抓好项目安全尧质量和进度袁把西拉
木伦河特大桥项目建设为精品工程袁为
内蒙古交通事业发展贡献力量遥

本报讯 9月 12日袁 中国政府无偿援
助蒙古国口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举行奠基
典礼遥 蒙古国国会议员博窑德力格尔赛汗尧
财政部国务秘书长斯窑那仁朝克图尧 发展
预算司司长巴特呼袁 中国驻蒙古国经商参
赞宋学军等出席奠基典礼遥 江西中煤建设
集团董事长张明锋袁 作为总承包单位代表
出席典礼并致辞遥

援蒙古国口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于 8
月 2日中标袁中标额 3.4亿元遥项目建设内
容为新建尧 修建扎门乌德和嘎舒苏海图两
座口岸联检大楼尧边防办公楼尧职工宿舍等
建筑袁完善前总建筑面积约 55000平方米袁
建设内容还包含完善周边配套热力尧电力尧
供水管网等线性工程及广场尧 道路等配套
基础设施遥

博窑德力格尔赛汗表示袁中国尧蒙古国尧
俄罗斯国家元首 2016年建立实施野经济走
廊冶 计划袁 铁路和公路均通过扎门乌德口
岸袁 该口岸是连接中国和俄罗斯的重要口

岸袁口岸的更新建设是推动蒙古国尧中国尧
俄罗斯建立野经济走廊冶的举措遥项目的建
成将促进当地贸易和旅游业的发展袁 为当
地人民工作和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袁 提升
人民的生活水平遥

宋学军指出袁 此次中方援建的蒙古国
扎门乌德和嘎舒苏海图两座口岸袁 将为两
国贸易额突破 100亿美元大关打下坚实的
基础遥 相信江西中煤作为全球国际承包商
百强及野双特级尧双甲级冶企业袁一定不会辜
负两国人民的期望袁精心组织尧安全施工袁
实现进度质量野双丰收冶袁将该项目打造成
见证两国人民友好的典范遥

张明锋表示袁 该项目的实施将为推动
野经济走廊冶 建设走深走实发挥重要作用袁
并将进一步推动中国野一带一路冶倡议和蒙
古国野发展之路冶战略遥江西中煤将高度重
视袁强化施工管理袁确保质量尧进度尧安全袁
全力以赴尧精心建设袁把项目打造成精品工
程和示范工程遥 刘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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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日前袁 航测遥感局遥感信
息公司承担实施的陕北煤矿采空
区探查项目外业工作通过了陕西
省自然资源厅专家组的验收遥专
家组认真听取了汇报袁 查阅了测
量和编录原始资料袁 认为项目组
基础工作扎实尧资料详实充分尧外
业方法得当尧工作布置合理袁符合
相关技术规范规程要求袁 井下采
掘巷道测量尧 每层厚度点测量等
阶段成果客观可信袁 可以作为下
一步工作依据遥 贺小龙

音日前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
三队施工的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
限公司梧桐庄矿六采区治理工程
注 17-16 奥灰水平分支孔达到
矿方设计要求袁顺利完孔遥该孔首
次采用井下切割套管工艺并取得
成功遥 韩 振 杨玲飞

音近日袁 福建省一九六地质
大队完成龙海市竹坑尾矿区和周
宁县玛坑长峰矿区等机制砂矿山
调查袁共提交一座中型尧一座小型
机制砂矿山袁 合计机制砂资源储
量近 4000万立方米遥 林明义

音近日袁 福建省一九七地质
大队承担的霞浦县农业地质调查
评价项目通过野外验收袁 综合评
定等级为优秀遥 该项目完成全县
表层土壤 1 颐50000 调查面积
200.01 平方千米袁 其中耕地调查
面积 178.90平方千米袁园地调查
面积 21.11平方千米袁 耕地占比
89.45%曰 采集表层土壤样 1861
件袁采集生物渊水稻尧葡萄尧花生尧
蜜柚和茶叶冤及土壤配套样各 30
套袁共 150套曰布设耕地动态监测
点 20个遥 郑 飞

音近日袁 陕西省一八五煤田
地质有限公司地质灾害治理研究
中心负责编制的 叶石窑店煤矿地
质类型划分报告曳叶石窑店煤矿水
文地质类型划分报告曳叶石窑店煤
矿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报告曳 通过
评审遥专家组经过仔细查阅尧认真
讨论和分析袁 一致认为三个地质
报告目的任务明确尧章节合理尧资
料翔实尧内容完整袁附图尧附件齐
全袁报告符合国家现行规范要求袁
分析评价和措施建议合理袁 待修
改完善后可作为煤矿生产设计的
依据遥 张金柱

音前不久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
局二队编制的 叶山东省曹县煤田
来庄地区煤炭普查渊续作冤报告曳
通过评审遥 专家组一致认为报告
编制依据充分袁目的任务明确袁技
术路线正确袁工程布置合理袁工程
质量良好袁报告内容全面遥报告质
量被评定为优秀遥 韩应国

9月 6日袁河南省煤田地质局一队青海项目部承担的柴达木盆地北缘重点矿区煤层气资源调查评价项目
顺利完工遥该项目团M-1钻孔施工历时 109天袁完成钻探任务 1612.91米袁是一队绳索取芯工艺应用于煤系
地层施工的最深孔遥 熊 欣 吴郭超 摄影报道

项目员工精心操作袁确保质量

项目正在进行钢筋笼安装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