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局研究院推出手机智能化设备管理平台

本报讯 2019 年 12 月 10 日至 11 日袁
野先进地理空间技术和土地管理能力建设和
教育推广国际研讨会冶在尼泊尔的杜利凯尔
市召开遥 这次研讨会由尼泊尔政府土地管
理尧合作与扶贫部主办袁国际摄影测量与遥
感协会及尼泊尔注册测量师协会协办袁尼泊
尔土地管理培训中心承办遥研讨会主要聚焦
于地理空间新技术在土地管理中的应用和
相关的人才教育和培训推广建设遥大会设有
一个主论坛和三个分论坛袁 中国尧 荷兰尧捷
克尧乌克兰尧俄罗斯尧澳大利亚尧印度及尼泊
尔等十多个国家的二百多名专家和学者参
加了研讨会遥

航测遥感局四名技术人员参加了这次
研讨会袁 四人均为被会议录用的论文作者遥
其中袁 两篇论文在 BIM建模分论坛作了口
头汇报交流袁一篇论文在 GIS教育推广分论
坛作了口头汇报交流袁一篇论文在会场以海
报张贴形式交流遥航测局参会人员在报告中
均对该局的业务领域和技术实力作了概括
性介绍和推广袁引起了许多与会者的兴趣与
关注遥研讨会期间袁航测局技术人员与各国
专家进行了友好深入的交流和沟通袁向他们
介绍了航测局的概况袁为后期开展合作建立
了初步联系遥

会议期间袁航测局参会技术人员拜访了
尼泊尔土地管理培训中心主任 Ganesh
Prasad Bhatta先生遥会议结束后袁航测局代表
团首先拜访了位于勒利特普尔市的山区综
合发展国际中心袁 与其 GIS 部门进行了技
术和业务的交流与沟通遥之后袁航测局代表
团又拜访了尼泊尔测量局袁 与测量局副局长 Karuna KC女士及相
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会谈遥会谈中袁双方各自介绍了单位概况袁航
测局表达了协助和支持尼泊尔测量局开展航测和遥感相关业务的
愿望袁对方也表示了强烈的合作愿望袁双方就下一步的合作达成了
初步意向遥

这次国际研讨会袁拓宽了航测局技术人员的视野袁提高了煤航
品牌的国际影响力袁 并为将来在尼泊尔开展国际业务合作打下了
基础遥 何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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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一二一大队化验测试中心获 52种元素测试能力资质
成为全国第二家取得该资质的队级实验室

音前不久袁 江苏地质矿产
设计研究院连续承接了徐州沛
县开发区供水管网尧 徐州 D-2
号地块尧 安徽省马鞍山市中心
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尧 南京桥
北地区河道及防涝综合整治管
道检测工程四个地下管线探测
项目遥 吴 俊

音近日袁 中化地质矿山总
局河南地质局河南化地工程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中标郑州市某
快速通道基坑监测项目袁 合同
额 300多万元遥 这是河南化地
2019 年度中标的单体最大项
目遥 段 磊

音日前袁 中煤建工集团中
煤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新
疆生态环境改善项目袁 实现了
开拓新疆市场的突破遥 该施工
项目的中标袁 标志着中煤地建
设在巩固深耕西北市场尧 向新
疆区域业务拓展上迈出了坚实
的野第一步冶遥 张 恒

音前不久袁 航测遥感局地
图制印公司中标国家税务总局
陕西省税务局机关印刷品印制
服务项目袁 总中标金额 600多
万元遥 程 岚

音近日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
局二队岩土公司安庆东部新城
苏宁广场基坑支护项目开工遥
岩土公司承揽的是该项目基坑
支护和部分主楼灌注桩施工遥
目前袁 该项目有序推进袁 现场
3#尧4#尧8# 主楼灌注桩正在施
工遥 蒋 聪

音近日袁内蒙古煤炭地质勘
查渊集团冤测绘院有限公司承揽
了白音高速线路改造主网尧配网
测量任务遥 此项目路线全长近
170千米袁主网电力线路需改造
65条袁配网众多遥 王磊华

12月的青海已进入严冬时节袁 凛冽刺骨的寒风卷
着铺天盖地的雪花袁一夜之间万物皆白遥在这漫天风雪
之中袁 河南省煤田地质局一队青海项目部职工依然坚
守在青藏高原的 QZ01钻机现场袁 为柴达木盆地北缘
重点矿区煤层气资源调查评价工程的钻进工作加班加
点尧不舍昼夜遥

QZ01钻机工人们是一群有着数十年高原钻进工
作经验的铁血男儿袁 由于长期工作在高原地区袁 恶劣
的环境对他们来说早已如家常便饭一般袁 但大柴旦地
区条件的恶劣程度仍然超出了大家的想象遥 夜晚-
20益的低温下袁 夹杂着雪粒的寒风吹在脸上袁 仿佛能
带出道道血痕袁 胡子上挂着一层冰凌袁 身上堆满了雪
花袁 每个人都成了 野雪人冶遥 由于冬天河水结冰袁 日

常饮水仅靠取冰化水维持袁 更别提洗澡尧 洗衣服了遥 钻具上的泥浆冻成了
冰袁 起下钻时要用蒸汽一根一根地解冻袁 手套被汗水浸湿袁 被寒风一吹袁
又冻成了冰袁 即便如此袁 项目部人员也丝毫没有畏难情绪袁 大家分工配
合尧 干劲十足遥 手套里皲裂的双手袁 便是青藏高原给这群铁血男儿的最亮
勋章遥

青海项目部负责人更是将责任扛在肩上袁把事业放在心上袁针对大柴旦
地区地层复杂尧孔内坍塌时有发生尧施工进度缓慢的难题袁多次深入钻机一
线袁积极与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研究讨论袁调整泥浆参数尧改良钻进工艺遥为增
强职工的干事信心袁经常与一线职工交流谈心袁面对冬季施工的极端天气和
高海拔地区带来的不适袁叮嘱钻机项目经理务必抓好安全管理工作袁确保施
工进度袁有序完成 2019年度的施工任务遥

寒冷的天气消磨不了大家的斗志袁 呼啸的风雪吹散不了大家的工作热
情遥青海项目部全体人员将继续秉承野三光荣冶野四特别冶的地质精神袁努力在
青海高原上再创佳绩袁 为一队转型发展增添新活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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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袁笔者从山东省煤田地质
局一队了解到袁 该队在煤矿瓦斯治理中开
展技术攻关袁 钻孔工程可节约成本 20%以
上袁野两堵一注冶封孔工艺节省费用 50%袁综
合治理技术在山东省达到领先水平遥

一队地质灾害防治研究院院长韩希伟
介绍袁 我国煤矿高瓦斯及煤与瓦斯突出矿
井约占 50豫袁为保证煤矿生产安全袁国务院
办公厅明确提出袁必须坚持野先抽后采尧治
理与利用并举冶的方针袁降低煤层的瓦斯含
量袁确保回采时瓦斯不超限遥他分析袁对高
瓦斯矿井来说袁 每开采万吨煤炭需要 1500
米左右的瓦斯抽采钻孔工程量作保障袁年
产百万吨的矿井袁 瓦斯抽采钻孔工作量可
达到 15万米袁粗略估计袁我国每年用于瓦

斯治理的钻孔工作量可达 3.4亿延米袁瓦斯
治理工作任务繁重遥

一队长期致力于瓦斯抽采先进适用技
术的推广和新技术的创新开发工作袁 目前
正在施工上付巷里段及切巷瓦斯抽采达标
工程袁已完成钻探工程量 11 万米袁治理瓦
斯控制面积 22万多平方米袁有力保障了煤
矿工作面的安全生产遥

韩希伟介绍袁 在井下巷道内开展瓦斯
打钻卸压袁需要频繁更换钻场袁不断调整钻
孔方位及倾角遥为提高效率袁一队引入了履
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袁 它体积小尧 操作灵
活袁可以实现主轴依90毅和水平依180毅角度调
整袁特别适合在狭窄巷道作业遥钻机实现了
野钻冲一体化冶袁首先使用静压水施工钻孔袁

然后直接加压进行卸煤尧割缝袁节省了退杆
换冲孔钻头的时间袁 提高了施工效率和成
孔率遥 该队还引进了履带式冲孔泵车与钻
机配套袁它可跟随钻机一起行走袁实现每部
钻机配独立冲孔泵袁 大大提高了钻孔的增
透效果袁提高了单孔瓦斯抽采率遥

采用这套先进设备袁 降低了钻孔工作
成本遥韩希伟说袁在目前施工的项目中袁矿
方原设计抽采孔孔底间距 5米尧 每组平均
14个孔袁 由于一队施工的钻孔水力割缝长
度可达三四米袁抽采半径增大袁所以将设计
改为孔底间距 8 米尧每组 10 个孔袁工作量
大为减少袁生产成本可降低 20%以上遥

为提高瓦斯抽采效率袁 一队开展了封
孔新技术研究袁综合多项技术形成一套野两

堵一注冶封孔工艺袁使得钻孔封孔时间尧费
用节省 50%左右袁 封孔成功率达到 98%以
上袁单孔瓦斯浓度尧抽采流量都有了明显提
升袁钻孔有效抽采时间延长袁获得了矿方的
高度评价遥

韩希伟介绍袁 制约瓦斯治理的另一个
难题是煤渊岩冤粉的清运遥以往清运工作主
要依靠矿车袁 清运期间影响打钻和水力冲
孔施工袁成为制约施工效率的最大难题遥为
克服这一难题袁一队开展科研攻关袁目前正
自主研发一套清煤系统袁 这在瓦斯治理行
业是一次创新遥

韩希伟说袁 目前一队瓦斯治理施工队
伍不断壮大袁拥有 20 余个施工队伍袁可以
满足 5个项目同时开展工作遥 穆 宏

山东局一队采用新工艺治理煤矿瓦斯

本报讯 检定设备时袁用微信扫一扫袁就能显
示出该设备型号尧金额尧出入库尧台账和审批等信
息曰报修设备时袁用手机在问题部位拍张照片袁注
明设备编号及问题袁上传到野地质仪器设备管理系
统冶维修维护功能模块袁就可以实现设备维修智能
化管理噎噎这一幕幕便是山西省地质矿产研究院

设备管理野智能化冶的生动体现遥
2019年以来袁山西局研究院积极创新工作方

式方法袁以大数据为支撑袁运用信息化手段推动设
备管理智能化建设袁 成功创建手机智能化设备管
理平台要要要野地质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冶遥目前袁该平
台主要实现了以下功能院一是通过扫码识别袁能够

一对一检定设备袁直观显示设备图片尧型号尧设备
台账尧审批信息袁为设备使用及管理人员开展设备
专项工作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支撑曰 二是通过检
定校准尧维修维护和核查等功能模块应用袁为设备
故障管理提供信息化服务曰 三是设备到期检定自
动提醒功能袁可以为设备正常保养尧运行提供及时

保障遥
野地质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冶将全院设备纳入手

机智能化程序管理袁 完成了设备管理从传统的手
抄笔录到手机信息化传输的智能化跨越袁 实现了
检查有记录尧维修有跟踪尧效率有提升袁使设备运
行情况更加可视尧可控袁大幅提高了设备管理工作
效率袁实现了生产效能最大化遥今后袁山西局研究
院将朝着信息化尧数字化尧智能化方向持续推进设
备管理工作袁 为该院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助力和
保障遥 成建兵 丁琛哲

每天早晨八点袁当生产人员陆续进
场的时候袁马会鸽已准时出现在中煤地
质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益而康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门口袁开始张罗工人
并检查新一天的工作工序遥从一个年轻
姑娘到一名业务骨干袁她在厂里一扎就
是二十多年袁在这名野工匠之花冶的身
上袁隐藏着平凡岗位上的先进故事遥

70后的马会鸽是土生土长的河北
涿州人袁高中毕业之后参军入伍成为一
名医疗兵袁 转业后来到北京益而康公
司袁扎根生产一线袁成为一名车间工人遥
对她来说袁来到益而康公司之后的日子
是人生中最珍贵的美好时光袁青春的年
华和岁月的积累铺洒在车间里袁这一干
就是 22年遥

1997年袁益而康公司正处于建厂初
期袁 马会鸽成为生产车间的第一批员
工遥野那时候车间包括我在内不到十个
人袁什么都学袁什么都干遥冶说起那个时
候袁她的眼神充满能量袁野当时胶原蛋白
海绵的生产量低袁人手少袁我就跟着专
家什么都学袁什么都做遥冶

野那时候你的技术水平怎么样袁专
家教的都能学会吗钥冶笔者问她遥马会鸽
认真思考了几秒钟说院野我很少出错袁只
要是教给我的袁我仔细看用心学袁一干
就能干好袁很少因为做不对挨批评遥冶自
豪写在她的脸上遥野是不是当过医疗兵袁
有业务相通的地方钥冶野有相似的常识袁
但是全新的行业袁 没有什么可比性袁一
切需要从头学起遥冶 她的眼神中闪现出
对掌握业务技能的炽热初心遥凭着对工
作的热情和自我的严格要求袁她先跟着
专家学袁再反复研究袁技能快速提高遥她
没让领导费过心袁半年内就把生产各项
工艺技术一个不落地都学会了袁 成了
野多面手冶袁第二年袁她已经当起了师傅遥

由于厂子扩建袁 产量上升袁 厂里
招了新人袁 马会鸽开始了 野老带新袁
传帮带冶 的工作生涯遥野在她后面来的
人袁都是她带出来的袁冶分管马会鸽的领
导说袁野一遍一遍地教袁她从来都没有不
耐烦袁直到教会了袁反复练习不出错袁才
放心让员工独立完成一道工序袁还要反
复检查效果遥冶在车间青年的眼中袁马会
鸽是一个严肃的老师袁说话直接袁管理
到位袁在她的指导下袁一批批一线员工
都成为车间主力袁能够独立而高效地完
成任务遥

野马姐特别能干袁有一次人手不够袁

她一个人完成九大桶产品的脱水工序袁
一个桶大概有 100升遥像这样的活干得
不少袁可她从来没说过累遥冶生产车间的
小张告诉笔者遥

生产车间里见不到阳光袁 湿度大袁
温度长期处于 18~22益袁设备 24小时不
停袁换上洁净服袁经过层层消毒袁放下任
何与工作无关的物品袁员工们才能进入
洁净区袁固定的流水作业袁一干就是一
天遥 由于进出洁净区都要重新换装消
毒袁为了减少进出次数袁大家渴了就忍
一忍袁克服困难袁抓紧时间生产遥从早晨
8点到中午 12点袁工作人员赶到中午出
来喝一次水袁去一趟卫生间袁片刻休息
后再次进入车间工作袁下午照常工作遥

长期在低温环境下工作袁人体的应
急反应能力也会下降袁 肌肉容易僵硬曰
长时间低头尧弯腰作业袁肩颈尧腰部易劳
损曰洁净区与外界始终保持 10~30Pa的
正压袁再戴着 24层的口罩袁憋气程度可
想而知遥对每个一线职工来说袁这都是
一种考验遥

笔者好奇地问院野这里见不到阳光袁
也出不去袁日复一日袁枯燥吗钥想过转行
吗钥冶马会鸽眼睛眨都没眨地脱口而出院
野没觉得袁我感觉还挺有意思的袁就这样
过来了袁我从没想过转行遥冶心直口快的
她憨憨地笑了袁一边拽了拽戴在手上的
消毒手套遥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涌进笔
者心里袁二十多年如一日的野初心冶袁也
许就是一句野我觉得挺好冶遥

野工作中如果遇到了不顺心的事袁
你怎么处理钥冶 笔者轻轻地问遥野不顺心
比较少袁但我能调节好袁没有解决不了
的困难袁都能化解遥冶言语中袁作为车间
主任的马会鸽没有一丝抱怨袁野也怕大
家不理解我袁 我对车间人员一视同仁袁
没有其他想法袁清者自清袁也希望孩子
们都理解我遥冶她一憨笑袁仿佛工作给她
的只有开心袁没有一点不如意袁她的笃
定袁就是对坚持最好的诠释遥

马会鸽硬朗的工作外壳下其实藏
着一颗柔软而温暖的心遥 在车间里袁她
不仅是传帮带的师傅袁还是员工们的知
心野大姐冶遥车间里姑娘多袁工作之余袁马
会鸽关心姑娘们的成长和生活袁午饭时
间宝贵袁 但她抽点空就和大家聊上几
句袁开个玩笑袁大伙儿嘻嘻哈哈地刷碗袁
也不觉得冬天的水那么凉了袁让枯燥的
生产线多了温暖和感动遥野马姐不光是
技术老师袁很敬业袁还是生活中的好大

姐遥冶 姑娘们念她好袁 都默默地记在心
里遥马会鸽不善言辞袁实打实地对每个
人好袁 让身边的职工感受到集体的温
暖袁同时也树立了一个值得信赖尧接地
气的一线管理者形象遥

马会鸽朴实无华遥 化验室的人说袁
她常匆匆忙忙地从车间赶来称固体含
量袁 全然忘了被帽子压得凌乱的头发袁
脸上还挂着口罩勒的痕迹袁她眼里只有
测量数据袁不顾自己的形象遥野女同志哪
个不爱美袁我想约她去做头发袁但是马
姐老说没时间袁其实我知道她是舍不得
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冶袁野这么多年袁 马姐
的孩子一直在老家袁没跟着她袁为了不
影响生产袁现在马姐半个月回去两天看
看孩子袁以前回去更少袁孩子都说耶妈妈
你老骗我袁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浴爷马姐
想孩子袁嘴上从来不说遥冶同事小董将这
个故事写在了描写马姐的先进事迹里袁
她说她佩服马姐袁 马姐是个好女人尧好
员工尧好妈妈遥

采访马会鸽本人听不到这些故事遥
没有任何困难袁没耽误工作袁不给组织
添麻烦袁这就是马会鸽遥

野一进车间就顾不上了袁 我还是学
得少袁冶 她拿着党支部发放的 野不忘初
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的彩页和材料
说袁野支部发给我很多书袁我只要有空就
看袁我也让这些年轻人多看书袁可以随
时向我借袁我和他们一块儿学尧一起进
步遥冶说罢袁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遥身为
一个党员袁 她批评自己平时看书少袁但
心眼里就要紧跟党走袁 不但自己学袁还
要带着大家一起学习遥 为了不落后袁她
坚持每天晚上下班后登录野学习强国冶袁
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修养遥

马会鸽身体力行地做好每一件事袁
为每一道工序把好关遥她是益而康人的
一个缩影袁还有数十名奋战在一线的职
工和她一样默默无闻袁为益而康公司的
生产发展贡献着青春和力量遥朴实无华
是他们的真实写照袁日复一日袁在反复
操作的流水线上袁他们践行着对工作的
精益求精和不懈追求遥

习近平总书记说袁 中国梦是大家
的袁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真遥益而康公
司的梦想就在一个个像马会鸽一样的
人手中不断实现浴

本报讯 2019年 12月 23日袁 福建省
一二一地质大队化验测试中心通过地球化
学调查项目样品测试能力复核确认袁 具备
能力类别为 52种元素 渊54项冤 的测试能
力袁 有效期为 3年遥 该消息在中国地质调
查局网站发布袁 标志着一二一大队化验测
试中心成为全国第二家尧 福建省煤田系统
首家取得该资质的实验室遥 据悉袁 该资质
为中国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样品测试
能力的最高级别资质袁 全国仅 33 家尧 福
建省仅 2家单位取得该资质遥

一直以来袁 一二一大队化验测试中心
坚持质量第一尧 服务优先袁 建立健全产学
研深度融合的分析质量管理体系袁 持续开
展分析方法验证研究及技术质量指标检
测袁 加强标准物质监控及密码样检测遥 该
队参加了煤的工业分析实验室能力验证尧
硅酸盐岩石化学成分分析能力验证的国际
比对活动等袁 通过了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组
织的耕地质量标准化验室考核尧 CNAS实
验室认可换证等曰 积极购置全球高端先进
仪器设备袁 改造升级化验测试场所环境袁

外引内培提升技术队伍素质曰 促进全要素
发展动能不断释放袁 检测工作实现了质量
变革尧 效率变革尧 动力变革袁 检测能力实
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袁 检测产值连续
三年近 1400万元袁 检测质量均达标遥

近年来袁 一二一大队化验测试中心找
准公益性服务型定位袁 主动作为袁 助力打
赢 野水气声土冶 环境污染防治保卫战袁 为
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遥 高效优
质开展 2019要2021 年福建省农业资源及
生态保护项目土样检测项目袁 与龙岩市环

保局签订检测战略合作协议袁 开展了上杭
县环卫所废水尧 废气尧 噪声等环境监测业
务及漳平市养殖企业的污染源排放监测业
务遥 同时袁 致力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袁 完成
福建省农田建设与土壤肥料技术总站 2018
年各县市耕地质量提升和化肥减量增效项
目袁 完成福建省农业地质调查评价项目样
品测试项目 12 个袁 完成武夷山茶基地农
业土壤样品检测等遥

房永雯 郑伟强

音近日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
局二队中标山东新河矿业有限
公司奥灰水文长期观测钻孔工
程袁中标金额 236万元遥该孔设
计 1550米袁是二队承揽的最深
的水文长观孔遥二队 2019年施
工了 12个水文长观孔袁其中 6
个奥灰水文长观孔袁 最深达到
1382.90米袁为矿井水害防治工
作提供了高水平的技术服务遥

华 夏

平凡骨干野工匠花冶
要要要记地质集团益而康公司一线职工马会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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