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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时节，北重集团生产进入最为繁忙

时期，各生产现场机床快速运转，生产区、成

品区、待检区……身穿蓝色工衣的工人师傅

们都在为某重点车载产品的如期交付全力冲

刺。如今，某重点产品能够顺利进入批量生

产，离不开项目团队的科研攻关，这支平均年

龄 40 岁的科研团队用了 6 年时间，争分夺

秒、攻坚克难，确保科研项目如期进行……

迎难而上，重大项目迎接“大考”

走进北重集团技术中心产品研究院，立

刻感受到紧张而又严肃的工作氛围，张大江

和团队成员正在研究车载某重点型号关重部

件工艺转化等问题。

他的办公桌上铺满了各类材料，几个人

正在梳理制约生产的多个问题，准备晚上分

析总结。“这段时间，我们每天除了开会就是

到现场解决问题。因为产品节点比较紧，要求

当天问题当天处理。”简单介绍后张大江又投

入到讨论中。

张大江是公司某重点项目主管，负责整

车的总装，还要协调内、外部各项事务，解决

试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由于该项目是公司

重点研发产品，起初，张大江顾虑很多，但领

导的信任让他下定决心接下“军令状”，由 10
多人组成的项目团队就此开始漫长的研发之

路。

外部试验是漫长而艰苦的工作内容，从

2014 年接到任务至今，他们的足迹遍布安

徽、青海、白城等地，样机生产、鉴定、设计定

型、技术状态试验……每一次都如临“大考”，

能否“过关”全在于科研人员的集智攻坚。

让张大江最难忘的是他整整跟随一年的

白城设计定型试验。强度射击是该产品最为

主要的考核指标，要求连续射击中间不出现

任何故障。为了达到最好的指标要求，科研人

员提前 2 天开始准备。他们发扬北重人敢打

硬拼的精神，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最终以查出

问题 100%解决、故障整治 100%到位、试验

射击 100%可靠的 3个 100%，一次通过强度

射击试验，赢得了部队一致好评。“那天，我们

从早上 4 点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 3 点多，虽

然非常疲惫，但大家都很兴奋，我们这一仗打

得漂亮。”回忆起强度试验，张大江眼中放光。

挑战极限，试验攻关“冲锋在前”

团队中，年轻的甘振是第一次接触这类

型产品，至今单身的甘振，把全部精力都放到

了工作上。别看只有 32 岁，甘振的任务却不

轻，所有试验他都全程参与其中。聊到最为难

忘的研发经历，甘振脱口而出就是高原试验。

身为广西人的甘振第一次在海拔 4500
米以上的青海做试验，高原反应非常强烈，胸

闷、气短，还伴随着头疼，晚上根本睡不着觉。

为了保证试验任务，他每天就是靠吃药坚持。

“每次出发前都要先吃药，才能缓解一下。甘

振紧锁着眉头说：“从驻地到现场，路上乘车

来回就要 6 个多小时，为了节省时间每次都

是天还没亮就出发，天黑才回，我们每天的伙

食就是方便面和火腿肠，一直坚持了 40 天。”

高原反应，不止甘振一人，团队成员还来

不及适应环境就要配合基地部队卸装备，并

对装备进行安全检查。面对高强度的工作、恶

劣的天气以及严重的身体不适，所有人都相

互鼓励，负重前行。

常人眼里，跑车相对轻松，但科研跑车试

验实际并非如此。跑车试验要经历高环路、强

化路、越野路、山路等各种路段，试验人员时

刻关注产品的技术状态，跑上一两圈就要仔

细检查产品的技术状态。地表温度近 40益，液

压油箱和发动机在太阳的炙烤下，最高温度

达到 70益，几个小时跑下来，试验人员浑身已

经湿透，司机的手还在发抖……

时不我待，
我们希望“快点，再快点！”

“紧迫感”，这是科研团队成员表达最多的

感受。唐玲是这个团队为数不多的女同志，常

年的外部环境试验，她要克服诸多不便，这让

唐玲吃了不少苦头。

低温试验要把产品放到原42益的库内降

温 24 小时，试验时必须快速进行射击试验。

那段时间，唐玲和成员们每天晚上 11、12 点

开始试验。12 月份的北方，天气异常寒冷，刺

骨的寒风让本就瘦弱的唐玲蜷缩在军大衣

里。“我们就像童话故事里卖火柴的小姑娘，

多希望有温暖的火炉、美味的大餐。”唐玲开

玩笑地说：“尤其到了后半夜，又冷又困，但为

了完成试验任务，大家一直坚持着。”

2019 年，唐玲跟随团队做高温试验，这

一走就是半年。夏季天气炎热，烈日照的人睁

不开眼睛，车身在阳光的照射下变得烫手。炮

塔内的温度接近 60益，在里面做实验，不一会

儿已经是汗流浃背，一阵阵热浪更是让人窒

息，衣服湿了干、干了湿，留下了一块块白色

的汗斑。

艰苦的野外试验，唐玲都能坚持，可说到

两个孩子，她的眼睛湿润了。作为母亲，她错

过了太多陪伴孩子的时光，每次试验只能靠

视频缓解相思之苦，面对笔者的提问，她却

说：“早一些完成，就能早一天交付，手里的工

作才最重要。”

研发之路，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虽然

会有艰难险阻，但跋涉的过程却是这些科研

人员的必经之路、成长之路。集团公司科技带

头人、项目总师王殿荣总结道：“各种复杂环

境下的试验科目，考验着产品的每一项性能，

更考验着每一位试验队员。如今，这个团队经

过这些历练，已经快速成长为公司科研成果

转化的攻坚力量。”

“你这朵‘后浪’可真勤奋。”7 月 23 日，

河南油田采油二厂注汽工程部注汽六队化水

车间内，队长张稼举称赞正穿梭在水处理系

统间加药的李春霞。

在河南油田，大家都习惯称 60、70 后的员

工为“前浪”，称 80、90 后的员工为“后浪”。

“前浪”与时俱进，研究新路子

“为什么空压机停机总发生在高温天气？”

空压机在去年高温期间频繁跳闸，注汽六队队

长张稼举往压缩机房一趟又一趟地跑，亟待查

明原因。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就会按常规处

理，清滤网、换压缩机油，结果却差强人意。张稼

举决定改变思路，化被动为主动。趁着锅炉大修

期间，经反复试验根源是 3台空压机共用一台

排气管，导致压缩空气无法顺畅排出。

于是，张稼举与多方技术人员探讨、试验，

制定改进措施：把从前的 3 台空压机共用一

个排气管，改成各自单独用一个排气管。

改造后，今年空气压缩机上半年运行时

率提升至 98.7%，较去年同期提高 13.4%。故

障发生的频率减少了，设备“续航”能力更强

了，同时也为百日攻坚创效助一份力。

“后浪”当好管家，严把费用关

化水车间技术员李春霞是一名 80 后“油

二代”，在当前低油价严峻生产形势下，倡导

省一分钱比挣一分钱容易的理念，如何用更

少的成本维持设备运行，是她关心的头等大

事。

5 月中旬，由于原水水质持续恶化，使一

直吃“精粮”的化水岗设备有些吃不消“粗

粮”。一级反渗透的滤芯更换频繁，材料费居

高不下。她便开始琢磨，有什么方法既能保证

设备正常运作，又降低成本呢？

一直脚勤、脑勤的她成天跑现场看材料

材质，又上网查阅去除污垢的化学方程式。经

过反复试验，污垢终于从滤芯上分解出来。这

样一来，一次性的滤芯重焕活力，得以多次利

用，年节约材料费 27 万元。

“大浪”此起彼伏，攻坚成效显

“前浪”带“后浪”，势必翻起“大浪”。“70
后”主任技师贺卫国与“90 后”生产副队长王

榕培，可谓黄金搭档。

“通过自己掌握的理论知识来改造工艺

上的不足，这是让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

贺卫国厚实的眼镜片下，是一双善于挖掘常

规工艺流程中需要改进的慧眼。他近些年牵

头开展的 QC 成果、科技立项等项目取得了

耀眼的荣誉，不仅创效百万，更降低员工的劳

动强度。

站内锅炉的脱石膏水和捞渣机冷却水该

“何去何从”，是困扰他们良久的生产难题。贺

卫国带领“90 后”生产副队长王榕培，对三级

沉降池进行工艺管线改造，投入滤液池和工

艺水罐，形成缓冲水罐，对脱石膏废水过滤后

打入浆液罐，循环利用。每天可减少 40 吨工

艺水外排，节省罐车、泵车拉运费用 3000 元，

百日攻坚创效行动中，创效 30万元。

“前浪”带“后浪”，“后浪”逐“前浪”，“大

浪”一波又一波，打好提速提效攻坚战。

渊忽凤红 姜露冤

“桑拿天”里的
“烤验”

入夏以来，高温天气持续，沙河电

厂积极紧抓迎峰度夏用电高峰有利时

机，从提升职工安全意识、机组运行状

态、电煤保障入手，采取多项举措消除

高温天气给设备运行带来的安全隐患，

提高设备健康运行水平，为保证迎峰度

夏和电网安全运行提供充足电力。

针对高温天气下的设备管理，沙

河电厂成立了迎峰度夏领导小组和工

作小组，加强安全生产过程管控和现

场监督力度，加强对设备“体温”的严

格检测，增加对 500kV 升压站各设备

和风机等重要设备和部位的巡检次

数，加强对运行中机组的监视和阳光

下暴晒的室外设备的巡检，对高温区、

高温介质设备加大巡检力度和频率；

针对持续高温天气，及时采取应对措

施，充分利用红外线测温仪加大对设

备接触点进行监测，及时启动设备空

冷风扇，防止出现过热加速绝缘老化

现象；加强对水冷设备的清扫和反冲

洗操作，同时对处在空气不流通等地

点的设备，安装轴流风机强制通风，并

如实记录设备运行情况和各项参数，

确保设备安全运行。

围绕迎峰度夏重点工作，加强事

故学习，提升安全防控意识。沙河电厂

组织职工积极学习近期系统内外兄弟

单位发生的不安全事故，通过分析原

因、谈看法、制定预防举措等方法，引

起共鸣，引导广大职工从思想上转变

安全认知，真正使“安全”两字入脑入

心，不断提升安全隐患、风险辨识能

力，切实提高人员安全意识上台阶，为

迎峰度夏夯实安全基础。扎实做好“安

全生产月”后续问题整改，对标对表梳

理总结，整理机组设备缺陷，表格化逐

项巡视追查落实，及时设备缺陷提高

设备可靠性。强化人身安全，要求运维

人员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全面绷紧

安全弦；同时面对高温天气，强化设备

温控测点巡检力度，开展现场巡视，重

点组织做好消防着火、防汛、全厂停电

等应急预案的演练活动，确保迎峰度

夏设备安全可靠。

针对周边煤矿安全生产整顿、煤源

紧张的形势，沙河电厂多方开拓电煤市

场，积极与供货商沟通协调，加大火车煤

调运，组织相关管理人员、职工做好设备

维护、夜间照明工作，迎接电煤接卸。在

保障机组日常供煤需求的基础上，每天

保持设备安全运转，调配接卸量，有力确

保了迎峰度夏机组“口粮”储备。

针对“桑拿天”的高温天气，为做

好人员和设备的防暑降温工作，沙河

电厂科学合理地安排作业时间，尽量

避免工作人员高温时段露天室外作

业，并为生产现场职工提供绿豆汤、白

糖、绿茶、清凉油等防暑用品，加强防

暑降温知识和中暑急救常识的宣传普

及，确保人身安全。

在迎峰度夏的高温“烤”验中，沙

河电厂生产现场的工作人员每天承受

着数次“桑拿浴”，汗水一次又一次湿

透了衣背，电力职工在挥汗如雨中体

会着奉献岗位的热情，在“迎峰度夏”

的集结号中用汗水书写着电力职工的

责任与担当。 渊何卫东冤

江苏靖江：
赶制矿车部件忙

7 月 29 日，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工业园

区钢铁加工企业正在赶制订单，大明精工

制造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正在焊接承载 60

吨级的矿车车架，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据

了解，公司服务多个行业的不锈钢和碳钢

产品，不仅满足国内市场，还销往欧美、东

南亚及“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

杨木军 摄影报道

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唐口煤业公司：

党员驱动综掘机
走出“S”步伐

“真厉害！采用‘四步走’出矸方案竟然提前

了 4 天工期。”“不仅如此，综掘机司机操作更加

灵活了！”7 月 26 日，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唐口煤

业综掘三区中班班前会上，职工议论纷纷。

原来，困扰该工区 5308 工作面一处施工难

点被攻克了。

7 月 15 日，该工区负责的 5308 轨道顺槽，

根据施工方案，需要在 5307 皮带顺槽开门口施

工，但 5307 工作面开门口 20m 的“S”型巷道成

了“拦路虎”。据了解，5307 与 5308 是相邻工作

面，在 5307 皮带顺槽开门口施工 5308 轨道顺

槽需要调向两次，综掘机比较笨重，面临调向困

难，煤矸运输困难等问题。

“4天内必须啃下这块‘硬骨头’！”7月 15日

晚，该工区党支部紧急召开党员大会，党支部书记

姜晓东立下军令状。下半年，是攻坚突破年的重要

时期，关键时刻要用铁肩膀扛铁担子，姜晓东说。

“如果直接采用综掘机直接开门口的话，调向

段综掘机无法直接出矸”，“根据以往的经验，耙装

机施工加上更换综掘机，需要 8天时间才能施工

完毕。”现场党员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

“综掘机桥式皮带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能不

能将 20 米施工巷道拆分进行! ”该工区区长谭

秀君一席话，令在场的党员眼前一亮，可行！

当即，8 名党员根据工作面图纸结合现场施

工环境、设备设施、人员配置做出“四步走”施工

方案：0m-5m段门口，采用综掘机斜切开门口施

工，牒矸采用桥式皮带出矸至 5307 皮带顺槽内

带式输送机，由煤流系统运出。6-10米段煤矸采

用单轨吊梁悬吊桥式皮带出矸至 5307皮带顺槽

内带式输送机，由煤流系统运出。11-15米段，综

掘机二次调向，桥式皮带落底，煤矸直接利用综

掘机出研至桥式皮带，经 5307皮带顺槽内带式

输送机由煤流系统运出。15-20米段，安设简易皮

带一部，煤矸重新利用单轨吊梁悬吊桥式皮带出

研至简易带式输送机，经煤流系统运出。

7月 17日，经过一个班次的紧张准备，该方案

在该工作面顺利实施，综掘机顺利完成了 2次调

向，走出了华丽的“S”步伐。 渊张继涛 陈冬冬冤

闻“汛”而动
筑牢汛期上产“防护墙”

针对近期雨水较多，汛期灾害频发的实际

情况，连日来，西北油田采油三厂积极备战，制

定汛期安全生产工作方案，压实责任，深入开展

隐患排查、物资储备、严密监控、预案演练等“四

加强”工作。

入夏以来，采油管理一区针对前期曾受到

汛情洪水影响的 TK828、TK803 等油井周边汛

情多发地带深入排查。该区副总监谢发军带领

人员从上游开始查起，他们穿越红柳胡杨红柳

林中，步行 10 多公里，途径 TK876 井、TK847 井

及 TK803 井，及时发现了隐藏在 TK803 井附近

的芦苇丛中的一个较大裂口。谢发军迅速组织

抢险队员 20 余人，现场装土麻袋 300 余条进行

了围堵，做到防重于治，有备无患。

汛情预防离不开与地方政府紧密配合，通

过积极沟通，双方深入对辖区内灌溉、清渠和放

水等关键信息进行共享，做到“早预防、早准

备”；对防洪薄弱点一同深入现场，制定解决方

案，积极配合支持地方防汛抗灾工作需求，分层

次水域管线应急演练，提升应急水平。

在与地方政府建立起良好的汛情信息共享

的基础上，采油厂充分利用成熟的无人机、远程

监控+人工现场巡检等“三位一体”巡检方法开

展汛情监控，对 111 条水域管线逐井制定巡检

计划，进一步提高突发预警能力。“现在通过无

人机对塔里木河巡检，可以让现场更直观，发现

问题更快速，早一分钟发现就能避免更大程度

损失。”防汛工作组成员阿依博力介绍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防汛物资作为抗击汛

情的关键一环，物资管理人员对库存防汛物资

全面查清，摸清家底，并进行认真检查，确保物

资质量达标，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截至

目前，该厂已储备各类应急物资 2.4 万余件，其

中麻袋 2 万条，皮划艇 4 艘，救生衣、雨靴、雨

衣、水裤 597 件，此外储备吸油毡 660 箱、隔油

栏 60 卷，保证水域抢险应急需求，未雨绸缪，扎

实做好防洪防汛物资的补充和储备，为油气生

产安全平稳筑牢“防护墙”。 渊石立斌冤

7 月 28日早上 8 点 30 分，中铁物贸成都

分公司新疆物供中心党员李荣庆、龚涛与石油

新村社区志愿者们一道组成的“疫情防控服务

队”，又开始了新的一天工作。工作前，李荣庆

有一个习惯，就是检查手机音量和振动，看是

否调整到最大。

叮铃铃，电话响了。李荣庆接起电话，简单

对话后，叫上龚涛一起去开车。原来，有居民要

去医院，社区干部想请志愿者们送一下。李荣

庆与龚涛俩赶紧开车，到需要帮助的居民单元

门口，接他去医院，然后等他看完病，再送他回

家。

叮铃铃，电话又响了……

“我们的电话号码被社区工作人员分享到

社区居民群里了，有时居民买菜、买药、看病、

咨询等等，都要联系我们。我担心错过电话，怕

居民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既然主动申请志愿

者，便要履行职责。”一个上午，李荣庆、龚涛接

了 10 多个居民的求助电话，他们的手机一直

握在手中，以免错过任何一次来电。

7 月中旬，乌鲁木齐再次发生疫情，党员

李荣庆、龚涛主动在社区群报名，加入社区志

愿服务队，服从社区统一调配，以实际行动为

当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出一份微薄之力。

中午，一碗泡面下肚。李荣庆与龚涛及其

他志愿者们顶着烈日暴晒，在小区巡逻。下午，

如上午一样，李荣庆和龚涛接到很多求助电

话。他们一同前往菜市场，帮助居民购买蔬菜，

去超市购置日用品，并逐个送到家中。

傍晚，他们俩匆忙回到住地，煮白水面。简

单吃食后，又在小区巡逻，看是否有居民尤其

是老人下楼闲逛。看到几位老人想出单元门，

他们耐心地前去解释原因，请他们不要出门，

如有什么需要请联系志愿者帮忙，只有大家齐

心协力，才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这个社区老人比较多，有些上岁数的老

人会下楼散散步。可当前疫情防控严格要求不

允许出入，我们就去劝返，刚开始有些老人不

理解。我们就不厌其烦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争

取得到他们理解和支持。不过还好，基本上大

家都是讲道理的。”李荣庆说。

志愿者被社区分成三个小组，每个小组负

责社区一个区域。石油新村社区有居民 7000
多人，每个小组要对 2000 多人服务。按照目前

安排，志愿者一方面配合社区工作人员、民警、

楼长做好人员登记、测量体温、车辆检查、消

毒、巡逻等常规工作，另一方面帮助居民购买

药品、蔬菜、日用品、倒垃圾等，全力保障居民

正常生活物资需求。 渊廖力冤

“前浪”带“后浪”翻起攻坚创效“大浪”

极地寻路
———记北重集团科研团队在砥砺拼搏中勇攀科研高峰

尽一份微薄之力战“疫”情
———中铁物贸成都分公司新疆物供中心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侧记

●志愿服务队员开展巡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