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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盘江畔的唱响曲
——写在贵州光照水电站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之际

孙祯利

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

径６．５９米
的大口径水轮机筒型阀替代常

的座环吊装却因为吊装设备和场地的

规进水阀，为贵州水电工程首次使

原因，在这里出了个大大的难题。

用，机电设备的设计、制造和安装技
术都紧跟国内先进技术前沿。
２００５年９月
，中国水电七局凭借良
好资信和履约能力，在众多竞争单位

时，在西班牙召开的第六届国际ＲＣＣ大坝 好，验收合格率均为１００％，
南方电网同

的塔机，受场地条件限制，大型汽车

中脱颖而出，一举中标全部４台机组的

吊也无法施展手脚，怎样把重达４５吨
的座环吊装到机坑？

工程。

带电调试和７２小
时 试运行，各项指标良

环由４瓣组成，最大单重４５吨
。现场桥
机未形成，仅有２台起吊能力不足１０吨

安装任务，成为建局以来首次独立承
建总装机容量超百万千瓦的机电安装

当时钟的指针指向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
２５日

光照水电站每台机组的水轮机座

中国水电七局成竹在胸，将多年
打拼积累的精湛技艺发挥得淋漓尽

初踏贵州，勇挺北盘江的中国水

致，技术人员、工人师父通过认真研

电七局秉承“自强不息、勇于超越”

究，几经讨论、反复测算，极具创造

的企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追求

性的设计、制作、安装了起重量为

卓越、创造精品、服务一流”的经营

５０吨
的 固定式龙门吊和移动式龙门吊

理念和“科学、创新、高效、诚信”

各一台，运用“土办法”成功实现了

的管理理念，与参战各方密切协作，

重 达 ４５吨
的单瓣座环通过装卸平

紧盯重大节点目标，优化施工网络进

台——安装间——再到机坑相应的机

光照水电站位于贵州省晴隆县境

度，“土办法”与改进传统工艺和学

组位置的顺利吊装。

中国水电七局的“一年四投”。

会议上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水

意直接进入商业运行”的“一年四投”

内，是北盘江干流开发规划“一库五

研新设备并举，顾全大局，不等不

首瓣座环的成功吊装，不仅解决

电七局参建的贵州光照水电站被授予国

的唱响曲，创下了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

级”龙头水电站，设计安装４台单机容

靠，敢打敢拼，一切只为提高安装效

了机组本身的安装难题，而且还为土

际ＲＣＣ里
程碑奖，这也是本次大会上我国

站５个月投产单机容量２５万
千瓦级以上水

量２６万
千 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

率与质量，一切只为缩短直线工期，

建施工创造了工作面，推动了整个厂

获得的唯一奖项，一个月后，１１月２５日
，
轮发电机组的全国新纪录，践行了向业

总 装 机 容 量 １０４万
千瓦，年均发电量

一切只为兑现承诺，一切只为“创牌

房的施工进度，业主对中国水电七局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年
度国家优质工程奖揭晓，中

主作出的“确保机组开得起、转得稳、

２７．５４亿
千瓦时，是国家“西电东送”

创效”。

这种不等不靠、积极主动创造条件解

国水电七局参建的贵州光照水电站再获

停得下”的承诺。

第二批开工建设的重点工程。

《贵州日报》、《证券时报》、

其单机容量２６万
千 瓦为贵州省已

作为光照水电站的参建队伍之一，

《凤凰财经》、《中国新闻网》、《中

建设电站中最大，水轮发电机组机型

中国水电七局在北盘江畔奏响了“在

国电力新闻网》、《北部湾新闻网》等

采用跟三峡电站一样的新型半伞式空

２００８年
一年内４台机组一次性完成充水、

多家新闻媒体也在第一时间集中聚焦着

冷机组，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直

殊荣——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

２４２０１２．１２

决困难的作风和能力大加赞赏，表示
了高度认同，在专门宴请中国水电七

“土办法”办大事
伙计变伙伴

国水电七局项目领导的手动情地说

面对紧张的工期，本来一个简单

“我们不仅是合同关系，更是合作关
左岸导流洞进水口

局 “功臣” 的席间，一位老总握着中

２０１２．
１２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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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吊装

光照电站一年四投庆典
系，你们不是我们的伙计而是我们的
伙伴！”

两次改进工艺
质优高效
光照水电站水轮发电机组转动部
分 重 达 ７２０吨
，发电机定子直径达
１１．８１米，
要在现场叠装下线，直径９．６米
的转子也需现场组焊叠装；而定子转
子，是水轮发电机组核心部件，安装
质量直接关系到机组能否安全稳定运
行。
工程技术人员先后两次实施关键

性技术改进。

原本需要１５天
的 调筋工作，仅用
了４天便得以完成，为后续工序的开展

片，后插筋”的铁芯组装工艺。虽然

赢得了宝贵时间，且质量优良。

新工艺中铁芯整形的工作量增加了，

次工艺改进，根据“先叠片，后插
筋”工艺，首先对八等分大弦距定位
筋进行了安装调整，待尺寸合格后，
开始在下齿压板上预叠一定高度的铁
芯冲片，整形后将剩余定位筋插入定
子铁片鸽尾槽内，初步调整定位筋的
尺寸，然后再继续进行铁芯铁片的堆

完全符合标准，中国水电七局首次安

保机组开得起、转得稳、停得下”的

装筒型阀便获得圆满成功，中国水电

郑重承诺。

“自然码圆，后调立筋”的组装方

七局也因此成为了当时业内独立完成

案。根据磁轭最终的验收数据，证明

此项工作为数不多的企业之一。

但保证了磁轭组装的质量，并大大节

第一次工艺改进，在进行首台机

效率，从总体上大大缩短工期；第二

中国水电七局大胆创新，一改传
统的大立筋调整工艺，形成了磁轭

按照这种方案进行大立筋的调整，不
叠。

组定子铁芯组装时，提出了“先叠

但是与传统工艺相比，可以加快叠片

省了工期和人力资源。
定子８万多张硅钢片现场叠装、
８６４根
铜棒线圈现场下线、５４５吨
的转
子叠装等一气呵成。

“自然码圆，后调立筋”
一气呵成。
转子采用无轴整体圆盘式结构，
由中心体、扇型体及大立筋等组成。
这种结构刚度大、传递力矩大，径向
通风冷却效果好，但对安装工艺提出
了新要求，大立筋安装便成了转子组
装的关键工艺。

“测量与组焊相结合”，成功首
装筒型阀。

２６２０１２．１２

变压器运输到位

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
２６日
，在光照水电站
“一年四投”发电座谈会上，业主黔
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称中国水电七局
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机电总

不怨天尤人
唯有神速解“围脖”！

力，精细安装为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奠

受２００８年
初冰冻雨雪天气影响，

定了坚实基础”。

监称“展示了特级企业雄厚的技术实

四台单重１９８吨
、容量３０万
千 伏安、电

昔日徐霞客笔下“盘江沸然，自

压等级５００千
伏的主变压器到货极晚，

北南注；其峡不阔而甚深，其流浑浊

几乎成为影响光照水电站投产发电的

如黄河而甚急”堪称天险、奔腾于深

“卡脖子”工程。

峡的北盘江，如今在中国水电建设者

门，是机组停机时最后一道保护屏

怎么办？

的手中，也“高峡出平湖”，将奔腾

障，是保证机组安全运行的重要设

唯有神速解掉“围脖”！

的水势转化为源源不竭的巨大电能，

备。

中国水电七局没有怨天尤人，他

将资源优势转变为强劲的经济发展优

光照水电站是贵州省第一个采用

们站在“确保光照水电站投产发电”

势，在落实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西

筒型阀相当于水电站的快速闸

筒型阀的电站，其直径达６．５９米
，我国

的高度，践行着当初对业主的承诺，

电东送、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

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中国水电七

在保证主变的安装工艺、质量和安全

能源战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

局当时也是第一次安装调试此类设

要求的前提下，超常规施工，平行流

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备，业主、监理对此要求极其严格。

水作业、昼夜拼抢，仅仅７５天
， 四台

“创业维艰苦千重，三年寒暑砺

在厂家指导下，中国水电七局虚

主变安装总共用了不到合同工期四分

剑锋。发电机组昼夜鸣，北盘江畔展

心学习，合理优化施工工艺，采用测

之一的时间便与５００千
伏 ＧＩＳ设
备一次

雄风”，中国水电七局吟唱着“自强

量与组焊不断穿插，测量对组焊进行

性通过整体压耐试验，顺利解掉了卡

不息，勇于超越”的旋律，书写了

监测，组焊以测量结果为依据的办法

住光照水电站投产发电的“围脖”。

来保证筒型阀的安装质量。

定子吊装

厂房机组

２００８年
８月５日、 ８月１０日
、 １０月

“一年四投”的辉煌！抒发了中国水
电七局建设者的豪情！一曲“追求卓

最终，单台筒型阀的焊接、安装

２７日、
１２月１８日
，四台单机２６万
千瓦的

越，创造精品，服务一流”水电报国

与调试在７天内便顺利完成，极大缩短

机组相继投产发电。“一年四投”，

的唱响曲回荡在北盘江畔。

了安装筒型阀占用的直线工期，质量

中国水电七局兑现了当初对业主“确

５００ＫＶＧＩＳ设备
２０１２．
１２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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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安装分局

扎实推进管理提升活动强基固本
２０１２年，分局按照公司整体部署，理、有利于强基固本，管理的触角就伸

２０１２“做精做实做强”引领发展

及时成立了“管理提升”活动领导小组
及其办公室，并将“管理提升”活动迅
肖华

到哪里。

方面认真进行了对标，强化内部管理，
重点梳理了岗位职责及工作业务。对制

机电安装分局抓管理提升不是闭

约分局发展的问题再次进行了总结和归

速推进到各在建项目的一线基层管理，

门造车，善于向有经验的单位学习，充

纳，挖掘出制约分局发展的瓶颈和短板

力争做到全面开花。

分利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进行学习对

等，细化管理制度，落实管理细则，真

标。分局组织相关管理人员先后到水电

正达到提升管理的目的。

在“管理提升”活动中，与“思
充满希望的２０１３年
已阔步走来，机电安装人在过去的

来源于分局紧紧围绕公司“领先、转型、升级、和谐”的发

想再解放、业绩新突破”活动有机结

十局、葛洲坝等企业对口进行对标学

管理工作不是一朝一夕一个举措

２０１２年
的岁月里，用真诚努力付出，用坚守书写辉煌，不仅

展思路，来源于坚持经营以市场为核心、管理以项目为中心

合。针对薄弱环节，先后开展了多项调

习。对内，邀请业主高管、大学教授等

就能提升的。分局正通过进一步细化落

圆满完成了年初“两会”提出的既定目标，赢得了国家优质

的工作方针，突出做精传统主业、做实非水电产业、做强国

研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及评价体系的调

为分局设备物资、班组长、经营管理等

实管理提升的工作目标，继续走出去、

工程金奖等奖项，而且保持了职工收入稳步增长的态势。这

际业务的战略目标，在２０１２关键年里实现了开门红。

研；设备租赁管理办法修订的调研；市

进行内部培训讲座。内外结合的方式有

沉下去与行业先进单位对标学习，固化

场营销组织体系管理制度的调研；市场

效的弥补了学习环节的无缝对接。

开发与项目管理对接的调研；分包管理

学习激发灵感，落实从点滴做

办法修订意见的调研；变更索赔管理办

起。机电安装分局从制度、流程、机

法修订的调研等，只要是有利于强化管

制、管控水平、管理手段、责任落实等

管理提升活动的好经验好做法，将分局
的“管理提升”活动引入纵深。

精细做好科技工作助力勇夺金奖
努力营造大党建环境促大发展

２０１２年机电
安装分局的在建工程共收到１６份表扬
函，其中有出色
完成压力钢管制造安装、５孔泄洪底孔弧门安装，安全质量、进度受

一年来，在公司党政的正确领导下，机电安装分局坚持以

控的亭子口金结项目；有实现“一年三投”发电目标的官地机电安装

科学发展观为统领，遵照公司“四个发展”的工作思路，以创

项目；有继实现一年三投目标之后，稳扎稳打完成最后一台机组并网

先争优、思想再解放、基层组织建设年、学雷锋、廉洁从业主

发电的泸定机电安装项目；有克服主机厂家设备制造出现重大缺陷仍

题教育、建党９１周年、管理
提升、学习宣贯“十八大”精神等活

然实现了３＃机组
并网发电的毛尔盖机电安装项目；有注重文明施工打

动为载体，充分发挥组织优势、体系优势，继续以完善党建责

造样板工程的大岗山机电安装项目；更有国际工程——罗塞雷斯大坝

任制、构建“大党建”格局为抓手，全面兼顾、重点突出相结

加高工程……

合，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提高了分局党建

２０１２年，最值得机电安装人为之骄傲的是分局首次承担的总容量

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与有效性，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

百万千瓦级的贵州光照水电站，荣获了国际ＲＣＣ里
程碑奖之后，再次

分局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获得了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光照水电站实现的一年内四台发电机组

２０１２年
，市场开发超额完成任务，实现了国际市场开发有
新突破、主业延伸产业平稳向前的良好局面；完成总装机容量
达２４２９兆
瓦、机组检修１２台
、 风机安装１０７台
、金结制安完成
４．９万
吨。各项指标均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分局在机电主
业中依然位于行业前列。

全部投产发电的目标，创下了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５个月投产单机
容量２５万千瓦级以上水轮发电机组的全国新纪录。
质量赢得市场，科技引领发展。２０１２年，分局依然高度重视科技
进步，加大科技研发经费的投入。分局以在建工程为依托，以技术难
点为突破口，申报的４个公司级科技项目通过公司立项审批。分局积

２０１２年
，官地项目团支部和多人获省国资委表彰；七一期

极牵头编写各类规程规范及工法。分局的亭子口项目通过总结工程中

间，２个党支部，２名党务工作者，１２名
共 产党员获公司党委表

的先进施工方法，在２０１２年
度获得《缆机安装蝴蝶夹》一项发明专

彰，５个党支部，３２名
共 产党员，３名党务工作者获分局党委表

利，至此分局已拥有１７项专利。

彰；１人
获电建集团创先争优“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官

“ 大 党 建 、 管 理 提 升 ” 是 机 电 安 装 分 局 ２０１２年
的关键词。

地党支部获四川省国资委“先进党支部”荣誉称号；机电安装

２０１３，“
科学发展、和谐创新”是开启新纪元的金钥匙，机电安装人

分局获四川省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将以崭新的姿态和风貌落实十八大精神，为了更高的目标鼎力前行。

２８２０１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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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门安装夜间施工

工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电力行标《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
启动试验规程》（送审稿）顺利通过审查
田珍

工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枕头坝一级水电站
施工进度及重大技术方案咨询会在眉山召开

侯娅

宋悦官

１１月１６日
，由国电大渡河枕头坝水电建设有

本工程自２０１２年
５月９日进场，立即实施临
建工程的筹建工作，２０１２年
８月２２日
，机坑内第
一仓管路（坝基集水井冲洗管路）开始安装，

１２月
３日，由中国水电七局有限公司机电安

见征集及采纳情况等进行了说明。与会专家对

限公司主办，中国水电七局有限公司承办的枕

装分局主编的电力行业标准《灯泡贯流式水轮发

《送审稿》全文进行了逐条审查，并与编写小组

头坝一级水电站土建、机电、金结施工进度及

电机组启动试验规程》（送
审稿）在
眉山市顺利通

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形成审查意见。

重大技术方案咨询会在眉山召开。国电大渡河

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
１２日
开始进行４＃机
组肘管安装，目前
施工进度正常。

过审查。审查会由电力行业水轮发电机及电气设

会议认为，该标准的修编，吸收和借鉴了

公司总工程师王安、国电大渡河枕头坝公司总

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委会”）主

我国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启动试验运行管理

经理刘道文及业主、监理、特邀专家、水电七

会上，杨愚对参加本次会议的专家、领导

持，共有电力行业建设、设计、制造、安装、运

的最新经验，体现了我国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

局、三局等３０余位专家、领导参加了咨询会。

莅临中国水电七局有限公司指导工作表示热烈

行等２２个
单 位的２９名
专 家代表出席了本次审查

组启动试验技术的发展趋势，有益于进一步规范

会，其中审查组由２５名专家组成
。标委会副秘书

相关试验工作，提高我国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

长李红春主持会议。

组启动试验整体水平。标准内容具体，操作性

会上，公司副总经理张桥代表主编单位致

强，总体予以审查通过。

中国水电七局有限公司机电安装分局党委
书记杨愚出席会议并致欢迎辞。
枕头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

的欢迎。枕头坝公司介绍了工程的进展情况，
水电三局介绍了厂坝施工进度、计划、施工机
械布置，水电七局机电安装分局枕头坝项目总

区，电站装机４台，单机容量１８０兆瓦，额定水头工 程 师 叶 子 忠 汇 报 了 机 电 安 装 、 金 结 安 装 进

欢迎辞，标委会主任委员付元初就标准的修订背

中电联标准化中心处长汪毅也就公司此次

２９．５米
，总装机容量７２０兆
瓦，金属结构设备安

景进行了说明，并提出送审稿审查要求。审查由

修编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最后，机电安装分局

装 总 工 程 量 １４５６０吨
，其中闸门及门槽安装

相关土建、机电、金结施工进度及重大技术方

标委会顾问委员刘公直主持，七局机电安装分局

局长赵显忠做总结，对七局标准修编工作给予大

１２０２０吨
，闸门５５扇
，门槽７５套
；液压启闭机安

案进行了认真讨论，提出了好的建议和要求，

总工程师曾洪富、专业技术负责肖国明代表编写

力支持的标委会专家表示感谢。

组就标准修订原则和有关章节、条款的修订和意

３０２０１２．１２

度、计划与主要技术方案。与会专家、领导对

装２１台
， 总重３７３０吨
，双向门机安装４台总重

为日后安全、高效的打造枕头坝一级水电站精

１５１０吨。

品工程奠定良好的基础。
２０１２．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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