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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子口金结制安工程
再获业主称赞

工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
２８日
， 中国大唐嘉陵江亭子口水利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向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发来贺信，表彰水
电七局亭子口金属结构制造安装项目部２０１２年
以来在承担亭子
口水利枢纽大坝Ｉ标
金属结构设备安装工程、压力钢管制造工程
以及机组埋件制造工程圆满完成全年计划任务，安全文明施工

邱志强

管理和工程质量均处于优良水平。
嘉陵江亭子口水利枢纽大坝Ｉ标金属
结构安装工程、压力钢
管制造工程及机组埋件制造工程具有技术性强、施工专业水平
要求高、施工工期紧等特点。
在设备生产制造和工程施工中，亭子口项目部始终提前筹
划、不畏艰难、真抓实干、团结一心、努力拼搏，克服了大坝
Ｉ标
金属结构安装工程工作面多（仅闸门门槽孔数就多达５６
孔）、工期紧张、任务繁重、突击性安装、集中性安装、阶段
性拼抢工期的项目多；克服了设备到货滞后、吊装手段单一、
与土建平行交叉作业多、大件吊装数量多、安全风险高；克服
了机组埋件制造产品类型多、高强度钢板产品制造难度较大、
产品存放场地紧缺等一系列困难。项目部加强对压力钢管管壁
薄、管径较大，安装斜段管节多等技术难题的攻关力度；时刻
以大局为重，采取倒排施工计划、协调在土建备仓和缆机交接
班空隙时吊装设备，将制造完成的产品及时进行安装和交货给
安装单位等方式，确保了各项生产施工任务按期或提前完成，
为亭子口水利枢纽工程的总体进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贺信（大坝Ｉ标
、压力钢管、机组埋件）

千辛万苦千重难

千方百计克难关

——来自广东信宜风电场１１０ＫＶ变电站和送出线路工程施工报道
黄代楷

在距离广州４００多
公里的粤西山区，中国水电七局机电安装分局信宜风电项目部的全体员工和协作队伍在
项目经理周志军、书记杨春光同志的带领下，在大山深处，用火热的青春和辛勤的汗水映红了信宜钱排、白石
和大成的山山水水，建设着目前分局集１１０ＫＶ送
电线路、１１０ＫＶ变电
站土建、设备安装和风电场道路施工及风
机吊（安）装为一体的第一个总承包、第一个总值超亿元的风电工程项目。

锥管进人门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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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
的 １２月
２６、
２７日
，工程第

服重重困难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等因素

峰高谷深，海拔平均１３００米处修建，起

和参战的同志们，他们分析困难，重点突破，加大协

一标风电场配套工程（１１０ＫＶ变
电站和送

换来的成果。 １１０ｋＶ元
新变电站和送电

于钱排风电场１１０ｋＶ变
电站、止于南方

调、分工、合作力度，倒排工期，想尽一切办法将工

电线路新建工程）在
做到安全、进度、

线路工程，是华润新能源信宜风电场

电网１１０ｋＶ大
成变电站，途经三镇、八

期细化分解到每一道工序，并加大人力、机具投入和

质量三保证的情况下顺利完工，并通

电力送出重点配套工程，工程内容包

村、十多个村民小组。一期工程总投

材料供应。没有电，就自己发电；没有水，就想办法

过广东省电力工程建设质量监督中心

括土建、电气设备、消防设备安装、

资（除
变电站设备外）约
４０００万
元，属茂

引；根据现场情况和雨量特点，还制定了雨季施工措

站和省电力设计研究院专家组质量验

调试和送电线路架设。变电站建在海

名市重点项目工程。该工程将承载着

施；针对市场物资供应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应对

收，本期工程的竣工，是七局安装人

拔１３００米
处，占地面积８７７５平
方，开

正在建设的信宜风电场３３台
风 机和规

措施。七局安装人抢工期、抓进度，忘我工作，面对

坚持“以人为本、自强不息、勇于超

挖土石方近１５万
方 ，回填近４万方；送

划筹建的新宝风电场３３台
风 机发电外

艰巨任务，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仅仅三个月的

越”的企业精神，历经千辛万苦，克

电线路１８．２２公
里，共４９基
铁塔，均在

送的重要任务。

时 间 里 ， 完 成 开 挖 回 填 近 ２０万
方，并建起一幢近
２０００平方米的四层综合大楼和５８８平方米的配电房。

镜头一

弯弯山路运大件
办法总比困难多

变电站工程施工现场

当初，运抵现场近一月的主变压器，因连续３０多
天阴雨连绵，一直被困在山下。主变压器的成功运输

专家验收

及就位成了变电站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此次运输的
变压器达６０多
吨 重，要走完这段艰难的路程是困难重
重。大家使用长 １７米
的平板拖车进行运输，可通往元
新变电站４．５公
里泥泞崎岖的山路被雨水严重冲毁，加
之坡陡弯急，严峻的路面状况难以满足大件运输的条
件，给变压器的运输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面
对困难，项目部多次深入现场协调，制定道路开方、
拓宽加固、配合等系列周密的运输方案。
６月
２５日上
午８时，装载车、主变运输拖车、辅助
设备运输车、缓缓开始进入进站山路，由于弯急路
滑，大马力的平板拖车有力也使不上，只有采用两台
大马力装载车前拉后推，三台车共同使劲慢慢前行，
前拉后推运主变

综合楼和配电房浇筑

项目部全体员工在经理周志军的带领下，充分发挥敢
打硬仗和灵活多变的工作作风，为确保运输安全，他

为确保机电安装分局进入风电施

以说进山的４．５公
里泥泞崎岖山路就是

和安装完成满足１１０ＫＶ变
电站运行的所

们每人肩扛几十斤重的铺垫枕木紧随车艰难而行，随

工以来第一个总承包工程的顺利实

一只拦路虎，坡
陡弯急，道路狭窄。严

有设备。面对工期紧，任务重，安全

时做好垫木准备。短短４．５公
里，行程达三天，员工们

施。分局选派了一支以项目经理周志

峻的路面状况难以满足施工建筑材料

压力大的情况，项目部展开了大讨

的体力、意志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终于主变压器这

军、党支部书记杨春光为领导的施工

运输的条件，若遇雨天车辆根本无法

论。项目经理周志军说：“我们面对

个庞然大物最后安全平稳、完好无损地运达变电站安

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管理及技术人

前行。

困难，要团结合作、振奋精神、积极

装现场。许多参与和见证运输的同志都感慨万千。承

行动起来，要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的

运单位的同志说：我们运输过无数的大件设备，但像

员队伍，严格按照风电施工要求，制

初来乍到的七局安装人，在业主

定了一系列的控制措施、施工措施、

副总马军的带领下走进现场：变电站

道理，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建在这样大山里的变电站，这么艰险的道路还是第一

作业指导书等，“重安全、保质量、

的选址，就是映入我们眼前绵延的三

作”。

次遇到啊！

抢进度”的完成施工及项目管理工

个 山 头 ， 总 开 挖 、 回 填 量 约 近 ２０万

作。

披星戴月抢进度
攻坚克难保节点

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
１２日
，２０多
台各型机械

业主、监理亲眼目睹了变压器运输的艰难过程，

方。我们唏嘘惊叹，在这里建变电

设备齐聚山头，随着开工命令的下

不由得翘起大拇指说：不简单，不简单，你们辛苦

站，施工难度前所未有。进山道路是

达，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呈现出一片

了！政府官员也说：你们真不愧是央企“铁军”，能

那么的严峻、地形是那么的复杂、条

繁忙景象。但施工条件艰苦，加上现

在这样的天气、在这样的道路上，把这样一个庞然大

件之艰苦，气候之恶劣。现场需开挖

场无水、无电，天气异常恶劣，阴雨

物运上山，真是了不起呀！员工们相拥而泣，流下了

来过信宜风电场的人都知道，元
新

回填近２０万
方 土石方后，才在绵延的

连续不断，对工程开挖来说雪上加

激动的泪水，更有许多协作单位人员振臂欢呼：胜利

变电站的选址山有多高，路
有多险。可

山头之间建起四层综合大楼、配电房

霜。然而，这些困难没有难倒项目部

了！我们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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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困难运到站

竣工后的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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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翼地蹒跚而行，一不小心就有掉下悬崖的危险。

信宜钱排风电１１０ＫＶ送
电线路均在峰高谷深，海

１１０ＫＶ送电线路施工现场

拔平均１３００米，远
远望去，座座铁塔矗立，条条银线
相连，宛如一条条流动的钢铁线流，此起彼伏。最
引人注目的还是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铁

政府支持
Ｎ２５、２６号塔
施工是全线路矛盾最复杂，户主及当地
确保施工有序推进

塔，在蓝天白云映衬下，银光闪闪，鲜艳夺目，在
钱排、白石、大成三镇绵延的山峰间形成一道亮丽

村民以风水问题阻拦施工近三月，要求补偿很高，而且提

的风景，巍巍壮观。

出很多无法满足的要求。基础施工时政府出动公务人员和
警 力 １３０多
人 才 保 证 了 基 础 施 工 。 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
５日完 成
Ｎ２５、
２６砼
浇 筑和组立铁塔，准备展放Ｎ２２至
Ｎ２９导
、地

困难重重

线实现全线贯通时，正是中共十八大保安全和维稳期，监

阻碍工程施工进度

理、业主单位领导非常关心项目部的处境，对项目部付出

按 照 多 年 施 工 经 验 来 说 ， １８公
里 １１０ＫＶ线
路工

的艰苦努力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指示项目部：作为央企，

程，线路路径经三镇、八村、十多个村民小组，跨
越 １０ＫＶ线
路 ４次； ３５ＫＶ线
路两次；公路十次，同

市长关怀

２２０ＫＶ、
５００ＫＶ线
路相比，不算是个大工程。但是，

在十八大期间稳定压倒一切，我们也不能因为工程施工造
成任何不稳定事件的发生。值此十八大期间，项目部面对

在改革开放最前沿阵地广东地区施工来说，它却比
马帮装料

以创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同时，也肩负着巨大的社会责任，

这样的困境，没有放弃，仍然坚持与政府携手共同与村民

大工程难度大、费用高。

沟通，尽可能的寻求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在市委、市政府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虽然得到当地人民政府的

的大力支持下，１２月１７日线路得以全线贯通。

大力支持，但仍存在当地人强行阻挡线路施工的情

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
２６—
２７日
。 广东信宜钱排风电场１１０千
伏

况，他们对任何解释工作置之不理，导致协调工作

元新变电站和１１０千
伏送电线路新建工程顺利通过广东省

难度巨大，工程几度被迫停工，不仅造成工程延

电力工程建设质量监督中心站和省电力设计研究院专家组

误，还使投资方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

质量验收。

施工过程“难中之难”的问题就是“青苗赔
偿”和“风水”问题，特别是“风水”问题，它是
个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是地方老百姓的观念问
题，是干扰线路施工的最大因素。面对“风水、青
赔”阻力过大延误了工期的实际困难，项目部积极
想办法，订对策，及时调整工作思路，一方面积极
与政府沟通协调，取得政府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
马帮运料上山

业主关怀

镜头三

协调相关村（组）严格按照市政府制定的赔偿标准

继续坚守风机安装

在信宜１１０ＫＶ变
电站和送电线路工程的艰苦建设中，

进行相关补偿；同时派出有经验的同志，到田间地

项目部涌现出一群“铮铮铁汉”。上至项目经理、技术人

头与当地农民耐心交谈。就这样，在多方努力下，

员，下至普通员工，都能顾全大局，尤其是共产党员发挥

工程终于又可以走下去了。

着先锋模范作用，常常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哪里

就当大家兴高采烈地投入工作之时，材料运输

最急最险，哪怕白天黑夜，只要需要他们就会及时出现，

的难题又出现了，当地村民又是以影响“风水”为

在他们的带领下，大家团结一致，一个个节点目标捷报频

由，完
全否定了原有线路的设计路径，整个线路通过

传。

五次修改后，与原设计相比，已面目全非，相当于

截至２０１２年
底，广东信宜风电项目的工程已完成了

从新设计一遍。更改后全线路转角和耐张塔占７１％。

四成合同任务，后续的风机安装等任务还等待着七局安装

塔基地形、地理和施工条件更加复杂，交通十分不

人。现在他们依然在这数九寒天里进行着风电场道路的平

便，运输道路泥泞崎岖，小运距离原设计平均１．１公

整和风机平台的开挖，还在这年关岁月里，默默坚守。

里，更改后为２．２６公
里，很多地方车辆无法通行，部
份材料只能采用大车转小车的运输方式来解决。沙
石、水泥、钢筋等小运材料完全靠人背马驼来完
组立塔

３６２０１２．１２

成，大部分时候马和工人们都是沿着山梁陡坡小心

分局长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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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科肘管是目前正在制作
的肘管中尺寸最小的一种，别

水工机械厂
把好制作关口

看它尺寸小，制作工序却是有
过之而无不减。剑科肘管有
１１节
组成，而出厂时则分为两

致力管理提升

大片，这样一来在厂里需要组
焊的数量就非常大，环缝的焊
接打磨、肘管的组装尺寸、肘
管的成形等等都是相当具体且
杨莉

困难的事情。由于肘管的弧度
小，厂里的卷板机辊轮大，无
法很好的保证卷制的弧度，所
以带来了大量的矫形量，同时

和着“管理提升”活动的节拍，

溪古、锦屏、溪洛渡等水电站金结产

比拼”的局面。

中国水电七局水工机械厂２０１２年季度计 品的发运。

这三种肘管结构不同，形态各

划完成量也呈逐步上升的趋势，最后

水工机械厂目前的生产是以大型

异，怎样利用好制作设备，达到制作

一个季度的完成量达到了３０００余
吨，

闸门、机组埋件制作为主，值得一提

精品的目的，工人师傅们充分发挥聪

同比增长了１０％。
尤其是１１月
，月生产

的是近段时间，桐子林水电站、剑科

明才智，优化工艺，提升管理，演绎

量达１０１６吨，
更是突破了千吨关口，月

水电站、安谷水电站的肘管几乎是同

发货量也突破极限，发货１６００余吨，包 一时间在厂里的铆一班、铆二班和铆
括亭子口、大岗山、安谷、桐子林、

了一场设备与人力优势互补的竞技场
面。

三班开始制作，形成了“肘管制作大

该肘管外形要求复杂，比如第
１１节
下部要求９０度
直角，而上
部则要求保证弧度，这样的形
状，卷板机不可能一次性完
成，工人师傅就想方设法通过
将板材内外开口、焊接打磨的
方式很好地保证了外形尺寸的

为斜科水电站制作的肘管

要求。

安谷水电站肘管一套有１１节
，最大
桐子林水电站的肘管最

弧度半径６．５米
，最小２．５米
，该肘管与桐

大的特点是弧管段弧度的跳

子林肘管相同之处在于两种肘管弧管段

跃性较强，渐变的弧度较

弧度较大，瓦片较宽，卷制难度较大，

陡。这样就给卷制工作带来

不同的是该肘管弧度段的渐变较缓，加

了极大的困难，鉴于设备的

上直管段又比较长，如此一来增加了不

极限，有些弧度的卷制不到

少的矫形工作量。再难再繁琐也难不倒

位的情况只有通过矫形来改

我们的工人师傅们，增加了的工作量，

变。在矫形过程中，一块瓦

他们就加班加点赶回工期，局部弧度未

片要拧成“８”字形，而且该

到位的部位，就通过人工进行校正。只

肘管板材厚度已达２５毫
米，

要保证把每道工序都做到位，才算是将

这不仅需要高超的技术更需

工作实实在在完成了。

要工人师傅的耐心和细致，
只见他们拽拉紧器的、拉导
链的团结协作、配合默契，
把保证肘管的成形尺寸作为
为安谷水电站制作的肘管

重中之重认真对待。

为桐子林水电站制作的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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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三大系列的肘管还在紧张

赶”的局面热火朝天。在十八大召开

抓管理提升促２０１２年
生产任务圆满完

的制作中，铆工班之间的“你争我

的喜庆氛围里，水工厂职工全力以赴

成，以实际行动向十八大献礼。
２０１２．
１２

３９

弧门安装夜间施工

工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工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之间的矛盾，于是，安装工区“三箭

为解决大件运输的变形控制与

工，哪怕是没有条件也在积极的创造

齐发”，各显神通，一“箭”紧紧依

运、返程时的开道难度较大的问题。

条件，午饭、晚饭不出现场，累了、

靠施工局与业主、监理及相关单位加

技术人员与工人师傅一起查原因、出

乏了不吭一声，两眼紧盯作业面，一

强沟通、联系，积极协调缆机、门

主意、想办法，将最初每次随大件外

心只想往前抢，，就连土建单位的现

机；二“箭”灵活安排工作任务，尽

形尺寸变化都需改造的且不易控制变

场人员都说“没看到过这样干工作的

量将吊装时间安排在中午１２：００或是土 形的工字钢胎架做了修改，设计成现

人！……”最终仅用了３天时间便完成

建单位晚上下班后相对较空闲的时

有的“易拆卸、三点受力”更加稳定

了施工任务。

间；三“箭”见锋插针，一线人员提

的结构，既减小了运输变形，又解决

提前开始的蜗壳组装，每天凌晨

前做好吊装准备，时刻观察缆机、门

了返程超宽、开道的工作量和难度，

３、４点才能响起工人师父下班的脚步

机的的使用情况，一遇空闲便及时联

降低了安全风险。

声。

系吊装工作。

做为有着文明施工优良传统的机

说起肘管瓦片没有组装场地，将
会影响直线安装工期，这对工区还真
是个“苦恼”的事情，但经过大家集

电安装人，各作业面在“工前、工

踏实肯干作风赢得尊重

体努力，不但解决了问题，还取得了

稳步前行的
观音岩机电安装工区

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
面对供货方以瓦片的方式供货，
工区技术部门提出需要拼装场地，原

观音岩水电站位于云南省华坪县与四川省攀
枝花市的交界处，总装机容量３００万
千瓦，安装
有５台６０万
千 瓦的水轮发电机组。观音岩机电安
装工区承担全部５台机组的安装任务。

肘管瓦片没有组装场地，直接影响直线安装
工期；
大件运输的变形控制与运输返程时的开道难
度较大；

一段时间的施工过后，业主和监

整齐划一，就连肘管的施工现场，也

理认为安装工区施工人员太少，跟不

是边施工、边清扫、边防护，始终保

上工程节奏，有的施工单位也认为工

持着干净整洁的状态。

期滞后有安装工区的原因……

因是，如在安装工位进行组装，不但

刘剑

面对一片微词，安装工区成竹在

工期延长，吊车台班等各项成本还将

胸，秉承、沿袭机电安装人“敢打敢

增加，合同管理人员也认为合同中既

赢”的“二敢子”精神努力拼抢，用

没有肘管的组装场地，也没有要求必

高标准的文明施工展示了机电安装形

须进行现场组装，从缩短工期和降低

象。

重。
２０１２年
６月２０日
第一节肘管吊装，
提前一个月安装；
８月２０第一套肘管对装完成；
１０月１６日第二套肘管完成；

为最佳方案，据此，安装工区向业主

第二层顶板的关键时刻，最后浇注日

１２月１４日第三套肘管完成；

建议做一个１０＊４０米
的拼装平台，将瓦

期已卡死，留给安装工区的预埋时间

……

片拼成整体后再运抵安装现场，此项

也聊等于无，但以吨为单位的管路安

看似简单的一组组数据，无不浸

建议得到了业主、监理的同意。不但

装却扎实的摆在那里。怎么办？安装

透了观音岩机电安装工区每一位职工

如此，安装工区还利用这块平台，承

工区加强现场组织，积极协调各工

的辛勤汗水，我们自信地说，观音岩
机电安装工区“好样的”！

担了兄弟单位５套蜗壳的组装任务，多

种，技术干部、施工人员努力将准备
工作做到只剩“施焊、打压”的程

一，在仅仅半年左右的时间里真切地感受着、体

少都有点意外吧！

度，紧跟土建单位，有条件就开始施

会着、品味着。

而来的是业主、监理和兄弟单位的尊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初，是１＃机
尾水出水口

创造了３００余
万元的产值，这个效果多

……

所有的“微词”烟消云散，随之

成本角度考虑，增设一个拼装平台是

开始进点，笔者有幸作为最初进点的５、６个人之

观音岩水电站机电安装工区于２０１２年
６月初

中、工后”都保持着整洁，员工不流
动吸烟，没有习惯性违章，工件摆放

群策群力集结集体智慧
依靠集体的智慧，观音岩机电安装工区静下

困难重重我们共同面对
万事开头难，观音岩水电站机电安装工区也
是一样，在组织自用库房、员工宿舍等临建设施
施工的同时，还兼顾着电站的肘管安装、蜗壳组
装以及管路、接地预埋等工作，各种困难交织，
可谓千头万绪。
设计图纸不到位，直接影响肘管安装、蜗壳
组装以及管路、接地预埋等工作；
肘管吊装所必须的缆机、门机协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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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来，理清思路，分析原因，查找对策，全体上
下群策群力不停前“行”。
设计图纸不到位，非我一个安装工区所能左
右，但工区依然不等不靠，有向业主、监理反映
情况，催促图纸及时到位的，有根据现有图纸的
情况，尽量将工期往前安排的技术人员、有不断
将工作往前做的工人师傅们。
缆机、门机协调难度大。主要是电站土建工
程进度要求导致缆机、门机异常繁忙与安装使用

在狭小的空间施工

爬高下低工作不忘安全
２０１２．
１２

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