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通讯员 夏子茜 马新政

“能够参与三峡工程、向家坝水电站和
乌东德水电站等国家重点水电工程建设，
我倍感自豪。 ”近日，在乌东德水电站首批
机组投产发电仪式现场， 中国能建葛洲坝
三峡建设公司乌东德施工局局长张建山向
笔者讲道。

“单机容量越来越大， 技术越来越先
进，施工质量越来越高。 ”从 1993 年建设三
峡水电站，到 2020 年带领乌东德水电站施
工局实现投产发电目标， 张建山亲历了国
家水电行业的发展，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
践行着水电建设者的光荣梦想。

十六年的三峡情怀

“我刚参加工作就在三峡水电站，2005
年担任三峡指挥部场坝项目部副经理，在
那里工作过整整 16 年。 ”张建山回忆道。

三峡工程被称作“世纪工程”，其中的
挡水建筑物是世界最大混凝土重力坝，承
载着水电建设者建造“无缝大坝”的理想。

面对这个在当时仿佛“天方夜谭”的理
念，张建山凭着一股攻坚克难的“犟劲”，四
处查询资料，进行现场试验，仔细检查每一
道工序，攻克一道道难关，带领项目部研发
出了一套新型混凝土降温工法。

项目部通过将砂石料送入冷风房中降
温 2 次，然后再加入冰块搅拌，成功地将混
凝土温度控制在 6.8 摄氏度左右，有效地消

除了混凝土温度裂缝的出现。 这一工法被
张建山形象地描述为 “先吹 ‘空调 ’，再吃
‘冰棍’”。

2006 年，经国务院质量验收组验证，三
峡右岸大坝未出现任何裂缝。 “无缝大坝”
的成功， 将世界水电工程建造技术推向了
新的高度。

在被称为“世界最大通航建筑物”的三
峡升船机工程建设中，施工技术要求、精度
控制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随之而来
的，是空前的施工难度和复杂性。

面对挑战 ，张建山的 “犟劲 ”又上来
了，他带领技术人员反复进行各种爬升技
术 、测量仪器测试 ，通过对复杂部位进行
原型模拟实验和现场生产实验， 引进世界
最先进的多卡液压自动爬升模板系统和各
类高精度测量仪器， 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
升船机施工技术。 最终， 三峡升船机的施
工质量和进度均得到国务院质量专家组
的好评。

向家坝升船机技术攻关的“秘诀”

说起张建山， 向家坝水电站的许多员
工称赞不已：“张经理是我们实现升船机技
术创新的重要牵头人。 ”

张建山参与了三峡水电站、 向家坝水
电站升船机的建设安装及运行管理工作，
牵头完成了多项重大技术攻关， 他丰富的
建设经验和高超的技术就是推动升船机建
造技术不断升级的“秘诀”。

与三峡水电站相比， 向家坝水电站升船
机平均每仓混凝土量和平衡重导轨条数增加
了 3倍， 筒体结构更为复杂， 上下落差高达
150多米，施工难度更大、安全风险更高。

“我们不仅要能干，更要巧干。 ”张建山
带领施工团队， 联合业主单位和设计单位
开展攻关，改良技术方案，使升船机筒体仓
位循环周期最快达到 9 天， 超过了三峡升
船机 11 天的仓位循环纪录。

“向家坝升船机在设计、制造、安装调
试等方面充分吸收了三峡升船机的经验。 ”
他牵头改进三峡工程贝雷架， 以更结实的
钢桁架支撑施工，降低了作业风险。

“技术创新不是提高施工效率的唯一
关键，提升管理水平同样重要。 ”张建山指
导参建部门日对周、周对月、月对照整体进
度进行工期倒排，随时接听现场情况报告，
高效解决施工中发现的问题。

2017 年， 向家坝升船机通航配套设施
完工， 最大垂直提升高度达到 114.2 米，居
世界前列。 “我们建设的工程要经得起行业
专家的审查，更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留
遗憾。 ”张建山说。

不断跨越水电工程建设新高峰

2017 年 4 月， 张建山就任乌东德水电
站施工局局长。 此时，他已经是有着丰富水
电工程建设经验的“老手”。 但乌东德水电
站不同于以往的水电项目， 它建设有世界
最薄的 300 米级特高拱坝、有世界最高的

左岸地下电站主厂房、 水电行业首个全范
围大面积高边坡治理项目等， 建设难度前
所未有。

面对新环境、 新任务， 张建山边学边
干，他白天跑遍现场，全面掌握施工进度，
晚上钻研招投标方案、设计图纸，策划后续
施工方案。

“随着水电行业发展，科技创新活力也
不断迸发。 ”张建山带领乌东德施工局通过
智能施工， 引领水电工程建设进入智能制
造新时代。

高陡边坡优质环保开挖工法、 全自动
控制智能灌浆系统、 自动爬升模板……乌
东德施工局取得了大量设计创新和新材
料、 新技术应用成果， 仅在混凝土浇筑方
面， 就实现了全坝应用低热水泥的世界创
举，凭借一系列智能技术，实现了又好又快
浇筑。2020 年，乌东德施工局按期实现了大
坝全线浇筑到顶目标。

“大量先进技术的运用，使乌东德水电
站成为了金沙江上‘最聪明的大坝’。 ”张建
山自豪地说，“乌东德大坝被业内专家称为
真正的‘无缝大坝’。 ”

近年来， 张建山带领乌东德施工局相
继交出了多份“高分”答卷：左岸高位边坡
施工 4 个月下挖 135 米， 施工效率居行业
第一； 连续两年实现大坝主体年浇筑量超
百万方及大坝上升高度破百米； 获得授权
专利 80 余项、工法 30 余项、科技进步奖 60
余项、其他科技成果 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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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爆爆破破技技术术更更聪聪明明
———记中国能建葛洲坝易普力公司智能化爆破技术创新团队

■特约通讯员 张磊

历经多年潜心钻研， 他们解决火区爆
破世界性难题，获得中国爆破行业科技进
步一等奖；坚持自主创新 ，他们打破国外
高分子乳化剂和工业电子雷管技术垄断，
巩固行业领先地位；他们钻研爆破施工信
息化、智能化前沿领域 ，引领民爆行业科
技水平节节攀升。 在广东阳江核电站、山
西平朔东露天煤矿、利比里亚 NL 金矿等
20 余项国内外重大项目中，他们的科研成
果相继得到应用。

他们就是中国能建葛洲坝易普力公
司 “安全高效现场混装智能化爆破关键
技术 ”科技创新团队 （以下简称 “智能化
爆破技术创新团队 ”）， 致力于研究现场
混装爆破智能化装备与工法 ， 推动该公
司不断发展。

实现火区安全爆破

煤炭开采导致煤窑、 井工内形成大量
采空区，煤层随空气涌入自燃，周围环境也
被持续加热，形成火区。 过去，如何实现火
区安全爆破，是民爆行业的世界性难题。

在山西宁煤大峰矿现场， 智能化爆破
技术创新团队针对火区爆破技术难点，开
展了 4 年的钻研探索。

“我们通过开发红外全孔测温仪、多点
温度测试仪和孔内温度报警器等工具，实
现了对高温炮孔的全方位监控，为安全施
工奠定了基础。 ”现场技术负责人郝亚飞
介绍道。

智能化爆破技术创新团队从 “火来水
淹”的原理中获得灵感，将炸药置于水环境
中，成功控制炸药周边环境的温度上限，保
障了炸药的安全应用。据此，该团队发明了
“PVC 注水爆破施工工法”“高强度防水袋
注水爆破施工工法”等，推动了火区爆破技
术的进步。

2016 年，该技术获评中国爆破行业科
技进步一等奖。目前，智能化爆破技术创新

团队研发的注水爆破工法每年可创造经济
价值 2000 余万元，减少煤炭资源损失 2 万
吨以上。

如今， 智能化爆破技术创新团队正以
实现爆破信息化发展为目标， 开展爆破技
术与信息化技术融合研究， 探索爆破参数
优化设计和爆破设计施工管理系统的开发
与应用。

探索炸药“长寿”基质

“乳化剂产品性能决定了乳胶基质的
稳定性，是影响乳化炸药质量的关键成分。
使用国产乳化剂生产的乳胶基质储存期仅
有 2 天，进口乳化剂性能虽好，关键技术却
被国外垄断，价格昂贵。 ”葛洲坝易普力公
司集中采购中心负责人陈继府说。

“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 ” 智能化爆破技术创新团队以打破技
术垄断、提升科研实力为目标，成立了高分
子乳化剂研发小组。

“由于缺乏成熟的技术和经验可供借

鉴，我们通过大量分析、整理资料，充实了
理论知识，摸索出实践道路。 ” 智能化爆
破技术创新团队成员赵华平说。

两年间，智能化爆破技术创新团队进
行了上千次试验，开展了严格的爆破现场
验证，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EPE-1
型高分子乳化剂。 该产品可使乳胶基质储
存期延长至 3 个月以上，节约成本近 30%，
为葛洲坝易普力公司推广乳胶基质远程
配 送 和 预 装 药 爆 破 技 术 打 下 了 基 础 。
2017 年， 该产品获评中国能建科技进步
一等奖。

随着乳胶基质生产工艺不断进步，乳
化剂研发工作也在持续开展。 2020 年，智
能化爆破技术创新团队研发出 EPE-3 系
列低剪切高分子乳化剂， 使葛洲坝易普力
公司乳化剂产品类型更加丰富， 乳胶基质
生产安全性进一步提升。

让工业电子雷管“言听计从”

在被誉为“天下第一爆”的三峡工程三

期 RCC 围堰爆破中， 葛洲坝易普力公司
首次将工业电子雷管应用在水电工程爆破
作业中，取得了良好的爆破效果。

“经实践验证，电子雷管具有网络可检
测、性能稳定和安全性极高的优势，然而，
它的售价是传统雷管的几十到上百倍，很
多客户不愿使用。”葛洲坝易普力公司泰山
民爆公司施工负责人陈文基说。

为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 、 增强企业
核心竞争力 ， 智能化爆破技术创新团队
承担起工业电子雷管和起爆系统的研发
任务。

“研究工作的核心是雷管点火技术。点
火元件被称作雷管的‘发动机’，决定了它
的发火可靠性。为了验证点火元件的性能，
我们进行了上万次测试。”工业电子雷管研
发负责人刘庆说。

通过不懈努力， 智能化爆破技术创新
团队研发出 EDF-1 工业电子雷管。该产品
通过智能芯片，灵活设置延期时间，芯片连
接的起爆器能够在爆破环节中记录、 采集
和上传爆破信息， 并首次实现了工业电子
雷管从生产到使用的全过程管理。

工业电子雷管的成功研制 ， 不仅打
破了价格垄断 ，更为实现精细 、高效 、安
全的爆破施工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
巩固了葛洲坝易普力公司在民爆行业的
龙头地位。

2020 年，智能化爆破技术创新团队研
发出基于物联网的电子雷管编码起爆系
统， 实现了起爆网路设计施工智能化，为
爆破大数据分析奠定了坚实基础。经中国
爆破行业协会评审，该系统在电子雷管现
场注册联网与延时设计方面达到了世界领
先水平。

2020 年 6 月，由智能化爆破技术创新
团队负责的中国能建重大科技专项 “工程
建设安全保障技术研究———爆破作业安全
控制技术”顺利通过验收。该技术的推广将
进一步提升爆破施工安全水平， 增强葛洲
坝易普力公司的行业竞争力。

创新先锋
新闻特写

守护社区安全
■特约通讯员 陈露

“那时候顾不上许多 ，一心只
想着要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坚持到底 ， 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
不辜负广大干部职工的嘱托。 ”回
忆起防疫工作的点点滴滴 ， 中国
能建中南院物业管理公司总经理
助理刘卫深有感触。 10 月 22 日 ，
刘卫获得 “中央企业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个人 ”称号 。

“防疫工作刚开展那会 ，不仅
缺少人手 、防护物资不足 、物流不
畅，由于疫情形势变化 ，大家难免
出现了一些情绪波动。 ”刘卫说。

他带领中南院物业管理公司
安保部员工写下“请战书”，自发组
建了 30 人的防疫队伍， 承担起中
南院生活区和办公区几千人的安
保、消杀、监测和服务工作。

“防疫物资再难买 ，也有解决
的办法。 ”面对武汉市防护物资紧
缺的困境 ， 刘卫积极联系全国各
地的防护用品厂商 ， 多渠道发布
求购讯息 ， 在诸多爱心人士的支
持和帮助下 ，中南院筹集到 16 万
个口罩 、1000 瓶消毒水和 200 瓶
洗手液。

这批防疫物资运抵武汉时已
是深夜 ， 早已守候在卸货仓库的
刘卫加班加点完成了物资发放 。
第二天一大早 ， 他就带着防疫队
员对辖区所有门栋和楼层进行消
杀 ， 把消毒药水和口罩送到困难
员工家门口 。 他对同事们说 ：“防
疫物资早一分到位 ， 大家就能多
一份安心。 ”

“刘队长，8 栋出现确诊病例，
已送医 ， 需要对门栋进行全面消
杀。 ”“刘队，生活二区出现疑似病
例，需要加强消杀。 ”“队长，二区有
几户员工家庭需要防护物资”……
每天清晨，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将
刘卫唤醒。 他总是能以最快的速度
叫上队友 ， 配好物资送到员工家
中，直奔辖区开始消杀工作。

截至武汉市解封，刘卫所在的
防疫队伍累计开展了消杀工作数
万次，接打电话 、帮助员工家属解
决问题数千次，为 140 多个员工家
庭送去了防疫物资。

“他们做消杀工作 、排查人员
特别细致，干起活来特别拼。 ”对于
在防疫一线共同奋斗的队友，刘卫
既心疼又自豪。 他反复叮嘱大家做
好防护措施，鼓励他们保持乐观坚
强的心态。 为了增强队员们的免疫
力，他还为大家熬制中药 ，精心搭
配饮食。

武汉解封 、中南院复工复产
后 ，刘卫也没有丝毫松懈 。 他带
领员工推进疫情 防 控 常 态 化 工
作 ，积极筹集防疫物资 ，向员工
发放防疫药品 ， 组 织 开 展 核 酸
检测 。

“刘卫是公司安保部的主心
骨，有了他 ，我们的防疫工作才能
开展得有影响、有成效 。 ”中南院
物业管理公司总经理王晓萌说 。

资讯

一线项目经理

本报讯 11 月 7 日， 由中国能建
东电一公司制作的微电影 《中央贺电
背后的故事》 获得第八届亚洲微电影
艺术节 “能源中国 ”单元优秀作品奖 。
这是该作品继获得全国总工会主办的
“京能杯”第三届微电影创作大赛特等
奖后，再获国家级艺术奖项。 该片是中
国能建首部获得亚洲微电影艺术节奖
项的作品。 （冷柏）

本报讯 11 月 4 日，全国妇联举办
“团结抗疫·巾帼在行动”主题图片展开
幕式暨主题画册和《疫线家书》发布活
动，中国能建安徽院勘测工程公司刘会
武和妻子沈杭作为作者代表参加活动。
2020 年春节， 沈杭参加第一批安徽援
鄂医疗队，支援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期
间，刘会武创作的书信《与妻书》，被收
录在《疫线家书》中。 （张李黎）

本报讯 近日， 中国书法家协会为
中国能建书法美术协会颁发荣誉证书，
对中国能建“送万福进万家”活动进行
表彰，中国能建书法美术协会已连续三
年获得此荣誉。 2020 年元旦、 春节期
间，中国能建书法美术协会积极组织各
所属企业书法爱好者深入施工一线、员
工社区和扶贫点等， 开展文化慰问活
动， 为员工群众书写福字和春节对联，
营造了和谐热闹的春节氛围，受到了广
大员工群众的欢迎。 （卜文斌）

本报讯 11 月 9 日，中国能建葛洲
坝路桥公司举办了 2020 年消防安全
知识培训暨消防运动会， 活动邀请湖
北省楚安消防宣教中心高级消防教员
开展消防培训，该公司各所属企业、望
洲岗社区、 基地管理部员工和辖区居
民共 60 余人参加了活动。 此次活动进
一步提高了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 ，增
强了员工对火灾等安全事故的应急处
置能力。 （徐丹）

本报讯 近日， 中国能建辽宁院第
三综合党支部开展了“冬日暖阳”爱心
捐赠主题党日活动，向贵州省贵阳市花
溪区燕楼镇贫困居民捐赠冬衣，得到了
员工们的积极响应，一批秋冬衣裤、鞋、
围巾已经发放到贫困居民手中。本次活
动弘扬了传统美德，充分发挥了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 （武琛）

本报讯 近日 ， 中国能建黑龙江
能建公司举办了首届财务知识技能
竞赛，共 12 支队伍参加了比赛。 此次
活动旨在激发员工学习技术 、钻研业
务和岗位成才的积极性 ，提升员工业
务技能和理论知识水平 ，为该公司今
后实现知识竞赛常态化进行了探索
和实践。 （杜锐）

寄情水电 初心不改
———记中国能建葛洲坝三峡建设公司乌东德水电站施工局局长张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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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爆破技术创新团队成员在施工现场记录火区下方温度。 张程娇/摄

近日，中国能建
湖南火电金结公司
举办“团结协作 奋勇
拼搏” 秋季运动会，
庆祝该公司成立 18
周年。 此次活动不仅
丰富了员工文体生
活，激发了员工尽责
履职、团结拼搏的精
神，更增强了公司的
凝聚力，展现了充满
活力、开拓创新的企
业形象。 周琴/图文

““秋秋收收””运运动动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