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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永锋集团

企业愿景：依托钢铁主业，稳慎多元延伸，致力于成为绿色的永锋、创新的永锋、数字的永锋、可持续的永锋产品品质理念：优秀产品是好员工干出来的   优秀员工是好道场炼出来的  道德品格：责任  荣誉  感恩

抓实本质安全  深耕隐患排查治理
“本质安全”理念认为 , 所

有事故都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

根据安全六确认，周围环境，行

为动作，设备工具，安全指令，

安全防范，工作对象，不论在何

种作业环境和条件下 , 若都能按

以上规程操作 , 杜绝“三

违”，实现个体

安 全。 那 么

不 论 在 动

态过程中 ,

还是静态过

程中 , 物就

始终处在

能够安全

运行的状

态。通过

规范制度、

科学管理 ,

杜绝管理上的

失误 , 从而在生产中实现

零缺陷、零事故。

    公司开展的设备本质安全化

活动，针对设备管理提出设备本

质安全化理念，深耕隐患排查与

治理，通过现场履职，班组自查

及点检等方式发现问题，并对照

问题完善控制措施和辨识内容，

针对每天新增的设备隐患制定整

改措施、时间节点、责任人。

    在活动推行初期也曾遇到种

种困难。班组推行系统辨识时，

人员对系统辨识的认知甚是匮乏，

这给以后的工作开展带来了极大

的困难。抱着一颗推行好本质安

全化活动的决心，经过反复辨识

及预防措施的制定，员工讨论与

学习并认真反思，到最后人人都

是参与者，全员行动，上下同欲，

坚定不移最终找到了正确的方法

推行。

    高炉车间热风炉岗位按照设

备本质安全化要求，对本区域液

压系统、本体系统、助燃风机、

循环水系统、煤气系统进行细化

梳理辨识，对存在的本质化问题

及时整改，提高了安全性的同时

降低了隐患，如液压系统液压站

存在油箱缺失压力表的问题，油

温不能实时监控，应急液压阀在

遇到紧急情况下不容易很快查找 ,

延长了处理紧急情况的时间 , 通

过问题辨识，压力表很快恢复，

并将油温显示连接至主控室电脑

画面中，有效的进行实时监控和

观察；应急阀门制作标识，根据

阀门首字母制作不同颜色不同形

状的标识，一眼望去便能查找出

阀门的位置，并以最快的速度处

理紧急情况；助燃风机平台护栏

过低，员工在工作点检时存在跌 

   落的风险，风机跳停

时煤气会倒流至

风箱内，通过

对护栏进行更

换，消除了

员工在点检

和工作时的

安全隐患；

空气阀煤气

阀安装连锁

装置，当空

气压力低于

3.5KPA时，

煤气阀自动关

闭，避免在风机跳

停或压力低时发生煤气倒流至风

箱发生爆炸事故，当煤气压力低

于5KPA时煤气阀自动关闭，可防

止空气进入煤气管道形成混合性

爆炸气体，发生爆炸。

通过本质化辨识的实施，提

高了全员对设备设施危害因素的

辨识能力和防范处置能力，营造

了浓厚的危险源辨识、隐患排查

与治理的氛围，员工由原来的简

单隐患检查，向利用“引导词 +

五大风险点”系统性推进设备本

质安全化的阶段又迈进了一步。      

   （炼铁厂高炉车间  仲伟领）

为拔掉这颗“眼中钉”，辨识人员经过反复对比及讨论，提出轴承座加水冷却方案，把原先实心轴承座换

为中空通水轴承座，从而降低轴承座温度，延长注入轧辊脂使用周期且不液化流出，使轴承润滑得到保障，提

高了轴承使用寿命，减少了生产成本，也降低了员工劳动的强度，避免因现场冒烟而造成环境污染，达到了设

备的本质安全化，充分体现了设备本质安全化带给生产和员工的益处。        （球团车间  王云江、孙杰）

10 月 24 日，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兴华钢铁有限公司烧结车间皮带通廊发生火灾，造成 7人死亡……

七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痛苦的消亡在无情的大火之中，是天灾么？不是。是人祸！这起事故明显暴露出事

发企业安全意识、风险意识淡薄，应急处理手段差、管控能力弱，安全教育培训缺位，设备本质安全不达标，

违章指挥、冒险施救等突出问题。

发生事故后再多的补救措施也换不回逝去的生命，没有妙手回春的神迹，有的只是留给我们血的教训。

公司球团车间同样是皮带系统繁多，也同样有热矿，耐热皮带烫出鼓包是常有的事。为了避免类似事故的

发生，车间上下不约而同的认为，只有达到设备的本质安全化，做好辨识工作，将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才能有效避免事故的发生，通过近几次专业辨识后，车间针对存在的问题做出了相应的预防措施：

一、在环冷机下料口安装温控探头

当环冷机排出的球团矿温度超过 150。C自动启动加水系统，进行加水降温。

二、在链斗机中段安装温控探头和大口径消防水管

若球团矿到了链斗机中段温度还没降下来，主控室电脑报警，主控工开启电磁阀用大水量强制降温并通知

皮带机岗位工到现场盯守。

三、在皮带机尾轮加装加水管

经过前面措施要是还有个别红球的话，就开启加水阀门给皮带打水。同时关闭缓冲仓调节阀，让高温红球

无法与皮带接触。

当然这些只是出现红矿后的补救措施，最重要的是如何避免红矿的产生。随着专业辨识的深入开展，车间

将严格要求工艺制度，加强工艺制度检查，完善标准流程，齐抓共管，做到在源头上消除可能导致事故的隐患，

从而保证生产的稳定顺行。                                         （炼铁厂球团车间  陈敏芝）

事故没有“妙手回春” 

我们能做的只有“他人吃堑我长智”

   有一个博士分到一

家研究所，成为学历

最高的一个人。

　　有一天他到单位

后面的小池塘去钓鱼，

正好正副所长在他的

一左一右，也在钓鱼。

　　他只是微微点了

点头，这两个本科生，

有啥好聊的呢 ?

　　不一会儿，正所

长放下钓竿，伸伸懒

腰，蹭蹭蹭从水面上

如飞地走到对面上厕

所。

　　博士眼睛睁得都

快掉下来了。水上飘 ?

不会吧 ? 这可是一个

池塘啊。

　　正所长上完厕所

回来的时候，同样也

是蹭蹭蹭地从水上飘

回来了。

　　怎么回事 ? 博士

生又不好去问，自己

是博士生哪 !

　　过一阵，副所长

也站起来，走几步，

蹭蹭蹭地飘过水面上

厕所。这下子博士更

是差点昏倒：不会吧，

到了一个江湖高手集

中的地方 ?

　　博士生也内急了。

这个池塘两边有围墙，

要到对面厕所非得绕

十分钟的路，而回单

位上又太远，怎么办 ?

　　博士生也不愿意

去问两位所长，憋了

半天后，也起身往水

里跨：我就不信本科

生能过的水面，我博

士生不能过。

　　只听咚的一声，

博士生栽到了水里。

　　两位所长将他拉

了出来，问他为什么

要下水，他问：“为

什么你们可以走过去

呢 ?”

　　两所长相视一笑：

“这池塘里有两排木

桩子，由于这两天下

雨涨水正好在水面下。

我们都知道这木桩的

位置，所以可以踩着

桩子过去。你怎么不

问一声呢 ?”

  【大道理】学历代

表过去，只有学习力

才能代表将来。尊重

经验的人，才能少走

弯路。

博   士



第二版永锋集团 第三版永锋集团

一岗双责我主责，互联互保我坚持，安全活动我参与，安全防护我管理，要我安全是耻辱，我要安全是理念安全宣誓词：我是永锋员工我自豪 ，我的安全、我承诺 ；依照《规程》反违章，对照《标准》 查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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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铁厂高炉车间合规性评价辨识方法总结
炼铁厂高炉车间 1#、2# 高炉炉前自推行设备第二阶段合规性评价辨识方法以来，在设备隐患辨识方面

取得了较大进步，现将存在的闪光点与各位分享：

一、每月一次的厂部长辨识以及每月两次的车间级辨识有效的提高了炉前设备的辨识力度，在保证正常点

检的前提下，员工能积极进行设备隐患排查，保证其能通过厂部长及车间的合规性评价。

二、员工参与辨识的积极性逐渐提高，在合规性评价辨识方法推行以来，员工在正常设备点检、隐患录入

的数量由以前的每月每人 0.15 项增加到现在的 1.5 项，在上级领导参与辨识的同时能积极参与到设备本质化

辨识的活动当中。

三、在设备合规性评价活动推行以来，员工逐渐养成了设备保养的习惯，对设备卫生进行 5S 打造，现场

设备卫生也得到了较大改观。

四、在设备合规性评价活动过程中，也暴露出来一些正常点检无法点检到的问题，如涉及安全方面的、容

易对员工造成碰伤、擦伤、绊倒的一些隐患，通过整改保证了员工的人身安全。

五、解决了部分设备隐患频发的问题，在评价中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

2、泥炮转炮轴套处因为渣铁溅入导致

轴套磨损较快，加装活动盖板，彻底解决

了渣铁的溅入。

第二阶段设备合规性评价活动推行以

来，给现场设备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观，

解决了较多本质化问题，但是也存在着一

些其他问题，基层员工参与设备合规性评

价的积极性还没有带动起来，现在还处于

一种完成任务的状态中。下一步炉前班组

将继续加大设备辨识力度，以减少设备事

故、降低劳动强度和设备更换成本为目的，

让员工切身感受到设备辨识带来的好处，

由被动变主动，将设备辨识工作再前进一

大阶。

         ( 炼铁厂高炉车间     胡朋 )

如：1、开口机油管后方管卡过窄，固

定油管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改用长铁管固

定，减少了员工的拖地磨损。

输送散装物料回程皮带粘料洒落皮带通廊是长期困扰皮带岗位工的

一大难题。为解决这一问题，降低员工清理劳动强度，先后采取在皮带

头轮处增加聚氨酯刮料器、毛刷清扫器等措施，但是清扫器磨损速度快，

效果不持久。

二阶段专业辨识时，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辨识人员与岗位员工积

极开展研究讨论，针对输送物料水渣水分较高的特性，利用厂内自备

压空气源在皮带头轮下方制作安装压空吹扫装置，调整压空吹扫角度

45°。

经试用，回程皮带粘料情况得到较大改善，皮带下方洒落物料清理

频次由每班清理一次降低至每周清理一次。     （微粉车间  徐凯凯）

巧加吹扫管 改善物料洒落问题

高炉看水岗位主要负责高炉水系统、送风系统、喷煤系统的点检维护工作，长期在风口平台作

业，由于高炉风口大套法兰泄漏煤气，现场煤气浓度可达 500ppm 作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在本

质化二阶段辨识时针对此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利用大修机使用大套封罩将整个大套法兰密封并填充

灌浆料来解决大套法兰泄漏煤气的现象。现已大修完毕，整改后现场煤气浓度得到了彻底治理，现

在现场煤气浓度在 20ppm左右，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                 ( 高炉车间   侯兵 )

煤
气
泄
漏

结
终
者

前期，开口机的托盘都是通过在开囗机前头两侧加装钢板，在钢板两侧中心位置割出两个孔洞，

再焊接一个 T 字型的托盘，在两侧插入，后安装钻杆。这种托盘在开铁囗时，必须专人使用工具

扶正钻杆才能将铁囗钻正。但是在出铁过程中，如遇到铁口卡焦时人无法扶正钢钎，将无法对准铁

口中心，捅在铁口泥套上造成泥套损坏，造成铁口堵不上、跑泥等事故。如长时间无法捅入铁口，

开囗机油管在主钩上方烘烤时间过长，油管容易发生燃爆和设备高温烘烤缩短使用寿命。

在二阶段辨识时，经车间领导和工段协商沟通，决定针对此项问题联系维修车间进行整改。使

用 20mm 厚的钢板，制作成挂钩，将原有托盘割除，找好铁口中心位置，在开口机大车梁前方加装

钢板，使用螺栓将挂钩固定，不用专人去扶正钻杆，不会造成铁囗钻偏。这种新的挂钩托架，在铁

口卡焦时正好捅在泥套上。同时在挂钩前方加装移动式挡板，防止捅铁口时，将挂钩烧坏。减少了

开口机油管，在主钩上方烘烤的时间，杜绝了油管燃爆事故的发生，提高了设备本质安全性能，延

长了设备使用寿命。                                               （高炉车间   周剑）

巧

改

开

口

机

托

盘

二阶段本质化辨识时，

当辨识人员辨识到高温斗提

机时发现岗位工正在给高温

斗提机头轮轴承座加油，岗

一措多效 

  一举多得

位工双手推拉着手动加油泵的拉杆，在热浪包裹下汗水渗透了衣服。高温斗提机处于链篦机和回转窑的衔接处，

属高温设备，轴承座加入轧辊脂易液化流出造成润滑不到位，使轴承磨损异响，缩短轴承使用寿命，增加生产

费用，也增加了加油频次和员工劳动强度，流出的轧辊脂流淌到高温部位会冒烟污染现场环境，这个问题成了

现场辨识人员的“眼中钉”。                  

 最有哲理一句话

    1、倾材足以聚人，

量宽足以得人，身先

足以率人，律已足以

服人，得人心者得天

下！

    2、一个人假如下

决心要成为什么样的

人，或者下信心要做

成什么样的事，那么，

意志或者说念头的驱

能源会使他心想事成，

如愿以偿。

   3、人能为自己心

爱的工作贡献出全部

力量、全部精力、全

部知识，那么这项工

作将完成得出色，收

效也更大。 

   4、学会享受并爱

上自己的工作吧，这

样，你就会快乐，并

且知足。如果每天做

工作而没有丝毫快乐，

没有一点满足感，那

才是人生大损失。想

想看，几十年后，当

你垂垂老矣，只剩下

回忆的时候，你想起

来的竟然是不满、牢

骚满腹，而不是快乐

和享受快乐时的满足，

是件多赔本、多划不

来的生意。

    5、小细节往往是

影响到大局和事态发

展结果的关键。事无

巨细，都全力以赴尽

职尽责地去完成，才

有可能将工作目标完

成得尽善尽美。

   6、人生至善，就

是对生活乐观，对工

作愉快，对事业兴奋。

    7、积极者相信只

有推动自己才能推动

世界，只要推动自己

就能推动世界。

    8、容易走的都是

下坡路，不断失败却

没有失去热情，就是

成功的过程。简单的

事重复做，你就是专

家；重复的事用心做，

你就是赢家。 

    9、人生最大的敌

人是自己；人生最大

的失败是自大；人生

最大的无知是欺骗；

人生最大的错误是自

弃；人生最大的罪恶

是自欺欺人；人生最

大的债务是人情债。

   10、比别人多一点

努力，你就多一份成

绩；比别人多一点志

气，你就会多一份出

息；比别人多一点坚

持，你就会夺取胜利；

比别人多一份执着，

你就会创造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