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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水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必要性
杨德同"解学相"王德明

!莒县仕阳水库管理处" 山东 莒县"#%&J#&$

!摘"要""水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是通过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

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适合企业的各种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进"提高全员安全

意识"确保水电站正常的安全生产运行& 本文以仕阳水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评级创建工作为例"阐述了水电

站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过程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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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莒县仕阳水库电站始建于 !RR' 年"总装机

R''Ba"共有运行管理人员 K 人"电站运行多年来"由

于设备陈旧落后'老化'损耗大"存在安全隐患"影响电

站正常运行& 为消除安全隐患"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发

电效益"#'!# 年 !' 月对仕阳水电站进行增效扩容改

造"改造后电站总装机 !!N'Ba"扩容 #N'Ba"于 #'!(

年 & 月投入运行"电站发电效益明显增加"安全性能得

到极大保障"被水利部确定为农村水电站安全生产标

准化试点电站"经过持续改造工作"荣获,农村水电站

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单位-&

+%标准化创建过程

#$!"领导重视"全员参与

仕阳水电站在创建过程中得到上级领导的大力支

持和单位的高度重视"积极为标准化达标创建工作做

准备"派出电站有关技术人员参加了水利部在温州举

(*)(



办的,#'!N 年第一期农村水电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培

训班-"为创建工作打下基础& #'!N 年 K 月水利部以

1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公布全国农村水电安全生产标准

化试点电站名单的通知2文件公布仕阳水库电站为安

全生产标准化试点电站"单位及时成立安全生产标准

化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明确电站,双主体-责任"并召

开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工作启动会议"明确分工"要求

全员参与"相互配合"全力投入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

作& 同时得到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县安监局的大力

支持&

#$#"明确职责"分工协作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是保证电站安全高效运行'

提升电站整体形象的重要手段& 电站在安全生产标准

化创建过程中首先明确,双主体-责任"签订三级安全

生产,责任书-"既做到职责明确"又互相合作"同心协

力$边干边学"不断提高全员素质和业务水平& 通过创

建"让每个员工都参与到安全生产管理中"形成安全生

产意识和长效管理机制"把制度落实到安全生产的每

个细节& 根据1农村水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评级

实施办法2和1农村水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标准2

的要求"对照电站的实际情况分解细化为,安全管理'

设备设施'作业安全'职业健康-四大项"人员进行明确

分工"责任到人& 制定各种制度'规范"落实工作任务"

全力投入到创建工作之中&

#$("对照标准"查找不足

按照1农村水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评级实施

办法2和1农村水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标准2"逐

项分解"遇到不足"及时补充'完善"相继制定相应规章

制度 N( 个'应急预案 K 个"设备设施标识齐全"对安全

工器具及设备进行预防性检测"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

配备齐全"认真执行,两票三制-"电站内外环境及工

作条件得到极大改善"通过不断改进"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稳步向前推进&

#$N"有序开展"及时进行达标评级

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评级工作"任务急'担子

重"必须要做到!从思想上重视'组织落实到位$广泛宣

传动员'任务部署到位$全面加强管理'服务工作到位&

要全员参与"把标准化建设有序开展"及时进行自评"

查找不足"对照发现的问题"研究制定改进措施"经过

多次自评整改"符合规定标准条件"按程序及时上报并

委托第三方评审机构进行外部评审"得分 RN 分"符合

,农村水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单位-标准"经水利

部核准仕阳水库电站为,农村水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

一级单位-&

F%创建必要性及效果

农村水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是电站安全生产

的必要保证"要长久坚持'持续改进'循环往复"才能搞

好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

($!"积极参与创建"提高安全意识

通过标准化创建"工作人员由开始的被动参加"逐

渐主动起来$由开始的不认识或认识不足"变为充分重

视"这得益于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宣传"以及创建过

程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逐渐提高& 标准化创建之前"

只有在上级安排安全检查时"才进行突击检查"往往也

是应付公事"没有真正把安全重视起来& 人员安全意

识淡薄"认为只要完成生产工作任务就行"没必要整天

把安全挂在嘴上"也很少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活动& 现

在通过安全创建工作"建立健全了安全管理制度"实行

人员定岗定责"分工明确"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和隐患排

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积极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活动"

全方位提高了电站人员的安全意识"有力保证了电站

正常安全运行&

($#"通过创建工作"起到标杆作用

仕阳水库电站标准化达标是山东唯一一座安全标

准化创建的电站"其创建工作的成败和质量直接关系

到全省创建工作的积极性"因此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领导高度重视"多次到电站现场进行指导"为标准化创

建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经过电站全体人员的共同努

力"电站通过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验收"成为山东

省目前唯一一座获此殊荣的电站"在山东所有电站中

起到了标杆领航作用& &下转第 KR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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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高其抵抗冻胀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总结不同

渠道结构型式运行数据"依据多年科学试验和生产实

践结果"提出适合当地气象'地质条件的结构型式&

适应不均匀冻胀能力较强的渠道断面有 *形'弧

形底梯形'弧形坡脚梯形等& 对于不同渠道应采用不

同断面形式"小型输水渠道宜采用*形断面"中型输水

渠道宜采用弧形底梯形断面"大型输水渠道宜采用弧

形坡脚梯形断面&

K%结%语

中国是一个农业用水量大国"混凝土衬砌输水渠

道是目前普遍推广的节水灌溉措施"其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灌溉效率& 对冬季输水渠道混凝土衬砌冻胀破

坏形式'原因及防治措施的研究逐渐成为保障其长效

运行的关键&

冻胀力作用下"输水渠道破坏的表现形式主要为

隆起架空'错位及滑塌'鼓胀及裂缝等& 相对于冬季不

输水渠道"冬季输水渠道冻胀破坏基本发生在边坡板

的中 !O( 范围内"且通常冻胀量较大"在边坡板中部极

易形成台阶& 冻胀破坏修复后"需加强冻胀破坏段的

检修力度"避免渠道反复破坏&

本文在分析冬季输水渠道冻胀破坏机理的基础

上"从次全断面换填'边坡保温绝热'新型渠道结构三

个方面提出防治措施"避免边坡衬砌层下正'负温度区

内土体产生变形差异"杜绝边坡衬砌板下产生正'负温

度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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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达标评级"使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持续

循环开展

""电站标准化达标创建并不是一次性创建"而是持

续不断地开展"通过创建形成机制"按照 VML\模式循

环往复"持续改进"使电站标准化建设沿着健康发展的

轨道走下去& 有些人员对创建工作抱有消极态度" 认

为多此一举"为创建而创建"不重视'不积极"没有从思

想上尽心尽力去做"创建工作完成后就万事大吉"束之

高阁"不再过问"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必须放弃& 创建

过程形成的制度'规范是一种约束"必须持续贯彻执

行"形成,一岗双责-"通过达标评级创建"自觉自律

地把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持续不断开展

下去&

$%结%语

仕阳水库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评级创建工作

的圆满完成"标志着电站标准化建设工作取得了预期

的效果"电站设备设施'内外环境'人员面貌全面改善

和提高"安全生产工作更上一个台阶"为电站安全生产

标准化建设开创了一个好的局面"由点及面必将带动

全省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工作的全面开展"从而

推动全省电站安全生产提升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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