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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7 日，公司第二

项目部与设计院、厂家一同

对陕煤化铁路专用线通信

传输网及接入网改造工程

进行施工前勘察。

本次勘察对七里镇至

李章河 6 个站点设备安装

位置确认及电源、光纤、电

路等既有资源核实。

期间，第二项目部与厂

家沟通到货时间和地点，届

时配合厂家进行开箱验收，

依据采购清单对设备规格

型号、数量进行逐一核对

后，将设备、机柜及时转运

至各站点，为设备安装施工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随后，第二项目部根据

勘察结果，制定了可行的施

工方案，并对施工人员进行

安全技术交底。机具材料准

备完成，人员整装待发，设

备到货验收后，将全面展开

施工作业，确保 12 月底安

装调试完成，具备开通条

件。

陕煤化铁路专用线通信传输网及接入网

改造工程完成勘察工作



http://www.sxsztx.cn 盛于合 泽于众

02

施
工
管
理

03

施
工
管
理

绥延、蒙文砚高速项目向联网调试发起冲刺

目前，公司实施的绥延、蒙文砚高速项目单机调试全

部完成，向联网调试发起冲刺。

蒙文砚高速项目主线门架收费系统目前正在省、部联

网调试中；车道 ETC改造系统软件正在调试中；入口治超

系统正在与收费系统联网调试，预计 12月 20 日完成全部

系统联网调试，2020 年 1月 1日起正式投入使用。

绥延高速项目隧道光电标志、车道指示器、情报板、

微波亮度仪、隧道紧急电话、摄像机单机调试已全部完成，

道路监控摄像机联网调试已全部完成，其余系统联网调试

已完成 95%以上。为确保 12 月 31 日顺利开通，项目部

全体人员加班加点，到处呈现出如火如荼的生产态势。

绥延、蒙文砚高速项目系统开通投用在即，项目部在

分秒必争的大干氛围中有序推进，发起最后冲刺。

新丰地区光电缆迁改工程顺利完工

新丰地区光电缆迁改工程历时一个月，“6光 1电”

敷设和割接工作已顺利完成。

施工前期，第二项目部与西安通信段技术科、车间技

术人员对迁改径路进行了调查，确认径路走向，了解掌握

开挖地段既有光电缆的埋设情况，绘制详细径路图，统计

工程所需材料，及时提报施工材料机具计划，充分做好施

工准备工作。

该工程位于新丰编组站二场，地下既有光电缆较多，

错综复杂，现场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施工期间，项

目部严格按照铁路邻近营业线施工要求组织施工，整个施

工过程安全有序可控，质量稳定，按期实现割接节点工期

目标，受到了业主、设备维护单位的肯定与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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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西客专视频监控工程有序推进

郑西客专监控工程主要在西安

北、华山北、渭南北、咸阳秦都站候

车大厅、售票大厅、换乘大厅、站房

外立面、进出站口、扶梯电梯口、站

台及旅客通道等人员密集处新设

1080P 数字高清摄像机，满足运营及

安防需求，实现各站重点区域覆盖。

经过项目部一个多月的彻夜奋

战，摄像机安装已完成 90%，配套线

缆敷设完成 95%以上，设备单机调试

完成 80%，机房设备安装、加电全部

完成。

该工程工期紧、任务重，工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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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时间主要

集中在夜间，

自开工以来，

施工人员克

服夜晚施工

的种种困难，

时刻保持充沛的精力，在“马道”上

戴着头灯的他们，犹如黑夜里不停眨

着双眼的精灵一般，穿梭在高架层和

狭窄的槽道间。施工区域分布于站台

层、进站层、出站层、候车区及各种

功能用房的角角落落，且多为高处作

业，针对现场情况采用梯子、脚手架

及自动升降车结合的方式进行施工，

加快了机具周转速度，进而提高工作

效率。

公司上下齐心协力，共同克服施

工难题，合理调配人力资源，加快工

程施工进度。同时，项目主管领导亲

临一线，参与指挥，从施工组织、安

防措施、施工计划等方面进行全方位

管理，确保工程稳步推进。

唯有前进才能冲破迷雾，渡过了

施工前的迷茫，增加了配合默契，战

胜了自我，这一次，我们不是夜归人，

是迎着黎明第一道曙光的“逆行者”，

对我们而言，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锤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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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份最佳员工表彰

在郑西客专视频监控工
程施工中，刘凡能够快速熟
悉施工图纸，适应现场复杂
工作环境，能独立带队施工，
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积极
主动，个人协调组织能力提
升显著。

第一项目部 刘凡

在绥延高速项目施工
中，常盼踏实认真，尽职尽
责，适应能力强，不畏艰难，
能按时按点完成项目部下达

的任务，全力保障系统开通
投用。

绥延项目部 常盼

现场环境的复杂性对于
施工人员来说极具挑战，面
对多变的施工环境，统筹规
划和超前预想是对他们的一
种考验，只有不断地挑战与
突破自我，相信办法总比困
难多，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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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设备加电、调试注意事项

通信设备硬件安装完毕具备加电条件后，应进行施工
检查，包括设备顶部和内部是否有遗留物，如扎带、螺钉、
导线之类的东西，务必将遗留物清理干净，设备加电、调
试应注意以下几点：

1.检查设备保护地线是否已牢靠连接到地线系统。
2.检查各级电源正负极有无接反。
3.检查各级电源正极、负极、保护地线有无短路。
4.新装列头柜及设备加电时，必须顺电流

方向逐级加电，确保设备安全。
5.插拔机盘时应戴牢靠接地的防静电手

环，以防损坏机盘和模块。
6.对光系统进行测试时，避免设备和仪表的激光器正

对人眼。
7.使用仪表时，要防止仪表和设备过载，以免烧坏设

备和仪表，有要求接地的仪表应提前接地。
8.线路测试（包括抢修）时，应通知机房人员，断开

外缆和设备的连接，以免烧坏设备。
设备加电前检查必须认真细致，一丝不漏，不能抱有

侥幸心理，任何一个错误都会带来巨大损失，严禁漏查、
粗查和不查，确保人身设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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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心得

实习的日子弹指一挥就毫无声息的流逝，需要回头总

结之际，才猛然间意识到日子匆匆流逝，原先颇感忸怩的

离开大学的围城生活，现在已经渐渐变得顺其自然。

在实习期间，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出差，前往蒙

文砚项目部做现场资料员，现场工作期间，我前往工地收

集资料，现场学习施工流程，了解施工工艺，我亲身体会

到现场工作人员对待工作的一丝不苟，对待岗位的责任心

以及对待恶劣环境的不动容。

实习是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实习可以积累工作经验，

三个月的实习经历带给我深刻体会：虚心求教是做好工作

的前提。因此，工作中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我就虚心地请

教同事，在他们的教导中我不断走向成熟。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持学习，以优秀同事为榜样，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工程管理部 谷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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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培训作为公司的一项基础工作，如何将这样一项基

础工作开展得更有成效，成了公司领导长期思考和探索的问

题。为此，公司紧扣企业发展主题，切实做好培训基础工作，

突出培训资源优化配置，不断加强员工队伍素质建设。

全年共参加公司主办的培训 45人次，派人外出取证培

训 23人次，项目部组织的现场培训 350人次，一系列培训

计划的实施，大大地提高了员工的劳动技能。

为适应公司发展和人才储备需要，近日，企管部制定了

2020 年员工培训计划，进一步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

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和专业技能。

培训分为内培和外培两种方式，企管部通过对公司持证

需要、继续教育要求及员工考试资格等进行分类统计，制定

契合个人发展的培训计划，同时满足公司发展需要。

培训是员工适应自身岗位及工作标准的有效手段，是提

升各项业务技能的重要保障，达到公司和员工的双赢，从而

为实现公司的发展目标奠定人才基础。

企管部 闫颖

员工成长 培训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