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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油二代的崔尚红，也许今生注定与注汽有缘。20岁参加工作时的崔尚红可能没有想到她能有今天的
成就。从一名普通的司炉工做起,一步步成长为一名技术“大拿”。从一个注汽外行，成长为行家里手，采油厂首
席技师。近年来，她先后提出合理化建议100余条，被单位采纳实施87条。先后有4项成果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1
项成果获发明专利，30余项成果获得局级以上奖励。组织和参与完成的各项技术创新项目，创直接经济效益达
300多万元。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尹永华 王丽平

立足岗位尽职尽责

今年43岁的崔尚红，1994年
9月毕业于河口技校。她从事过注
汽工，当过注汽站站长、注汽队副
队长、指导员，现任孤东采油厂注
汽大队技术室主任，负责全大队
17台注汽锅炉的技术管理工作。

“干工作其实就是一份责任，
我要时刻以积极的心态干好自己
的一份工作。”这是崔尚红的心里
话。1994年，崔尚红毕业分配至
孤东采油厂九区固定站，从事司
炉工作。为了尽快掌握工作，崔尚
红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一个劲儿
的问老师傅和身边的技术人员。
很快，站区内大大小小的机泵设
备，从结构原理到性能状况，崔尚
红都能牢记在心。

注汽工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
工作，注汽站上锅炉清灰和树脂
罐检修是最脏、最累的活。“清灰
时，人要钻进黑洞洞的炉膛，炉膛
内闷热难耐，还要穿戴厚厚的清
灰服，清扫炉内的灰渣时，即使戴
着呼吸器也闷得难受。”每次清灰
结束，崔尚红浑身衣服都被汗水
湿透，疲惫不堪。

检修树脂罐同样也不容易。
进入一米多粗、两米多高的树脂
罐时，人要从罐上方的一个人孔
钻进去。检修时，要弓着腰干活，
既闷热又别扭。每当遇到这类脏
活、累活，崔尚红都冲在前头，带
领站上职工一起干。有一次，锅
炉水处理树脂罐内集水器脱落，
崔尚红钻进树脂罐进行检修。当
时正值夏天，树脂罐里又闷又
热，她只好隔几分钟把头探到外
边喘口气，再钻进去接着干。检
修完毕，整个人就像刚从水里捞

出来一样。

技术创新孜孜以求

低油价、寒冬期，崔尚红积极
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挖潜增效目
标。

工作中，崔尚红是个有心人。
近年来，随着油田开发的不断深
入，对注汽工艺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针对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崔
尚红善于发现问题，并想办法解决
问题。“有时候在工作中能检测到
注汽锅炉用水含氧超标，造成炉管
腐蚀的问题时有发生，当腐蚀到一
定程度，会造成爆管等事故。”崔尚
红的发现让她感到这既是影响运
行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一
项安全隐患，必须要解决。

如何降低给水含氧量是困扰
油田注汽行业的重要课题。崔尚
红把该课题作为自己重点攻关对
象进行潜心研究。

为确保试验数据准确，她经
常吃住在现场，时刻观察、记录、
分析设备参数，确保课题试验效
果。耗时九个月，经过上百次试
验，崔尚红终于找到影响含氧指
标的关键因素，成功研发负压催
化除氧技术，将含氧指标控制在
0 . 01mg/l局级标准。其中，3台注
汽锅炉实现零含氧。这一技术的
应用，每年可节约更换炉管费用
30余万元。

她探索实施的“常温过滤式
除氧器气体反冲法”，把原来单一
的水冲除氧改成空气、生水、软化
水三个阶段冲洗除氧，有效延长
了除氧器除氧周期，提高锅炉安
全经济运行性能，该发明获国家
专利。

针对注汽耗水大的问题，她
研制了《水处理再生污水回收装
置》，该装置一年就节约水费20余
万元，荣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崔尚红总结多年管理经验，
编制了“一图、两表、三线”注汽
锅炉工况分析法，通过图、表、线
的“运行轨迹”快速判断注汽锅炉
运行中存在的具体问题。针对问
题直接对症下药，把故障消灭在
萌芽状态，确保注汽锅炉安全经
济运行。这一技术推广应用后，年
节约注汽费用38万元。

导师带徒薪火相传

崔尚红常说，首席技师不仅
仅是一个荣誉称号，更是一种责
任和动力。“既然孤东油田这片沃
土给我提供了舞台，我就应该在
这片土地上做出一番成绩来，为
科技兴厂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崔尚红希望把知识和技
术传授给更多的人，让科技创新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崔尚红担负
着采油厂注汽工种的培训工作，
多年来，她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
技术传授给职工，积极对身边的
职工进行传帮带。

近年来，崔尚红辅导的职工
参加油田热注运行工种比赛屡屡
取得好成绩。其中，张玲霞、李
娟、安利波、李淑敏等四名职工先
后获得油田比赛金奖，李玉梅获
油田比赛银奖，高宁宁、刘静获油
田比赛铜奖。

崔尚红还积极创新培训模
式，由单纯的单向授课改为“师徒
结对”在岗培训、“技术导师”流动
培训和专项知识集中培训相结合
的“双向互动式”教学。同时，建立

“四动、四学”培训机制，即以骨干
带动、考核促动、全员互动、全面
推动的机制，采取形势任务“引着
学”，重奖推荐“鼓励学”，末尾考
核“逼着学”，班组划切“集体学”
方式，推进一专多能，实现了1+
1﹥2的人力资源效果。

胜利油田十佳女职工崔尚红

坚守责任，新兵炼成“技术大拿”

4月12日，由胜利油田孤岛社区主办的油田第七届孤岛郁金香文化游园活动正式开幕，吸引了东营、河口等
地区的游客前来观赏。据了解，在游园活动现场，孤岛社区环卫绿化大队共栽植了十几种郁金香种球45万余
株，其中20万余株为往年回收并自繁自育，既展示孤岛采油厂和孤岛社区在盐碱地上大力实施绿色发展理念
的成果，也最大程度提高公众的幸福感。“经过大队员工的不懈努力，孤岛地区的绿化水平也在持续向好发展，
像植物园、郁金香园的规模化发展就让大家感触很深。”孤岛社区副总工程师、环卫绿化大队大队长戴绍祥说，
目前郁金香园区总栽植面积达11000余平方米，成为东营地区最大的郁金香户外种植园。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张志亮 摄影报道

郁郁金金香香满满园园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刘寿强

学徒工成长为工长

1977年12月20日，年
仅20岁的牟希训来到时称
九二三厂的河口指挥部，
成为一名钻井学徒工。牟
希训记得，那天来自栖霞
的21名同乡乘坐大卡车，
一路轰轰烈烈地驶向东营
油区，“大片大片的芦苇
地，可以说荒芜人烟。”

“确实苦。”牟希训说，
钻井常在荒郊野外，没有
房子住，员工就将芦苇打
成捆、外面抹上白灰搭起

“苇箔房”，所有人都睡在
大通铺上。最艰苦的还要
属井队搬家，一个个沉重
的“铁家伙”被拆装后，人
拉肩扛地从一个地方搬运
至另一个地方。

在奋勇会战的环境
下，牟希训时常告诫自己

“要抓住机会学习成长，功
夫总不负有心人。”于是牟
希训常常在老师傅一旁搭
把手，一有机会就动手操
作熟悉设备性能，闲暇之
余还不忘跟老师傅们请教
经验技巧，慢慢他巩固了
知识、开拓了眼界，朴实肯
干、性格温和的他也格外
受老师傅器重。

就在日复一日的实践
和不断思考中，没几年牟
希训成为了技术过硬、独
当一面的井队机械工长。

“你来了，冬休就走了”

1990年年底，恰逢海洋
钻井公司招聘技术人才，带
着对神秘大海的向往，牟希
训以工长的身份来到了胜
利六号平台，开始了27年的
海上石油情缘。

“以前只是听说海上
和陆上不同，但是只有真
正参与到海上钻井施工，
才能为大家所创造的价值
感到兴奋。”牟希训说。

到海上工作是幸福的
开始，同时也是“幸福”的
结束。当时出于安全考虑，
油 田 海 上 钻 井 有 个“ 习
惯”，在冬季冰期时钻井平
台停止施工靠港过冬，一
待就是近半年时间。然而
在1991年年初，胜利六号
平台因气象及地质海况原
因，桩腿没有在冬季冰期
前顺利拔出，无法靠港停
工。因此，平台加强海况、
冰凌观测及预防，加大安
全生产保障力度，同时加
强了各类设备的保温工
作，竟在冰期顺利实现了
安全钻井，从此海上钻井

休冬期取消，海上增储上
产大开发的节奏进一步加
快。也正因如此，同事们常
调侃道“老牟，你来了，冬
休就走了。”

休息的日子里，他抱
着专业书籍查设备原理，
结合现场问题和状况，剖
析制定解决办法及维护措
施，以此提升自身技能素
质。“钻井设备是保障海上
增储上产的基础，由于海
洋钻井特殊的工作环境，
就决定我们必须练就一身
懂故障、解难题的‘金刚
钻’。”牟希训说，当材料不
足，自主想办法、保生产成
为海洋钻井每名机械工长
的优良传统。

2003年，热爱学习的
牟希训取得高级技师资
格，成为了油田第一批高
级技师。

平台建造的安全卫士

2009年6月，牟希训到
了52岁下平台的年纪。初
到后勤单位工作，让他感
觉“不适应”。恰逢海洋钻
井加大装备升级改造力
度，为像牟希训这样经验
丰富又想继续发挥“余热”
的老师傅们提供了平台。

同年9月15日，包括牟
希训在内的平台监造团队
赴大连，开始胜利十号平
台的监造工作。此后的8年
里，他相继参与5条平台的
桩腿监造任务。

作为平台建造组的一
员，牟希训的任务就是每
天对施工现场督查、对施
工方进行指导，确保每一
步骤按照标准工艺完成，
再对完成的建造部位精准
测量、测试以保证平台建
造合格合规。

2016年，牟希训承担
起了胜利90米自升式钻井
平台的桩腿监造工作。胜
利90米自升式钻井平台桩
腿127米高，相当于42层楼
的高度，3根桩腿共12根钢
管，1224道焊口，都要做到
精准焊接。

桩腿分段建造中，他
到现场认真查看分段打磨
情况；每个分段验收时，他
对照设计仔细对齿轮拱度
和直线度进行测量，严格
把关；在后续分段对接过
程中，他层层登高，对桩腿
的每个细节按照规范要求
进行细致观察测量，确保
桩腿每30米不超过3毫米
的设计安装误差。

虽然牟希训正式退休
了，但他心中还默数着交
平台的日期，他坚信新平
台会在海洋石油开发中闯
出另一片天地。

海洋钻井公司牟希训：

“老石油”退休有知足也有遗憾

4月1日，海洋钻井公司平台建造组年满60岁的“老
石油”牟希训正式退休，离开了他心心念念的钻井行业。
对牟希训而言，最欣慰的是历经半年多努力他顺利完成
了公司在建胜利90米自升式钻井平台的桩腿监造工作，
推动该平台进入下水调试阶段；而让他遗憾的是，自己
无法与同事一起亲手将新平台“交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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