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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作为胜利油田220KV大型枢纽变电站之一的
新孤变电站，始终坚持精细化管理，持续推进安全运行和效益发展水平。“新
孤变担负着五家采油厂和5万多户居民的用电保障任务。”近日，油田电力以
开放日的形式，邀请公众近距离感受已经安全运行10000天的基层作战单位，
并了解其在“创新驱动、从严管理、效益发展”理念下取得的成绩。“新孤变是
持续推进‘打造坚强智能电网、建设和谐美好家园’的一个缩影，相信以后这
样的典型还会更多。”电力管理总公司党委书记、副经理张鹏程说。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洪松 谭丽春

人人头戴金箍咒
个个念好安全经

4月25日，是滨海供电管理区
新孤变电站安全运行10000天的
日子。这一天，没有大张旗鼓的庆
功活动，员工们提及最多的则是
赫然悬于墙上的字样：“藐视一千
天，重视一伸手”。

“一万天已经翻篇，不变的是
每次精准操作背后蕴藏的责任。”
新孤变电站站长杨东川用一个形
象的比喻，讲述新孤变的作用。他
说，如果将电网比作高速公路，新
孤变则是高速公路的“驿站”，高
电压通过这座大型“驿站”源源不
断的将电能输送至周边14个变电
站，畅通黄河以北的5家采油厂和
5万余户居民用电的“高速公路”。
“黄河以北的原油产量接近油田
总量的一半，新孤变的年转供电
量约为油田转供电量的近1/3，区
域作用显而易见。”杨东川说。

新孤变共有5 2 7台设备和
5000余个高压接头，每一个不起
眼的异常都能影响整个电网的稳
定性。安全稳定运行不仅事关变
电站的生命，也是员工的福祉和
运行的刚性原则，因此几十年来
新孤变一直实行保安全运行、强
安全意识的特色管理。

在日常巡线过程中，该站探
索实施“5431”巡视测温检查管理
法，要求员工每天四次巡线，特别
是在事故高发的风、雨、雾、雪等
天气下，不断加强设备巡视力度、
消除电网隐患、杜绝安全事故。

“越是恶劣天气，员工们越要走出
去查隐患。”新孤变高级技师王晓
梅认为这是他们的工作习惯。

为了促进安全观念由重视向
重实落地，该站还创新安全流动
监督员管理办法，在四个班组内
设置“安全监督员”、“倒闸操作监
督员”、“设备巡回检查监督员”等

多个岗位，让值班员工既是安全
的管理者，又是安全的践行者。

据统计，28年来，新孤变员工
及时发现220kV刀闸触头发热、
龙门架支持绝缘子固定螺丝脱
落、院外线路一级杆塔线夹发热
等重大隐蔽缺陷19处，有力的提
升安全运行水平。

把细节做成标准
让标准成为规范

和新建变电站不同，为了最
大程度保油上产，新孤变在建立
之初采取双母线带旁路的接线方
式，相当于给主变增加了一条临
时应急通道。据了解，这种方式无
形中增加了员工的操作难度，仅
倒母线一项操作就需要70多个步
骤，唯有步步精准操作才能保障
设备正常调试。

“把细节做成标准、让标准成
为规范，是新孤变精细管理的秘
诀。”采访中，杨东川拿出两本颜
色早已发黄的油印手册《220kV
新孤变电站运行工值班手册》正
本及补充本。这两本手册共分19
个部分，内容涉及“值班有关事
项、运行方式、保护运行规定、倒
闸操作、运行常见故障及处理”等
240余项规范及说明，这是代代新
孤变人操作经验的归类与总结。

在杨东川看来，安全运行是
电网运行的基础，效益运行则是
转型发展的关键。目前，新孤变将
527台设备承包给35名职工，并在
设备盘显著位置标注相关负责
人，时刻提醒员工像对待家人一
样呵护设备，每月根据设备“健康
状态”对承包人进行考核奖罚。

实施责任承包制以来，既明
确岗位员工职责，促使员工想法
设法延长设备使用寿命，还减少
设备的自身损耗。目前，新孤变损
耗常年维持在1 . 78%以下，低于
油田其它变电站。

据统计，新孤变先后创下安
全操作16万余次无差错的记录，
共完成现场监督5889人次，倒闸

操作20163次。

创新引领发展
老变电站转型升级

2016年8月，针对四台主变中
性点全方位重点测温的检查拉开
了序幕。果不其然，在这个极不易
发生隐患、又容易被人忽略的部
位，员工高兵发现II#主变110kV
侧中性点2D10刀闸连接处最高
温度109℃，并上报公司及时消除
隐患，避免了一场重大停电事故。

拉开这场特殊检查序幕的是
王晓梅。原来，她无意间看到了一
篇变电站管理的文章，引发了主
变中性点接地刀闸支柱的下侧接
地极压接螺丝发热问题的讨论。

受此启发，王晓梅等人重新
完善测温管理办法，并创建测温
管理流程，完善了动态测温记录。
这项管理方法在2016年分别获得
总公司生产管理成果二等奖和科
技成果三等奖。

创新驱动不仅是油田电力向
现代化供电企业转型的助推器，
更是一代代基层电力人执着改变
艰苦工作环境的真实写照。在新
孤变，因爬高测温不便，员工发明
了验电笔连接卡扣，实现了安全
便利操作；面对主变散热管常落
灰的现状，员工自主研发“主变风
冷系统防尘罩”，延长主变寿命并
保障了安全运行。

2016年，新孤变GIS改造工
程完成，它是油田目前最先进的
组合电器，设备全部实现后台操
作，一次送电时间由40分钟缩短
至20分钟，不仅缩小庞大电器设
备的占地面积，也降低员工劳动
强度，使老变电站通过精细改造
踏上科学发展新征程。

张鹏程说，面对深化改革、
转型发展的新形势，电力管理总
公司将坚持转变思维定式、转变
电网生产经营模式、转变电网结
构方式，坚持五个服务的发展理
念，推动企业供电向供电企业转
型发展。

油田电力新孤变电站安全运行一万天

只总结不庆功 而今迈步从头越

5月3日，胜利油田海洋采油厂采取分块吊装、现场就位拼接的方式，历时两天就完成CB6F采修一体化平
台修井模块吊装施工。作为海上油田新建产能阵地，CB6F平台设计24口油水井，自2016年8月投产试运以来，
已投产油井10口，水井4口，目前3口新井待作业后投产。为确保海上新井投产提速提效，该厂安装“早安装、早
作业、早投产、早见效”的原则，积极协调施工力量，加快平台修井设备设施安装进度，为平台早日具备油水
井作业能力奠定基础。施工中，海洋厂从严落实施工船工抛锚申请和重大作业备案制度，提前做好施工人员
证件、资质审核和吊装物料、索具质量的校验确认，开展JSA分析，加强吊装、动火等直接作业环节的全过程
视频录像和安全监督，确保吊装施工安全高效。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张海彬 卓瑞明 摄影报道

转转变变观观念念 高高效效施施工工

本报5月9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孙志惠
魏一军) 油田企业在日常
生产中，每天都会在油水
分离后产生大量污水，如
何加强治理多余的污水，
成为业内面对的共同难
题。近年来，胜利油田临盘
采油厂坚持“变废水为有
效水”的污水治理理念，通
过实施“西水东调”“北水
南调”两项工程，将富余的
采油污水资源化，既消除
环保隐患、提升经济效益，
还实现了环境保护与能源
企业的同步发展。

临盘采油厂所辖油区
分布在德州、济南两市的4
个县(市)境内，油区面积达
到3600平方千米，由于断块
破碎、地层复杂，注采不平
衡现象极为突出。数据显
示，临盘油田每天富余的
污水高达6000立方米，而临
南油田、商河油田部分低
渗透区块因注水水质不达
标，注水水源紧张，造成地
层欠注，地层能量损失。

为解决这一供需矛
盾，临盘厂先后新建“西水
东调”和“北水南调”工程，
既解决两个油田的缺水问
题，也解决了临盘油田富
余污水的回注问题。更重
要的是杜绝了污水外排造
成的环境污染，实现产出
污水大联网，为精细注水
提供有力的保障。

多年来，临盘厂围绕

“水”字做文章，全面开展
污水减排和治理攻坚，通
过关停高含水井、调整产
液结构，对高含水油井实
施封堵等措施，控水稳油，
特别是投资建设的商河油
田调水工程和临南油田调
水工程，彻底解决临盘油
田富余水回灌问题，有效
降低环境污染风险。

“西水东调”和“北水
南调”工程起点，位于临盘
厂第一净水站。在这里，临
盘采油厂富余的污水经过
精细处理后，源源不断地
输送到商河油田和临南油
田，彻底解决边远低渗区
块注水难的问题。

“北水南调”工程投产
后，每天可向临南油田输
送精细水4500立方米，注水
水质由A3级提到A2级，可
满足临南油田夏70-07、临
33-141、临111等低渗区块
注精细水的需求。而“西水
东调”工程则每天为商河
油田输送精细水1500立方
米。破解注水“瓶颈”后，构
筑了油田效益开发基础。

临盘油田每天的剩余
污水量达到6000立方米，如
不加以利用只能回灌到地
层。“北水南调”、“西水东
调”工程实施以后，每年可
节约回灌费用610万元，新
增和恢复注水储量200万
吨，既实现了污水的资源
化利用，又保护了油区生
态环境。

临盘采油厂：

让采油污水资源化利用

本报5月9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尹永华
郭明俊) 近日，胜利油田
孤东采油厂优选各基层12
项妙法实招成果，以多媒
体、微视频等方式集中展
示和交流。据了解，这些成
果既涵盖采油作业生产中
的小革新、小发明，也有管
理中的好方法、好经验。

据了解，孤东采油管
理五区主要为稠油油藏，
低产低液井多，开发效益
差，日常管理难度大。2015
年，他们创新实施油井“身
份证”管理法，根据每口油
井特点，量身定制“身份
证”并悬挂井口。采油工根
据“身份证”信息，因井制
宜管理，提升采油时率。

去年，采油管理五区
将此前的“一井一字卡”式

“身份证”升级为“油井明细
对比提示卡”，即在原有一
个“字”的基础上外加一个
提示卡，并将作业开井时
间、回压、温度、电流、冲程、
冲次、液量、油量、含水、掺
水量、皮带型号、毛辫子型
号、运行频率、日耗电量等
数据及管理中的注意事项
全部填入提示卡中。

今年以来，深入应用
“油井明细对比提示卡”
后，管理五区减少故障停
井时间5040小时，减少产
量损失60 . 5吨。

小创新也能发挥大作
用。日常生产中，一旦因电
缆填埋施工质量不高或通
井机、挖土机等大型机械
造成油井电缆损伤导致停
井后，通常需要对电缆进
行重新连接恢复生产，此
方法虽停机时间短，但存
在安全隐患；如更换新电
缆，虽然安全稳妥，但是停
井时间长、产量损失大、成
本高、员工劳动强度大。

针对这一难题，采油
管理三区维修302站技术
人员研制电缆断点连接工
艺，即采用冷缩管、绝缘胶
带、密封胶、密封卡子等多
层密封，并在电缆重新连
接密封处理后外套钢管加
强直接埋入地下。与常规
换电缆方法相比，平均每
次节约4000余元成本。

“通过成果交流会，推
广更多的基层妙法实招，
才能有效推动成果转化创
效。”孤东采油厂党委常
委、工会主席朱绪凤说，为
应对严峻的生产经营形
式，2015年以来，孤东厂持
续开展征集创效金点子活
动，每季度在厂主页发布，
引导干部员工立足岗位提
出创新创效妙法实招。截
至目前，该厂已征集创新
成果金点子100余条，这些
创新成果在提质增效升级
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孤东采油厂：

集中推广12项妙法实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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