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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胜利油田热电联供中心积极践行“三转三创”主题活动，在压缩检修周期16 . 7%的基础上，通过
加强精细化管理、实行检修实名负责制等举措，变“冬病夏治”为“冬病冬治”，有效保障供暖管网平稳运行。“当
前各项备暖工作稳步推进，预计在11月10日全面达到热态启运条件。”热电联供中心生产运行科肖烈称，按照环
境保护工作有关要求，热电联供中心在继锦华片区接入地方热源后，又对孤岛、仙河地区实施热源结构调整，
确保供暖全过程安全平稳、绿色环保。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永 刘爱华

打造检修精品工程

“往年10月底，我们都在集
中精力调度各单位的检修进度，
而现在要更多的向各类热计量
表、视频、室温采集接收仪等自
控设备的巡检进展聚焦，确保为
供暖工作提供准确的数据。”在
肖烈看来，备暖前工作更加高效
有序，源自持续精细管理和检修
方式的转变。

长期以来，随着热力管网老
化和供暖设备损耗逐年增大，贯
穿于整个夏季的检修质量成为保
障冬季供暖的关键。然而随着锦
华片区、胜南胜花小区等相继接
入地方热源，城区最大的燃煤锅
炉和燃油锅炉不再启用，带来的
热电联供中心热源结构变化使检
修工作量锐减。

数据显示，今年锅炉检修量
同比去年76台下降至29台，换热
器、除尘除渣机、机泵等附属设备
由2616台下降至2443台，管网保
温由6 . 8万米缩减至4 . 4万米。

面对供暖工作新形势，今年，
热电联供中心在要求各单位在严
格执行“一一二四”生产检修管理
程序的同时，提前统计上报检修
计划、加快推进检修工作，并明确
了锅炉本体、管网维护、电器设备
检修等内容为主的检修周期要缩
短16 . 7%。

质量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
为确保检修质量，热电联供中心
在开展“三转三创”主题活动中，
以检修劳动竞赛的形式，由中心
机关、分公司、班站三级进行阶段
性督导检查和生产检修互检、互
套、互评，发动全员开展生产检修
示范班站评比，总结出15项典型
做法，有效促进更高质量、更有效

益运行。
今年，胜南供热分公司聚华

供热站针对检修工作量没有减少
的情况，变“冬病夏治”为“冬病冬
治”，在上一个供暖季末期让备用
设备替代正常运行设备，有序对
已经运行一个冬季的设备进行检
修，并在公司范围内率先完成了
一台停炉锅炉的检修任务。

“‘冬病冬治’和常态化精细
管理，在推动工作更高效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聚华供热站站长崔
春说，供暖过程中，他们严把水质
合格关，提高了后期板换清洗效
率；日常维护中，他们提出轴承等
零部件日常见光管理，并把零部
件日常管理承包至个人，降低了
检修难度；针对锅炉集箱狭长难
清理的现状，他们制作锅炉手孔
专用清理器，提高了检修效率；检
修过程中，严格落实各类票据制
度，严格执行写实留存及检修实
名制，让检修质量持续提升。

未雨绸缪才能决胜千里，系
列举措让聚华供热站3个月就全
部完成检修任务，质量优良率达
98%以上，聚华供热站也因此成为
热电联供中心4家生产检修示范
单位之一。

肖烈说，截至9月底，热电联
供中心各单位已全面完成检修任
务，检修覆盖率、及时率、工作项
点认证率均达100%，检修质量优
良率达98%以上。通过修旧利废、
挖潜增效等活动，累计降低生产
成本260万元。

推进环保智慧工程

据了解，热电联供中心所属
的仙河、孤岛两家供热分公司，曾
长期使用燃煤供暖的方式，为区
域广大市民提供优质供暖。随着
日益严峻的环保形势，上述两家
单位传统的热源结构已经不能满
足国家对燃气排放的新标准。

“加快实施设备升级改造，是
关系到这两家供暖单位能否平稳
供暖的关键，但巨额的改造成本
着实让他们犯了难。”肖烈说，今
年6月，在油田人力资源处等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热电联供中心和
东营市大明热源有限公司签署合
同协议，由大明牵头建立符合环
保标准、排放达标的新锅炉房，并
承担孤岛、仙河区域300余万平米
的居民供暖工作，孤岛、仙河供热
分公司有132名员工通过考核后
承揽锅炉运行业务。

“新锅炉房属于全新的硫化
床锅炉，自动化程度高，性能较之
前相比更加稳定。”仙河供热分公
司大明项目部负责人王培成说，
双方签订协议后，为确保员工适
应新设备的需求，公司先后组织
两批员工到运行方式相同的德州
一家发电厂学习培训，最终由50
多名员工顺利通过考核，成为新
设备运行组成员。

王培成说，在新建锅炉房主
体工程建设时，项目部员工就走
进施工现场边参与建设边业务学
习。10月19日，仙河地区锅炉房进
入烘炉状态，司炉工各就各位倒
班工作。11月初，该地区还将通过
联合开展试运行，全力以赴保障
今冬供暖。

新形势下，实施热源结构调
整，全力践行绿色环保供暖的理
念，成为供热企业发展的首要任
务。据了解，今年以来，热电联供
中心先后完成了孤岛、仙河、西三
区等地的热源调整工程，瑞景锅
炉房气带油改造工程也已经进入
安装调试阶段，河口、纯梁锅炉房
烟气超低排放改造等主体工程已
经完工，并相继进入烘炉阶段。

“绿色环保的目标已经实现，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要大力实
施智能化改造，因为只有信息化
发展才能实现常态化的优质、高
效、均衡供暖。”肖烈说。

近日，胜利油田海洋石油船舶中心得知来福士船厂停靠龙口17号泊位的H1293平台要与停靠在码头的“泰
瑞”船位置互换的市场信息后，用详实的施工方案赢得甲方的认可，最终6个人用14个小时创收5 . 5万元。“低油
价以来，国内海洋石油工程市场受到严重冲击，为之服务的船舶工作量持续下降、船舶租赁费严重压缩，这意
味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海洋石油船舶中心副总经济师、经营管理科科长刘海礼说，海洋石油船舶中心已经
从最初的平台拖航,发展到现在的精就位，“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这些经验和数据既坚定了胜利船舶
人外闯市场的信心，也为我们在‘人+船’和‘人+技术’等模式外闯市场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崔舰亭 摄影报道

走走出出去去，，多多创创效效

天然气销售公司：

注汽锅炉实现绿色生产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时维涛
郝爱刚 )胜利油田鲁胜

公司通过把控作业风险、
突破开发思路、整合技术
创新，在今年前三个季度
陆续让3 0口“长停井”恢
复 生 产 ，累 计 增 油 上 万
吨 ，增 加 经 济 可 采 储 量
32 . 9万吨。

在鲁胜公司科研所稠
油室稠油热采责任师孔令
乐看来，近年来，受低油
价、开发难度逐年增加、作
业成本居高不下等因素影
响，鲁胜公司已经有178口
油井因无效被暂时关停，
失控储量高达900余万吨，

“随着油价相对稳定，我们
决定对现行油价下能够实
现效益开发的油井进行盘
活，并把它当做公司保效
创效的增长点。”

今年年初，鲁胜公司
科研所带领相关部门逐区
块、逐井组、逐井对长停井
原因进行“诊断分析”，严
格计算投入与效益比，并
将有创效潜能的39口长停
井纳入治理行列。

面对导致长停的不同
原因，技术人员因地制宜，
提出了三类合理化方案。
针对扶停措施投入高、效

益差的井，先算后干，把控
作业风险，建立措施增油
预测图版，算清“短、中、
长”三笔账，优化扶停创
效；针对高液量、高含水的
长停井，树立“井高含水不
等于每个层都高含水”的
理念，注重井层分析，挖潜
增油创效；针对井网完善
技术不配套的长停井，注
重技术创新与集成，提高
产能创效，初步形成了泡
沫酸洗+管外砾石充填防
砂、连续油管高压旋转震
荡喷射酸洗解堵、水平井
管内挂滤挤压(循环)充填
防砂等三项长停水平井治
理配套技术，解堵调剖一
体化技术以及负压抽吸解
堵防砂技术。

孔令乐说，今年以来，
鲁胜公司针对灰质含量
大、泥质含量高带来的稠
油井供液不足的问题，创
新实施解堵调剖一体化技
术，取得不错的效果。其
中，高54-12井日产油已
达7 . 7吨，累计创效70余万
元。“在‘油井高含水，不等
于每个层都高含水’的理
念指引下，年内公司预计
治理39口长停井，预计增
油2万吨，恢复经济可采储
量39万吨。”

鲁胜公司：

盘活长停井，增油上万吨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谭大忠)

9月份，随着现河采油
厂草20-11-N10丛式井现
场外50米的LNG撬装气化
装置在一层“薄雾”中源源
不断地给锅炉供气，整个
井场闻不到任何异味，标
志着胜利油田首台LNG撬
装气化装置点供注汽锅炉
投运成功。经多方监测，
LNG点供注汽锅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指标均优于国家
和山东省现行标准。

“烟气排放物合格，环
保问题解决了，LNG来得
太及时了；提高热效率2%
左右，延长炉子寿命；安全
系数高，技术运行可靠平
稳……”在9月底油田注汽
锅炉LNG点供现场观摩会
上，现河采油厂领导的高
度评价，让天然气销售公
司赢得了来自油田机关和
10家稠油热采开发单位领
导的阵阵掌声。

LNG点供项目是油
田“气代油”的重要组成
部分，主要是解决稠油热
采开发单位和部分集输
站库加热炉大气污染物
达标排放问题。早在今年
4月初，天然气销售公司
就 抽 调 技 术 骨 干 组 建
LNG项目组，市场调研、
可研设计、设备采购、人
员培训取证等工作齐头
并进，集优质气源采购、

运输、气化、计量、售后、
运行于一体的运行方案
也相继出台，各项工作稳
步有序推进。LNG项目现
场运行组组长刘龙说，胜
利油田实施移动注汽锅
炉实现LNG点供，这在全
国油田系统内尚属首次。

“LNG点供采油井场
大多都集中在野外，施工
区域涉及东营、滨州、淄
博、潍坊等多个地市，这就
意味着让13米长的撬装设
备和16米长的槽车合规入
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
龙说，项目运行初期，技术
人员按照“一点一案”的设
计思路，跑遍了每一个井
场和集输站库，在经过一
次次与采油厂技术人员对
接后制定出300多套点供
方 案 ，为 全 部 井 场实现
LNG点供提供坚强的技术
支持。

9月份，在现河采油厂
草20-11-P109试验井现
场，随着工作人员轻轻拧
开LNG槽车的阀门，多年
来吃“粗粮”的注汽锅炉第
一次吃上了“细粮”。在随
后的几天试运行时间里，
项目组时刻关注和记录油
田第一套LNG点供装置的
运行状态，记录第一手数
据。“后续实验的几口井效
果都很不错，这为年内全
部实现LNG点供打下很好
的基础。”刘龙说。

热电联供中心打造精品环保智慧民生工程

全力以赴，保障油田居民过“暖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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