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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胜利油田滨南采油厂联合滨州市和滨城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在白鹭湖“井工厂”开展输油管道
泄漏应急演练。“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陆上采油平台，白鹭湖‘井工厂’已经成为企地共建共赢的工业旅游新
景观。”滨南厂安全副总监、QHSE管理科科长霍培军称，此次演练模拟外输管线发生原油泄漏事故，演练内容
包含硫化氢中毒处置、管线紧急抢修、水体污染防控以及与地方政府部门联动等科目。通过演练，既检验了
管道泄漏、水体污染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也进一步提升管道泄漏应急处置能力。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朱克民 许庆勇 摄影报道

油油地地联联合合应应急急演演练练

纯梁采油厂一项成果
填补国内同类产品空白

本报6月21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孙志

惠) 近年来，胜利油田临
盘采油厂把“质量至上”的
理念贯穿在生产经营的各
个方面，持续加强顶层设
计，确保各岗位处处有标
准、处处有监管，形成全员
参与、全过程管控、全方位
受控的质量监管体系。

临盘采油厂注重顶层
设计，在主要生产经营业
务方面，建立完善以质量
风险管控手册为准绳，以
覆盖各业务岗位操作规范
为节点的质量监管网络体
系，在质量责任落实、质量
工作运行等方面，编制下
发质量风险管控手册，覆
盖采油厂10个主要工作业
务，涉及3个风险级别，包
含860余个风险节点。

临盘采油厂重点强化
以原油有机氯和天然气硫
化氢为主的过程监控，完
善了原油和天然气质量监
控体系；工艺研究所化学
实验室对油田化学剂严格
进行入库检验，对未经入
库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
禁止下发使用；集输大队
严格执行原油有机氯监测
管理规定，对10个原油进
站管道有机氯进行日常检
测，并随机抽检5个单井拉
油原油有机氯，定期抽检7
个外输点的硫化氢含量，
确保外输的原油和天然气
达到100%合格。

对于最基础的物资
质量管理工作，临盘厂采
取多渠道管控，重点强化
井下工具、油井管杆、各
种化学剂等大宗物资的
检验力度。临盘厂高度重
视群众性质量管理的健
康发展，把QC小组活动
作 为 创 效 增 效 的“助推
器”，广大干部员工重点
围绕采油厂生产经营的
困难点、安全生产的风险
点、节能降耗的增效点开
展攻关，各级质量管部门
帮助和 督 促 Q C 小 组 活
动，高质量地开展活动，
各小组结合生产实际，精
心组织实施，改进工作质
量 ，创 造 经 济 效 益 达 到
8 5 0余万元，连续取得国
家、中石化及胜利油田级
别的质量管理小组优异
成绩，为采油厂持续效益
发展积累了管理经验。

为了压实质量管控
责任，临盘厂层层签订质
量责任书，分解责任目标
到科室和基层，设定质量
责任绩效考核级别，建立
采油厂随机抽查督导、三
级定期巡查监督、基层日
常生产检查的多级监管体
系，各级质量监督人员下
班组、进岗位核查各控制
节点的工作质量，发现不
符合管控标准的问题，当
场出具质量监督问题限期
整改通知单，并跟踪抽查
整改落实情况。

临盘采油厂：

构建全方位质量监管体系

本报6月21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蕊

仙) 近日，在中国石化科
技部组织的科研攻关项
目鉴定会上，由胜利油田
纯梁采油厂承担的《注采
拖动系统新型节能电动
机的研制与应用》项目成
果通过鉴定，专家组一致
认为该产品中多项技术
超越了国内电动机行业
的技术标准，填补了国内
同类产品的空白，整体技
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稠油热采吞吐井
和低渗油藏低液量油井
日常生产中，普遍存在电
动机与油井工况匹配不
合理、电动机能耗大等问
题，注水用大功率电动机
同样存在与注水工况不
匹配，电动机因不在最佳
负载下运行造成效率低
等问题。为此，纯梁厂在
创新研发电动机新型绕
组技术、研制高效低转速
三相异步电动机基础上，
研发了多个速度组合的
高效低转速多速三相异
步电动机，无需增设其它
变 速 辅助装置 ( 如 变 频
器、机械减速等)，实现游

梁式抽油机在1个冲次运
行，满足低液量和供液不
足 油 井 的 生 产 需 求 。此
外，电机自身具备多个转
速，实现抽油机在1 ~ 3个
冲次范围内不停机调速，
避免员工反复更换皮带
轮、更换电机的调参工作
量，提高开井时率，显著
减缓管杆磨损速度。

为进一步降低单井
运行成本，技术人员研发
了抽油机远程分时智能
监控系统，利用“峰谷”电
收费机制，在高电价时段
低速运行，低电价时段高
速运行，既降低单井电费
支出，还实现抽油机电动
机远程启停、调速以及运
行电参数监控等功能。

抽油机低转速多速
电动机已在纯梁采油厂
和中石化其它油田推广
使用3 4 0余台，注水泵用
新型电动机投入使用1 0
余台，三年来累计降低生
产成本6 0 3万元。实践证
明，注采专用新型节能电
动机的应用，不仅满足生
产需求、降低单井能耗，
更为低成本发展探索出
一条重要途径。

青春不老，奋斗自成芳华
孤岛油田首支女子采油队的采油女工44年后再聚首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海鹰 贾新青

几经周折多方寻访

终于找到“采油姑娘”

一个偶然的机会，孤岛厂文
化中心主任孟辉得知，已逝摄影
人李圣友在孤岛油田开发初期任
职宣传科期间，曾拍摄保留了许
多70年代孤岛老照片。这个消息
让孟辉激动不已，孤岛厂正在筹
备“光荣与梦想”50周年老照片
展，李圣友老人的照片无疑是一
笔宝贵的资源。

多方打听后，他们找到李圣
友的家人，李圣友的妻子严爱兰
无私地将几百张照片全部赠予孤
岛厂。就在这海量的老照片中，文
联工作人员找到一张拍摄于1974
年10月25日的老照片，照片上采
油八队14名采油姑娘笑靥如花，
清纯动人。

一个创意在孟辉脑中渐渐清
晰——— 寻找照片上最美的采油姑
娘，并将她们请上50周年晚会的
舞台。这个创意同样让文联工作
人员兴奋不已，由文联副主席刘
庆堂和王翠玲、任西波、孙传保、
高玉五人组成的摄制组即刻踏上

“寻找照片上最美采油姑娘”的行
程。四十载光阴，改变的不仅仅是
采油八队的番号，还有照片上采
油姑娘的容颜，身边人竟无人相
识。孟辉将照片发布到微信朋友
圈进行求助，一时间消息铺天盖
地而来，14位“采油姑娘”身份逐
一明确，更幸运的是居然有人提
供了部分联系方式。

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负责
外联的王翠玲在拨打过几个联系
电话后发现，这些号码全都成了
空号，她试着去孤岛、孤东离退休
管理中心问询，依然没有一丝讯
息。一筹莫展之际，一位退休老师
傅认出了照片上的同学陈淑英，
并提供了电话号码。摄制组人员
第一时间联系到本人并奔赴东营
进行录制。

好消息接踵而来，另一位热
心人认识照片中姜书琴的丈夫。
在姜书琴家中畅谈40年前的故事
时，这个当年被称为“假小子”的
采油姑娘，控制不住泪湿眼眶。

在姜书琴的联络下，王翠玲
又 找 到 了 同 在 仙 河 镇 的 刘淑
梅……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青
岛的、菏泽的、深圳的……照片上
的“采油姑娘”陆续找到了。

相较于照片中其他“采油姑
娘”的苦苦寻觅，“白卫平是自己
找上门来的。”，刘庆堂回想起那
天凌晨12点响起的电话，他仍然
激动不已。接通电话后，一个兴奋
的声音响起：“不好意思，这么晚
打电话，我叫白卫平，我刚刚知道
你们在找我们，我等不到明天再
联系你，实在是憋不住了……”

遗憾的是，照片中两位老石
油已过世。清明节这天，摄制组人
员跟随照片中已故“采油姑娘”董
庆玲的子女，到陵园敬献花圈，代
表孤岛人向曾经为孤岛油田奉献
青春芳华的老石油寄托哀思。

时隔44年终相聚

“接班人”同台亮相

因种种原因，照片上12位在
世的“采油姑娘”只有五位能够来
到晚会现场。菏泽的白卫平从早
晨六点坐上发往孤岛的长途车，
在雨中颠簸了12小时后，终于在
傍晚6点到达孤岛。几位老姊妹时
隔44年再聚首，拥抱、泪水、问候，
交织出一副久别重逢的动人场
景。摄制组人员带她们冒着细雨
重回当年工作过的井站，大家感
慨不已。

曾任指导员的褚志芳是几人
中最年长的，四十多年来，她的钱
夹中始终放着这张缩小版的14人
老照片，家中的资料夹中也一直
珍藏着采油八队的老照片和报道
过她们业绩的泛黄的报纸。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正值妙龄的她们是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利落的麻花辫，粗布的工
服，一股生机勃勃的质朴味道让
荒原也平添亮丽。她们凭着女人

的智慧和韧性，创造出数不尽的
辉煌，曾多次荣获石油部“红旗
站”光荣称号。

晚会现场，14名年轻的新时
代采油姑娘也走上舞台，新老“采
油姑娘”的历史性聚首被永久定
格在每一名孤岛人心中。

照片上没能来到现场的“采
油姑娘”也都精心录制了视频，远
在广东深圳的吕永香为50岁的孤
岛油田发来衷心祝福，青岛的何
玉兰为了使视频呈现最完美的效
果，和老公重复录制了几十遍。

寻访过程感人至深

期待十年后再聚首

终于还是到了分别的时刻。
18日早晨，王翠玲早早赶来为几
位大姐送行。临行前，褚志芳一再
对她表示：“谢谢采油厂给我们提
供了这个平台，采油厂没有忘了
我们。”

本想笑着送别，但千言万语
涌到嘴边，陈淑英和姜书琴都泪
流满面，在场人员无不动情落
泪。至此，“寻找照片上最美的采
油姑娘”画上了圆满句号。全程
参与策划和摄制的通讯员高玉
感慨良多，在一个多月的寻访过
程中，她见证了太多触动心灵的
场景，王翠玲在春寒料峭的三月
骑着电动车奔赴20公里外的仙
河镇进行外联，刘庆堂连续三天
不眠不休制作视频，在汗水、泪
水和病痛中他们终于合力完成
了这一艰巨的任务。

然而刘庆堂却是心有遗憾，
他认为，第一次录制现场同期声
经验不足，很多视频仍不完美。值
得一提的是，老照片中有一位调
往河南油田的“采油姑娘”徐新华
始终没有找到。王翠玲委托河南
油田一位朋友帮忙寻找，虽然住
址找到了，但家中始终无人。令人
感动的是，直至截稿时，这位受到
委托的朋友仍然坚持每天到徐新
华的家中寻访……

平安回到各自家中后，几位
“采油姑娘”在“石油芳华群”中互
报平安，并相约十年后再相聚。

5月17日晚，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胜利旗帜上不落的辉煌——— 献给孤岛油田开发建设50周年”晚会现
场，随着《芳华》的背景音乐缓缓响起，一张孤岛油田第一支女子采油队老照片呈现在大屏幕上，照片上五位

“采油姑娘”一一登台，掌声经久不息。一首《芳华》唱出激情岁月，一场重逢相隔44年。照片上的姑娘如今都已
年过六旬，她们为孤岛油田奉献出的青春芳华，镌刻在孤岛50年开发的历史丰碑上。而寻访她们的过程，同样
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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