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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石化 30 万吨/年烷基
化装置中交后，相关人员全力
做好新装置吹扫、水运及设备
单试联试等工作，为下月初装
置投运做好准备。据了解，烷
基化油具有辛烷值高、挥发性
好、燃烧清洁等特点，该装置投
运后产出的烷基化油可用于调
和生产国 6 标准汽油，在满足
清洁油品生产要求的同时，提
升企业经济效益。图为操作人
员对装置进行检查。

李树鹏 摄

扬子石化烷基化装置
认真做好投运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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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枫

近日，上海石化 5号芳烃装置设
备主任赵腾飞收到一条机泵智能在
线监测系统发给他的信息，告知他装
置的一台冷冻机转速近期缓慢上
升。该系统分析装置数据后，判断电
机轴中心可能有问题，建议他检查电
机轴中心。

收到机泵诊断信息后，赵腾飞立
即安排人员对该机泵进行切换，并校

验电机轴中心，发现轴中心确实存在
问题。为确保设备正常运行，他们加
强巡查和维护，防止轴心偏离引起电
机运转问题。

据悉，芳烃部机泵智能在线监测
系统于2017年底建成投用，5套生产
装置、111台高温机泵和关键机泵的
运行数据，可实时联网传输到该系统
上。这些数据可通过该系统传输到
检测服务中心，专业人员对其进行分
析进而判断设备运行情况，针对找出

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并第一时间通
过电话或信息通知装置管理人员，将
设备故障消除在萌芽中，提升设备预
知性维修水平。同时，这些数据上传
系统后，也可以让设备管理人员更直
观地了解机泵运行情况。

据设备科负责人介绍，该系统上线
以来，芳烃部数据分析精准率超60%。

5月初，2号重整装置锅炉水循环
泵切泵后，该系统通过数据分析发现
刚投用的循环泵轴振动值上升很快，

设备运行状况差，立即发出预警。接
到报警后，芳烃部立即派相关人员去
现场查看。

还没赶到现场，系统再次发出预
警。操作人员果断停下机泵，并根据
系统给出的建议进行检查，发现轴承
破碎，与系统给出的情况一致。该装
置相关负责人说，如果不是在线监测
系统连续两次发出预警，他们处理起
来会很麻烦，甚至可能因机泵故障处
理不及时引起装置停车。

□孙淑芸 文/图

9月，齐鲁石化第二化肥厂在产品
产量受市场因素影响下降的情况下，
能耗却减少了16.3千克标准油/吨，降
幅达10.8%，其中纯氢耗煤仅为7.905
吨/吨，创历史最好水平。

该厂管理着齐鲁石化唯一清洁
煤化工装置——气体联合装置。该
装置承担着为炼油厂提供氢气、为丁
辛醇装置提供羰基合成原料气等任
务，纯氢耗煤指标是反映该装置节能
和运行水平的关键指标。截至目前，
该装置纯氢耗煤指标已连续6年在集
团公司同类装置中排名第一。

小指标竞赛提升员工操作水平

“A台气化炉煤浆浓度微调一下，
控制在60%左右。”近日，气体联合车
间运行四班班长许兵，要求班组成员
优化操作，确保装置安全平稳运行。
该班组是该厂9月小指标竞赛优胜班
组，大家看着看板上越来越多的红
旗，干劲儿十足。

为提升气体联合装置运行水平，
该厂采取了一系列增强员工责任心、
提升操作水平、加强纪律管理的措

施，其中小指标竞赛效果显著。“我每
天一坐到操作盘前，就打起精神，习
惯性地紧盯每一个参数变化并及时
调整，把各项参数控制在最佳范围
内。”四班内操人员李维静说。

“我们这套气体联合装置曾创下
同一技术供应商、相同运行压力等级
（6.5兆帕）连续运行 777天的世界纪
录。”该厂生产技术科负责人刘文斌
介绍说，这套装置是齐鲁石化员工的
骄傲，精细操作是确保装置长周期安
稳运行的重要手段。

“自动+手动”调节，确保气化炉
平稳运行

“为降低煤浆质量不稳定带来的
联锁停车风险，我们在 3 台气化炉
DCS控制页面上增设了氧煤比操作
框，方便操作人员处理异常波动。这
个改进对确保装置平稳运行很有
效。”近日，气体联合车间副主任李辉
介 绍 说 ，目 前 装 置 运 行 平 稳 率 达
99.99%。

4月初，由于煤浆质量不稳定，气
化炉氧煤比波动较大，如果不及时处
理引起联锁停车，会影响整个厂区安
全生产。

为此，该厂生产技术科相关人
员、气体联合车间负责人、运维中心
仪表负责人聚到一起，开展联合技术
攻关，经过两个多月研究、改造、调
试，最终找到了解决办法。他们优化
了仪表控制系统，并在气化炉DCS控
制页面上增设了氧煤比操作框。氧
煤比波动过大时，优化后的仪表控制
系统不仅可自动控制调节装置，而且
可通过报警提醒操作人员手动调节，
有效提升气化炉运行平稳性。

截至9月底，操作人员记录显示，
氧气阀在煤浆量出现波动时自动调
整了10多次，有效降低氧煤比过高带
来的生产运行风险。

狠抓源头确保煤炭质量，节能
改造实现降本增效

煤炭质量是影响气体联合装置
纯氢耗煤指标的关键因素之一。该
公司计划处、物装中心积极协调供货
商，确保煤炭质量达标；第二化肥厂
优化煤种结构，精细控制氧煤比、煤
浆浓度、添加剂加入量，增产氢气、一
氧化碳等有效气。

6月下旬，该厂气体联合装置闪
蒸气压缩机节能改造项目投入运

行。新的闪蒸气压缩机可将原来火
炬放空的闪蒸气全部回收，实现废气
利用，进一步降低纯氢耗煤指标。回
收的闪蒸气中近一半是有效气体，按
照每年回收有效气525.6万标准立方
米计算，每年可降本增效655.8万元。

“我们还开展了废煤浆回收利
用、流程改造回收酸性气等技术攻

关，持续优化各项工艺指标，确保装
置安稳运行，最终达到节能降耗、降
本增效的目的。”该厂生产技术科负
责人介绍说。

图为气体联合车间员工在调整闪蒸气压缩机油系统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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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陵石化
苯乙烯优质产品满产满销

本报讯 今年以来，巴陵石化炼油部紧盯
客户需求，按照优于国家标准的苯乙烯产品
标准，开展技术创新和生产优化，持续提升
产品质量。1~9 月，该部生产优质苯乙烯
9.79万吨，实现满产满销，客户满意度也由过
去的96%升至现在的99%。

炼油部 12万吨/年苯乙烯装置于 2012
年投产。投产初期，产品大部分内供橡胶
部，橡胶部提出大幅降低苯乙烯中乙苯含量
的需求。想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提高苯乙
烯装置产品分离精度。为此，炼油部工作人
员通过加大回流比等措施，将乙苯含量降了
下来。2017年，他们又将产品中的水含量降
至80毫克/千克，仅此一项可为客户降低50
元/吨苯乙烯精制成本，巴陵石化也由此成为
国内首个拥有同类装置、将水含量作为质量
指标进行精准控制的企业。

部分客户为了让制品有更好的外观，要求
将苯乙烯中聚合物含量降低一半，为此，炼油
部以此为课题，积极开展低聚合物苯乙烯产品
生产技术攻关，于去年6月成功将该指标降了
下来。连续生产试验表明，聚合物含量稳定，
可满足客户需求。 （王少华 李 钦 彭 展）

燕山石化
启动乙二醇装置节能改造

本报讯 近日，燕山石化乙二醇装置节能
改造项目启动。该项目是燕山石化2019年
重点工程改造项目，此次改造完成后，可使
装置能耗降至330千克标准油/吨环氧乙烷，
优于国家能耗限额标准，预计每年可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1.49万吨，回收乙烯300吨。

为确保改造项目顺利完成，该公司采取措
施强化检修现场安全管理，加强JSA分析管理，
开展风险管理样板建设，制定专项监察实施方
案，全力推进改造项目。 （高国雪 赵书萱）

金陵石化
表单化巡检设备

本报讯 今年以来，金陵石化化工一部推
行设备专业表单巡检，要求巡检人员对照表
单检查所负责区域设备，截至目前，该巡检
方法效果良好，有效确保了设备安稳运行。

化工一部为32名设备管理人员发放了
《设备专业巡检手册》和《设备巡检工作指
南》，这两份手册根据设备重要性将设备划
分为ABC三类，规定了各生产工区设备人员
日、周、月现场巡检内容，以及如何做好即时
巡检记录。同时，设备巡检与工艺巡检同步
进行，形成互补。 （窦 豆 汤一峰）

济南炼化
优化重油催化装置

本报讯 近期，为提升 120万吨/年重油
催化装置运行水平，济南炼化采取多项优化
措施，有效提升装置液化气丙烯产率、汽油
产率等指标。

为提高液化气中丙烯的收率，该公司为该
装置加注了增产丙烯助剂，助剂加注后液化气
收率增长1.65%，液化气中丙烯收率增长1%。

同时，为提高装置汽油产率，他们在降低
柴汽比上下功夫。他们通过优化反应操作条
件和催化剂加注量，使汽油收率升至41.5%，
柴油收率下降3%，柴汽比降至0.63。此外，
他们还针对产品结构变化，及时优化操作条
件，努力实现效益最大化。 （刘金涛）

长岭炼化
脱硫净化水提升装置平稳率

本报讯 截至目前，长岭炼化800万吨/年
常减压装置初馏塔和常压塔塔顶改用水质
更好的脱硫净化水后，装置总平稳率从原来
的不足95%升至99.1%。

在这套常减压装置原始设计流程中，初
馏塔和常压塔塔顶均使用装置自身的外排
水。但这种水杂质较多，对塔顶及各关键设
备平稳运行有不利影响。为此，炼油二部工
艺技术人员在深入研究初馏塔和常压塔塔
顶注水水质要求的基础上，对区域内同类注
水及可直接应用的生产水相关指标进行分
析比对，寻找新的注水水源。

他们发现，环保区脱硫净化水水质十分
接近初馏塔和常压塔塔顶注水水质要求，经
过可行性论证和模拟试验后，决定在区域内
现有生产流程基础上，改造邻近设施，低成
本、短时间完成脱硫净化水引入。 （张 勇）

安庆石化
加强循环水系统管理

本报讯 安庆石化水务部循环水系统负
责该公司所有主装置冷却水供应，运行情况
直接影响公司整体安全生产，近期，他们针
对循环水系统运行薄弱环节，制定相应整改
措施，进一步提升其运行水平。

他们对39台风机、6台透平泵、30台电动
循环水泵等分别进行了专项检查，并对循环水
塔内件、疏水器等进行重点检查。 （汪声君）

□翁巧姝 杨东志

“班长，在线绝缘监测系统监测
到 2号重整装置一段母线电阻下降
明显，请派人到现场检查。”近日，茂
名石化热电分部电气一车间当班电
工巡检时，通过在线绝缘监测系统发
现异常情况，立即汇报并配合排查。
最终，他们发现问题出在一台进料泵

电机接线盒上，立即对其进行了整
改。

这是该系统今年第3次监测到在
运电气设备绝缘电阻下降的隐患，相
关人员根据系统提示及时进行了处
理，有效避免了电气设备短路故障。

近年来，供电技术发展很快，电
气设备在线监测技术在许多领域得
到应用。在线绝缘监测系统可在不

停电的情况下，对电力系统绝缘情况
进行监测和预警，具有连续、高精度
监测的优点。当绝缘电阻下降至报
警值时，该系统会及时提醒相关人员
处理，避免重大事故。

2号重整装置建设之初，热电分
部专家团队就进行了研讨，经充分评
估分析，决定引进该系统。这是茂名
石化第一次应用该系统。投用后，值

班电工每天可通过系统后台查阅在
运设备绝缘状况，并及时组织处理设
备问题。

实践证明，该系统很好地保障了
2号重整装置安全平稳运行，具有推
广使用价值，下一步，热电分部计划
大面积推广该系统，持续提升设备供
电运行监测能力，夯实供电系统安稳
运行基础。

□张 辉 蔡蕾蕾

不久前，周亮总结出的“高压闪
蒸罐 D301假料位处理方法”被天津
石化评为年度十大优秀操作法之
一。该操作法可有效防止压缩机入
口压力错误报警引起联锁停机，初步
估算，每年可为企业降本增效20多万
元。

周亮今年28岁，是天津石化聚丙
烯车间工艺三班内操。两年前的一
个夜班，他碰到了聚丙烯装置高压闪
蒸罐D301液位假报警。高压闪蒸罐

负责高压条件下分离聚丙烯和丙烯，
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引起连锁停机。

按正常操作他立即开大出料
阀。然而，开大阀门后，下游压力值
突然增加，无法消化增多的物料。原
来报警是假的，周亮懊恼不已。

他决定找出错误报警原因。原
来，聚丙烯装置已投用23年，核料位
计测量准确度下降，出现错误报警。
操作人员在无法直观判断真假报警
的情况下，按常规操作进行处理，不
仅浪费物料，而且会带来安全隐患。

他立即寻找解决办法。核料位

计无法更换，如果找到阀门固定开度
值，就能确保压力稳定，进而确定料
位计真实值，判断报警真假。“事实证
明，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连续生
产情况下，上游装置负荷是波动的，
阀门开度不可能固定。”周亮说。

但他毫不气馁，继续寻找解决办
法，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了出料阀门开
度范围上。当班期间，他有意识地控
制阀门开度，寻找合适的阀门开度范
围。然而，生产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整
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他每次尝试寻
找合适阀门开度范围时，都会引起上

游旋风分离器电流变化。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他和班长

一起监测装置运行情况，最终找出了
不同牌号产品控制阀门开度的相应
范围，摸索出“三步法”判断真假报
警。在不能确定高压闪蒸罐D301报
警真假时，首先控制阀门开度并间断
活动下料阀，然后通过观察下游装置
压力变化判断料位真实状况，最后通
过旋风分离器电流强度、罐顶部丙烯
流量和压力、下游低压闪蒸罐系统压
力、气相反应器压力等数据进行综合
评价，完成对异常情况的处理。

10分钟消除
锅炉熄火险情
□李春莲

“好险，还好班长反应快，炉
子差点儿就熄火了。”近日，湖北
化肥合成氨部化工四班内操周俊
全，看着已恢复正常运行的快锅B
炉说。

当天一早，他们接到上游煤
气化装置减负荷运行的通知。煤
气化装置减负荷运行会使工艺气
减少，生产系统也会随之变化，这
引起了班长孙文清的警觉。

“注意 B炉火焰监测信号。”
当他查看快锅B炉DCS画面时，
发现锅炉两个火焰监测信号出现
波动。他刚说完，一个火焰信号
就消失了，另一个火焰信号也在
持续减弱，快锅 B炉面临联锁停
车的危险。

“快，加天然气掺烧！”孙文清
果断下达指令。周俊全等人立即
打开天然气调节阀。在火焰监测
信号波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这是
化解危机的有效方法。果然，快锅
B炉火焰监测信号逐渐稳定下来。

此时，对讲机里传来外操杨
超的声音，“快锅B炉再循环风机
出口单向阀振动值过大”。孙文
清意识到，火焰信号波动可能是
再循环风机问题引起的，于是慢
慢调整再循环风机，减少烟气加
入量，确保装置稳定运行。

10分钟后，快锅 B炉运行稳
定了。孙文清联系运行部技术员
到现场进行检查，再循环风机恢
复正常后，将加入的天然气退出
系统。

巧解电磁阀
回讯延时问题
□赵子恩

不久前，胜利石化气分装置
气柜酸性水封罐上水阀、蒸汽阀
频繁出现开关回讯延时的问题，
严重影响正常工艺操作和装置平
稳运行。

他们立即组织仪表维护人员
赶赴现场对上水阀和蒸汽阀进行
检查，先后对仪表气路、电路等进
行仔细检测，对可能出现故障的
部位逐一排查。仪表维护人员判
断问题在于电磁阀动作时气路切
换不及时。

现场人员密切配合，拆下电
磁阀进行解体分析，并对零部件
逐一检查，发现电磁阀阀芯弹簧
弹力严重不足。阀芯弹簧老化，
弹性减弱，造成气路切换不及时，
引起回讯延时。

原因查清后，他们通过拉伸
弹簧、增加合适垫片、清洗气路、
清理阀体内腔等措施，有效解决
了阀芯弹簧弹力不足的问题。回
装测试结果显示，两台气缸阀开
关回讯延时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为避免出现类似问题，他们又对
气柜的其他4台电磁阀进行了检
查和维护。

机泵有了“在线医生”

电气设备可在线监测

“三步法”确定报警真假

齐鲁石化气体联合装置采取多项措施，不断提高节能和运行水平

纯氢耗煤指标连续6年系统领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