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彭 展 文/图

“我们装置（车间）4月上旬停车进
行了为期半个月的检修，中旬实现检
修后一次开车成功，通过优化调整，

‘五一’假期，3套装置 5条生产线均满
负荷生产，保持平稳运行，SEBS、SIS等
日产量超过 300 吨。”5 月 5 日一上班，
蔡保成简要汇报了装置运行动态。

蔡保成今年 34 岁，是巴陵石化橡
胶部 SIS装置（车间）副主任、高级工程
师、共产党员。2011年，从陕西榆林定
边县乡村走出来的他大学毕业，进入
巴陵石化工作。11 年来，他珍惜每一
次锻炼机会，从倒班操作工、技术员、
技术组长，成长为装置副主任，投身热
塑橡胶技术创新系统工程，催开朵朵
绿色环保“热塑橡胶之花”。2021 年，
他荣获中国石化“闵恩泽青年科技人
才奖”。

“刚上班我就碰上厂里建设国内
最大的年产6万吨特种热塑橡胶装置，

再后来又开工建设国内首套、全球第
三套年产两万吨SEPS（氢化苯乙烯/异
戊二烯共聚物）工业化装置及年产5万
吨 SEBS 新装置。”蔡保成说，“我全程
参与这3套一流装置建设、开车及优化
运行工作，感到非常幸运。”

2017年3月，蔡保成刚担任装置副
主任，就参与 SIS质量全面提升攻关行
动，一方面解决了产品凝胶、杂质、色
变、结块等问题，实现 SIS 产品质量全
年“零投诉”；另一方面参与开发环保
型SIS产品新工艺，成功实现4个SIS新
牌号产品工业化生产。同年9月，在蔡
保成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工厂新
建的年产 2万吨 SEPS工业化装置一次
开车成功，产出优等产品。巴陵石化
由此成为全球第三家采用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核心技术工业化生产 SEPS 的
企业，填补我国 SEPS产品研发生产的
空白。

“装置投产几年来，我先后 9 次参
与组织 SEPS工业化生产，成功生产出
6个牌号 SEPS产品，应用于果冻蜡烛、
光缆油膏和润滑油黏度改性等领域，
填补国内空白。”蔡保成说，“2021 年，
用于果冻蜡的 SEPS首次出口东南亚，
并通过中欧班列通道出口欧洲，增加
了公司绿色环保新材料出口品种，我
们都感到很自豪。”

2021 年 2 月 1 日，工厂新建年产 5
万吨 SEBS 工业化装置前后工艺流程
全面贯通，一次开车成功。为确保实
现这一目标，蔡保成提前两个月牵头
启动化工处理及生产准备工作。在抓

好人员培训、物资准备的同时，他做好
技术文件、化工处理方案、投料试车方
案、预案演练方案会签等工作，还带领
员工在装置边尾项整改边化工处理的
复杂条件下，克服低温天气、疫情等
不利因素，如期完成新装置所有管线
和设备清洗、吹扫、置换、气密、设备单
试、电气仪表系统联校等工作，为装置
一次开车成功打下坚实基础。

11 年来，巴陵石化橡胶部走持续
自主技术创新之路，培育热塑橡胶系
列产品核心竞争力。置身于此的蔡保
成每天想得最多的就是怎样学以致
用，与同事们一道开稳开好每一套装
置，生产出更多受用户欢迎的热塑橡
胶新产品，造福社会。

图为蔡保成巡检SIS装置运行情况。

创新优化催开朵朵“热塑橡胶之花”

p e t r o c h e m i c a l W e e k l y6 2022年5月24日
生产研发● ●
炼化周刊

本周点击

petrochemical Weekly

新闻摄影竞赛新闻摄影竞赛
长城润滑油杯长城润滑油杯

□责任编辑：于 莹 □电话：59963233 □邮箱：yuying@sinopec.com □审 校：史雅莉 □版式设计：巩宝贵

新闻速递

petrochemical Weekly

牢记嘱托 再立新功 再创佳绩 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中科炼化
“揭榜挂帅”回收富余氧气

本报讯 截至 5月底，中科炼化回收富
余氧气两个月增效650多万元，标志着其重
点“揭榜挂帅”项目——“富余氧气回收利用
优化”项目攻关取得突破。

今年以来，中科炼化建立“揭榜挂帅”机
制，将急难险重的攻关项目纳入公司总经理
奖励，发动广大技术人员积极攻关创效。该
公司“揭榜挂帅”项目涉及6大类20 个小项
72 项工作措施，各项目均明确项目组组长
和成员，定期组织跟进项目实施情况及研究
解决遇到的困难。

为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中科炼化加大
装置生产运行统筹力度，大力抓好能、气、
水、电、蒸汽等优化，将全厂“富余氧气回收
利用优化”作为“揭榜挂帅”项目之一，节约
氧气外购成本。他们成立节能增效技术攻
关组，认真分析相关装置运行数据，决定在
确保装置安稳运行的基础上，将空分装置放
空排放的高压氧气压力降至中压，并入全厂
管网回收利用。

为确保氧气降压输出工作顺利进行，负
责该项目具体实施的炼油三部一方面充分
识别投用风险，核实流程安全使用，制定投
用方案，另一方面加强操作人员培训，并反
复开展应急演练，为优化调整做好准备。3
月初，技术改造项目完成并开始试运行，经
过不断优化调整，氧气输出量从最初的500
立方米/时提至目前的1.6万立方米/时，年可
减少外购氧气量14016万立方米。

（吴金梅 阮翠颜）

南阳能化
生产线提速增产特种蜡

本报讯 日前，南阳能化公司通过对特种
蜡生产线实施提速、开源等措施，使每小时
特种蜡产量提高20%左右，单位产品电耗也
实现同比例下降。

受国际局势动荡和疫情反复的影响，国
际原油价格持续升高，特种蜡市场看涨。南
阳能化公司紧跟市场变化，持续优化生产管
理，提高特种蜡产量，为企业多创效益。

该公司挖掘生产潜力，对特种蜡造粒生
产线实施提速试验，把生产线频率逐步提
高，从 20Hz（赫兹）提至 22Hz、23Hz，最后
稳定在 24Hz，使粒蜡生产线每小时产量由
2.8吨提高到3.4吨，增产效果良好。

对于块蜡成型生产线，虽然有6个注料
口，但由于定量包装每袋装10块蜡，所以一
直只开5个注料口，这样连续两次注料刚好
10块蜡装一袋。为提高产能，技术人员尝试
把剩下的一个注料口也打开，并精准调节注
料阀，使 10块蜡的总重量控制在 50千克~
50.1千克。这样一来，在满足计量要求的情
况下，每注料10次，就可以多生产一袋特种
蜡产品。

经过近一个多月的试运行，该公司4条
造粒生产线、一条块蜡生产线运行平稳，不
仅使生产效率提高20%，而且每吨特种蜡产
品的平均电能消耗也下降 1.9千瓦时，降耗
增产效果明显。 （李家武）

胜利石化
完成锅炉乏汽回收在线调试

本报讯 近日，胜利石化总厂完成一氧化
碳锅炉乏汽回收在线调试，装置低温热水系
统温度提高了4~6摄氏度，预计每年节约蒸
汽1500多吨。

炼厂催化装置一氧化碳锅炉、外取热器
等能量回收设备，在排放污水过程中，由于
锅炉乏汽，会带走部分热能，造成能源浪
费。自 2月开始，石化总厂着手对重催装置
一氧化碳锅炉排放的乏汽进行回收，补充至
装置低温热水系统。受疫情影响，生产厂家
技术人员无法到现场调试、安装系统。该厂
技术人员对照图纸，经过多次试验，解决了电
动阀动作方向与阀门回讯指示不一致等难
题，独立完成了现场设备到控制柜的接线和
锅炉乏汽回收的在线调试工作。 （李崇辉）

□蒲红霞 易志利

“截至 2月 15日，荆门石化中水
与边沟水回用率达64%，提前完成集
团公司下达的今年污水回用率 45%
的任务。”4月 25日，荆门石化副总工
程师张太龙在调度会上通报。

一直以来，荆门石化树立“抓水
资源管理像抓生产一样”的理念，持
续增强全员节水意识，严控跑冒滴
漏，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中水回用率和
边沟水回用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
率，加快建设节水型企业，经济和社
会效益明显。

严控跑冒滴漏，啃下节水硬骨头

“抓好水资源管理，就是捡黄金，
尤其要做好水泄漏隐患治理，1吨/时
的水泄漏量，一个月直接水价就是 2
克黄金。”荆门石化负责人在每周召
开的节水专题会上强调。

荆门石化是有着 50多年历史的
老厂，新鲜水地下管网错综复杂，经
年累月泄漏点不断增多，处理难度极
大。为啃下节水这块硬骨头，该公司
领导亲自挂帅，成立由生产调度部、
安全环保部、设备工程部、技术质量
部和炼油四部组成的专项工作团队，
制订工作计划、确立任务目标，推进
节水专项行动。为了增强各单位和
员工的节水意识，他们专门举办节水
培训班，公司主要负责人授课，讲授

节水的具体措施。
2021年以来，专项工作团队根据

企业实际情况，制定分区停水方案，
对全厂新鲜水使用量进行标定，在固
定时段关掉生产装置新鲜水进水阀，
让生产装置暂不使用新鲜水，通过核
查水表数值，分别查出系统管网水线
和装置水线的泄漏量。

为了查找每一处泄漏点，该团队
联合节水管理网络成员采用“挂图作
战”方式，根据系统管网和装置的水
线分布图对全厂53套装置和20余公
里的新鲜水、消防水、循环水系统管
网水线进行逐一巡查，查找跑冒滴漏
部位和不合理用水情况，并对查出的
漏点报设备工程部抢修。

“找出漏点后挂牌标识，必须在
一周内完成整改，否则主管部门或装
置将受到考核。”该团队专项巡查负
责人许若峰介绍说。

通过堵漏举措，该公司新鲜水损
耗量大大降低，节约效果明显。

“诸葛亮会”攻关技术难点，
提高中水回用率

在提高中水回用率上，荆门石化
着实下了一番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要想提高中水回用率，需要
对污水处理装备进行提标升级改造。
荆门石化提前做出规划，经过两年攻
关建设，于2020年11月投用新污水提
标装置，高含盐和低含盐污水实现了

分输分治，为中水回用打下了基础。
经新污水提标装置处理的中水

还需进一步处理才能达到回用标准，
为解决其中的技术问题，专项工作团
队着手摸索污水投用药剂最佳配
方。他们相继调研走访了数家兄弟
企业，向专业人士取经，并邀请济南
炼化专家讲授专业知识，最终污水投
用药剂最佳配方尘埃落定。炼油四
部又从操作入手，加强水质管理，确
保中水达到回用标准。

中水水质达标后，便进入回用阶
段。在完成中水回用规划点供水后，
中水还有富余。为此，专项工作团队
多次召开“诸葛亮”会寻找新的用水
点，生产调度部制定中水回用方案。

“现在，聚丙烯部和公用工程部循环水
场、3号催化装置补水系统、全厂消防
水系统均使用了回用中水。下一步我
们打算在安全环保部、公用工程部、检
验计量中心办公楼，使用回用中水冲
厕所。”4月初，专项工作团队执行负责
人卢俊刚介绍中水回用情况。

截至 4月中旬，荆门石化中水回
用率同比提高54%。

闲置设备重新“上岗”，提高
边沟水回用率

“将边沟水进行深度处理后回
用，既可降低外排水量，又可节约新
鲜水。”为了进一步提高水资源的利
用率，专项工作团队着手提高边沟水

的回用率。
尝到了“甜头”，该团队着手进一步

提高边沟水的回用率。他们开展技术
攻关，对老区氧化沟闲置的气浮、BAF
曝气生物滤池、流砂过滤器等处理系统
的单元设施进行维护检修再利用。

“边沟水回用后，各补水点的流
量、压力等参数要达到动态平衡，确保
补水水质稳定。”闲置设备重新“上岗”
后，专项工作团队又通过优化边沟水
处理操作方案，加强回用边沟水处理
系统操作纪律、工艺纪律管理，通过开
展边沟水回用专项劳动竞赛等举措，
确保边沟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边沟

水达到回用标准后纳入边沟水回用管
网，代替新鲜水为企业供水。

他们还改造利用原边沟雨水回
用系统加快提高边沟水回用率。4
月，该团队打通边沟水通道，完成第
三循环水厂系统管网优化，至此，荆
门石化实现了用边沟水取代新鲜水
为3个循环水厂补水。边沟水回用管
网供水量可达到 80吨/时，有效降低
新鲜水消耗。

□黄敏清 马宗霞

“中门有一托产品套膜被剐破
了，要卸下来重装。”近日，正在广州
石化聚丙烯三装置库房站台下车辆
中门处检查的仓管员对叉车司机说。

聚丙烯三装置库房套膜带托出
厂产品适宜用海运柜装车运输，但目
前大多数承运商仍然使用有中门、车
厢内侧有螺栓等凸起物的车辆提货，
在装车时或运输途中容易造成破包。

为此，广州石化专门制定了套膜

产品出厂装车叉车操作要点和质量
管理要求，关闭中门、后门前，仓管员
必须检查产品外包装是否完好，并请
提货司机确认后才能出厂，避免发生
产品破包质量事件。

“不用卸，只是套膜破了一个小
口，里面的包装袋是完好的，也不漏
料。”听到要重装的消息，提货司机从
车头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中门看了一
眼后大声跟叉车工说。

“都马上装完了，又不漏料，司机
也没意见，就不用管了吧？”外包单位

的叉车司机也一脸不情愿。
“师傅，不好意思，刚才装车时套

膜袋被车厢内的异物剐破了，不能出
厂，重新给您换一托，我找两个叉车
司机帮您装，很快就完成。”仓管员走
到司机面前耐心解释。

“我的货，我说不卸就不卸，我赶
时间！”提货司机冲仓管员大声嚷嚷。

库房班长听到外面有异常，马上走
了过来。了解情况后，他安排两名叉车
工立即换料，并向司机做详细的解释。

“我们有规定，套膜破了就是产

品包装质量不合格，是绝对不能出厂
的，这样做不仅是对我们负责，也是
为客户负责。不要着急，我们会尽快
处理好。”看到司机的情绪有所好转
后，班长又向对方耐心地介绍套膜产
品装车的质量要求。

“不好意思，因为赶时间，刚才是
我态度不好，你们认真负责也是为我
们着想，我回去卸车后也会仔细检查
车厢并做好防护，避免下次装车时再
剐破袋子。”问题解决后，提货司机被认
真负责的库房人员感动，并诚挚道歉。

□何文生

“班长，二线干燥机有两块相连
的链板铆钉脱落，一左一右。在链板
运行至下方位置会下垂，情况紧急，
请到现场确认。”5月 1日晚，安庆石
化腈纶部纺丝区域三班班长洪骏接
到正在巡检的周建生的电话。

周建生是纺丝三班兼职设备员，
当天他像往常一样对所负责区域的
运行设备进行巡检，当巡检至二线干
燥机入口处时，看到链板之间的间隙
有点偏大，约有一厘米。凭借对设备
的了解，周建生没有放过这不起眼的
一厘米，经过仔细查看，终于确定是
链板的固定铆钉脱落，一侧松动。

周建生及时将此情况向班长洪
骏汇报，洪骏在确认情况属实后，立
即向设备员和区域主管汇报，安排人
员登录缺陷系统，并联系检修值班人
员到现场处理。

为了保证生产稳定和产品质量，
他们只能短暂停机，分数次进行处理。
虽说只是几个6毫米的铆钉，但是作业
空间狭小，只能容一个人上半身探入处
理，使不上劲，加上纺丝现场高温高湿，
不一会儿每人都热得满头大汗。

随着区域主管、设备员及检修支
援人员的到场，大家分工合作，终于
消除了隐患，保障了设备的正常运
行。“如果没能及时发现，轻则拉翻几
块链板造成非计划停线，重则单侧链
条和链板大量扭曲变形，需要停工抢
修好几天。这台设备已到了运行末
期，我们也把它列入了大修计划。”区
域副主管潘闳菲说。

“不放过一厘米的间隙，揪出大
隐患，周建生真是‘火眼金睛’！”工友
们纷纷点赞。

荆门石化大力推动节水减排，严控跑冒滴漏，进一步完善污水回用系统，提高中水和边沟水回用率

多回收一吨污水就多节约一吨新鲜水

图为炼油四部操作工在污水提标装置污水一体化生化池空气鼓风机房进
行风量调节。 蒲红霞 摄

“产品包装不合格，不能出厂”

炼化人生

petrochemical Weekly

不放过
一厘米的间隙

5 月 5 日，塔河炼化 2 号序
列常压焦化装置历经 50天检修
后，进入开工阶段。为全面提
升青年员工技能操作水平，炼
油第一作业部把培训课堂搬到
装置开工现场，“以老带新”进
行现场培训，以“理论+实践”形
式，促进青年员工快速了解开
工流程和设备原理，为装置安
全运行提供人才保证。图为班
长指导青年员工进行流程改
动。 吴业巍 摄

南化公司
线上培训提升供应商投标率

本报讯 近日，南化公司为 18家自采物
资供应商开展线上培训，帮助优秀供应商提
高投标成功率，提升物资供应效率。

南化公司自推行电子招标以来，不时有
自采物资供应商因电子标书存在瑕疵或细
节疏忽导致流标，给供需双方造成损失。他
们每年都对供应商进行培训，今年由于疫情
管控实行线上培训。南化公司物装中心事
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为设备、材料、电仪等
供应商认真讲解了招投标法律法规及注意
事项等内容，特别对流标文件典型案例进行
了点评。通过培训，大大提升了供应商准确
投标的技能水平。 （赵文宏）

开工现场“以老带新”
促进青年员工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