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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原油管道生产运行管理发展回顾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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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俄原油管道工程（包括漠大一线及二线）投产运行 10 周年之际，回顾了 10 年来的生产运
行管理发展历程。系统梳理了中俄原油管道工程概况：漠大一线从无到有的运行管理模式，扩容增
输工程的意义及重难点问题，以及漠大二线从有到精的工艺系统智能化完善，最终到区域化管理的
全面开展。结合国家管网集团的战略发展目标，总结了将漠大线朝智能化管网方向发展所面临的问
题及其需完善的内容，并从宏观角度展望了智慧互联大管网建设将带来的企业提升和输油管道智能
化发展愿景。（表 2，参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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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China-Russia Crude Oil Pipeline
TANG Yan, YU Haichao, FU Yingjie
Daqing (Jiagedaqi) Oil and Gas Transportation Sub-Company, PipeChina North Pipeline Company
Abstract: On the 10th anniversary that the China-Russia Crude Oil Project (including the First and Second Mohe-Daqing
Pipelines) was put into operation, its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in the 10 years was
reviewed. Specifically, the pipeline overview was presented systematically, including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mode of the
First Mohe-Daqing Pipeline from scratch, the significance of capacity expansion and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thereof, the
continuous intelligent improvement of the process system of the Second Mohe-Daqing Pipeline to be refined, and finally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the regional management method. Additionally, the problems faced in the intellectualization
of Mohe-Daqing Pipeline and the items to be perfected were summariz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goal
of PipeChina. Finally, prospect was made from the macro perspective, namely, the enterprise upgrading and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vision of oil pipelines will be brought about by the construction of a large intelligent interconnected pipeline
network. (2 Tables, 21 References)
Key words: China-Russia Crude Oil Pipeline, Mohe-Daqing Pipeline, development history, production management,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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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 8 月 3 日，中 国 迎 来 输 油 管 道 的 建 设 高

罗斯太平洋沿岸的科济米诺湾，中俄原油管道是其中

潮，经国务院批准，东北管道建设筹备小组正式启动了

国支线。漠大一线投运后，实际输量为 1 500×104 t/a，

“八三”管道工程。1971 年，建成中国首条长距离、大

与俄方签订供应合同执行期限为 20 年，满负荷输量

[1]

口径原油管道—— 大庆—铁岭原油管道 。此后，贯

为 3 000×104 t/a[3]。2013 年，漠大一线进行适应性改

穿东北腹地的原油管道相继建成[2]。2009 年 5 月中俄

造工程，漠河站增加 20×104 m3 储罐罐容，增大了运行

原油管道（漠大一线）开工建设，
2011 年 1 月 1 日漠大

调节余量。2014 年，漠大一线进行扩容工程，漠河站

一线正式投油，在中俄两国之间正式构建了一道原油

又增加 10×104 m3 储罐罐容，进一步缓解了维抢修压

战略桥梁。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全长超过

力。2015 年，漠大一线实施增输工程。漠河首站新增

4 000 km，西起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泰舍特，东至俄

6 座 5×104 m3 储罐，提升了输送能力，进一步保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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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安全。2018 年 1 月 1 日，漠大二线投产运行，管

转状态，部分管段负荷压力趋于阈值上限，无法在工艺

道途经黑龙江、内蒙古两个省市自治区，基本与漠大线

方面进行大幅调整，否则容易导致工艺风险。

同方向布置，管道全长 941.80 km，管径 813 mm，设计

1.1.2

扩容增输改造
漠大一线自 2011 年 1 月 1 日投运以来即满负荷

压力 9.5~11.5 MPa。

运行，局部运行压力达到 9 MPa。由于该管道穿越

1

440 km 原始森林、
11 条大中型河流及 5 个自然保护

发展历程回顾

区，
一旦管道发生事故将对周围环境造成极大破坏甚至
1.1

引起国际影响，因此，在满足输量要求的基础上应尽量

漠大一线投产运行及改造

1.1.1

降低其运行压力。此外，
为满足中国日益增加的原油需

运行管理
漠大一线是中国首条穿越多年冻土区、原始森林

求量以及中国与俄罗斯的增输协议要求，
漠大一线先后

的大口径原油管道，全长 926.5 km，始于漠河首站，止

进行了扩容、
增输改造工程，
经扩建改造，
现漠河站新增

于大庆林源站。该管道全部采用常温密闭输送，局部

两座 5×104 m3 油罐，罐区库容量由 50×104 m3 扩容至

管 段 设 计 压 力 8.5~10.5 MPa、管 材 L450、设 计 压 力

60×104 m3；
原塔河清管站改建为输油泵站，加格达奇

8.0 MPa、设计管径 813 mm。管道从南至北共设有林

站新增两台输油泵机组，改造后漠大一线设计年输量

源站、讷河站、加格达奇站、塔河清管站、漠河站 5 座站

增至 2 000×104 t/a[7]。

场，全线共设 36 座阀室[4]。由于俄油在高寒地区的恶

除常规输送外，漠大一线还需相关技术来解决输

劣环境下仍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因此漠大一线采用常

油任务突然加大的问题[8]。在中俄原油管道输送中，
常

温输送工艺，不但可减少因温度上升对多年永冻土的

采用减阻剂进行减阻、降压、增输、完善优化运行方案，

影响，还可避免应用热源对管道的加热作用。

效果显著，经济性好，且具有重要的环保、节能意义[9]。

漠河站设有化验室、消防泵房、罐前阀室、变电所、
4

3

减阻剂普遍应用于输油管道的增输过程中，这是由于

6 座 5×10 m 储罐罐区、输油泵房、紧急截断阀区、收

在运行压力不变的工况下，管输输量会因油流与管道

发球及阀组间等，其主要工作任务为接收并计量俄罗

间的摩阻损失降低而显著增加[10]。应用于增输过程

斯来油进入罐区，随后外输。塔河站、加格达奇站设有

中的减阻剂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①减阻剂不对油品质

3

变电所、紧急截断阀区、输油泵房、
500 m 泄压罐、收发

量和油品加工造成不利影响；
②在使用过程和储运过

球及阀组间，
工作任务主要为加热上游来油并输送至下

程中减阻剂不会出现明显的降解；
③减阻剂具有较强

站。讷河站设有紧急截断阀区、综合设备间、收发球及

的抗剪切能力；
④务必体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特点。

[5]

阀组间等，
主要开展上下游的清管作业 。

2014 年 9 月，
漠大一线增输工程投产运行，
工程对

漠大一线处于大兴安岭腹地，恶劣的冬季极端天

讷河站、塔河站、加格达奇站、漠河站等开展大规模升

气为电子设备、仪表的稳定性带来巨大挑战。经运行

级和改建。加格达奇站对厂区进行了扩建，将两台输

发现漠大一线站场内局部输油管路、生活用水及消防

油主泵设置于原泵房的北部区域；
漠河站通过改建将

管道的电伴热和防腐保温效果不理想，这是由于初期

倒罐泵作为给油泵使用[11] ；
讷河站与塔河站也对站区

施工过程中管道埋深不足极易引起保温失效；
其次，由

进行了扩建，将管站升级为泵站后又建了 500 m3 泄压

于漠河站储罐容量有限，沿线区域地形复杂，社会依

罐区、输油主泵房、罐前阀室、泡沫消防站等功能性场

托、交通运输、冰雪路面、高寒气温、沼泽、冻土开挖及

地。经过系列扩建升级工程，漠大一线 4 座泵站（表 1）

丘陵等多方面的问题给供油合同和线路抢险造成巨大

的输量显著提升，总量增至 2 000×104 t/a[12]。漠大一

压力；
此外，常年冻土层的地下环境和寒冷气候增大了

线增输工程统筹考虑了其与漠大一线工程之间的相互

[6]

管道阴保和外部防腐保温层失效的风险 。

影响情况，以期尽可能为中俄原油管道提供依托。增

在线路阀室内部，自动化元件运行环境、发电机组

输工程充分依托已有的储运设施：
①漠河站，基于漠河

柴油供应都会受到低温天气的影响，沿线最低气温达

首站储罐扩容工程与漠大一线适应性改造工程，漠河

到 -52.3 ℃，管道保温不足会造成管道冻堵、失效等

站新增 6 座 5×104 m3 储罐，加之原有 6 座储罐，目前

问题。自漠大一线正式投运起，管道始终处于全部运

漠河站可使用的 5×104 m3 储罐数量已达 12 座；
可使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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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站场名称

泵机组类型
给油泵

漠河站

塔河站

加格达奇站

讷河站

3

-1

排量/（m · h

）

1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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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大一线输油泵配置情况表

扬程/m
60

轴功率/kW

台数

备注

3

已有

220

给油泵

1 050

60

220

1

倒罐泵改造

给油泵

1 050

60

220

2

适应性工程增加
定转速、已有、换电机、换叶轮

输油主泵

3 120

225

2 010

3

输油主泵

3 120

225

2 010

1

变频、已有、换叶轮

输油主泵

3 120

225

2 010

4

定转速、漠大一线增输新增

输油主泵
输油主泵

3 120
3 120

225
225

2 010
2 010

1
2

变频、漠大一线增输新增
定转速、已有、换电机、换叶轮

输油主泵

3 120

225

2 010

1

变频、已有、换叶轮

输油主泵

3 120

225

2 010

2

定转速、漠大一线增输新增

输油主泵

3 120

225

2 010

4

定转速、漠大一线增输新增

输油主泵

3 120

225

2 010

1

变频、漠大一线增输新增

用漠河首站相关厂区及设备；
可使用漠大一线增输工

制，分别以北京和廊坊的主、副调控中心为轴，各站点

程漠河首站留有备用区域。②林源站，基于庆铁四线

控制和管道就地控制为辅达成全线控制目的。全线自

工程，可使用其已建成的辅助设备、备用场区；
可使用

动控制系统采用 SCADA 系统，主要控制对象为关键

目前林源站可用场区。③讷河站，基于漠大一线增输

阀室和站点输油工况。

工程，可使用其建成的输油主泵以及辅助设备、备用场

1.2.3

通信系统

区。④加格达奇站，基于漠大一线工程可使用其已建

漠大二线输油工程以光纤通信搭配卫星及租借

成的辅助设备、场区。⑤塔河站，基于漠大一线增输工

公网通信实现全管道通信，保障管道运行状况及时反

程，可使用其已建成的输油主泵以及辅助设备、场区。

馈至调控中心和各输油站点，以便采取相应措施。其

1.2

漠大二线运行管理

中光纤通信为主要通信方式，卫星通信为备用通信方

随着中国原油需求的持续增长、中俄原油贸易规

式，漠河首站、塔河泵站、加格达奇泵站、讷河泵站及

模不断提升，双边能源合作进一步深化，中俄双边商定

林源输油站均已建 VSAT 卫星通信远端站，接入北

4

中俄原油管道供应量增至 3 000×10 t/a。2018 年初，

京油气调控中心 Linkstar 卫星通信系统中。现有漠

中俄原油管道漠大二线工程正式投入运营。作为中国

河首站和加格达奇泵站分别至廊坊分控中心的 1 条

四大进口能源支柱之一，漠大二线也成为国家“一带一

2M 公网电路保留，作为环回电路使用。北京油气调

路”建设的重要工程。漠大二线的正式投产运行，增加

控中心主用通道：
自漠河首站的前 4 站通过光纤通信

了东北原油储量，使能源通道更加畅通，优化了中国油

系统将运行信息集中传输至林源站，通过庆铁线光通

品供需格局，保障了国家能源供应安全。

信系统将汇聚的 SCADA 数据上传至北京油气调控

1.2.1

中心。备用通道：
漠河首站、塔河泵站、加格达奇泵站、

工艺系统
中俄原油管道漠大二线工程起自黑龙江省兴安

讷河泵站、林源输油站利用已建卫星通信系统将本站

镇的漠河首站，横跨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后于

的 SCADA 数据上传至北京油气调控中心。廊坊分控

大庆市林源站终止，管道路由近似漠大线，工程总长

中心主用通道：
自漠河首站的前 4 站通过光纤通信系

941.80 km，管 径 813 mm，设 计 压 力 9.5～11.5 MPa。

统将运行信息集中传输至林源站，通过庆铁线光通信

漠大二线工程沿途地形和建筑多变，途经 12 处中大型

系统将汇聚的 SCADA 数据上传至廊坊分控中心。备

水域，跨过 14 条铁路及众多公路，二级及以上的公路

用通道：
采用分段环回方式，林源输油站至加格达奇泵

达 40 条。漠大二线工程共改扩建 5 个站场，前 4 站均

站段 SCADA 数据通过光通信系统在加格达奇泵站

基于已建站场进行扩建，林源输油站依托庆铁线已建

汇聚，落地后通过公网 DDN 电路环回廊坊分控中心。

站场改扩建。漠大二线工程共设置 43 座线路截断阀

加格达奇泵站至漠河首站段 SCADA 数据通过光通信

室，其中 34 座与漠大线阀室合建。

系统在漠河首站汇聚，落地后通过公网 DDN 电路环

1.2.2

回廊坊分控中心。漠河首站与俄方的通信方式采用微

自控系统
漠大二线工程全线采用多级控制策略实现管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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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区域化管理要求，
在漠河首站、
塔河泵站、
加格

收集处理后排至已建 4 000 m3 蒸发池，自然蒸发。塔

达奇泵站、
讷河泵站、
林源输油站、
加格达奇输油分公司

河中间站排水采用雨污分流系统，站内生活污水收集

及大庆输油分公司 7 座站点增加相关设备，
廊坊分控中

处理后排至已建 1 600 m3 蒸发池，自然蒸发。加格达

心设备在漠大一线已有设备的基础上，
各站共增加 7 台

奇输油站排水采用雨污分流系统，生活污水系统采用

路由器、
7 台网络交换机及 7 台通信服务器等。在已建

集中排放，定期外运处理方式。讷河中间站排水采用

SDH 光传输系统上开通 7 座站点至廊坊分控中心的通

雨污分流系统，站内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后由罐车定期

信路由。各站工艺数据、设备维护数据通过光传输系

拉运至市区排至城市污水管网。林源站现有地埋式一

统向林源输油站汇聚，通过庆铁线光传输系统将汇聚

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生活污水处理达标后排放。

的 SCADA 数据上传至廊坊分控中心。

1.2.6

1.2.4

管理方式
漠大二线仍依托大庆（加格达奇）输油气分公司

供配电系统
漠河首站现有 1 座 66 kV 变电站，变电站 66 kV

进行生产运行管理和日常维修；
依托漠河维抢修队、加

侧、6 kV 侧出线均采用单母线分段接线方式，设有两

格达奇维抢修中心、大庆维抢修中心进行全线大型维

台 12 500 kVA 主变，将原两台 12 500 kVA 主变增容

抢修。漠大二线工程调控中心设在北京调控中心和廊

至 20 000 kVA，主变采用有载调压风冷式变压器，户

坊分控中心，在加格达奇、大庆输油气分公司分别设有

外布置。

远程监视终端。管道自动控制分 3 级，即调控中心控

加格达奇泵站内现有 1 座 66 kV 变电站，变电站

制-站控制-就地控制。管道全线数据信号远传至调控

66 kV 侧、6 kV 侧出线均采用单母线分段接线方式，设

中心，调度人员在调控中心对全线的输油生产运行实

有两台 10 000 kVA 主变，将原两台 10 000 kVA 主变

行集中统一的调度指挥。一旦调控中心出现故障，经

增容至 16 000 kVA，
主变采用有载调压风冷式变压器，

授权后，改为站控系统控制，调控中心和站控系统均能

户外布置。

主动获得控制权限。站控系统负责数据采集和监视控

塔河泵站增输工程已建站用 6 kV/0.4 kV×2×

制，站场人员主要负责管道保护、站场设备的看护、就

1 600 kVA 变压器，有足够预留容量，新建单体电源均

地巡检、辅助设备操作及交接[13]。

由站内 6 kV/0.4 kV 变配电间各段低压抽屉柜引接。

1.2.7

漠大二线与已建漠大一线各站的关系

讷河泵站增输工程已建站用 6 kV/0.4 kV×2×

漠大二线的漠河首站与已建的漠大一线漠河首站

1 600 kVA 变压器，有足够预留容量，新建单体电源均

合建，依托现有 12 座 5×10 m3 储罐和计量系统，进口

由站内 6 kV/0.4 kV 变配电间各段低压抽屉柜引接。

俄油经计量后进入漠河首站储罐。漠大二线新建输油

林源输油站站内已建 2×630 kVA 变压器，有预
留容量，各新建单体电源均可由站内燃料泵房配电间
低压固定柜备用回路引接。

泵组与漠大一线已建输油泵组能够分别向漠大一线和
漠大二线管道增压外输。
漠大二线塔河泵站与已建的漠大一线塔河泵站合

本工程监控阀室均采用 1 路市电（主用）+高频

建，进出站管道与漠大线站内工艺联通，增输工程已建

开关电源（后备时间 72 h 蓄电池组+带柴油机充电

输油主泵能够纳入漠大二线工程为管道加压增输，增

接口）的供电方式。

输时泄压系统利用原有泄压系统。

1.2.5

漠大二线加格达奇泵站与已建的漠大一线加格达

给排水系统
漠河首站外设有 7 口水源井，其中 4 口水源井单
3

3

奇泵站合建，二线输油主泵泵组与漠大一线输油主泵

另 3 口水源井单井出水量 10 m /h。
井出水量为 20 m /h，

泵组能够分别向漠大一线和漠大二线管道增压外输，

加格达奇泵站外建有 2 口水源井，单口水源井泵流量

二线泄压系统接入原有泄压系统。

3

20 m /h。林源输油站内现有水源井 4 口，单口水源井
3

泵流量 50 m /h。塔河泵站、
讷河泵站内设 1 口水源井，
3

漠大二线讷河泵站与已建的漠大一线讷河泵站合
建，进出站管道与漠大一线站内工艺管道联通，漠大增

出水量为 6.5 m /h。各站已建生产生活给水系统，
水质、

输工程已建输油主泵能够纳入漠大二线工程为管道增

水量、
水压满足各站场扩建部分生产、
生活给水要求。

压增输，增输时泄压系统利用原有泄压系统

漠河首站排水采用雨污分流系统，站内生活污水

漠大二线林源输油站与已建的漠大一线大庆末站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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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建，为漠大二线管道末站，依托林源储备库现有储罐
[14]

接收来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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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目标，所有设计活动均在运行控制原则框架内进行。
如 1994 年德国 PLE 公司牵头设计陕京一线，第一份

。

区域化管理

文件为《操作及控制原则》
，
明确指出“所有的站场设计

自漠大一线建设以来，所辖管道从 220 km 增至

都要达到无人操作水平，
站场仅留少量人员进行维修服

2 320 km，除林源站、漠河站为大型油库暂不做区域化

务”
“控制系统实行 3 级控制：
中心控制、站控制、就地

规划，
其余站场通过改造，
设备更新换代、
自动化水平提

人工控制”
。反观中国油气管道设计缺乏明确的运行控

升、
员工技能逐步提高，
区域化管理具备基础条件。

制目标，受管理理念、设计能力及专业间的不协调性制

区域化管理模式执行以来，漠大一线、二线所有运

约，管道设计水平参差不齐。因此，亟需建立符合管道

行监视上移至智能调度室，实行统一管理，优化管控界

运营商需求的管道运行控制原则，
在管道设计、
建设、
运

面，现场监视工作由管理人员完成，整体运行监视质量

行、
维护等全生命周期各阶段活动都应遵循可广泛接受

得到提升。站场硬件、软件改造升级后，设备及系统的

的、标准化的、统一的标准。借鉴国外“无人值守、远程

安全系数不断提高，作业区集中巡检频次及质量得到

控制”运行控制模式，
结合中国国情宜采用“有人值守、

保证，运行稳定性不断提升。统筹人力资源，实现人员

无人操作、远程控制”的模式，站场仅需少量的看护、维

精简优化。区域化管理模式应用过程中持续推进政策

护人员。在保证站场安全运行的前提下，
以站自动逻辑

导向。总结试点经验和不足，实施优化政策，切实解决

控制为基础，
实现管道的调控中心远程目标控制。

好岗位管理、薪酬政策及绩效考核等焦点问题。完成

2.1.2

了硬件改造升级、公司 PI 数据库反传工作，全面推行

统一建设标准
高水平建设标准决定管道控制水平的高低。国际

了区域化管理。同时，加快信息化开发应用，依靠智能

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仅为管道设计的最低要求，

化管理提升安全可靠性、降低调度工作强度。持续开

国外大型管道公司通常编制有完善的企业标准或手

展设备隐患整治，通过故障统计简道云系统实时跟踪

册，其要求相比国际标准更严格、更细致，要求管道设

识别各类隐患，协调资源及时销项，确保故障清零。

计、工程建设方均应执行。
2.1.3

2

输油管道智能化展望

提供有效的操作替代手段
利用有效的技术手段代替现场人员操作是站场无

人值守的基本条件，也是智能管道运行的基础。应主
2.1

要解决以下 3 个方面的问题[16]。

无人站场建设
随着输油管道快速发展及“全国一张网”的形成，

（1）站场运行工艺控制、流程及设备操作问题采用

管道安全运行效率问题日益突出。如何通过强化站场

SCADA 系统控制管道运行，通过实现站场自动逻辑

的自动逻辑控制功能，提高调控中心对整条管道甚至

控制，使天然气管道站场按照调控中心的远程控制指

整个管网的管控效果，降低操作人员在危险环境内活

令运行，自动完成预设的控制逻辑目标，降低人为原因

动风险和人为失误风险，一直是管网运行管理过程中

产生的操作不确定性或不安全因素，提高管道的运行

不断追求的目标。“以人为本”的管道运行控制原则和

效率和可靠性。

“安全、可靠、效率”的全生命周期活动准则，促进了“有
[15]

人值守、无人操作、远程控制”站场运行的操作思路

。

（2）站场运行环境综合监测、报警及巡检问题根据
当地社会治安环境建立站场智能安全防护系统平台，

从管网运行管理趋势可见：
目前亟需提升现有的运行

实现站场智能监护。通过站场的综合运行环境监测、

管理模式和理念，提高调控中心对管网的管控效果和

巡检及报警，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巡检、监管工作人员的

管道系统安全运行效率，降低操作人员在危险环境内

任务量，实现覆盖全时间段的全方位检测，进而缩短危

的活动风险和操作风险，加快无人值守站的推广建设

险区域内人员的活动时长。

势在必行。
2.1.1

明确统一的控制理念

（3）通过远程诊断维护系统对现场智能设备提供
远程诊断、设备故障报警记录、故障处理与维护。实现

控制理念是方向，是管道建设发展的原动力。国

现场压缩机组、智能仪表及控制系统的巡检、诊断、维

外管道在设计伊始即有明确的针对整条管道的运行控

护，为智能设备健康评价夯实数据信息渠道。通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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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预案的落实，有效减少相关智能设备在运转过程中

标准；
③操作运行人员向维护技能型人员转化，打破基

存在的事故风险。

层专业、
工种分工，
开展基于维护维修作业的培训；
④建

2.1.4

立科学、有效的评估考核体制，提高人员工作积极性。

优化站场工艺设计
为使站场运行具备足够的稳定性、安全性、可控

推行无人值守站建设不仅是技术问题，
还受制于管

性，站场无人值守需依托调控中心远程控制，而调控

理理念、标准化设计水平、设备可靠性及社会环境等因

中心远程控制的基础是站场自动逻辑控制。为提高

素。通过建立明确的运行控制目标，
在管道全生命周期

自动控制的有效性，首先应对站场工艺系统设计加以

范围内推行统一的运行管理和设计理念，
引入专业的风

优化，对于计量分输站通常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①站

险评估分析手段和专业化审查制度，
提高管道的设计水

场主流程等压设计，减少压力分界点，优化保护控制。

平，
降低管道运行风险，
提升现场人员职业技能水平，
在

②水力计算合理，优化加热、压力监控系统流程和配

站场全自动逻辑控制的基础上实施管道调控中心远程

置。③合理配置执行机构，满足逻辑控制和保护控制

目标控制，
逐步扩大无人值守站应用范围[17]。

需求。④优化工艺流程设计，合理选择口径，减少公共

2.2

部分回路数量。⑤简化辅助系统设计。

智慧互联大管网建设
国家管网集团致力打造中国智慧互联大管网，为

站场大口径球阀开启时，通常要求前后压差不超

此需解决以下问题：
提升在用管道自动化管理水平；
对

过 0.2～0.5 MPa，避免在高压差状态下开启造成阀门

接大数据管理；
为新老在役管道搭载智慧数据分析、智

密封损坏，以延长阀门的使用寿命。因此，设计时应对

慧自动控制连锁、智慧数据库应用；
完成传统管网管理

站场自动控制逻辑进行分析，找出自动开启时存在大

模式向智能数字化建设转型的任务，最终实现资产数

压差的阀门，通过设计电动旁通阀和压差检测，增加自

字化、场景孪生化、管网维度化[18]。在开发构建智慧

动平衡压力阀组控制逻辑，确保实现自动启动大口径

互联大管网时，
《三体智能革命》中的相关理论表明：
只

球阀功能。

有将数字体、意识体、实物体 3 方面进行综合，才能真

2.1.5

正编织出智慧互联管网。智能系统的形成普遍需要借

科学评估与专业审查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以现行标准、规范为基础，进

助实体的物联数据、意识体的知识及推理建模[19]。对

行合理、科学的全面评估研究，如安装应力分析、SIL、

于智能化管网，其设计、投产及生产运行 3 个时间段

HAZOP、QRA 等。基于相关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并进

的路线基本一致：
将现场输油管网设备与后台数据管

一步优化项目方案。

理进行有效融合，实现现场运行情况与数据库内容的

目前中国的设计审查通常采用专家会审模式，存

一一对应，利用数据库内容制作仿真模拟，从而进行

在审查深度不足、不同阶段专家意见相左、审查意见受

各项流程作业的后台模拟实验，形成数字模型与运行

专家个人经验影响等弊端。可考虑参考国外项目设计

管理的有机结合，实现对管网运行管理的优化控制、

审查方式，委托有能力的专业机构按照管道运营商关

精准操作、准确预测。而中俄原油管道的管网智慧化

于管道建设、运行控制目标及要求对设计文件进行专

管理应用，还需完善自动化控制、建立数据库支持、确

业化的审查，主要包括不同阶段的设计文件、采购文

定智能应用场景 3 方面的内容。同时，在管道及管网

件、控制原则等，确保审查深度和审查的一致性。

系统、站场、线路 3 个层次上，还需解决临界条件数据、

2.1.6

不同工况下的连锁条件、数据实体化转换融入规则、

技能人员培养
人的因素是实现无人值守站场建设的关键。提高

建设规划等问题[20]。为实现既定功能，管网智能化

人员技能，降低事故发生概率，结合 ASME B31Q-2006

完善过程中还需明确管网系统和数据管理系统基于

《工艺管道 ASME B31.3 实用指南（原著第 2 版）
》和 API

同一操作平台，确保管理步调一致，同时，关联机理模

RP 1161-2012《管道操作者资格的推荐实施规程》要求，

型、动态数据各种属性。中俄原油管道工艺建设在实

从以下 4 个方面加强技能型人员的培养：
①建立有效的

现智能化管理的过程中，将长期开展 8 项工作（表 2）。

培训与资质认证体系，提高操作人员的职业素养；
②开

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中俄原油管道生

展针对管道运行中基于风险的操作、维护作业识别工

产运行管理模式将不断向智能管道、智慧管网方向转

作，对识别出的作业按风险进行分级、分类并建立培训

变。“智”是在保证准确性、时效性、科学性的前提下，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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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俄原油管道智能化工艺管道管理工作内容表

工作内容
整合数据管理平台

工作目标及标准
连续整合并管理管道输油工况信息、消费
者终端实用信息及工程相关外部信息
搭建与中俄原油管道能源传输管道特征
相匹配的专业化管理程序体系

开发系统多场景、
多层级管理程序
设计具有高效分析
中俄原油管道能源传输体系智能决策
决策能力的智能化
管理
大数据系统
配合完成“全国一张 实现能源传输体系数字化、意识一体化、
网”战略部署
评价标准统一化
搭建管道及设备数
建立管道和设备失效数据库及发布平台
字化管理平台
建立运行管理模型， 设计开发集数据分析与理论预测与一体
开展模拟分析
的能源传输体系管理预测程序
自动化控制系统
智能化完善

总结当前 SCADA 监测控制系统的应用
经验，探索管理程序体系化应用方法

压缩管理成本，提高 设计开发精细化能源传输体系管理程序，
管理效率
实现节能增效效果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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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提前谋划，在新的管网运行模式下，漠大线将以“智”
为谋，
创造更多的技术、
技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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