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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management practice and the problems exis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cess
pipeline of an oil depot in Myanma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cedure management and its specific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rocess pipeline was described. The study is suitable for the procedure management of pipeline blowing, pressure testing and drying for the process pipeline of
oil depots from starting and completion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Keywords
Oil Depot Construction, Project Quality, Process Pipeline Construction

文章引用: 李贻浩. 缅甸油库项目 EPC 总承包工艺管线施工工序管理[J]. 石油天然气学报, 2019, 41(3): 55-57.
DOI: 10.12677/jogt.2019.413039

李贻浩

缅甸油库项目EPC总承包工艺管线
施工工序管理
李贻浩
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国际事业部，河北 廊坊
作者简介：李贻浩(1989-)，男，硕士，现主要从事石油工程EPC管理方面的工作。

收稿日期：2018年9月20日；录用日期：2018年12月10日；发布日期：2019年6月15日

摘

要

结合缅甸油库工艺管线施工过程管理实例和存在的问题，论述了工艺管线施工工序的管理和规范实施，
适用于油库工艺管线施工从开工到竣工交验前的工艺管线吹扫、试压、干燥施工工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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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介绍
缅甸沥青及成品油罐区工程项目是由 Puma Energy 投资建造的，位于缅甸仰光迪洛瓦经济技术开发
区 3 号区块，占地面积 150000 m2。项目由罐区和码头两部分组成，EPC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承担罐区的抽砂回填，地基处理工作及罐区和码头栈桥上的管线、设施安装。罐区管线施工工
程量主要包括成品油、航煤、沥青罐区和码头的工艺管线、消防管线和给排水管线。工艺管线施工工程
量占总施工工程量的一半以上，合理有效地控制工艺管线施工进度，可以确保项目按期完工，在保障项
目总体施工进度和施工安全质量的前提下，EPC 总承包做好工艺管线试压、吹扫、干燥施工工序管理尤
为重要。

2. 工艺管线施工工序管理
2.1. 工艺管线安装
2.1.1. 工程特点分析
1) 库区场地为抽砂回填的砂地，进行 PVC 管排水处理，场地比较平整，施工作业条件比较好。
2) 管线管径、材质、流经介质种类繁多，比如汽油、柴油、航煤、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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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总体施工方案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装车台的路面已经浇筑完成，充分利用装车台的路面进行工艺管道预制，总体工
艺管道施工工序遵循原则为[1] [2]：地下工程优于地上工程，主管工程优于支管工程，土建工程先于安装工
程，设备机泵安装工程优于管道安装工程；制定合理的施工工序，保证整个工程工艺管道的施工有序进行。

2.2. 工艺管道的吹扫、试压、干燥
2.2.1. 工程特点分析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对缅甸油库工艺管线进行吹扫和试压，严格依据行业规范，当管道工程直径大于
等于 DN600 时，应采用人工进行清理；当管道工程直径小于 DN600 时，应采用爆破法进行吹扫；当管
道工程直径小于等于 DN50 时，应采用压缩空气法进行吹扫[3]。试压应严格按照设计文件要求进行，干
燥是影响油库工艺管道和设备正常运行的重要环节，通过设计论证和专项施工方案评审分析得出，对整
个油库工艺系统管道和设备采用热氮气干燥法进行干燥施工，以达到最优化效果。
2.2.2. 总体施工方案
在对所有工艺管道施工完成并确认流程无误后，才可以对油库工艺管道进行吹扫、试压及干燥工序。
首先应确保管线内的杂质被吹扫干净，然后将缅甸油库区工艺管线分为不同的试压区，使用清水泵吸入
清水注到管道内，按照设计提供的试压值和规范规定的程序进行强度和严密性试验。管道内试压用水应
由设计的低点排污阀排出，确保排水干净。为保证工艺管道的干燥效果和干燥时间，应先用爆破法吹扫
管道内的残留积水，当工艺管道内无明显游离态的水后，停止吹扫。当吹扫完成后，应接通被隔离的各
种设备，确保工艺管线整体贯通后，使用真空干燥配合热氮气对整个缅甸油库库区工艺管道和设备进行
干燥处理，直至满足设计的参数要求。
2.2.3. 施工工序
1) 管道吹扫施工工序。编制和审批吹扫方案 → 现场的吹扫准备 → 吹扫前安全检查 → 吹扫和爆
破 → 检查和确认结果 → 管线的恢复。
2) 管道试压施工工序。编制和审批试压施工方案 → 临时试压管线连接 → 系统的隔离 → 试压前
安全检查 → 试压流程的检查 → 试压压力试验 → 压力试验数据记录 → 管线的恢复。
3) 管道干燥施工工序。检验试压吹扫效果 → 布置氮气干燥设备 → 临时干燥管线连接 → 干燥前
安全检查 → 露点检验 → 管线恢复。

3. 结语
工艺管线吹扫、试压、干燥施工管理在项目工程施工管理中尤为关键，同时项目工程施工管理是 EPC
总承包项目管理的重要部分之一，其顺利实施直接影响项目按期完工，只有重视项目施工过程中关键环
节的施工工序的管理，充分做好项目施工的前期准备工作，制定科学和实际可行的施工实施方案并顺利
执行，根据现场施工情况及时调整施工进度，使项目施工进度与费用控制有效地结合，才能实现项目的
预期目标和确保项目的投资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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