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河油田分公司油气集输公司审核案例

摘要：
液化石油气的充装作业必须限制装载量，国家标准也明确要求，
严禁超装瓶装液化石油气。
本案例主要为在审核时发现：公司在轻烃生产装置工艺卡片中对
YSP35.5 及 YSP118 两种型号液化气钢瓶关键指标的充装量策划不符合
国家强制标准要求，也不满足《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GB/T19001-2008
标准的 7.1 条款。通过对审核组开具的不符合整改，使公司液化石油
气充装满足了国家强制标准要求，避免了因气瓶超装存在的隐患，间
接创造了经济效益。

推荐认证机构：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认证领域：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人员：刘冬萍（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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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案例发生的背景介绍

受审核组织：中石油辽河油田分公司油气集输公司
审核类型：质量管理体系

第一次监督审核

认证范围：原油、天然气管道输送；油田伴生气回收处理（轻烃回收）；
涉及场所：输油公司、供气公司、输气公司、轻烃厂、职能部门等

认证标准：GBT19001-2008/ISO9001:2008；
审核时间： 2015 年 12 月 29 日～12 月 31 日上午

油气集输公司是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分公司所生产原油、天然气的集散地，主
要担负辽河油田分公司各采油单位生产的原油、天然气管道输送和轻烃回收加工
任务。产品主要为原油天然气管道输送服务、轻烃回收销售。公司年输送原油能
力 1300 万吨，年输气能力 42 亿立方米，年供气能力 36.3 亿立方米，年产轻烃
产品 8 万吨。原油天然气管道输送服务用户有股份公司、炼油厂等 29 家，轻烃
产品用户有居民用气灌装等 13 家。轻烃产品销售方式为辽河油田分公司统购统
销。

二、

案例发生的主要过程、主要审核发现和沟通过程

油气集输公司轻烃厂负责进行民用液化石油气产品质量及钢瓶灌装等工作。
其中 C1-C2 管输下游用户，C3-C5 槽车拉运，钢瓶充装（液化石油气）为居民用
气。操作层设 14 个班组，装置设计处理量 200 万方/天，2015 年轻烃产量 8 万
吨。
液化石油气分为三个品种，分别为商品丙烷、商品丁烷、商品丙丁烷混合气，
油气集输公司轻烃厂生产的民用液化石油气主要为商品丙烷。
液化石油气的比重很小，而体积膨胀系数却很大，相当于水的 10-16 倍，钢
瓶在满液情况下，温度每升高 1℃，压力就会上升 2-3MPa，内压会超过容器的实
际胀裂限度。因此，液化石油气的充装作业必须限制装载量，留有足够的膨胀空
间，不能全充满液态液化气。国家标准也明确要求严禁超装瓶装液化石油气。
审核组长在编制审核计划时，与主管部门进行充分交流后，分成了四个小组，
分别对油气集输公司的输油公司、供气公司、输气公司、轻烃厂以及对生产过程
进行控制、技术支持和协调的生产技术部和各职能部门开展了全方位的审核。
1. 主要审核发现
针对轻烃厂的审核过程中，专业审核员首先查阅了公司《油气集输公司轻烃
充装站操作规程》、《天然气压缩机操作规程》、《油气集输公司轻烃装置操作规
程》、
《轻烃厂质量标准化设备制度汇编》等运行管理规定及操作规程，又到轻烃

厂生产区域、控制室、液化石油气充装区域等生产现场巡察，掌握了轻烃产品生
产过程、充装过程中各种运行参数应有的最佳控制范围，也观察到了机组当时实
际的运行控制参数值。
审核员在审核轻烃厂《200 万方/天轻烃生产装置工艺卡片》时，发现工艺
卡片中关键控制工艺指标为：标准 15kg 液化气钢瓶（YSP35.5 型）灌装量规定
为：14.0kg～14.9kg，50kg 液化气钢瓶（YSP118 型）灌装量规定为：48kg～49kg。
而《液化石油气瓶充装规定》GB14193-2009、《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规定》
SY5985-2007 标准中对液化石油气充装量有明确要求，符合标准的充装量应该为
：
YSP35.5 型钢瓶液化气充装量（容积 35.5L）：0.41kg/L*35.5L=14.555kg
YSP118 型钢瓶液化气充装量（容积 118L）：0.41kg/L*118L=48.38kg
商品丙烷充装系数：0.41kg/L
轻烃厂对两种型号钢瓶（YSP35.5 型、YSP118 型）的充装量关键控制工艺指
标策划均不符合标准要求。
审核组在轻烃厂开具一项书面轻微不符合项：
不符合事实描述：
（1） 《液化石油气瓶充装规定》GB 14193-2009 第 5.8a)条款规定：液化气体
充装量必须精确计算，气瓶的充装量不得大于气瓶容积与充装系数乘积的计
算值，也不得大于气瓶产品规定的充装量。
（2） 《液化石油气钢瓶》GB5842-2006 中表 2 常用钢瓶型号和参数规定：
YSP35.5 最大充装量 14.9kg，YSP118 最大充装量 49.5kg。
（3） 气瓶计算充装量：YSP35.5 型钢瓶，容积 35.5L，充装量为 14.555kg；
YSP118 型钢瓶，容积：118L，充装量为 48.38kg。
查：轻烃厂提供 2015 年 7 月 1 日编制的《200 万方/天轻烃生产装置工艺
卡片》中关键控制工艺指标：液化气灌装标准 15kg 气瓶范围：14.0kg～14.9kg，
50kg 气瓶范围：48kg～49kg。
公司工艺卡片中规定的液化石油气灌装气瓶充装量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也
不符合 GB/T19001-2008 标准 7.1 条款的相关要求。
2. 沟通过程

审核组对轻烃厂的现场审核开具的不符合报告，主要为在审核过程中发现的
产品工艺卡片未满足 GB/T19001-2008 标准中 7.1 在对产品实现进行策划时，组
织应确定以下方面的适当内容：c)产品所要求的验证、确认、监视、测量、检验
和试验活动，以及产品接收准则。
该项不符合事实，反应了轻烃厂在质量管理体系中存在的技术标准应用问
题，尤其是关键工艺参数策划上的不严谨，不符合国家部门规章及国家强制标准、
行业标准的相关要求，存在着隐患。
审核组就该不符合事实所涉及的标准与轻烃厂厂长及技术人员、公司主管部
门、公司经理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2.1 液化石油气充装适用的技术标准：

《液化石油气》
GB 11174-2011

第 6 章为强制性条文
6.3 条：液化石油气应装入液化石油气储罐
或液化石油气专用钢瓶储存。储存液化石油
气应符合《气瓶安全监察规程》的规定和
GB5842 的要求。按 GB14193 规定充装钢瓶、
严禁超量充装。

《气瓶安全监察规程》
（2015 版）

31 条：气瓶充装单位应当保证充装的气体质
量和充装量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规定及相关标
准的要求。

《液化石油气瓶充装规定》
GB 14193-2009

全条文为强制性标准。
5.5 条：丙烷充装系数 0.41kg/L。
5.8 条：液化气体充装量必须精确计算，并
按下列规定逐只检查核定。a 条款：气瓶的
充装量不得大于气瓶容积与充装系数乘积的
计算值，也不得大于气瓶产品规定的充装量。

《液化石油气钢瓶》
GB 5842-2006

全条文为强制性标准。
5.2 条 表 2 常 用 钢 瓶 型 号 和 参 数 规 定 ：
YSP35.5 型液化气钢瓶最大充装量 14.9kg，
YS118 型液化气钢瓶最大充装量 49.5kg。

《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规定》
2.2 现场交流与沟通
SY5985-2007

全条文为强制性标准。
4.2.3.1 条：YSP35.5 型气瓶充装误差为±
0.5kg；YSP118 型气瓶充装误差为±1.0kg。
充装实行严格的复检制度，不应过量充装。

而在《液化石油气瓶充装规定》GB 14193-2009、《液化石油气钢瓶》GB
5842-2006 标准中，对钢瓶充装量的规定出现了不同。
《液化石油气瓶充装规定》
GB 14193-2009

《液化石油气钢瓶》
GB 5842-2006

YSP35.5 型钢瓶，最大充装量为 14.555kg；

YSP35.5 型钢瓶，最大充装量为 14.9kg；

YSP118 型钢瓶，最大充装量为 48.38kg。

YSP118 型钢瓶，最大充装量为 49.5kg。

两个标准规定的液化气充装量出现不同

GB14193 标准是对液化石油气产品充装量作出的要求，GB5842 是对液化石油
气钢瓶产品充装量作出的要求。
对于国家强制标准中出现的不同，审核组建议轻烃厂按照《液化石油气》GB
11174-2011 标准 6.3 条条款执行：
“储存液化石油气应符合《气瓶安全监察规程》
的规定和 GB5842 的要求。按 GB14193 规定充装钢瓶、严禁超量充装”。即：充装
量按照 GB14193 标准执行“5.8 条：液化气体充装量必须精确计算，并按下列规
定逐只检查核定。a 条款：气瓶的充装量不得大于气瓶容积与充装系数乘积的计
算值，也不得大于气瓶产品规定的充装量”，同时建议公司结合《液化石油气安
全管理规定》SY5985-2007 标准中 “4.2.3.1 条：YSP35.5 型气瓶充装误差为±
0.5kg；YSP118 型气瓶充装误差为±1.0kg。充装实行严格的复检制度，不应过
量充装”误差范围进行重新策划。

三、

受审核组织主要的改进方法及其成效

经过与审核组的充分沟通，轻烃厂与油气集输公司生产部、安全科、技术监
督中心、资产科以及油田公司销售处相结合，采取了重新策划液化石油气灌装重
量，修改工艺卡片的措施。
修订后的《200 万方/天轻烃生产装置工艺卡片》液化石油气（丙烷）灌装
标准：

YSP35.5（15kg）气瓶充装范围为：13.9kg～14.5kg，充装误差为 14.2±0.3kg；
YSP118（50kg）气瓶充装范围为：47.3kg～48.3kg，充装误差为 47.8kg±0.5kg 。
修改后的工艺卡片自 2016 年 1 月 27 日开始执行。

通过油气集输公司提交的工艺参数修改后的《辽河油田公司内部产品销售结
算凭证》等整改证据，可以看出公司立即对该问题进行了修改并实施。

公司提供的整改内部销售结算凭证，2016 年 1 月 29 日当日：50kg 钢瓶灌装
30 瓶，15kg 钢瓶灌装 392 瓶，当日共计灌装 7000.4kg。按照新修改的工艺参数
灌装：15kg 钢瓶每瓶灌装 14.2kg，50kg 钢瓶每瓶灌装 47.8kg，充装量均在国家
标准要求的范围内。
按照修订后的工艺参数进行灌装，轻烃厂年度能够节约 50.589 吨。15kg 钢
瓶能够多灌装 3562 瓶，或 50kg 钢瓶能够多灌装 1058 瓶，也为企业间接创造了
经济效益。

通过对该不符合项的整改，轻烃产品关键工艺参数修改策划使公司液化石油
气充装满足了国家强制标准要求，整改了存在的安全隐患，间接创造了经济效益，
也有助于促进公司不断关注轻烃产品民用液化石油气的充装、销售过程中与国家
强制标准的符合程度，推动质量管理体系在公司的主动性和不断深入，在公司内
部提高员工结合管理体系标准与现场技术相结合的认知，改进公司管理机制在技
术领域自我发现、自我改进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公司以更加严谨的态度、贯彻践
行管理体系要求，不断优化技术参数，达到持续保持和改进管理体系的真正目的。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刘 冬 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