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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设施完整性管理在化工行业的应用
杨　盟

（中海沥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滨州 256600）

摘　要　本文主要讲解了设备设施完整性在化工行业设备设施管理方面应用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实现设备设施完整性管理。

设备设施完整性管理的主要意义是生产工作的主要动力。设备设施生命周期的监管包括了管理职责划分、体系建设、设计

制造、安装验收、运营维护、风险控制、报废处置等诸多角度，从对设备设施全过程的监管来加强设备设施应用时的经济

性以及协调性，进而推动化工行业生产成本得到大幅度降低并促进产品质量的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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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在石油化工行业中，安全事故频发，造成的

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巨大，如何规避风险消除隐患，降低

事故频次及经济损失逐渐得到了人们的重视。而对于诸多

化工行业安全事故而言，设备设施隐患以及故障属于主要

诱发因素。要想设备设施能够得到规范化的监管，并合理

规避相关设备设施故障所引发的安全隐患，科学合理的应

用完整性管理理念尤为关键。设备设施完整性管理首先要

构建健全的完整性管理体系以及管理流程。从近年来设备

设施完整性在化工行业的应用中我们发现，其现实价值极

为显著，极大的提高了设备设施管理水平，提高了装置稳

定性和安全性，增加了经济效益。

1 设备设施完整性管理的内容、内涵及其意义

1.1 设备设施完整性管理的内容

设备设施完整性管理是对设备设施进行系统的、动态

的、基于风险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通过管理优化和技术提

升，确保设备设施经济可靠，实现管理目标和可持续发展。

以往传统的设备管理模式总共分为事后维修 (BM)、定期维

修 (TBM)、状态维修 (CBM) 等三个方面，相比于此，设备完

整性管理技术更加注重等诸多方面的实际效果。此时相关

企业也要承担更高水平的 HSE 责任：（1）整体性是设备完

整性的主要特点，主要就是指整体装置或是系统所包含所

有设备的统一完整。（2）单体设施的完整性标准和设备装

置或是系统的实际重要程度密切相关。借助风险分析方案

来针对系统之中设备风险进行风险规模的分类排序，从而

以此排序结果，来对其设备进行相应的区别对待。[1]（3）

设备完整性覆盖整体过程，由设计规划、制造安装以及后

期的应用保养，直到最后彻底报废。（4）设备资产完整性

管理方案就是借助先进技术以及高效率的管理模式，并将

其进行有机融合，再进行运用，以此来确保整体装置设备

能够保持高水平，长时间良好的运作状态。其中心本质就

是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将整合作为设备处理的最终目标，

并且其中包含到的所有任务以及方案都能得到最终质量的

保证。（5）设备的完整性是在持续变化的，并且设备完整

性也要进行坚定不变的改进完善。

1.2 设备设施完整性的内涵

设备设施完整性管理的本质就是管理工作实现系统化。

对于完善的管理系统而言，设备设施的整体生命周期都需

要最为高效合理的监管模式。其最终目的就是使得设备设

施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性以及可靠性，进而以此来确保最

终性能更高且更为安全平衡。设备设施完整性管理，不但

能够确保操作性以及维护性达到所需标准，同时还可以保

证其实现更高质量的任务结果，并且还能够在极大程度上

避免并规避安全健康风险问题的发生。对于设备设施完整

性管理工作的实际范围而言，涉及到诸多方面，化工行业

的实际应用也较为频繁以及普遍。

1.3 设备设施完整性的现实意义

完整性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设备设施管理程

序的规范化，增强设备设施管理水平，并确保相关设备能

够平稳运作，进而最大化体现出设备设施在生产以及办公

方面的实际效率以及真正能力。除此以外，还能够对设备

设施规划、采购、验收、运用以及维护等诸多方面管理工

作不合格性进行管控以及防范，最终使得造成的经济损失

最小化。通过开展设备设施完整性管理工作，可有效管控

风险，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实现设备设施保值增值及最

大经济回报，全面提高企业设备设施管理水平。

2 设备设施完整性管理的释义

2.1 完整性管理

所谓的完整性管理，就是针对设备设施而展开的系统性、

动态性，并以风险周期监管作为基础的管理工作，借助管理

完善以及技术创新的方式，从而确保设备设施的运作能够实

现进一步的经济化以及可靠化，最终使得企业项目管理效果

达到所需标准，并使得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到真正落实。[2]

2.2 设备设施全生命周期

这一阶段共有设备设施规划投资、购置、设计建造、

运营维护、废弃处置等五个部分构成。

2.3 设备

单价超过 4000 元，使用时间超过两年，同时可以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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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并完成相关工作任务的相应电气设备、软件仪器或是

机械设施，针对上述情况或是条件没有全部满足的，属于

低值易耗品。针对那些使用时间较短，易于受损，从而需

要频繁更换的工具器皿，以及移动硬盘等零部件，即便单

价超过 4000 元，也属于低值易耗品。针对主设备而言，专

用附属设备以及设施也属于极为重要的一段组成部分，和

主设备一起进行整体性监管。

2.4 设施

水工工程构筑物、非机械制造所构成及其转固资产和

土木工程构筑物或是建筑物等都属于设施，此外生产车间、

生活用房、办公用房及风、水、暖、网络、电、通讯等部

分及其附属部分也属于设施。

3 设备设施完整性管理的职责划分

化工行业之中，各个阶段设备设施的管理阶层共可以

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企业层面的管理，具体工作就是在

设备设施主管部门展开进行；[3] 第二种就是使用层面的管理

工作，主要工作就是在各设备设施所归属部门所进行的。

3.1 企业层级管理 -- 设备设施主管单位

（1）确保企业相关设备设施监管工作规划以及政策的

真正以及高效落实。

（2）确保企业相关设备设施监管体系以及组织体系的

建立健全。

（3）确保企业相关设备设施监管方式，规章制度，操

作流程以及后期维护体系等方面工作的完善以及健全。

（4）确保企业相关设备设施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5）确保企业相关设备设施监管目标以及工作规划得

到有效确立以及编制。

（6）确保企业相关设备设施监管团队的能力以及建设

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

（7）确保企业相关设备设施信息管理以及相关建设工

作得到有序进行。

（8）确保企业设备设施方面的采购更新、维护等方面

实现有序进行。

（9）确保企业相关设备设施报废评定以及标准科学合理。

（10）确保企业相关设备设施故障分析以及整改监管等

方面工作的高质量完成。

（11）确保企业相关设备设施应用部门绩效评估工作的

公平公正。[4]

3.2 使用层级管理 -- 各设备设施所属单位

（1）确保企业相关设备设施监管方案以及措施的有效

落实。

（2）确保单位相关设备设施监管体系的优化以及完善。

（3）确保企业的相关设备设施管理规章体系，操作规

范以及后期维护体系能够得到真正落实。

（4）确保企业相关设备设施主管部门针对设备设施的

风险防控工作能够得到真切落实。

（5）确保相关部门设备设施监管目标，以及相关计划

能够得到高效完成。

（6）确保企业设备设施监管部门针对管理团队的构建

以及管理水平的提升，能够实现高效落实。

（7）确保设备设施监管部门针对相关单位的信息化数

据管理系统的优化，以及完善工作有序进行。

（8）确保企业相关设备设施的采购更新，维护以及维

修工作能够实现高效进行。

（9）保证企业相关设备设施日常维护管理工作有序实施。

（10）确保企业相关设备设施报废以及鉴定工作标准公

平公正。

（11）确保部门设备设施事故上报原因分析以及后期整

改工作能够实现透明公开。

4 设备设施完整性管理的实施

设备设施管理工作完整性发展的落实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点。相关方面及其内容如下表 1，具体参见下文。

表 1 实施方面及其内容

实施方面 内容

管理原则
实现管理模式先进化

以及高水平化

设备设施完整性管理体系 针对细节进行深入管理

利益相关方
明确利益包涵体，

做好沟通应对

风险管理 做出预测，提前防范

目标和计划 总结经验，构建目标

4.1 管理原则

（1）设备设施完整性监管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实现管

理技术以及管理模式的先进化以及高效化，确保设备设施

实现经济可靠性监管，从而达到高效的市场竞争力，进而

实现更加高水平设备监管方案。

（2）优化并完善设备设施完整性监管体制，使用更加

全面且完整的技术手段，从而实现全面规划、择优选购、

精心维护、合理配置、正确使用、科学检修，进而确保设

备设施持续性维持高效的运作状态以及高水平的工作效率，

最终实现设备设施工作的经济性以及可靠性。[5]

4.2 设备设施完整性管理体系

（1）诸多设备设施的相关部门务必要严格依据企业监

管制度标准，构建完善且高效的完整性监管体系，同时也

要严格落实，并对其中细节方案以及落实情况进行深入管

理。

（2）相关设备设施涉及部门的完整性监管体系，要包

含整体企业的完整性管理工作，同时也要依据业务工作的

具体状况来做出一定的扩展以及深化。[6]

4.3 利益相关方

（1）设备设施相关监管部门以及其涉及单位要及时识

别出利益影响方，要对相关设备质量生产运行以及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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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方面影响所涉及到的部门以及企业单位做好及时有效

的沟通与交流。

（2）相关设备设施监管部门以及所属单位要对利益双方

的具体需要以及未来需求和预期风险做好评估以及应对。[7] 

4.4 风险管理

（1）相关设备设施的管理部门要对设备风险以及风险

等级做好评估以及预判，同时也要制定出相应的应对方案，

并依据相关设施风险变动，做好动态监管，并遵循相关企

业设备设施管理工作规范以及标准，从而构成针对该企业

适用性更强的规范条款，以及其他方面的要求和标准。

（2）设备设施使用部门，要依据体系文件要求，严格

执行体系中的制度要求，定期对风险进行排查，对隐患进

行建档整改。

4.5 目标和计划

（1）设备设施设计部门要依据企业管理目标以及后期

发展计划，同时参考企业管理现状，最终构建出企业设备

设施的最终年度目标，以及中心工作目标。

（2）设备设施主管部门要定期组织并进行各个单位以及

部门企业设备设施管理目标，以及下一年度中心目标计划。

（3）相关设备设施所涉及到的相应部门，务必要依据

企业自身对于设备设施工作的管理计划以及工作指标来对

自身部门设备设施管理工作的最终目标要求以及重点工作

规划，做好真正的明确以及制定。[8]

4.6 资源

（1）明确并熟知设备设施完整性管理工作所涉及到的

相关资源，例如水电人力以及物资等。 

（2）相关设备设施所涉及部门务必要依据具体状况来

配置或去除相关管理工作人员。

（3）设备设施所属部门要对其进行分类及分类监管，

同时，根据设备设施风险类型，规划出合理的应对方案。

4.7 能力和意识

（1）相关部门要针对设备设施完整性管理岗位要求进

行严格排查，确保其拥有相应的管理能力。没有相关岗位

的单位，设备设施主管部门要依据涉及管理的的具体状况，

并依据需求来规划出最为合理的培训方案，或是考核体系，

并以此来进行相关的培养以及评判。 

（2）设备设施管理部门要定期进行年度培训大会，针

对那些进行设备监管操作以及维护的工作人员，做好相关

的培训工作。 

（3）设备设施涉及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务必要明确公

司设备设施的实际管理规划、相关任务目标和相应的职责

体制。此外，还要对违规行为的处置后果做到明确了解。[9]

4.8 信息管理 

（1）设备设施相关主管部门务必要明确了解信息监管

标准，继而以此来为其下属部门提供相应的资料数据支持。 

（2）设备设施主管部门要对相关设备设施实时数据以

及状态做好收集以及记录，例如生产制造记录、运行记录、

维护记录、检测记录以及评判记录等。

（3）设备设施主管部门也要加强针对国外相关标准以

及管理经验，研发成果等方面的了解以及交流，加强自身

企业的认识以及眼界。 

（4）设备设施主管部门要加强针对设备设施信息管理

系统的规划以及搭建，从而以此来实现设备设施相关信息

数据的管理统计以及分析工作。[10]

5 结语

在地球上，海洋的占地面积庞大，且内部资源丰富，

其中油气资源更是数量庞大，此时就要求相关开发技术的

优化完善以及更新换代。在未来几年，海油工程建设工作

将会实现很长一段时间的大规模发展，涉及到的设备设施

身为基础保障也将会必不可少，而为了化工行业的高效平

稳运行，就要从设备设施完整性等基础工作开始，实现各

个角度，各个步骤的细节化监管，如此才能够实现生产工

作的平稳运作，并且在生产工作高效安全的基础之上，降

低生产成本，增强产品质量，最终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飞

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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