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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喷生产，日产原油20吨，不含水。”这是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探井罗176，自7月下旬试油以来交出的
成绩单。罗176井成功的意义，在于揭开了地下3000米沙四段红层的石油梯田面纱，结束了罗家地区红层勘
探35年来停滞不前的局面，新增1400多万吨的控制石油地质储量……油田勘探高级专家刘魁元认为，罗176
井的成功并非偶然，这既有认识的突破，也有理论的创新，更有技术的进步。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包正伟

不曾停止地“认识”
对于罗176井所在区块罗54

块的最新认识，河口厂勘探主任
师单宝杰最熟悉不过。他说，这
一区块沙四段顶面为典型的鼻
状构造，在被近东西向和北东向
展布的断层交叉切割后，从立体
俯视图上看，犹如一块块呈棋盘
格式的梯田。其中沙四下亚段，
因为储层以红色的泥岩夹灰色
的砂岩为主，整体呈现红色，业
内一般称其为红层。

地表梯田因产粮而富有生
机，地下红层梯田因不生石油而
显得贫瘠，就像沙漠因草木不生
而荒凉。“虽不生油，但因具有储
油、存油条件，红层孕育了石油
梯田。”单宝杰说，河口厂部署的
罗176井位于构造高部位的一块

“梯田”内，自喷生产也实属情理
之中。

如此肥沃的石油梯田，过
去缘何没有发现？事实上，河口
厂对这一区块沙四段红层的认
识一直没有停止过，早在上世纪
70年代就部署罗14探井，80年代
又部署了仅产出一方油的罗20
探井。后来，围绕这一区块的红
层勘探、兼探，又陆续部署过上
百口井，终因单井累计产量太
低、开发效益差而陆续关井。

与沙四段勘探举步不前相
比，罗家油田罗54块主力含油
层系是1990年发现的沙二段，
勘探开发一度红红火火，目前
进入开发枯竭期，仅有4口油井
生产，日产原油仅有7吨。沙四
红层在当前开发层系以下350
米左右。

多年来，河口采油厂勘探
技术人员怀揣“罗家之下找罗
家”的梦想，一直保持对红层的
执着关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
罗54块进入特高含水期，产量逐

年递减，如果没有新发现，接下
来可能面临无油可采的境地，这
也更加坚定了勘探技术人员老
区中找新区的信心和决心。

让新发现成为可能
“红层有潜力。”这是河口厂

勘探技术人员的共识，但是潜力
在哪里、潜力有多大？面对这些
疑问，技术人员并没有因构造破
碎、成藏规律难以把握而畏难，
反而是没有禁区地想、脚踏实地
干，重读海量资料，重建构造模
型，寻找一切有利于改变红层认
识的环境条件。罗家高密度三维
地震资料成功出站后，技术人员
更是连续半个月分子，完成对红
层的构造评价。

高精度资料的应用，让过去
看不见的现在能够看见，使新发
现成为可能。“原来就像是拿着1
倍的放大镜看油藏，现在是拿着
24倍的显微镜在观察，断层的数
量比以往更多、走向更清晰、断
层组合更合理，构造圈闭也明显
增加。”河口厂勘探室副主任聂
聪说。

地质构造被认清后，成藏特
征也逐渐露出了真面目。从沉积
的继承性发育角度来讲，沙四红
层和上部的主力油层一样，均为
鼻状构造。在红层的顶部，还发
现有易于变形的膏岩覆盖，且具
有很强的封堵性，让红层成为油
气保存条件良好的异常高压区，
具备良好的存油条件。东西向的
断层断开膏岩层后，又使沙三段
烃源岩与红层直接对接，让附近
的渤南洼陷和四扣凹陷成了红
层的石油之源。简言之，沙四下
亚段的红层梯田能装石油，并且
周围也有油源和让石油流过来、
存起来的成藏条件。

至此，老层系下面找到新的
含油层系从可能变为现实，为罗
家油田新发展注入新活力。不仅
如此，红层所在区块为老油区，
道路、电网、注采管网等地面配
套设施完善，产能建设规划相对

简单，投资也会少很多。

过程坎坷，结果精彩
确定部署罗176探井后，河

口厂勘探技术人员加班加点地
解释资料，并做好理论、技术等
方面的研究，使罗176井进入钻
井工程设计环节。就在这个环
节，红层的命运差点重回原点。

当时，技术人员集中讨论了
两次，问题都聚焦在一个有毒气
体——— 硫化氢上。红层的上方70
米左右是膏岩层，其主要成分为
硬石膏，有人提出罗176井沙四
下储油层靠近膏岩层，有可能红
层中的油气硫化氢含量高，即使
找到油层也无法投入开发。

不过，膏岩层与红层之间还
有70米左右厚的泥岩层和砂岩
隔层，从理论上讲，可以把含油
层与含硫化氢层分为两个独立
系统。

事实上，这种认识是正确
的，因为过去打的不少井硫化氢
含量很低，罗176井区具有形成
低硫化氢的类似条件。再则，由
于地质认识的深化、开采工艺的
进步，只要具有较高的生产能
力，技术人员完全可以化解硫化
氢风险，这就意味着罗176井可
以打。后来，历经两次的再论证，
罗176井最终被认为可以实施。

回顾罗176井的过程，聂聪
感觉就像是一个新的生命诞生，
过程有坎坷结果很精彩。如今，
罗176井稳定高产，红层的构造
和成藏认识逐渐变得清晰，勘探
技术人员也正在进一步刻画描
述储层，争取让红层见到更大更
高效的产能。

刘魁元认为，罗176井的成
功，意义不仅在于能够控制1400
多万吨的石油地质储量和建成
几万吨的产能，更重要的是罗
176井催生的“梯田论”，打破了
罗家鼻状构造沙四下亚段的勘
探困境，对高勘探成熟区油气勘
探老层系再认识、老区块实现新
突破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贫瘠红层蕴育肥沃石油梯田
河口厂理论创新、技术进步为罗家油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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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任厚毅
赵丽) 近日，由胜利油

田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组
织实施的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渤海湾盆地济阳坳陷
致密油开发示范工程”任
务四“致密油藏压裂完井
技术”成果交流推进会在
沈阳召开。据了解，本次交
流对提升示范工程成果水
平、推动示范工程的顺利
实施、确保完成国家对项
目的最终成果验收，具有
重要意义。

“致密油藏压裂完井
技术”重点围绕胜利油田
致密油藏产能低、递减快、
能量补充难、成本高等开
发难题，进行致密油开发
渗流机理、储层岩石力学
与裂缝扩展机理、新型压

裂工艺、压裂完井管柱、压
裂材料体系、裂缝监测以
及油层保护等方面的研
究。

据了解，经过两年的
攻关，项目开展了全三维
体积裂缝扩展规律等基础
研究，形成了以组合缝网
压裂工艺、簇式支撑高导
流压裂工艺、快速分段高
效压裂管柱、低伤害压裂
液为核心的致密油体积压
裂完井技术，并开展了30
多口井的现场试验。

经有关专家论证，项
目创新形成的致密油高导
流节能高效压裂关键技术
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形成的致密油“分支缝+高
导缝”组合裂缝压裂技术，
使裂缝监测评价的波及体
积提高2-3倍。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取得阶段性成果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张鹏志
刘婷 ) 胜利油田物资

供应处与陕西延长石油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业务
承揽协议以来，已经有3批
供应管理业务骨干轮流奔
赴陕西，负责协议业务实
施、物资供应管理优化等
工作，开启了胜利供应人

“走出石化、发展供应”的
新征程。

今年五月份，首批业
务承揽人员抵达延长石油
集团后，以“定标准、提品
质、创品牌”为路径，第一
时间前往其下属延安公
司、下寺湾采油厂、南泥湾
采油厂和富县采油厂调研。

为摸清延长石油集团
各项物资供应管理体系和
现行采购制度，他们对其
组织架构、物资管理及质
量验收等管理规定进行充
分学习，并参考自身相关
制度和管理经验，梳理、建

立完善管理制度清单；编
制《延长石油项目业务实施
方案》，并制定240个物资小
类采购方案时间计划表。

同时，他们运用“胜利
样本”统一标准、优化流
程、提升质量、注重实效，
帮助延长石油集团制订符
合该油田业务特性的采购
方案，提出物资需求计划
提报和框架协议采购合理
化建议10余项；为甲方梳
理完成需求物资240个小
类品种、36个框架标包的
所有物料及技术标准共计
34391项，完成29个采购方
案编制。

一年多来，胜利油田
物资供应处围绕“市场”这
一中心，发挥专业特长“走
出去”250余人，占全员总
数30%，用实际行动诠释
新时期胜利供应人的使命
与担当，有效提升中国石
化物资供应管理服务的美
誉度。

塔里木分公司：

党建创新成果获奖

物资供应处发挥优势
打造“胜利供应”品牌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邱振

军) 日前，塔里木油田举
办践行“四个诠释”基层
党建典型案例评选活动，
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塔里
木分公司《实施“1+2+3”
递进工程，实现党建工作
无缝隙覆盖》创新成果，
从94家入围案例中脱颖
而出获得优秀奖。据了
解，这是该油田唯一一家
乙方单位入选的创新成
果。

2017年以来，针对新
入职员工增多、素质技能

亟待提升，党建工作在基
层开展不力等问题，塔里
木分公司党委不断创新
探索基层党建工作模式，
创造性总结形成了党建
工作“1+2+3”工作法，并
成为塔里木油田基层党
建典型案例。

据了解，所谓“1+2+
3”工作法，即充分利用党
建工作钉钉群这一个党
建工作管理渠道，打造组
织力和学习力两个支撑，
为党支部提供选优、选
才、选点三项激励措施作
为支部发展的保障。

近日，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在油气井下作业中心现河井控演练基地，举办承包商井控技术比武，模拟
油井发生含有硫化氢的井喷事故，让兴达、中胜、鸿胜等三家单位作业队同台竞技应急抢险能力。据了解，
承包商管理是安全环保工作的重难点，为进一步提升直接作业环节的风险管控水平，现河采油厂通过系统
培训、技能比武、要点考试、视频监控、现场检查等方式，完善承包商施工的全过程闭环管理，持续提升风险
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水平，全力打造城中油区绿色企业新优势。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孟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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