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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胜利油田油气集输总厂临淄原油库以“百日攻坚创效”行动为契机，以“全员安全诊断”活动为抓
手，按照“三化三零”(设备操作标准化、设备本质安全化、设备运行合理化，零缺陷、零故障、零事故)原则，对
储油罐区、各生产岗位和各种电气设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全面提升安全环保水平。与此同时，临淄原油库
通过组织全员深入学习绿色发展理念，并将其融入生产经营各项工作，让“奉献清洁能源，践行绿色发展”
等理念成为干部员工的共同价值追求，让绿色站库成为高质量发展最亮底色。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厉明 摄影报道

打打造造绿绿色色站站库库

桩西采油厂：

老区开发“益”想天开

技术蓄势，“质”取未来
地面工程维修中心加快从传统服务保障型向现代技术集约型转变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崔洪颖

构建新型维保模式
5月份，地面工程维修中心

孤东维修服务部、河口维修服务
部分别与孤东采油厂采油管理
二区、河口采油厂采油管理五区
签订业务大包承揽协议。根据约
定，这两家服务部将应用“管道
检测+超前维保”技术，为甲方提
供油水井管道检测和维保服务。

事实上，应用“管道检测+超
前维保”技术高质量服务甲方生
产，在地面工程维修中心已不再
是新鲜事。早在2019年年初，现
河维修服务部就与现河采油厂
签署合作协议，对现河油区的
213条管道进行了检测维保。

油气生产连续性强，生产管
网一旦因老化腐蚀出现穿孔泄
漏，往往需要停产后动火抢修。为
更好地服务原油生产、消除安全
环保隐患，地面工程维修中心坚
持问题导向、需求牵引，变“事后
抢修”的保障理念为“超前维保”，
用新技术引领维修方式变革。

他们根据管道检测情况，将
隐患点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三
个等级，逐一制定修复方案，保
障管道安全运行。地面工程维修
中心生产技术(物资装备)部主任
陈孝勇认为，这不仅提高了维保
质量，还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甲方
生产损失。

自成立以来，地面工程维修
中心始终把维保服务质量放在
首位，以课堂讲解、现场管道检
测实战等方式加强员工操作培
训，确保大家熟练掌握技术和设
备。“我们以技术进步推动中心
发展，以质量升级拓宽服务市
场，充分发挥队伍的专业优势破
解难题，让新技术释放出更大的
创效潜力。”地面工程维修中心
经理、党委副书记刘为民说。

深度应用绿色维修技术
采用绿色环保水性涂料，取

代岩棉、玻璃棉、聚氨酯等传统
保温材料，地面工程维修中心先
后在滨南采油厂、东辛采油厂等
开发单位应用陶瓷防腐保温一
体化技术，有效提高管道设备的
一体化保温防腐效果，延长设备
使用寿命。引进冷焊修复技术，
使用绿色环保新材料进行带压
快固补漏，实现了无噪音、无污
染、零排放。

在地面工程维修中心，像这
样维修方式上的变化越来越多，
安全环保、绿色清洁、高效集约
已成为胜利维修技术的“潮流”
和代名词。今年4月，地面工程维
修中心在桩西采油厂单井注水
管线更换施工中，成功应用小口
径管道自动焊接技术，标志着这
个中心向维修技术工业化迈出
了关键一步。

“滩海生产不同于其它油区
生产，安全环保、管道防腐等要
求很高。”地面工程维修中心技
术研究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曲
海涛说，自动焊技术操作稳定、
焊接质量高，而且施工现场噪音
小、烟尘小、无焊条头遗留、无飞
溅，安全绿色环保，很适合滩海
施工作业。

事实上，地面工程维修中心
成立之初，就把绿色维修技术体
系建设作为推进专业化发展的
先决条件，不断加大绿色环保维
修新技术的引进和创新。例如，
这个中心在不动火碳纤维修复
加强技术应用中，采用高性能碳
纤维复合材料和专用粘合剂，对
管线腐蚀严重、易发生穿孔的重
点部位进行不停产、带压修复和
加强，提高管道的运行安全性。

“不仅操作安全环保，还能
防患于未然，把甲方的原油损失
降到最低。”地面工程维修中心
党委常委、副经理杨卫国告诉记
者，不动火碳纤维修复加强技术
备受甲方青睐，目前已经累计施
工400余次，减少停井600余次。

高压水射流切割技术是这
个中心应用的另一项绿色环保
维修新技术。据了解，常规切割
作业多采用热切割或机械切割，

明火或火花难以避免。高压水射
流切割技术使用水和磨料颗粒
完成对碳钢、合金钢等材料的切
割，不仅高效安全、绿色环保，还
能节省施工人力和维修成本。

“推动绿色维修技术的高尖
新发展，是提高维修质效的关
键，也是加快培育维修专业化发
展新动能、实现绿色企业的有力
之举。”地面工程维修中心党委
书记、副经理冯金忠说。

为保障支撑主业蓄能
维修技术决定了服务质量。

自成立以来，地面工程维修中心
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应用领
域不断取得突破，并充分发挥人
才优势，在新设备研制和创新上
下足功夫。

他们成立了泵类修理技术、
机加工技术等4个创新小组，选
拔140名基层技术人员、技能人
才，聚焦开发单位生产难题、市
场需求和维修技术“瓶颈”，着力
创新攻坚，先后研发了井口及管
道带压开孔技术、泵修及配件加
工修复技术等，凸显了胜利维修
品牌技术优势。

皮带式抽油机运转3-5年后，
输入轴的轴端易出现窜轴及漏油
现象，导致齿轮损坏或输入轴断
轴等故障，造成油井停产。这个中
心研发出皮带机减速箱输入轴窜
轴及漏油治理技术，已在上百台
皮带式抽油机上应用实施，治理
效果良好，颇受甲方欢迎。

与此同时，这个中心不断分
析市场需求的发展变化，着力发
挥城区机泵维修服务部、滨海机
泵维修服务部、德滨机泵维修服
务部的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加
强自主创新，拓展泵故障在线诊
断、大型离心注水泵节能改造、
巴氏合金轴瓦修复与铸造、高分
子涂层修复保护等新技术业务，
形成机泵维修的新动能。

截至目前，地面工程维修中
心共承担和参与各类科研项目
23项，申报国家发明专利1件、实
用新型专利10件，获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授权6件。

专业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自2018年成立以来，胜利油田地面工程维修中心紧盯
技术前沿，着眼市场需求，通过引进新技术、推广新工艺、研发新设备、应用新材料等措施，实现9项关键
核心技术持续升级，培育形成了支撑专业化发展的引领性技术，中心专业化支撑保障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不断增强。

打破禁区
“观念必须转变，否则

不会有较大程度的突破。”
姜涛说，以往，基于底水是
稠油开发“禁区”的认识，
射孔开发的层位会选择离
底水较远的位置。

在这次综合治理中，
他们对桩139的开发状况
进行综合分析时认为，区
块含水逐渐上升到95%左
右，已经处于中高含水开
发后期，必须转变开发前
期控水生产的思路禁区，
充分利用构造边部及过渡
带地层能量充足的油井，
通过提高液量等方式，提
升开发效果。

桩139-斜35井是一口
靠近油藏边缘的油井，靠
边底水较近，受原油粘度
高、流动性差等因素制约，
这口井一直保持高含水开
发，多年来开采效果没有
达到预期目标。治理攻关
中，工艺技术人员对桩139
-斜35井靠近底水的层段
进行了射孔开采，液量由
30多吨增加到180多吨，油
量也由原来的不足1吨增
加到3 . 5吨。

流动性增强，自然而
然就激发了地层活力。在
桩139-斜35井成功实现措
施增油后，他们又对油藏
周边靠近边底水的3口油
井进行施工，日产量增加
了8吨。

堵住漏洞
历经几十年高效勘探

开发后，流动性较好的水
容易在缝隙大的地层流
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水
流通道，这意味着采出的
水越来越多，油却越来越
少。

“处于中高位置的油
井由于储层物性不均匀，
渗透率高的地方容易形成
底水突然上升，只有堵住
这部分水流的通道才能采
出更多的油。”工艺所副所
长侯洪涛多年从事工艺研
究，对工艺技术了如指掌。
在他看来，堵住漏洞的关
键是要找到合适的化学试
剂，但不同的油藏所需要
的化学试剂不同，这主要
因为地下油水的成分复杂
多样，同时要适应地下的
高温而不变性。

解决这些问题，针对
稠油油藏封堵机理，侯洪
涛和技术人员取来桩139
区块油井的油样，并经过
大量的室内实验，对不同
类型的堵剂进行筛选，评

价不同堵剂与油藏的适应
性和封堵效果，最终确定
了最新研发的无机-有机
复合凝胶体系。

据了解，这个体系具
有地面配比简单、可泵入
性强、成胶强度和成胶时
间可控的特点。在桩139-
平14井进行稠油井层内堵
调试验中，候凝48小时开
井后日增油5 . 4吨，含水下
降10 . 5%。目前，他们已经
在这个区块实施堵水工艺
2井次，含水下降13%。

打开通道
此前，桩139-平21井

日产量降低0 . 2吨。工艺技
术人员对其实施水平井挤
压充填防砂施工，日液量
由措施前的200方增加到
400方，油量增加到每天6
吨。

“桩139区块开发最大
的问题，是要解决井筒附
近泥沙、沥青质等堆积形
成的堵塞，挤压充填防砂
技术是最佳的解决问题方
案。”姜涛说，所谓挤压充
填防砂，就是用适当的压
力在井筒附近人为造出一
些裂缝，同时向缝隙中填
充合适的砂石，让油水在
砂石的缝隙中顺利流出。

为了让地层中的油更
顺畅地流到井筒，增加开
采效果，他们在填充砂石
前注入70余方的降粘剂，
让更大面积的稠油实现降
粘的目的；在防砂工具选
择上，他们把精密微孔滤
砂管换成了绕丝滤砂管，
同时配合水平井挤压充填
防砂。

“绕丝滤砂管孔隙度
更大，能够让油水和细小
的砂通过，而把大颗粒的
砂阻挡在滤砂管外。”侯洪
涛解释说，应用充填防砂
不仅有效提高防砂强度，
还能有效延长防砂有效
期。

针对老井受滤砂管外
堆满了黏土、砂石、沥青质
等物质带来的“肠梗阻”问
题，工艺技术人员在这次
治理中应用增加了溶解沥
青质的试剂，有效畅通了
油水通道。同时，他们还采
用注降粘剂+二氧化碳、微
生物采油等方式降低稠油
的粘度，进一步提高油井
采收率。

经过五个多月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工
艺技术人员打开了桩139
区块油水流动的通道，激
活了桩139区块效益开发
活力。

桩139平台是胜利油田桩西采油厂开发建设最早的
海油陆采平台，也是该厂最大的稠油区块，目前正常生
产油井49口。“去年下半年，区块日产量一直徘徊在90吨
左右，于是就通过实施综合治理，扭转效益开发被动局
面。”桩西采油厂工艺研究所所长姜涛说，经过5个月的
综合治理，桩139平台日产量由90吨增加到136吨，“产量
增加50%，主要得益于技术人员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工艺
技术的进步。”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程秀坤 徐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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