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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超君
耿洪娟 ) 人力资源创

效484万元，超计划20%；
在岗人数从去年年底的272
人优化到122人，用工优化
超过50%；油气当量超产372
吨……“百日攻坚创效”行
动以来，胜利油田孤岛采
油管理六区各项创效指标
综合排名全厂领先，交出
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近日 ,孤岛采油管理
六区实施内部专业化整
合，成立8名员工组成的

“内部专业化计量班组”，
承担全区计量工作，这一
项举措就释放出10名人
力资源，再通过外闯市场
等方式创效益。“计量人
员专业化整合后，采油岗
位人员能力得到凸显，注
采班站的主业水平不降
反增。”管理区工会主席
温魁说。

各项指标优异，离不
开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

“将三室一中心绩效工资
按平均绩效60%发放，每

‘动’一个人，整体提额
3%。”在管理区百日攻坚
创效行动部署会上，经理
赵小川明确提出，必须让
员工深刻理解多劳多得的
概念，提高每个人的价值
创造能力。

两个月内，“三室一中
心”44人“走动”起来7人，
充实到地面维修、金岛工

程井下作业辅助项目、四
平采油管理区项目部等岗
位，为管理区增加创收
12 . 39万元。

生产指挥中心综合管
控干事高会勇，一年前外
闯到东北四平项目部。几
个月后，因其家中老人需
要照顾，就申请回到原岗
位。短短两个月后，他又带
头报名工艺所稠油井筒降
粘项目组。“只要能发挥岗
位价值，在哪里都是创
效。”高会勇说。

为精干主业创效，这
个管理区有侧重地对岗位
业务骨干进行优化组合，
成立了地面维修项目组、
四化运维项目组、低压配
电项目组，按业务成绩提
高绩效奖励比例。同时，管
理区持续加强主业人员素
能提升工作，并借助数字
化改造和信息化建设的力
量，提升其综合素质和生
产管控质量，实现人均管
理井口数由4 . 9提高到6 . 1
口，劳动生产 效 率 提 高
2 . 6%。

“人力资源创效和主
营业务是两条腿走路，要
齐步走，不能有短板。”赵
小川认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既要注重提升生产经
营工作质量，也要有创效
增效的过硬招数。看着在
外工作和在家工作的员工
都能安心工作、踏实创效，
赵小川对未来充满信心。

临盘采油厂：

做精做细效益注水文章

河口采油厂以提高采收率为核心，优选多种采油工艺

转换方式让老油田“逆生长”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包正伟 崔双燕

氮气增能
大316井累计增油近千吨、

大81-斜76井累计增油200多吨、
埕9 1 3 -斜6 2井累计增油过百
吨……

截至目前，分别属于潜山油
藏、断块油藏、角砾岩油藏的三
口油井，在实施氮气增能工艺技
术后，见到了明显增油效果。

氮气增能是探索多年的采
油工艺。近年来，随着设备完善、
技术难关的攻克，该技术逐渐从
实验室走向井场。

虽说可以应用实践，但不是
所有油井都适合，该技术“有点
挑”，对油井条件有着一定的要
求。就拿大316井来说，技术人员
选择它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因为
其油层非常封闭，有利于氮气稳
定增压增能。俗话讲就是，氮气
注进去后，除了能从井口跑出
来，别无他路。

据技术人员介绍，氮气具有
气源丰富、成本低、安全环保等
优点，其进入地层关井一段时间
后，能够稳定向油层微裂缝扩
散，置换出储层中的原油，降低
含水，提高开采效益。

据了解，氮气增能分为氮
气吞吐和氮气驱两种，应用到
单井的氮气增能技术大都是吞
吐原理，即注进氮气采出原油。
目前，单井的氮气增能技术正
扩大规模，更为重要的是，技术
人员通过总结单井经验，已经
优选油藏相对封闭的大24块井
组，计划实施氮气、液体、泡沫
混相驱油技术，让氮气带着混
相液进入油层，封堵优势注水
通道，改变地下水驱油方向，调
节微裂缝油层，把区块剩余油都
驱赶出来。

“氮气增能技术能堵、能调、
能驱，对稠油热采、水驱等开发
后期的油藏来讲，都有借鉴探索
意义。”谈及技术前景，技术人员
信心满满。

注水补能
在最近的一次水井测调时，

埕18-71井的配注量有了新的调
整。与以往测调不同的是，技术人
员仅通过旋动旋钮就完成了配注
量的智能化调整，且该井的4个注
水层都有各自的配注量，1层和2
层分别配注50方、3层和4层分别
配注100方，合计配注300方。

适时、智能调配到注水小层，
是河口采油厂多级分段细分注水
工艺智能化的新探索。老油田进
入开发后期，需要注足水、注好
水，为油层补充能量。以往，受技
术工艺水平限制，注水大多是“大
水漫灌”，这就导致有的地层“喝
得撑”，而有的地层“吃不饱”。

今年，河口采油厂探索实施
多级分段细分注水工艺，简而言
之就是用封隔器把不同的注水
层隔开，让注水小层各注各的
水，互不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原
来“吃不饱”的小层解决了“温饱
问题”，原来水驱波及不到的油
层，有了新的地层能量。目前，埕
18-71井所对应的4口油井大多
含水降、油量增，比措施前已累
计增油20多吨。

“埕18-71井所采用的智能
分注的好处在于测调周期短，可
以根据油井生产动态适时进行，
省时省力。”技术人员坦言，智能
分注好是好，但必须满足温度、
井斜、层间压差等8个井筒方面
的选井条件，否则无法实施。

除了智能分注，技术人员围
绕多级分段细分注水工艺展开
的创新措施一个接一个。在不出
砂出聚的低渗透油藏，针对高温
高压深井管柱蠕动造成的封隔
器受损失效、注水串层的问题，
技术人员将管柱下至人工井底，
利用尾管对分注管柱进行整体
支撑固定，避免管柱向下蠕动，
保护封隔器不受损，让各个注水
小层可以顺利完成分注。

目前，包含智能分注、深井
分注等的多级分段细分注水工
艺已经在埕东、渤南、大王庄、义
东、罗家等5个油田实施7口，井
组对应油井初步见效10口，日增

油9 . 4吨，累计增油356吨。

压裂传能

32 . 68万元。这是采用全悬
浮变粘压裂液体系后，义183-X1
井省下的压裂液费用。

在采油过程中，压裂是利用
水力压力，在致密的油层形成裂
缝的方法。随后，会采用压裂液
携砂，对裂缝进行支撑，提高油
层渗透能力。

以往，应用胍胶压裂液体系
时，技术人员会在施工中调配好
一定粘度的压裂液，在造缝、携
砂施工阶段均采用同样粘度的
压裂液。在总结经验时，他们发
现造缝阶段，由于不需要携砂，
不必采用粘度很高的压裂液即
可完成造缝，这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压裂液成本。

在加强科技攻关方面，河口
采油厂发现以增稠剂为主要成
分的全悬浮变粘一体化压裂液
体系优势明显：悬砂能力强，支
撑剂沉降速度仅为常规液体的1
/3；根据施工阶段不同，可以采
取增稠剂、配制水和交联剂在混
砂罐内同时加入的方式，实现现
场实时混配；配置水要求低，可
就地取水，无需添加杀菌剂，不
会因放置久而变质；施工无剩余
压裂液，既环保又节省成本、配
液快捷高效；无需提前配液或连
续混配车配液，节省人员设备、
重复利用率高；返排液经简单的
物理沉降和机械除杂后，添加适
当乳液稠化剂和交联剂，即可重
复利用，降低成本。

义183-X1井是胜利油田第一
口应用全悬浮变粘一体化压裂液
体系的开发井，在施工现场共混
配了不同粘度的压裂液1000多
方。其中，造缝阶段配制低粘度压
裂液，携砂阶段配制高粘度压裂
液，实现不同阶段变粘使用。

“义183-X1井目前尚未转
抽，倘若在放喷时，有别的油井
需要压裂，该井的压裂液可以回
收再利用。”对于全悬浮变粘一
体化压裂液体系，技术人员赞不
绝口。

氮气增能工艺应用从单井延伸到了井组，适用范围越来越广；智能分注工艺效果逐渐显现，应用油井
数量倍增；首口采用全悬浮压裂液体系的油井顺利完成施工……今年以来，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聚焦破解
老油田效益稳产的瓶颈问题，以提高采收率为核心，优选实施氮气增能、注水补能、压裂传能等采油工艺，
通过转换方式，为老油田效益开发注入了新动能。

重重点点井井顺顺利利完完成成取取芯芯任任务务

近日，由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黄河钻井70183队承钻的樊页平1井钻至井深3458米，顺利完成第一筒岩
心取芯任务，岩心收获率95 . 3%，比设计提高10 . 3%，见到良好油气显示。据了解，樊页平1井是胜利油田勘探
管理中心在济阳坳陷东营凹陷博兴洼陷樊119井鼻状构造带部署的一口预探井，对油田页岩油开发具有重
要意义。施工中，针对地层复杂、施工难度大、井下风险高等诸多难点，黄河钻井总公司以“百日攻坚创效”
行动为契机，通过优化全井方案、细化施工措施，实现了项目阶段施工安全优质高效。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薄磊 燕波 摄影报道

孤岛采油管理六区：

百日攻坚交出满意答卷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周国

庆) 今年以来，胜利油田
临盘采油厂以“百日攻坚
创效”行动为契机，在开展

“注入水水质连续监测”试
点基础上，完善水质预警
应急处理机制，创新实施

“水产品”运行机制，推动
管理区与集输大队内部市
场化运行，这不仅有效提
高水质质量与稳定性，还
夯实了管理区高效勘探开
发基础。

“作为低渗透油藏为
主的管理区，精细注水是
应用最广泛、效益最高的
开发方式。”采油管理五区
副经理高树昌说，悬浮固
体含量是水质检测中最重
要的指标，悬浮固体含量
超标不仅会堵塞注水通
道，造成注水井欠注，还降
低对应油井产量。为此，他
们在引进在线浊度仪的基
础上，对在线程序进行创
新配套，实现了实时监测、
自动报警，提高开发效益。

事实上，“在线水质监
测”试点只是临盘采油厂
助推高效注水开发的一个
缩影，他们还通过建立水

质预警及应急处理机制，
严把水质注入关。集输大
队认真落实“水质节点管
理法”，加强对来水、沉降、
滤前、滤后、反冲、注水罐
等六个节点的水样检测，
指导落实收油、清罐等日
常管理工作，确保源头水
质稳定达标；工艺研究所
承担抽检职责，一旦数据
异常立即通知相关单位排
查原因，及时采取应对措
施。

“百日攻坚创效”行动
以来，临盘采油厂进一步
聚焦提质增效，按照“水产
品以质论价、质优价高”的
原则，将水产品等级分为
二级、三级，管理区根据集
输大队提供产品的标准按
类分月结算。“二级水一方
13 . 6元，三级水一方11 . 9
元，达不到标准不仅不结
算还有相应的处罚。”临盘
采油厂技术管理部副主任
王志永说，管理区和集输
大队内部市场化运行，不
仅让管理区着力加强水质
标准监督、集输大队着力
提升水质，还实现了以质
量提升促工作水平、运行
效率和经营效益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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