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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南采油厂：

优化治理实现存量提效

三年千余口低效水平井“摘帽”
胜利油田经过综合整治，累计增产原油38 . 3万吨

本报5月30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任厚毅 吕玮) 今

年前4个月，胜利油田有效治理
133口低效水平井，累计增产原
油2 . 25万吨。据了解，三年时间
里，油田共有1107口低效水平井

“摘帽”，单井日产油由1 . 3吨提
高到3 . 5吨，累计增产原油38 . 3
万吨。

随着油田开发不断深入，水
平井开发矛盾日益突出，已投产
的水平井出现含水上升、产量下
降、井筒损坏等问题，造成部分
水平井低效甚至停产，严重影响
了整体开发效果。

水平井综合治理是胜利油
田挖潜的重要方向之一，2019
年，为保障水平井治理的高效运
行，油田专门成立了水平井综合
治理项目组，以“效益优先、先易
后难、分步实施”为准则，建立了
工程地质一体化运行模式。

“在老区开发上，靠一系列
成熟的配套技术，对已具备硬
件、拥有潜力的低效水平井进行
盘活，要比重新打一口新井，在
投入和风险上来得更‘实惠’。”

油田工程技术管理中心注采管
理室高级主管赵云献说，项目组
首先筛选出有治理潜力的停产
及低效水平井1447口，涵盖了整
装、断块、稠油等不同类型油藏。

据统计，胜利油田水平井年
产油量达 4 1 0万吨以上，上述
1447口低效井占到水平井投产
总数的28%。项目组通过技术攻
关、集成配套一体化综合治理，
形成了四类水平井治理技术体
系，逐一解决了水平井存在的高
含水、低液量、井筒完整性等问
题。

在高含水治理方面，集输人
员攻关形成以水驱油藏“测、调、
堵、疏”复合封堵和稠油热采“温
度及压力场适配”组合分级堵调
为代表的水平井堵水技术系列，
解决水平井常规堵水有效期短、
堵后液量低等难题，实施后含水
下降5%-30%。

在前期形成的治理技术体
系基础上，他们编制整体治理方
案、建立重大设计范例库、制定
技术标准规范，集成优化配套工
艺、固化治理模式，从单井措施

治理向单元整体调整相结合，建
立了稠油、水驱两类水平井综合
治理示范区。

河口采油厂沾18块是一个
活跃边底水普通稠油水驱油藏，
有水平井、侧钻水平井58口，受
边底水影响，区块综合含水上升
很快，已超过90%。通过集成应
用“测调堵疏+降黏+井筒快速修
复”等技术 1 5口，平均含水由
91 . 7%下降至70 . 1%。

春风油田排601南区呈现高
含水、高存水、高亏空的现象，建
立热采水平井综合治理示范区
后，集成应用“微差井温测试+分
级组合堵调+水平井均衡注汽+
充填防砂技术+井筒快速修复”
等技术22井次，水平井段动用程
度一跃提高到60%以上。

今年，胜利油田将继续遵循
“开发有潜力、工艺可实施”准则
和“消减存量、控制增量”工作思
路，围绕“老井全面综合治理、提
质增产”和“新井源头预防控制、
长效高产”核心理念，预计开展
300口低效井治理，恢复产能12
万吨。

本报5月30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王艳辉
翟盼盼) 近日，胜利油

田滨南采油厂通过优化治
理，对单家寺油田单18块
措施井单18-斜58井实施
补孔酸化后，取得日增油
量8 . 1吨的显著效果。

单18-斜58井位于单
18块东部，2019年投产后持
续低液生产，累计产油仅
1400吨。技术人员通过油水
井潜力再认识后，对该井制
定了油井补孔酸化和对应
水井强化注水补充地层能
量的优化对策，措施后日产
油由1 .2吨提高到9 .3吨。

今年以来，滨南采油
厂大力推进增储上产工
作，在做优增量增效基础
上，狠抓存量资源创效，积
极开展低产低效井优化治
理工作，进一步提升老油
田效益开发水平。截至目
前，共有18口低产低效井

“恢复健康”，累计增油
3296吨。

为实现精准提效，他
们以精细油藏描述和动态
监测最新成果为指导，因地
制宜、分类治理，科学研判
每口油井的低产低效原因，
坚持地质、油藏、工程工艺、
经营一体化决策，实施“一
块一认识、一井一对策”的
运行机制，全力增产能、降
成本，实现高效益开发。

滨 1 0 5 -斜 9井是滨
105井区东部的一口低产
低液井，因储层物性差，
于2021年3月间开生产，
累计产油682吨。实施措
施前，技术人员在认真进
行 油 藏 分 析 后 ，发 现 滨
105-斜9井虽然位于边部，
但局部剩余油富集。对此，

他们制定了补孔压裂措施
提高该井的动用程度，实
施后获得了日产油量6 . 1
吨的良好效果。

在低产低效井治理过
程中，这个厂敢于打破传
统地质认识，大胆钻研，勇
于实践，对各类油藏展开
深入研究，结合不同区块
已有的优势工艺，依托成
熟的措施选井标准，积极
实施“微生物吞吐降黏、高
密实充填+分级防砂”等措
施，有效恢复低产低效井
生产潜力。

为进一步解决油井出
砂这一顽疾，他们由以往
的被动防砂转为主动防
砂，提早干预，主动出击，
以“注采井网、产能潜力”
为标准，筛选出林樊家油
田林东基的一口低产低效
油井林3-斜011，并在进行
深入论证、效益计算后，制
定出了一套该井专属的防
砂措施工艺———“高密实
充填+分级充填”技术。

据了解，这项技术的
应用不仅优化充填半径及
加砂强度，建立高渗高强度
挡砂屏障，同时配套防腐防
砂管柱，提高防砂有效期。
措施实施后，林3-斜011井
日产油量达到7 . 7吨，较措
施前日增油7 .1吨。

在此基础上，滨南采
油厂严把治理过程质量监
督，充分利用数字化、大数
据平台等智能化监控体
系，对现场施工、关键环
节、施工参数等进行全面
掌控，并跟踪进度、分析效
果、评价效益，及时优化调
整，从根本上确保措施有
效率，真正实现低产低效
井提质增效。

本报5月30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王为 )
近日，胜利石油工程公

司海洋钻井公司胜利九号
平台CB11B-侧平4井完
钻，这是平台突出风险整
治后施工的首口井，标志
着中国石化海洋钻井平台
突出风险整治效果得到全
面验证。

去年以来，海洋钻井
公司将“百日安全无事故”

“风险再识别，隐患大排查”
和“五查五严保安全”三个
安全专项行动一体抓，对公
司所属9座钻井平台进行排
查和梳理，确定了管好用好
胜利十号、新胜利一号、新
胜利五号3座较新的钻井
平台，报废胜利三号、四
号、八号3座风险大的钻井
平台，升级改造胜利六号、
七号、九号3座老旧钻井平
台的“三个3”计划。

针对有着40年以上船
龄的胜利六号、七号、九号
钻井平台现状，他们从船体

结构、设备设施、工艺流程
以及平台升降、滑移系统等
方面进行了认真排查和分
析，并组织海工专家对潜
在风险进行现场勘验、考
察和论证分析，累计排查
出12项突出风险问题，被
列为中国石化海洋钻井平
台突出风险整治项目。

2021年8月、11月和12
月，上述三座钻井平台进入
坞修整治，胜利六号平台钻
井绞车、吊机、升降控制系
统和电缆更新，结构更换；
胜利七号平台井控放喷点
火系统、井架横向移动系
统和高压泥浆循环系统更
新；胜利九号平台升降控
制系统、悬臂梁、电缆和桩
腿局部更新，泥浆池扩容等
突出风险治理项目以及其
他风险整治工作。

目前，经过风险整治评
估，三座钻井平台风险等级
由F5(43)降为一般风险F2
(15)，老旧平台本质安全和
施工能力有效提升。

海洋钻井公司：

突出风险整治完工

本报5月30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李雪龙) 穿越郁郁

葱葱的杨树林，迎着落日的余
晖，腾空而起的无人机下，14台
压裂车组施工现场旁，两个直
径约 5 0米的圆形水池分外抢
眼。

“水，一直是制约大型压裂
施工的关键要素。”胜利油田鲁
明公司商558大幅提高单井产
能项目现场指挥、采油工程首
席专家周玉龙深谙其要，施工
伊始，大家便把水源问题作为
主攻方向。

通常，压裂施工设置的供
水区域，由体量为100立方米的
储水罐组成供水系统，受场地
和设备总量限制，一般可备水
1200立方米至1500立方米，能
满足单井较低排量压裂施工需
求，而遇到大排量或者多井组
压裂施工，储水量就有些捉襟
见肘了。

正在进行的商558区块压

裂施工，采用“井工厂”整体压
裂投产模式，需要对10口油井
进行39段压裂作业，设计总水
量33570立方米，单日最高用水
量达到5000立方米，想要完成
10天左右的工期目标必须做好
“水文章”。

周玉龙介绍，施工取水通
常按照就近原则，河流、湖泊、
池塘、水渠，只要保证水质合
格，都可作为施工水源。然而，
商558井场远离河流，距离最近
的农田灌溉水渠也要5公里，远
水不解近渴，难倒了项目组一
众技术人员。

“打水井，建水塘。”受妻子
使用浴盆给孩子洗澡的启发，
商河采油管理区副经理蔡炜提
出一个解决方案，在施工现场
修建深1米、直径50米和30米不
等的两个人工水塘，通过铺设
土工布防渗层蓄水，可增加蓄
水量近3000立方米，加上12个
储水罐蓄水1200立方米，日供

水能力超4000立方米。
既要成功蓄水，更要高效

补水。沿着水塘四个方向，技术
人员部署8口水井，利用夜间停
工时段进行有效补水，保障第
二天施工顺利进行。“按照一天
最多5段需要用水5000立方米
计算，我们仍有余量。”一直盯
在施工现场的商河管理区副经
理孙国斌说，施工期间，8口水
井可用电潜泵进行实时补水，
以白天开机10小时计算，可补
水2400立方米，满足施工峰值
需求。

为最大限度提速提效、降
本降费，这次压裂采取“先射
孔、后压裂、交替错峰”拉链式
施工，水源的有效保障，满足了
最大施工段数的施工设计。截
至目前，累计施工7天、施工27
段，平均4段/天，优于2 . 5段/天
的整体施工水平，大幅提高施
工效率，确保新井早投产早见
效。

既要成功蓄水，更要高效补水
鲁明公司为重点压裂施工现场备足4000立方米水

近日，胜利油田河口采油
厂义184块三期9号台4口井实现
自喷生产，另外2口井施工投产
进入尾声。据了解，河口采油厂
始终把扩大油气资源摆在更加
突出位置，以页岩油、沙四段多
类型等油藏为主要勘探方向，先
后在渤南、车西、邵家等地区完
钻探井10口，上报探明储量246万
吨，控制石油地质储量1063万吨，
预测储量7408万吨。其中，渤南洼
陷沙三下页岩油勘探取得战略
突破，渤页平5井试油获得日油
81吨、日气6 . 8万立方米的高产工
业油气流，目前已累计生产油
气当量2万余吨，展现出河口页
岩油巨大的勘探潜力。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吴木水 万汉营 摄影报道

坚持油气主业增储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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