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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胜利油田孤东采油厂把解决“三水”问题、强化以水带油作为应对低油价的一项核心工作，坚
持地面、井筒、地下一体化治理，狠抓水质提升、水井维护、水网完善，注好水、注足水，提高了储量动用率和油
田采收率。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孤东采油厂通过对265个井组实施流场调整，实现日增油288吨。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尹永华 刘根芝 周超

一体化运行治理“三水”

几十公里长的新老两道海
堤，将孤东油田围起来，形成了一
个不规则的圆，这个圆的面积有
76平方公里。在普通人看来，这已
经是个面积很大的圆，而在石油
地质开发者看来，这个圆圈起的
勘探开发面积实在太小。孤东采
油厂的主要原油产量，就来自于
孤东油田。

据了解，1986年投入开发的孤
东油田，是胜利油田仅有的几个
大型整装油田之一。在孤东油田
开发初期，就走上了高速高效开
发之路，开发当年生产原油323万
吨，曾连续四年产量超过500万吨。

油田开发自有其客观规律，
强注强采之后，必然会大幅度自
然递减。近年来，三次采油技术和
稠油热采技术的应用，有效减缓
了老区递减。但随着低油价寒冬
期的到来，孤东采油厂大幅压减
这两方面的投入。注水，依旧是孤
东油田目前最经济、最可靠的开
发手段。

孤东油田地层能量不足、动
液面下降，成为近年来制约着孤
东厂实现效益开发的重要原因，
而根源就在于水质、水井、水网。
今年以来，孤东采油厂以提高水
驱油藏注水质量、控制自然递减
为目标，以提高注采对应率、分注
率、层段合格率为切入点，大力实
施注水提质提效工程。

孤东采油厂成立了以分管副
厂长为组长的注水“三率”运行项
目组，将注采、作业、地质、工艺、
监测、集输、采油管理区、财务等
部门纳入项目组，建立一体化运
行模式。采油厂立足油藏需求，分
系统对全厂注水“三率”情况进行
深入调查，找准影响注水三率的

制约因素，规划部署了提“三率”
的工作方向及指标。

为改善水驱基础，孤东厂按
照一体化治理的思路，系统规划、
整体部署、分步实施，实现注水

“分级处理、分级引用、分压注
入”，满足不同区域油藏需求。布
局好水质改善、水压提升两项系
统规划。目前，4座联合站已改造
完1座，正在改造2座。

为提升“三率”指标，孤东厂
依托老油田一体化治理、提高三
率示范区平台、采油厂水井专项
治理平台三个平台，实施一体化
项目4个，建立2个三率示范区。规
模化应用水井标准化管柱，提高
分注成功率；推广测调一体化测
试技术，提高分注测试效率；建设
洗井固定流程，提高洗井见效率；
推广单井投球除垢装置，提高单
井水质达标率。通过治理，采油厂
分注率提高9 . 8%，注采对应率提
高2 . 5%，层段合格率提高11 . 1%。

此外，孤东厂还依托井组转
流线、提升“三率”、“三线四区经
济模型”三个落脚点，进一步加大
结构调整力度，压减无效液量、无
效水量、无效措施。今年以来，通
过高饱和防砂提液、堵水控液、计
关无效液量，调整产液结构；通过
优化井筒、改造停欠注井、治理大
孔道、调整水量、细分注水，调整
注水结构；通过消灭无效井、控制
低效井、压减多轮次井、加大水井
工作量的投入，调整措施结构。

今年，孤东采油厂共实施油
井间开工作量115口，按照油价30
美元/桶计算，月降低运行成本
427 . 5万元、月减亏38万元；优化注
水工作量966井次，对应井组日增
油能力36吨，在油价30美元/桶
时，日效益4 . 1万元。

地层里面改“水路”

孤东油田水驱油藏经过三十
年的强注强采，形成了固定水流

通道，注水沿优势通道低效循环。
通俗地说，本来向地下注水是用
来推着油走，由于地层下冲刷出
了大通道，水驱赶的能力就变弱，
并开始沿着大通道走一圈后再次
被抽油机抽了上来，这就使得开
发效益慢慢变差。

为保证孤东油田水驱单元的
可持续开发，2012年开始，孤东厂
就开展孤东油田水驱油藏的解剖
工作，从剩余油和精细地质研究
入手，开展孤东油田开发规律研
究，剖析影响开发效果的瓶颈问
题，并在开发调研的基础上确立

“转流线、改剖面、调结构”的开发
调整思路。

近年来，他们围绕提高质量
与效益，转观念、调思路，开展整
体流场调整示范。针对具有平面
潜力的水驱单元，实施调整井网、
转变流线、效益开发；针对具有层
间潜力的水驱单元，实施细分层
系、调整流线、矢量开发。4年来，
孤东厂先后建立单层、多层不同
油藏类型转流线调整示范区5个，
动用储量1852万吨，钻新井55口，
老井工作量293口，可提高采收率
4 . 3%，可推广储量2 . 5亿吨。

经整体转流场示范区实践
证明，高油价下通过单元整体转
流线，虽然能够提高采收率，但
经济效益较差，三个开发单元平
衡油价均在60美元/桶以上。去
年以来，面对低油价，孤东厂通
过开展由单元整体转流线向优
选井组转流线转移，根据剩余油
差异性富集的特点，立足老井开
展井组转流线及完善低成本高
效工艺技术，达到增加经济可采
储量的目的。

通过开展转流场示范的探索
研究，建立井网调整、协调注采、
调整剖面三种转流线模式，实现
了立体流场调整。截至目前，今年
已经实施的265个井组流场调整，
实现日增油288吨，取得了明显的
经济效益。

坐稳存量资源做足注水文章
孤东265个井组流场调整后日增油288吨

从从严严作作业业监监督督

近日，在胜利油田鲁明公司商河采油管理区措施作业井夏19-8施工现场，作业监督员蔡炜正对该井的作
业进度、油管丝扣和下井工具等情况进行细致检查，确保施工过程中工具完好、用料合格。据了解，面对当前
上产保效关键期，该管理区按照“抓现场落实、抓方案设计、抓工序监督、抓效果跟踪”的原则，通过推行“一井
一设计、一井一计划、一井一总结”监督管理模式，从影响油井正常生产的每一个节点入手，强化现场一手资
料的录取和每道工序的严格把关，确保作业全过程无缝隙监督，有力保障了原油生产工作的正常运行。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郭洪波 刘文龙 摄影报道

胜利油田启动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本报12月13日讯(通讯
员 王维东 ) 近日，胜利
油田召开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 胜利油田特高含水
期提高采收率技术项目“十
三五”工作启动会。会上，油
田明确“十三五”期间，项目
的攻关目标是针对胜利油
田沉积类型多样、断裂系统
复杂、流体性质差异大的油
藏特点及特高含水后期开
发形势，形成特高含水期的

经济有效提高采收率技术。
据了解，“十二五”期

间，胜利油田特高含水期提
高采收率技术项目组全面
完成各项攻关目标任务。项
目实施期间覆盖地质储量
4 . 45亿吨，增加老区可采储
量4819万吨，阶段产油7706
万吨，多增油912万吨，为胜
利油田特高含水期2700万
吨以上高效稳产提供重要
技术支撑。

胜利油田14家单位
将开展承包经营试点

本报12月13日讯(通讯
员 王东奇) 近日，胜利
油田召开承包经营试点实
施方案讨论会。14家单位
的有关负责人和10个油田
处室相关负责人就承包经
营试点实施方案的细节、
相关配套政策等问题进行
了研讨。

“承包经营试点工作要
做到以点带面，积极稳妥，
全面推进。”油田分公司副

总经理郭洪金要求，各部
门、各单位要深刻领会中石
化改革管理工作会议精神，
加强有关政策研究，突出价
值引领，强化市场意识、效
益意识、经营意识，围绕转
方式、调结构，进一步提升
企业盈利能力、生存能力和
竞争力。要扎实推进全面深
化改革与管理创新工作，进
一步细化优化方案，研究完
善配套政策。

胜利油田三年完成
26项碧水蓝天项目

本报12月13日讯(通讯
员 赵雪 ) 进入供暖季
后，胜利油田供暖锅炉外
排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
尘等污染物水平都大幅度
降低。不仅如此，油田电
厂、石化总厂等单位的废
气、废水外排都达到国家
和山东省最新环保标准，
这得益于油田全面完成26
项碧水蓝天项目。

据了解，近年来，胜利
油田以中国石化启动环保
专项行动为契机，三年投
入12亿元用于“碧水蓝天”
项目。期间，油田层面还多
次组织召开环保专题会、
季度环保工作例会，对26
个项目的运行、实施和管
理提出明确要求，从严从
实确保项目的高效运作、
规范管理。

胜利油田已投产

22个地热余热项目
本报12月13日讯(通讯

员 任金涛 ) 近年来，按
照中国石化提出的绿色低
碳发展战略，胜利油田随即
成立地热余热项目部，并提
出“一年高起步，两年见成
效，三年上规模，四年成产
业，五年创品牌”的目标。

经过不断探索实践，油
田污水余热利用技术日臻
成熟，投产的污水余热项目
越来越多，“五年创品牌”的
目标提前实现。今年，经中

石化认证，胜利油田污水余
热利用技术达到世界先进
水平。

截至目前，胜利油田
已投产运行地热余热项目
22个，共实现新增和替代
供暖(制冷)面积119万平方
米，年实现替代油7376吨、
代气1378万立方米、节电
407万千瓦时，年节约标煤
3 . 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9 . 6万吨，相当于植树100
余万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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