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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设备的投入运行，让胜利油田鲁胜公司鲁升采油管理区管理油井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以往那种凭经验处置油井故障的方式，已被随时采集油井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的精细管理方式取代。如
今，信息化技术在这个管理区大展拳脚，从而让油井精细化管理成为降本增效的法宝。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时维涛 陈军光

地下“千里眼”
优化油井间开时间

10月份，在鲁胜公司经济活
动分析会上，鲁升采油管理区经
理王东做了典型经验介绍。他们
管理区利用智能平台，精细管理
油井的做法，成为管理区降本增
效的利器。这一经验，吸引了其他
兄弟单位的注意。

依托信息化设备提供的数据
支持，鲁升采油管理区仅通过油
井“间开”就累计节约电费20余万
元。该管理区管理着百余口油井，
以往油井都是全天候连轴转。但
是排完地下液量可能仅用几小
时，也就是说其余时间抽油机是
在干抽，白白浪费电量。为此，鲁
升采油管理区针对低产井制定

“间开”方案。
油井“间开”，听着容易做起

来难，确定“间开”时间是整项工
作的难点。以往来说，管理区每月
测试一次油井工图，这样的频率
很难把握油井适合间开的时间，
要想确定油井“间开”时间怎么也
得耗上几个月。忙活了近半年，鲁
升采油管理区只是“凭经验”对几
口井采取“间开”。

而如今，信息化投入使用，把
油井工图采集时间从一个月缩短
至半小时，就如同安装了地下“千
里眼”，技术人员“凭肉眼即可观
测井下状况”，制定开井时间。目
前，鲁升采油管理区已优化“间
开”19口井，降耗效果显著。

报警预警功能
自动诊断异常信息

王55-X12躺井的事，至今仍
是王东心中的痛。据了解，今年6
月初，鲁升采油管理区信息化工

程试运行阶段的一天晚上，生产
运行指挥中心内设备突然报警：
王 5 5 - X 1 2 井 最 大 载 荷 达 到
110KN，超过正常运行载荷20KN
多，处理不及时极易造成抽油杆
断裂等问题。“这个信息化设备测
出来的数据准吗？真有那么智
能？”当天，由于大家对数据有所
质疑，因此对报警没有及时处置。

当晚11点，王55-X12井工图
严重扭曲变形。技术人员分析判
断油井杆断躺井，可惜为时已晚。
维修时，该井仅作业费就投入十
余万元。“如果重视异常报警，或
许就能省下十几万。”这件事，震
动了鲁升采油管理区，信息化技
术发现问题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受
到高度重视。管理区专门召开反
思会，扭转此前对智能设备的错
误认识，讨论如何利用好握在手
中的精良武器。

痛定思痛后，老观念彻底转
变。管理区技术室主任侯淑斌介
绍说，王55-X12井的教训给他们
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信息化
技术将问题解决从事后处理变为
事前发现。”

鲁升采油管理区围绕信息化
技术应用制定了一整套工作流
程。后来，当王55-X16井出现载
荷异常报警时，管理区人员迅速
反应，第一时间处理。截至今年9
月，该管理区有效避免躺井3井
次，节约作业费用45万余元。

报警预警功能，只是生产指
挥平台的功能之一。据介绍，该平
台集成了生产监控、生产动态等
六大功能模块，满足智能化开采
管理需求。当油井发生生产异常
时，系统可根据问题诊断模型，自
动分析诊断生产异常信息，并实
时推送辅助决策预案，技术人员
借助辅助预案可以实现高效精准
决策。

智能化管理
提高精细管理水平

去年，鲁胜公司15家单位和
部门立下军令状，围绕生产、维
修、办公经费等方面，确定48个
大项、70余个小项，超过3000万
元的挖潜增效目标。今年，该公
司继续确定4000万元的大项目
挖潜目标，通过抓大项目降低成
本支出。

鲁升采油管理区的汇报，拓
宽了鲁胜公司经理张继国的挖潜
思路，“大项目得抓，小项目也不
能忽略。”张继国表示，传统生产
方式发现问题存在滞后性，挖潜
增效只是就事论事，无法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精细管理、精准降本。

以作业维护为例，作业频次
偏高是油井的“常见病”。以前缺
乏数据支持，即便想提前介入预
防故障发生也是“心有余而力不
足”。而今在信息化技术预警功能
的提示下，将问题解决在事前成
为现实，实现了从节点入手精准
降本增效。通过分析油井生产的
每个成本点，重点监控数据，将故
障消除在萌芽状态。至今年年底，
鲁胜公司88%的油井将实现智能
化管理，无疑有助于整体提高油
井精细管理水平。

这个新思路，暗合了智能油
田的内涵。鲁升采油管理区的变
化，即是在国家推进信息化和工
业化深度融合的大形势下，胜利
油田经历的蜕变。胜利油田将传
统石油工程工艺技术与信息化技
术深度融合，以数字化、可视化建
设为基础，以生产全过程、无缝
隙、超前化等为手段，提升油气开
采水平。

在国家推进两化融合专项行
动计划，组织开展两化融合管理
体系贯标的工作中，胜利油田被
确定为试点企业。胜利石油管理
局局长、胜利油田分公司总经理
孙焕泉表示，贯标为油田两化融
合确定了标准规范，指明了前进
方向，为凝聚全员智慧、开展创
新创效、推动可持续发展搭建了
平台。

信息化设备助力油井精细化管理

“智慧大脑”成降本增效法宝

本报12月13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孙刚刚
陈俊) 近日，河北理工

大学迁安校区一雨污排水
管道井处，郭锋用铁钩子试
图掀起井盖，但井盖已经上
冻，他又熟练地抡起大锤敲
击边缘。从指挥队伍打井放
炮到“翻腾”井盖，郭锋的转
岗源自低油价。

郭锋是中石化地球物
理公司胜利分公司267地
震队党支部书记，每天清
晨天蒙蒙亮的时候，他就
负责和队友一起沿着街道
一个个地“翻腾”井盖，并
详细记录管道数量、走向
等数据。

“267地震队足迹遍布
川东、东北、新疆等多个探
区，战绩辉煌：在川东北创
出日产最高炮、国内东北
探区最先使用可控震源勘
探……”郭锋说，虽然听惯
了嘈杂的电台调度声、隆
隆的勘探炮声，但是低油
价下就必须要通过转型发
展来实现提质增效。

要生存就得有项目。很
快，胜利分公司就决定以内
部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突
破口，由领导层率先打破依
赖，跳出物探找市场。

在转型发展过程中，
他们充分发展技术优势，
大力发展智慧城市建设、管
线腐蚀检测等成长型业务。

8月份，胜利分公司多方追
踪终于锁定河北省迁安市
海绵城市项目，并确定由
267地震队承担6条主干道
路、1条截流干线的雨污排、
给水、电力等管线探测，为
海绵城市建设提供准确的
共享性管线基础数据。

从翻山越岭到走街串
巷，员工也曾有过不甘，但
队干部和班组长首先站出
来带头转岗。“有项目就有
生存粮，舍不得也得舍。”
郭锋认为，挣钱只能解决
短期问题，生存还必须打
出品牌。管线探测是个细
致活，每根管线走向、位置
都要分毫不差。为了干好
这个项目，上岗前每名员
工都参加了分公司组织的
专业培训。

事实上，搭上海绵城
市建设的快车不是偶然，
因为去年以来，胜利分公
司就以中石化智能管线建
设为主战场，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

由管理岗到操作岗，
郭锋角色发生了大变化，
但骨子里的那股子石油工
人的闯劲一点未减。几个
月下来，曾经打井放炮的
勘探工俨然已成了为城市
建设服务的地下管网“CT
师”，井与井是否相连，大
锤轻轻一敲就能通过响动
准确判断。

地球物理胜利分公司：

物探队转型成管网“CT师”

近日，在胜利油田鲁明公司济北采油管理区联合站、注采站拉油点，护矿巡逻站站长李新胜和杨建正
在仔细检查油罐车出入记录和押运车辆相关证件。据了解，按照上产会战活动要求，该管理区护矿巡逻站
充分发挥护卫职能作用，认真分析油区分布和治安形势，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为原油上产创造了良好的
治安环境。此外，他们还根据“有警出警，无警巡逻”的原则，科学调配巡逻人员、精细巡逻方案，并加强对
重点部位的巡逻防控密度，从严从实让每一滴原油颗粒归仓。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刘文龙 摄影报道

强强化化冬冬季季油油区区巡巡护护

黄河钻井南苑协调部:

让目视化管理再升级
本报12月13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周鹏
王玉鹏) 近日，在胜利黄
河钻井50576队坨202井的
迁装现场，头戴蓝色安全
帽的司钻梁松正指挥着吊
车吊装井架人字架。为数
不多的几顶蓝色安全帽，
让梁松在繁忙的迁装现场
格外醒目。

区别于现场操作人员
的橙色安全帽、管理人员
的白色安全帽，黄河钻井
南苑区域协调部按照《中
石化石油工程公司HSE目
视化管理规定》，为搬迁指
挥人员配备了蓝色安全
帽，让安全目视化管理再
升级。

“目视化管理就是让
安全不仅能听到，更要能
看到。戴上蓝色的安全帽，
我们就像从严安全管理的

‘蓝精灵’”50576队队长刘
彦东说，在搬迁安装这种
特殊施工环节，现场人多、
车多、交叉作业，色彩的不
同可以有效提高对员工职
责的辨识度。

其实，HSE目视化管
理在黄河钻井南苑区域协
调部早已不是新名词。通
过近四年的实施，很多成
果已固化成井队安全习
惯。在该协调部所有一线
井队的井场，从钻台向下

望去，就会看到纵横交错
的绿色通道从井架、机房、
循环罐、住井房汇聚而来，
最终停留在“紧急集合点”
的提示牌下。如同红绿灯，
井场的绿色代表着正确与
安全。

南苑区域协调部经理
马国良说，近年来，他们按
照紧急逃生路线规划，在井
场铺设的绿色通道全长达
520米，由280余块独立的塑
胶花网组成，并连接到井场
的各个角落，“即使是夜间
光线不好，也可以通过它准
确到达想去的地方。”

HSE目视化管理的另
一个特点，就是安全标识、
警示标语丰富齐全。例如
在通往钻台、循环罐的扶
梯旁，有“上下梯子请扶栏
杆”“不得强令员工违章冒
险作业”提示，这些细微又
贴心的安全标识标语，或
横置或竖立，通过文字和
图画的方式，更直观地提
高员工安全意识、规范安
全行为。

马 国 良 说 ，色 彩 多
样、形式各异的安全目视
化管理，使员工既能看得
见、记得住也能用得上，

“现在井场上又多了专门
现场指挥的‘蓝精灵’，无
疑是为安全施工增填了
一名守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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