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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海洋钻井公司胜利九号钻井平台在拖船的牵引下，离开烟台打捞局
码头，标志着历时39天的坞修任务全部结束。“本次坞修工期较计划提前了6天，共计完成特检项目10项，船厂
修理项目49项，自修项目33项。”胜利九号平台副经理张洪勇称，坞修期间，胜利九号钻井平台坚持高标准、严
要求，对项目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安全、质量监控。他们推行的岗位、技术人员、队干部和平台经理四级联动
管理机制，在确保每一个节点施工保质保量按时交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坞修质量和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刘寿强 陈学辉 摄影报道

胜利油田首次实现
气凝胶隔热管工业化生产

今年以来，胜利油田东胜公司聚焦转方式调结构、提质增效升级，深入开展“转观念、转方式、转作风，创
效益、创一流、创和谐”主题活动，持续推动高效勘探、效益开发，狠抓“严细实”管理，全力增强提质增效竞争
力。数据显示，东胜公司一季度原油生产实现开门红，汇聚众智使公司挖潜增效达到1000余万元。

东胜公司一季度生产实现开门红，挖潜增效上千万

“三转三创”推动各岗位聚力创效

胜利微生物驱油技术
通过国家科技部验收

钻井院研发高精仪器
提高钻井自动化水平

精精细细坞坞修修保保生生产产

本报4月4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任厚毅
翟勇 ) 近日，由胜利油田
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承担
的“气凝胶隔热管研制”项
目通过中石化验收、鉴定。
据了解，项目整体成果被评
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成
果也使胜利油田首次实现
气凝胶隔热管工业化生产。

气凝胶是一种固体物
质形态，是世界上密度最小
的固体，其防火和隔热性能
均优于目前市场上的传统
产品。据了解，此前使用的
气凝胶产品没有针对油田
注蒸汽用隔热管的特点进
行开发，其在隔热管中的适
用性较差，无法满足隔热管
隔热性能的要求。

针对生产实际，科研人
员研发了疏水型纤维毡增

强钛硅复合气凝胶隔热材
料，提高了材料高温下的隔
热性能和疏水性能；研究形
成了气凝胶隔热管隔热结
构，降低隔热管对真空度的
依赖，大幅度提高隔热寿
命，填补气凝胶在井筒隔热
领域的空白；基于三参数原
理建立了气凝胶隔热管力
学分析和预应力优化计算
模型，试验优选出气凝胶隔
热管加工工艺参数，形成了
气凝胶隔热管生产配套技
术，并在国内首次实现了气
凝胶隔热管的工业化生产。

目前，该气凝胶隔热管
已在孤岛、滨南等采油厂推
广2万米。利用气凝胶隔热
材料的隔热性能，既降低隔
热管对真空度的依赖、延长
隔热寿命，还有效节省隔热
管更新成本1080万元。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于佳 唐述凯

转观念
全员捕捉创效点

因利用两口井的剩余套气优
化气管网，东胜公司高青采油管
理区樊107注采站在三月份考核
中获得600元奖励。与此同时，另
有12名员工也因参与修旧利废得
到不同程度奖励。

提质增效是压减生产成本
的根本，今年以来，高青采油管
理区把转变观念作为捕捉创效
点的关键。

工作中他们建立实施修旧利
废奖励机制，按照设备原值10%的
标准，对主动参与修旧利废的员
工给予现金奖励。

实实在在的成果让人看到实
惠，也激发起员工创新创效的积
极性与主动性。

就拿优化报警处置系统这件
事来说。高青管理区油井“四化”
平台使用虽然便捷，可每天1700
余条报警信息又给工作带来负
担，因为处置这些信息要占用大
量时间。员工就利用编程技术对
系统进行优化，设定范围对信息
进行自动筛检，保留有效信息，滤
掉错误信息，大大减少信息处置
工作量。

系统发出报警后，还会同时
把信息传给生产指挥中心和基层
站负责人，省去生产指挥中心传
达的时间，便于管理区对问题处
置更加及时，先后有效解决多起
生产事件。

不仅如此，给注水泵加装计
量电表、自制龙门吊、为节电控制
用水、旧电机改装新电机……浓
厚的创新创效氛围激励着每一位
员工，越来越多节能降耗妙招也
像雨后春笋般被应用到生产中。

观念转了，自己动手的多了，
生产成本也相应减少。据统计，一
季度，这个管理区修旧利废7项，
节约外委费用6万余元。

转方式
走出运行高效率

位于东风港油田的车71井，
每隔3个月往地下注一次水，因为
该井周围没有注水井，每次注水
需雇佣罐车和泵车，作业一次花
费6-7万元不等。通过大胆改用能
够满足注水要求的普通潜水泵替
代原有注水方式，不仅每年节约
12万元租车费，注水效率也较之
前提高。

这正是无棣采油管理区在
生产中转变方式得有效体现。
在东胜公司，像这样通过转方
式 提 效 益 得 做 法 其 实 并 不 少
见。

针对过去自下而上层层签
字的审批方式，给新井审批带
来制约，这个公司优化审批流
程，改由机关科室联合办公、统
一办理的方式统筹运行，同时，
统一整合繁杂的预算项目，以
套为单位实施模块化上报，为
新井审批流程“减负”。

他们还注重新井自完钻后各
环节的施工进度，合理安排工作
时间与衔接，确保每一项工作都
做到紧密协作、有序推进。

其中沾14-平31在突遇降雪
天气的情况下，依然比原计划提
前一天开井。

转方式调结构换来了新思
路，也让新井从审批到投产全过
程用时较以往缩短一半。

同样在胜兴采油管理区，“温
度”二字不仅加热井筒降低抽油
机运行负荷，还使污水得到充分
利用。如今在这个管理区，每一吨
油用电量都比过去减少30余度，
每吨油节约电费21元。

转作风
干群同心创效益

只 要 没 有 重 要 的 议 事 日
程，东胜公司潍北采油管理区
党委书记张信超每天一定会去
昌 7 9注采站转一圈，了解当天
的生产情况，然后和员工们拉
拉呱。

为发挥政工干部在生产中的
带动和引领作用，潍北采油管理
区开展实施片区“交叉承包”工作
制度，要求领导班子成员每人承
包一个队(站)，除了干好本职工作
外，还要从安全生产、挖潜增效、
员工思想、信访稳定等方面对承
包片区做到全面抓。

自从承包这个站，张信超成
了多面手，他的工作不再只抓员
工思想稳定和形势任务教育，他
还得涉足原油生产、挖潜增效以
及安全环保等方面的工作，因为
这些都与他的工作绩效和年终考
核紧密挂钩。

“一岗双责”背后的转作风给
基层干部赋予更多责任，也激发
创效活力。

昌79注采站有十余口单井，
由于使用24小时电加热装置，每
天消耗600千瓦时电。为节省成
本，张信超和同事们想了很多办
法，能少花钱就少花钱，还尽力旧
物利用。

张信超亲自督导并参与自动
电加热智能开关的研制，不仅从
淘宝上淘来便宜的零部件，还找
来从废旧路灯上拆下来的零件进
行改装，带领员工研制出节能智
能开关用于生产，实现单井月节
电费1500元。

在承包该区最大的基层站昌
90注采站后，经理刘玉浩经常与
员工一起拉家常、聊工作，解决员
工思想上的问题，激发了员工队
伍斗志，让这个站从“落后队”变
成了“标杆队”。

本报4月4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宁) 近
日，胜利钻井院历时四年开
展的录井钻井液参数检测
技术与装备课题通过国家
科技部验收。专家组认为，
该仪器可以实时测量钻井
液的流变参数和密度、离
子含量等多项参数，并为
现场技术人员提供科学决
策依据，提高钻井自动化
水平。

长期以来，钻井液现场
检测都是人工进行，受采集
数据准确性、实时性不强等
因素影响，作为调整钻井液
性能的依据其指导价值始
终不如人意。

为迈过钻井液检测自

动化技术的门槛，胜利钻井
院依托国家863计划——— 石
油井下录井技术与装备研
发项目，于2015年生产出第
一台样机。后经大量的室内
和现场测试，科研人员于去
年在坨90-斜13井试验取得
成功，实现了钻井液参数的
实时测量、连续记录、自动
运行和数据远传等功能。

该检测系统首创变径
异型管式钻井液流变性测
量、双压力振动管式钻井液
密度测量等方法，累计获得
发明专利8项。与国外同类
设备流变参数两次测量间
隔15分钟相比，最高可实现
每秒钟一次的测量频率，最
大测量误差不超过±5%。

本报4月4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任厚毅
孙刚正 ) 近日，国家科技
部在胜利油田组织召开863
计划“中高温油藏微生物驱
油技术研究”课题验收会，
并一致通过验收。

胜利油田的油藏基本
都属于中高温油藏，温度在
5 5 - 8 0℃范围内的油藏占
52%，因此微生物驱油技术
在胜利油田具有丰富的中
高温油藏资源基础和技术
应用潜力。对此，工程院微
生物中心历时4年，在中高
温油藏条件下内源微生物
和驱油功能菌群资源的分

布规律、功能菌及其代谢产
物定量化检测技术、油藏菌
群分析及驱油功能菌选择
激活技术、内源微生物驱油
技术体系等方面取得重大
突破。先后申请发明专利18
项，编制企业标准6项，形成
系统的中高温油藏微生物
驱油技术体系，所取得的成
果成功在胜利油田2个中高
温油藏区块开展内源微生
物驱油技术推广，具有良好
的工业化应用前景。

据悉，该项目最终目标
是达到现场试验提高采收
率5%以上，并初步建立国内
微生物采油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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