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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超过160井次，创造经济效益2600余万元，技术应用降低成本60%，刷新了胜利准噶尔油区石炭系玄武
岩地层最长单趟进尺等7项全国纪录，先后开拓了东海、南海、页岩气、煤层气、新疆、胜利等市场，成绩的取得
得益于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钻井工艺研究院机械所研发的扭冲工具，这也是钻井院钻井工具研究专家周燕
和她的科技创新团队三年来不懈努力的成果。据了解，这个市场应用范围广、创效能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扭冲工具投产以来、不仅打破了国外油服企业长期的技术垄断，也成为研究所连续三年的主要创收项目。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梁子波

对标国际前沿技术

2年自主研发新工具

利索的短发、个性鲜明的周
燕，在日常创新工作中，并不介意
成为“女汉子”。常言道：“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创新
她认为“质量效益是检验科技人
员创新工作成绩的唯一标准”。

近年来，在石油钻井领域，随
着钻井施工深度与难度的持续增
加，现有旋转钻井通过数千米的
钻柱传递破岩能量的缺陷日益凸
显，这不仅需要持续提升PDC技
术，更需要在破岩能量的“供给
侧”建立常态近钻头能量补给机
制，才能解决深井、难钻地层0机
械钻速低、破岩能量不足的工程
问题。

2010年，周燕和她的创新团
队对此展开了立项攻关。当时，美
国的一家公司研发的扭转冲击发
生器在中国市场迅速推开，7到9
万的高额日费让这款高端产品的
产值迅速破亿。

“一定要研发出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扭冲工具”，周燕暗暗下
了决心。由于此前国内并没有扭
冲工具方面的概念，没有经验可
供借鉴，她们就从工具的原理模
拟、图纸设计到加工制造、组装、
试验与测试，从持续改进到推向
市场……周燕每一步都走得谨慎
而艰辛。那段时间，她作为技术首
席或项目组长先后承担8个项目
的研究，加上生产和推广任务，工
作到凌晨常常是家常便饭。

当年8月，胜利钻井院扭冲工
具在完成研发后，首次在井下试
验中取得突破性进展。但经过2年
多的系统改进，这套SL系列扭冲

工具才逐步推向市场，周燕心想
“一定要把基础工作弄扎实，否则
就会给成果转化、推广带来严重
的负面影响。”

2013年，是周燕和她的创新团
队自主研发扭冲工具的第三个年
头，当获悉要与国外某知名产品提
速工具进行同台比试的消息后，周
燕和她的团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
悦，积极开展各项施工准备。

这一年的4月30日，周燕驾因
专注思考，与突然刹车的前方车
辆追尾，连车带人侧翻，事故现场
的围观者都为她捏了一把汗。

“当时在车里感觉身体没有
大碍，就从破碎的前挡风玻璃里
爬了出来，拍了拍身上的玻璃渣
和头发，等处理完事故就回去正
常上班了。”回忆起那时的场景，
周燕印象很深。她说，直到回办公
室工作后，才发现手上已经扎了
好几个玻璃渣，“当时顾不了害不
害怕，就觉得什么原因都不能耽
误这项成果的应用。”

困难面前写诗作乐

小工具闪耀大舞台

据了解，发生交通事故的第
二天，周燕就和创新团队成员前
往位于四川的元陆602井进行现
场试验。井队没地方住，周燕就和
同事租住了一个连自来水都没有
的民宅，对于生活她也从不计较。
在随后的8天时间里有6天都在下
雨，周燕和同事们的腿上、身上出
现不同程度的湿疹，奇痒难忍，但
谁也没有一句抱怨。井队的餐厅
小，周燕和同事就在餐厅外露天
吃饭，井队的工人师傅们常常嬉
笑着催促他们：“快点吃，雨越来
越大，吃得慢就成稀饭了。”

在元陆602井施工中，从数据
收集到分析扭冲工具的应用效
果，再与国外企业的服务工程师
进行技术交流，该项国外技术已

经不再神秘。数据显示，钻井院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扭冲工具卡滑
指数甚至比国外提速工具更为优
良，这个结果让周燕和她的创新
团队对这项科研成果的应用前景
充满信心。

然而前进的路上哪条不荆棘
满布？新工具在被认识和推广过程
中的阻力、风险令周燕始料未及。
面对艰难的时刻，周燕常常靠写诗
疏导自己和同伴的情绪，“云中路，
雾里树，蹒跚行，迟迟悟。风餐夜路
常如故，简淡清心随风渡”，一句句
诗词成为抚慰心灵的重要方式，也
支撑着她迎来了转机。

2013年，周燕到中海油上海
分公司参加技术交流时，连夜撰
写了题为《欲先取之，必先予之》
的文章发给中海油某平台项目负
责人。文中写到：“好的技术产品
需要孵化，才能呈现勃勃生机；纷
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下，适度减少
对国外高端技术依赖，适度加大
对自主创新优秀技术产品支持，
构建适合我国钻井经济提速核心
竞争力刻不容缓、责无旁贷。”

周燕的诚意打动了与会人
员，并使他们获取了在中海油海
上钻井平台现场试验的机会。据
了解，在两口井的钻井施工中，使
用 扭 冲 工 具使卡 滑 指数下 降
76 . 7%，扭矩曲线平稳如直线，保
护钻头、提高机械钻速的效果显
著。同年，胜利钻井院就与中海油
签署扭冲工具年度使用合同，至
今已连续合作了四年，扭冲工具
也正式进入中海油物资产品供应
系统。

实践是检验创新成果的试金
石，扭冲工具也随着时间和成效
得到业内认可，并逐步在东海、南
海、新疆、胜利等市场应用。面对
未来，周燕希望广大科研人员能
够立足岗位解放思想、主动作为，
能够成为有益社会进步的创新型
人才。

近日，以“以赛促学、学用融合、创新测井”为主题的第三届全国大学生测井技能大赛(“石化油服”杯)在胜
利油田举行，吸引了来自全国高校12支队伍参加比赛。据了解，全国大学生测井技能大赛每年一届，旨在为在
校生搭建深入了解石油企业对测井作业技能要求的平台，不断提高我国测井专业高素质人才培养水平。本次
比赛共分为理论考试、技能操作、汇报解释报告及答辩3个环节，内容涉及测井方法、仪器、作业、资料处理解释
和相关技术标准等。经过激烈角逐，长江大学代表队获得大赛特等奖，吉林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代表队获
得一等奖，西南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东北石油大学代表队获得二等奖，成都理工大学、中国地质大
学(北京)、长安大学、西安石油大学、西安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获得三等奖。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李吉建 丁静 摄影报道

测测井井技技能能大大比比武武

东胜潍北管理区：

二维码让油井管理更精细

本报5月9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刘寿强
王永科 ) 培育全员树立

“节约一分钱比挣一元钱
更容易”的理念，持续推进
群众性挖潜增效，已经成
为油服企业扭亏脱困的重
要举措。近日，胜利海洋钻
井公司胜利四号平台在例
行维修改造时，员工在盘
活废旧资源实施工具改造
中，实现降本2万元。

日前，胜利四号平台班
前会结束后，司机长李利起
穿戴好劳保用品后就往外
走，同事们和他开了一句玩
笑“老李，又要去捡废料”。

“我可是去淘‘宝’。”李利起
笑着回应道。

原来，在距离平台维修
的船厂不远处有座废料场，
李利起眼中的“宝”是指废
料场里那些船厂日常加工
和施工中被丢弃的塑料板
子、坏法兰等物品。这些被
别人抛弃的东西，在善于动
脑琢磨、喜欢创新改造的平
台“工匠”们眼里，可是大有
价值的“宝贝”。

有一次，李利起经过
废料场时，不经意间发现
了几根带有法兰弯脖的短

管。考虑到平台管线改造
需要这样的短管，他便将
这些废旧短管带回平台。
幸运的是，经过技术革新
这些短管符合管线改造的
技术标准。

“从废料场的下脚料
里挑出诸如螺母、螺栓等
小部件，经过技术革新符
合标准后，已经全部在管
线改造中应用，并为平台
降本4000余元。”李利起
说，看到被遗弃的物料能
够降本增效后，许多同事
也养成了时不时去废料场

“淘宝”的习惯。如今，技术
创新能手对淘来的钢板、
钢筋、螺栓等“宝贝”精心
设计、加工，成功对原本体
积大且笨重的换向开关操
作台实施改造，让操作台
在生产中更便利，还节约
成本5000余元。

据了解，在“淘宝”降
本的精神推动下，员工还
陆续改造自制了食品小推
车、场地刮水器等工具，让
被遗弃的物料在平台“工
匠”手中成为可利用资源。

“多动脑筋，自然就会为提
质增效升级贡献力量。”
李利起说。

海洋钻井四号平台：

废料场里“淘宝”创效

本报5月9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于佳 王
伟) 近年来，随着信息化
的快速发展，公众也享受
着二维码在购物消费、沟
通交流等方面带来的便
利。在胜利油田东胜公司
潍北采油管理区，技术达
人将二维码引入日常工
作，让油水井管理与互联
网融合发展，推动油企提
质增效升级。

走进潍北采油管理区，
二维码在每口油水井的井
场随处可见。只要打开手机
微信扫一扫，一张张包含着
生产状况、油藏属性、开发
作业、井筒状况、解决对策、
效益评价等多项内容的图
表，在手机上清晰地显示出
来。从地理位置到生产状况
再到成本效益，每口井的资
料信息都一目了然。它们就
像一个个微型数据库，为这
个管理区油井生产提供着
便捷。

“这既是打破油井封
闭式管理模式的一扇窗
口，也是提升工作效率的
一种信息化手段。”在潍北
采油管理区党委书记、副
经理张信超看来，长期以
来，潍北采油管理区曾采
用建立躺井档案馆、健康
卡等“一井一策”档案管理
法。使用过程中，除专业技
术部门外，运维员工对油
水井情况了解的并不全
面，特别是每次“会诊治
病”时，还要从大量资料里
反复查找，费时费力。

只有全面了解油井，
才能精细管理好油井。对

此，潍北采油管理区借鉴医
院病历信息化管理模式，围
绕油井特点、健康状况到病
情治疗过程，把每一口油水
井信息汇总起来，通过服务
器为每口井生成一个二维
码，并利用这个载体把生产
信息呈现出来。

为了更好地发挥信息
化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潍
北采油管理区积极转变观
念和思路，在二维码使用上
不断升级。“借助定位软件
把二维码加入谷歌地图后，
只要用谷歌定位到井位并
点击进入，二维码就会自动
弹出，实现足不出户就能实
时掌握油水井信息。”张信
超说，目前，管理区结合每
月成本核算变化，将油水井
效益评价情况录入进去，为
生产成本管控和措施优化
提供数据支持。

据了解，昌90注采管
理站管辖的昌3是个老区
块，老井多管理起来自然
比较复杂。自应用二维码

“身份证”以来，站上的员
工从井场管护变成了油井

“医生”，对油水井生产规
律掌握的越来越清楚，判
断故障的综合能力也得到
提升，使油井检泵周期大
幅延长，并通过合理调参
实现单井日节约600度电。

微信二维码的灵活与
便捷，让潍北采油管理区油
水井管理越来越精细，效
益发展步伐也更加铿锵有
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季
度，该管理区同比减少作业
费40余万元，仅4月份就比3
月份节约电费1300余元。

胜利钻井工艺研究院周燕：

自主研发带头人叫响“胜利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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