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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技术力量薄弱、缺乏精细的油藏研究和长效稳产工作量投入不足等因
素影响，胜利油田纯梁采油厂自然递减曾持续上升，在2013年上涨到13 . 9%。

“自然递减率，是决定一个油企经营效益的决定性因素。”纯梁厂油藏首席专
家毛振强认为，长期高成本低效益的新井措施投入，在不断拉高吨油成本的
同时也进一步加大增量的自然递减率，最终导致开发形势进入恶性循环。三
年来，纯梁厂立足自然递减增速的核心，大力实施增加长效投入、油藏规律研
究和“五位一体”闭环式管理模式，让自然递减率不升反降7 . 4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王蕊仙 孟晓锋

增加长效投入
提升增量质量

低油价以来，面对严峻的生
产经营形势，纯梁厂将提升管理
水平、降低自然递减率作为求生
存谋发展、勠力同心研究的命题。
2014年，他们实施自然递减三年
攻坚，明确要在2017年底前将自
然递减控制在10%以内。

在以低渗透水驱油藏开发为
主的纯梁厂，老井产量占总产量
超过90%，“注好水”理所应当成
为水驱油藏降递减的长效举措。

据了解，为让油藏“喝”上好
水，纯梁厂加大水系统改造力度，
并建立沿程水质监控网络，使水
质达标率由85%提升至95%。

毛振强认为，实施低成本战
略中，各单位都面临成本大幅压
减的现状。即便如此，纯梁厂在做
好井组、单元注采完善方面，确保
水井措施工作量不减反增30井次
以上，使注采对应率由77 . 4%提
高至78 . 5%。

在增量投入方面，纯梁厂由
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由“上得
去”向“稳得住、能长效”转变，提
前做好稳产基础工作，待稳产基
础抓实才能实施。同时，该厂配套
工艺措施，加强新技术的推广应
用力度，确保新井、措施井实施后
不仅高效且长效，降低增量递减。

三年来，纯梁厂在确保新井
投产日油增加2 . 3吨的同时自然
递减下降5 . 6%，措施有效率增加
28%、递减下降3 . 5%。

加强油藏规律研究
提升开发管理水平

“只有把水的工作做好，油井
的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地质

所副所长于红军说，纯梁油区包
含低渗透、断块、稠油等多种油
藏，地质科研人员针对不同油藏
的开发规律重新梳理油藏时，结
合不同的油藏类型、制约开发的
主要因素深入分析，并制定注采
调配对策，达到降递减的目的。

低渗透的文章在水上。采油
厂通过水井的封堵高渗层、双管
分层注水均衡层间吸水，实现层
间均衡驱替，提高注水质量。纯更
斜2井在封堵C3组高耗水层，对
低动用层C4-C5实施分注后，对
应油井日油增加2 . 5吨。三年来，
纯化油田的分注率由26 . 4%上升
到35 . 4%，自然递减由12 . 5%下降
至目前的1%。

特低渗透油藏攻欠增注注上
水是重点。今年以来，采油厂通过
引进新的酸化解堵工艺实施增注
延长措施有效期，在对樊151-斜
16井实施新工艺增注后有效期由
原来的78天延长至145天并持续
有效，井组日增油1 . 2吨。

“一般断块以变流线产液结
构调整为主。”于红军这样介绍。
在纯化S2段2个井组实施抽稀井
网注采耦合，井组日液由201吨下
降至87吨，含水由95 . 5%下降至
89 . 9%；产量保持稳定。区块的吨
油成本由549元/吨下降至83元/
吨，下降了466元/吨，年节约运行
成本151万元。

针对复杂断块油藏，纯梁厂
在“三转三创”主题活动中，采取
分断块完善井网、分砂体潜力认
识的模式，发挥地质与开发相结
合的互补优势，使断块油藏自然
递减由9 . 5%下降到6 . 2%。以高12
块为例，今年，采油厂通过分断块
描述，分砂体潜力认识，高12-27
井挖潜后日增油5吨，日产气2000
方并持续稳产，取得了好的效果。

稠油油藏，纯梁厂则更注重
开发方式的优化和地质工艺一体
化结合。对低粘度稠油转水驱开
发，低部位实施仿边水驱，在高10
块实施后井组日增油4吨，持续3

年递减保持在5%以下。对于强边
底水井实施周期采油。今年以来，
采油厂对低渗敏感稠油转化学剂
驱，通38-10块在实施化学剂驱后
油井载荷下降、产量不降反增。

目前，纯梁稠油自然递减率
由2013年的38 . 2%下降到16 . 2%。

一体化运行

全员参与降递减

“只有管理运行不断提效，才
能确保降递减效果持续长效。”毛
振强说，纯梁厂已成立由主要领
导任组长的降递减项目组，充分
发挥油藏、工艺、作业、注采、生产
运行“五位一体”闭环式管理运行
机制优势，把聚焦质量效益理念
落实到生产运行的每一个环节。

他们首先从提升技术人员素
质入手，不定时组织开展管理区
分管地质副经理、技术室地质技
术员和地质所开发室技术员开展
地质系统技能岗位培训，梳理油
藏认识，统一调整思路，讲明生产
经营形势，明确指标责任，不断提
升开发管理水平。使地质系统始
终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降递减。

精细管理降躺井。技术人员
根据单井轨迹、“狗腿”位置、油井
供液等情况，优化井下管柱组合；
积极开展油井腐蚀、结垢、结蜡机
理研究，加强油井防偏磨、防腐防
垢的专项治理；逐井优化洗井加
药周期，建立采油厂“一块一法、
一井一策”单井数据库。目前，检
泵频次由2013年的年0 . 2下降到
0 . 12，作业影响产量由2013年
1 . 61万吨下降到1 . 28万吨。

依托信息化提升，生产运行
节奏加快、控产量影响因素。毛振
强说，纯梁厂结合输油管线回压
波动迅速找出问题点进行治理，
结合单井实时远传系统载荷变化
优化洗井、加药周期，生产运行影
响递减由2013年3 . 4%下降到目
前的1 . 8%。

纯梁厂大力实施油藏效益提升工程

精细油藏管理，自然递减“低头”

近日，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员工正在埕油区新井现场抢上抽油机投产。“今年以来，河口采油厂在大力
实施低成本发展战略的同时，加快勘探及油藏效益评价井的部署与论证。”河口采油厂副厂长徐福刚说，在
新井投产方面，钻井、地质、工艺、油地、作业等采油厂相关单位和部门按照‘早一天投产，早一天创效’的理
念，加强沟通力度、加快运行节奏，提升年内新井创效水平。同时，该厂还以动用商业储量、产效益油为目标，
加快新井投产进程，到达高效建产目的。据统计，全年计划投产的150口新井中，已完钻新井60余口、组织投产
51口，初期日增油量达140吨，为采油厂效益资源接替夯实基础。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吴木水 摄影报道

抢抢抓抓效效益益资资源源接接替替

本报6月13日讯 (记者
顾松 通讯员 马俊松
王常玲) -2 . 9%是胜利

油田现河河4单元去年的
自然递减率，这意味着过
去一年，这个单元仅靠开
发技术和精细管理，年均
自然日油水平不仅没有下
降，反而增加2吨。对于一
个高采收程度、高采油速
度、特高含水阶段的“ 7 0
后”老断块油藏来说，这不
得不说是一个“神话”。

厂地质开发专家王丰
文认为，“河4单元实现自
然递减‘逆袭’，为采油厂
在低油价下实现效益稳产
提供了启示。”今年，现河
厂产量基本目标为108万
吨，地质人员测算其中90%
以上要靠自然产量完成。
过去那种“打滚动仗，吃滚
动饭”的开发方式受新井
投资压减的影响一去不
返，于是如何控制自然递
减成为稳住自然产量实现
基本目标的关键。

“控制自然递减是一
个系统工程，其中注采输、
作业、水电造成的停井、甚
至综治盗油都会造成产量
损失。”王丰文说，他们以
油田自然递减分因素管理
系统为基础，将产量损失
划分为25个类别。除油转
水、高含水及工程因素关
井外，其中22项因素都有
职能部门负责，为的就是
让每个部门在开发生产方
面多一份思考，多一份责
任，协作进行开发管理。

按照规定，采油厂为
各部门所负责的产量损失
设置上限，实行奖罚兑现。
比如躺井是往年产量损失
的主因之一，牵扯采油、工
艺、作业等部门。在细化考
核中，杆断脱、泵漏等工程
因素责任在管理区、工艺
所，5天之外仍不扶作业管
理中心就要担责任。一季
度，自然产量完成较好的
现河庄管理区奖励2万多
元，完成不好的管理区被
罚了1万多元。

责任和指标有罚有
奖，压力最大的还是地质
技术人员。河4单元负责人
鲁轩说，相比产量损失造
成的递减影响，同工同层
类递减控制是最大难点。
同工同层因素，指的是资
源生产能力的正常递减，
这部分递减虽然无法避
免，但是可以通过井网调
整、注水调整去减缓，全凭
地质人员的智慧和技术。

鲁轩认为，高含水区
块不代表每个部位都高含
水，理论上可以在耗水量
相对小、含油饱和度比较
高的区域通过流线调整，
让注入水向含油饱和度比
较低的区域去流动，从而
挖掘剩余油。

河4-斜88井，去年下半
年流线调整见效，2月份含
水又上升到97 . 8%。目前技
术人员通过对水井河4-55
分层注水，进一步调整流
线挖掘油井层间潜力，产
量由1 . 2吨上升至1 . 8吨。

现河采油厂：

全员参与控制自然递减

本报6月13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刘寿强)
“海兴公司的钻井液用

天然高分子降滤失剂、高
分子包被抑制剂、固体聚
合醇具有见效快、性能持
续时间长等特点，在现场
应用中收到良好效果。”近
日，在胜利海洋钻井公司
钻井液技术交流会暨新产
品推介会上，来自钻井工
程技术公司泥浆公司副经
理何兴华这样评价。

海洋钻井海兴公司坚
持创新发展，以中国石油
大学(北京)为技术依托，不
断加强硬件、软件建设，致
力推进钻井液用新产品的
推陈出新。目前，该公司拥
有三座1 5 0 0平方米的厂
房，乳液高分子生产线一
条 ( 年 产 高 分 子 聚 合 物
1000吨)、七台反应釜、双
螺旋混合机等主要生产设
备，100多平方米的检验实
验室，包括钻井液用高分
子乳液包被抑制剂、生物
聚合物等在内性能好、应
用性强的钻井助剂产品十
余种，产品先后通过了胜
利石油管理局组织的产品
质量认证，成为胜利油田
物资市场A类供应商。

作为产品的试用客户
胜利八号平台泥浆工程师

王文山说，在埕北斜212井
施工应用中，海兴公司生
产的高分子乳液包被抑制
剂凭借良好的流动性和携
沙能力，有效防止井下复
杂情况发生。同时，乳液包
被抑制剂相比传统固体包
被剂，更加便于现场配液，
减轻员工劳动强度的同
时，消除固体粉末带来的
健康损害；更加快速溶解，
消除跑浆现象，降低平台
零排放压力。在谈到海兴
钻井液用产品使用效果
时，胜利九号、新胜利一号
等其他试用平台也纷纷给
予了良好评价。

受邀参加技术交流会
的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钻
井液学术方面带头人蒋官
澄教授，在实地参观生产
车间、化验室及产品演示
后，对海兴公司生产的钻
井液用产品表现出的高性
能、高功效表示赞赏。

“我们积极求变求新，
把过硬的产品作为开拓市
场的‘利器’，用质量说话，
用效果证明。”海兴公司党
委书记、经理刘法胜表示，
强化技术创新，持续打造
品牌优势，努力为实现站
稳海洋走向陆地、稳固内
部拓展外部的发展目标夯
实基础。

海洋钻井公司：

产品创新打造品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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