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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郝现采油管理区生产指挥中心，技术人员通过能源管控模块，对部分超出
预警值合理界限的油井制定整改措施。据了解，作为油田新型采油管理区试点单位，郝现采油管理区今年强
化“四化”相关技术攻关力度，并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整合单井实时数据与源头开发数据库，自主研发了油
田首个“油井能源管控预警模型”，旨在通过分析油井日耗电量、泵效、回压等数据变化趋势，自动推送最优
生产方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该管理区优化作业井参数21井次，优化动态参数38井次，日节电1150千瓦时。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孟涛 乔晨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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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胜鲁平采油管理区：

转变观念巧治报废井

本报12月5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明月
李文玲) 近日，鸭深1井

单井橇装氧化还原脱硫装
置各系统正常运行，标志
着胜利油建公司施工的鸭
深1井地面工程投产成功。

据了解，鸭深1井地面
工程包括天然气加热、节
流、降压、双塔脱硫、硫磺
回收、硫磺成型、天然气脱
出有机硫、三甘醇脱水及
水、电、控、通信、暖通、建
筑结构、化验、防腐等配套

工程。该工程是目前国内
规模最大的单井橇装氧化
还原脱硫装置，具有适应
性强，方便运输，搬迁及应
用灵活等优点。

为保证顺利投产，胜
利油建鸭深1井项目部加
强同设计单位协作力度，
对可能出现噪音、高温、硫
磺堵塞等问题制定6项专
项方案，并对参与投产人
员进行硫化氢中毒、气体
泄露等风险安全培训，确
保投产工作有序推进。

胜利油建公司：

鸭深1井地面工程投产

本报12月5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杭)

近日，面对一口需要封堵
的报废井，胜利油田鲁胜
鲁平管理区通过转变观
念、技术创新，让不足万元
的投资替代了原本数十万
元才能实施的封井作业。

车古22井是油田在沾
化部署的一口探井，因油
气显示不佳未能投产。为
防止因油井失控造成严重
的安全环保隐患，管理区
决定实施封堵。

“近几年，当地居民在
油井周边开发了盐池，要
进行封堵首先要修一条

300米长道路，再加上工农
关系、封堵作业施工，总成
本需要数十万元。”生产指
挥中心吕俊称，为花最少
的钱达到最佳封堵效果，
管理区在对该井进行详细
勘察的基础上，积极制定
更加合理高效的方案。

吕俊说，在准备井口
封堵材料时，员工利用闲
置物资制作了7寸套管短
节、底法兰和井口法兰，施
工方根据管理区提供的物
资很快就按照好井控装
置，后经测试完全符合要
求，整个封堵流程共支出
材料费、安装费不足万元。

鲁明济北采油管理区大力实施低成本发展战略

“三转三创”为效益发展注入活力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赵军

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提高员工创效贡献率

新形势下，影响油田企业生
存和发展的不再是资源峰值论所
言的资源瓶颈因素，而是企业单
位成本、油气勘探开发技术和管
理水平。为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价
值创造力，胜利油田在今年年初
研究制定了《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指导意见》，通过强化内部统筹配
置、积极开拓外部市场等措施，完
善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机制，建立
完善配套政策体系，走上了效益
化用工之路。

今年5月，当财务共享中心下
发招聘通知后，济北采油管理区
资料化验站站长付颖颖毫不犹豫
地报了名。她说，“孩子刚上小学，
每天晚上都要打电话问我功课的
事，能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照
顾好孩子是我最大的心愿。”

付颖颖工作的十年间，她的
能力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
可，她也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但
家庭和工作不能兼顾的现实成为
她的一块心病。因为，她每周都要
往返管理区驻地济阳和东营之
间，遇到周末值班半个月就见不
到孩子。

让付颖颖坚定“走出去”的信
心，还要从管理区年初的大明外
闯市场项目说起。那时，她的同事
张美淑是管理区第一批“走出去”
的员工，并且在新岗位上取得不
错的成绩。“工作不耽误，家庭能
兼顾，现在的我过得挺好。”张美
淑的话让付颖颖吃了定心丸，当
机会再次摆在面前的时候，她立
即做出了选择。

本身就是业务骨干，加上有
学历又聪明，付颖颖在财务共享
中心的培训、考核中总能获得佳
绩。“解决了后顾之忧，工作的时候
我就更有动力。”付颖颖说。

冯春雷说，自油田出台人力

资源优化配置政策以来，管理区
积极组织有能力、有愿望的员工
到大明等单位外闯市场，力争让
每一名员工都能在岗位上提高创
效贡献率。此外，他们通过调整内
部班站的分工，确保油气生产高
质高效。

突破机制约束

推动施工效能提升

11月初，管理区副经理赵洪
涛带领“三室一中心”成员和承包
商共同召开12月份注水管线清洗
项目议价会。会议现场，他们对承
包商的资质、财务状况、安全管
理、技术能力、业绩以及预期效果
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审定后，还
围绕工期和施工费用进行协商。

“所谓低成本发展，就是要花
最少的钱办最高效的事。承包商
在获利的同时，理应承担项目风
险。”赵洪涛说，经过充分调研论证
和议价，12月份管线清洗费比预算
降低12%。此外，管理区还明确施
工质量要求，若清洗不符合要求
承包商将面临十分严厉的质量违
约金。

今年以来，鲁明公司按照油田
统一部署，在构建新型管理区时突
出油藏经营管理责任主体地位，将
措施运行的权利职责下放给管理
区，并以管理区为主体开展措施
运行、二级单位专业部门审核，最
大程度提高措施运行效能。

“传统的运行模式，管理区对
措施运行和承包商管理缺乏掌控
力，新型管理区的构建让管理区
责权利统一，更有效提升效益发
展水平。”冯春雷说，管理区探索
实施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结
算模式，在每一次施工前都要经
过双方探讨，既对承包单位综合
素质综合考量，也通过变革结算
方式倒逼承包商提高施工质量。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有效
激发了承包商的积极性，并改变
他们在施工中的等靠情况。如今，
每次施工前承包商都会积极与管
理区结合施工方案审定、优化事
宜，并主动接受管理区的全过程

监督考核，共同推动施工效能。

创新驱动战略

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近日，济北采油管理区举办
创新创效成果评比活动，在生产
中降低成本和工作强度的“抽油
机曲柄销应用现状与免维护曲柄
销技术”与管理理念创新成果“新
形势下基层注采站经营管理模式
的创新”取得并列第一的成绩。

冯春雷说，以往的创新创效
评比活动中，往往都是成果的展
示和比拼，而这一次最大的不同
在于“金点子”既参加了评比，更
因其改变目前以区域建班组的思
维模式，形成以工作分工为目的
的班组设置，利用价值积分管理
让全员发挥专长，一举获得了创
新成果第一名。

如今，这种管理模式已经在
济北采油管理区推广，并在提质
增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创新不
拘泥于形势，重点要看其效果。”
奖项获得者、经营管理室主任韩
峰说，“金点子”在创新创效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显而易见，而起点
都是员工在生产过程中立足问题
导向，例如注采三站责任技师王
秀芳今年五项小革新中的两项就
是员工给她的灵感，高级工程师
陈建平的10多项创新创效成果线
索也来自岗位员工提供的线索。

“解决一线员工生产中遇到
的问题，那才是创效，把他们提供
的想法变成成果，这就是创新创
效的源泉。”陈建平说，近年来，管
理区一直非常重视岗位员工在创
新创效的主体地位，并对创新创
效取得成效的个人和班组进行奖
励，引导全员争当创新能手。

事实上，管理区今年在降本
降耗增效方面收集的仅百条合理
化建议都已经应用到实际生产
中，这为效益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三转三创’主题活动是新形势
下提高油企核心竞争力的根本保
障，只有紧盯提质增效升级这个
核心，才能让济北多产效益油。”
冯春雷说。

在低油价带来的扭亏脱困背景下，油田企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深化改革、转型发展和提质增效升级的
必要性和紧迫性。胜利油田鲁明济北采油管理区副经理冯春雷坦言，面对低品位、难动用、高成本带来的发
展困境，管理区立足“三转三创”主题活动在效益发展方面的重要保障作用，通过坚持向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突破传统机制约束、激发全员创新创效等重点工作要效益，为鲁明公司更有质量、更有效益发展贡献力量。

孤东采油管理六区：

地层“精准喝水”高效产油
本报12月5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尹永华
王仕磊) 今年以来，面

对水淹程度高、剩余油分
布零散、水驱效率低等难
题，胜利油田孤东采油管
理六区变无效“漫灌”为精
准有效的“滴灌”，以细分
注水、局部增注、重建剩余
油富集区井网等方式，挖
掘低水淹区的剩余油，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

“产液、注水结构不合
理，主要原因是采出程度
高、大孔道的形成，大部分
注入的水直接被采出，高
水淹区只有靠强注强采的

‘漫灌’方式增加产能，但
这样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
当前开发现状。”管技术管
理室主任孙永章说，在技
术攻关中，管理区通过“定
向滴灌”实现注水、产液剖
面的改变，有效提高水驱
油效率。通过剩余油饱和
度监测、新井测井资料为
依据，摸排层间储量动用
差、剩余油富集的薄差潜
力层，实施水井细分增注，
油井补孔、卡改等措施卡
封高水淹层段，挖掘低水
淹层段潜力。

此外，采油管理六区
积极建立“滴灌”注水井
网，有效提高了储量动用

和井网控制程度；通过摸
排平面上水淹程度低、剩
余油富集区域，以转注、扶
长停、更新等措施重建注
采关系，转变注采流线，提
高水驱油效率。其中，年内
8口新投水井、扶长停水
井、油转水井日增有效注
水能力540立方米，对应油
井增油1246吨。

管理区技术人员姜华
英认为，在精细油藏管理
中，通过加强井组注采流
线及剩余油潜力分析，对
油水井连通差、长期高压
注入、剩余油相对富集井
区采取单井高压增注等措
施，有效提高注入压力、增
加对应油井产能。对长期
大孔道注水单井选择性封
堵大孔道，扩大层内波及
体积，效果也十分明显。

今年以来，该管理区
实施油井补孔18井次，日
产油增加35 . 8吨，综合含
水下降6 . 7%；对应水井调
配32井次，减少无效注水
621立方米，增加有效注水
462立方米；实施水井调剖
8井次、局部增压注水10井
次，日注水量增加350立方
米，对应油井日液增加165
吨，日油增加12吨，注水层
段合格率由84 . 5%上升到
了9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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