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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开放日中石化再次敞开大门，胜利分会场与50余名公众“亲密接触”

开放的胸怀展现“胜利担当”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翟剑飞 朱保强

打开了解胜利的“窗子”
4月20日，在胜利油田分会

场，东营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
及来自中国石化公众开放日微信
平台报名的公众代表等50余人参
加了此次公众开放日活动。公众
代表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先后
参观了油田科技展览中心、河50
丛式井组油气生产现场，并参与
了智慧小课堂等，零距离感受胜
利油田的生产过程、发展变化，了
解油田在促进国民经济和区域社
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参观首站是油田科技展览中
心，它向公众全面地展示了油田
高效勘探开发五十多年的辉煌
历史，展现了胜利油田在不断攻
克勘探开发难题过程中的技术
创新与突破，展示了胜利油田从
陆地勘探开发迈向海洋勘探开
发，从国内市场到走向国际市场
的辉煌历程。公众遨游在石油知
识的海洋中，感受着胜利油田的
精神力量。

在被誉为居民区中“花园式
井组”的现河采油厂河50丛式井
组，胜利人依托勘探开发技术的
创新与突破，实现了用地上3个足
球场的面积控制了地下84个足球
场面积的油藏，实现了“企业生
产”与“居民生活”的和谐共处，彰
显了胜利油田坚持绿色发展、可
持续发展的环保理念。现场标准
化管理、绿色发展的理念让公众
为胜利油田竖起了大拇指。

在胜利培训学院的智慧小课
堂上，大家观看了揭示一滴油旅
程的《油迪的秘密》卡通片，了解
了石油从上游勘探开发、中游石
油炼制、产业链终端成品油和天

然气产品供应销售的全过程，还
参加了磕头机拼装比赛、炼化温
度连连看比赛等有趣的现场互动
游戏，揭开了石油与生活的紧密
关系，展示了胜利油田科技创新
的不断追求，也呼吁人们保护生
活中稀缺资源。

“通过中国石化公众开放日
活动，我感受到油田辉煌的发展
历史，了解到石油与我们吃穿住
行的紧密关系，体会到了油田坚
持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我也为自己是名石油工人感到骄
傲。”公众代表张欢欢说。

事实上，早在2012年，中国石
化就在全系统范围内组织发动“开
门开放办企业”活动，并将其作为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与公众沟通，构
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2016年4
月，中国石化整合推出了“中国石
化公众开放日”大型品牌活动，提
出要通过2-3年时间努力打造公司
与社会沟通的标志性品牌活动，目
前已有50家所属企业在国内36个
城市持续开展此项活动。

2016年以来，中国石化已经累
计邀请社区居民、学生、媒体代表、
政府官员等近10万人次入厂参观，
展示了中国石化创新、绿色、开放
的企业形象，强化了正面认知，改
善了企地关系，搭建起了与社会公
众、社区居民便捷沟通的稳定渠
道，成为央企首个品牌化公众开放
日活动，以及我国工业企业中最大
规模的公众开放日活动。

展示胜利文化的“镜子”

“几年前我曾参加过中石化
公众开放日活动，这次从一线员
工的精神面貌、规范化管理水平
以及践行环保理念，更能感受到
国企的文化魅力，多年坚持开放
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市民陈
女士说。

据了解，作为中国石化上游
板块最大的企业，胜利油田始终
把公众开放日活动作为接受社会
监督、促进企业发展的有效方式，
先后优选40余个对外展示窗口，
建设精品开放线路，形成了上下
一体化联动、常态化开放的长效
机制，邀请驻东营市的全国、全省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政府官员、
兄弟企业、新闻媒体、油城资深网
友等2000余人走进油田施工现
场、生产一线，感受油田的发展变
化，了解油田在促进国民经济和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具有开放的自信和风度，源
自胜利油田始终坚持“价值引领、
创新驱动、资源统筹、开放合作、
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胜利石油
管理局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部
长、企业文化处处长宋政谦表示，
胜利油田始终把绿色低碳作为抢
占发展和道德制高点的自觉选
择，作为油田转型升级的切入点，
做到“要油气产量，更要碧水蓝
天”。低油价严峻形势下，始终坚
持安全环保的力度不降、投入不
减，认真履行国企“政治、经济、社
会”责任，践行绿色低碳战略，全
力打造绿色油田。

“开放是胸怀，更是尊重。胜
利油田将一如既往地定期举行公
众开放日活动，欢迎更多的朋友
一起探秘智慧油田、绿色油田、和
谐油田。”管理局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工会主席韩辉表示，三年
来，胜利油田累计投入25 . 8亿元
实施“能效倍增”计划和“碧水蓝
天”工程项目151个，圆满完成了
国家、地方政府和上级部门下达
的各项节能环保目标任务。

胜利油田2018年度公众开放
日活动已经全面启动，计划每月
举办一次，公众可通过中国石化
公众开放日微信平台报名，免费
参与其中。

油田推广应用
提高采收率新技术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贾玉涛
代俭科) 一种新型提高

采收率技术在胜利油田推
广应用，使老油田重新焕
发青春。2018年，油田预计
动用地质储量2460万吨，增
加经济可采储量近200万
吨，采收率提高8 . 1个百分
点，将桶油成本控制在50
美元以下，胜利特高含水
后期老油田经济有效期将
延长10年以上。

作为应用非均相复合
驱油技术的受益者，孤岛
采油厂地质所水驱室主任
高阳认为，这项技术让先
导试验区实现产量增加、
综合含水率下降，其中综
合 含 水 率 最 好 成 绩 由
98 . 2%将至81 . 3%，日产油由
3 . 3吨提高到79吨，提高采
收率8 . 5个百分点。

经过50多年的开发，
面对水驱开发每1吨油90%
以上都是水的实际，油田
开始应用聚合物驱油。该
技术先后在孤岛、孤东、胜
利等30个矿场单元推广应
用，累计增油1930万吨。

在应用十几年后，随
着聚合物驱深度开发，油
藏的采出程度和含水率日
渐接近极限，这意味着聚
合物驱后油藏亟须寻找新
的更为经济有效的提高采
收率方法。

勘探开发研究院首席
专家郭兰磊称，油田三次
采油先是经历过聚合物驱
油，这种液体类似于胶水
一样，因其带有粘性，从而
保证一定压力把油驱出
来。后来又在聚合物中增
加表面活性剂，像洗衣粉
一样可以把油从地层中洗
出来。应用多年后 ,在地层
中形成了驱油剂的“惯用

通道”，驱油剂顺着通道就
跑了，通道以外的油藏无
法得到有效波及，效果不
再明显。

经过多年的探索，科
研人员将一种带有粘弹性
的颗粒加入聚合物中，建
成了“粘弹性颗粒(PPG)+
表面活性剂+聚合物”这一
非 均 相 复 合 驱 油 体 系 。

“PPG颗粒遇水溶胀并具
有较强黏弹性，膨胀后像
橡胶一样有韧性，能够有
效封堵油层中的大孔道。”
郭兰磊打了一个形象的比
喻，就像小米粥有液体也
有颗粒，压力低时能够封
堵孔道增加驱油面积，压
力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它能
变形通过孔隙，在油藏中
运移，到达油藏更深的部
位。

实践证明，这种“固液
共存”的驱油剂起到既能
封堵又能驱油还能洗油的
多重功效，有效解决聚驱
后油藏高效开发难题。目
前，这种体系设计在国内
外均属首创，已荣获中国
专利优秀奖，同时还获得
了美国发明专利。

2018年，非均相复合驱
技术又取得新突破，科研
人员研发的新型低成本驱
油剂比原来每吨降低1000
元，同时驱油剂适合各类
油藏，进一步扩大了油藏
覆盖规模。

目前，胜利油田准备
在孤岛、孤东、胜坨和东辛
等4个特高含水后期老油
田推广5个项目，覆盖水驱
和聚合物驱后等2种油藏
类型。专家表示，“十三五”
期间，油田将进一步加大
非均相复合驱技术推广力
度，预计覆盖储量5000万吨
左右。

4月20日，在第49个“世界地球日”来临之际，由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工作局主办，中国石化集团宣传工
作部、中国石化金陵分公司承办的“国企开放日”走进中国石化暨中国石化公众开放日第三季活动全面启
动。同日，中国石化在36个城市的50家所属企业同时开门迎客，分别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吸引了近两千
名公众参加。

据了解，作为中国石化上游板块最大企业，胜利油田通过带领公众实地参观与系统讲解，为公众通俗
易懂地展示了50多年高效勘探开发的技术进步，“企业生产与居民生活”和谐共存的景象，石油与生活的
紧密关系，活动打开了公众了解油田的“窗口”，也促进了企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

物探研究院：

两项技术获发明专利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宋振华
魏国华) 日前，胜利油

田物探研究院申报的“一
种适合井间地震大角度反
射条件的延拓成像方法”
和“一种质心频率与频谱
比联合的井中地震品质因
子反演方法”两项井中地
震技术专利获国家发明专
利授权。

据了解，“一种适合井
间地震大角度反射条件的
延拓成像方法”，公开了一
种将井间地震大角度反射
信息采取横向延拓的思路
转化为小角度反射的地震
成像方法，有效改善垂向

大角度区域的成像效果，
提高井间地震反射波成像
精度。该方法在胜利油田
多个地区进行井间成像试
验后，取得较好的地质效
果，检验了方法的正确性、
有效性和稳定性。

“一种质心频率与频
谱比联合的井中地震品质
因子反演方法”，通过提取
井中地震资料的波形信息
获取地层吸收衰减系数的
反演方法，有效降低地震
资料中噪声及其它干扰因
素对品质因子反演的影
响，获取了更高精度和分
辨率的地层品质因子反演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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