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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下午，胜利油田胜中科技新村幼儿园邀请部分学生家长走进校园，共同参加“足球Family”趣味亲
子活动，旨在以足球为纽带增进亲子关系，提高儿童体质，促进孩子们身心素质全面发展。“这项活动将在改
善贫困地区儿童踢球场馆、教练、装备等条件，资助贫困地区有天赋的孩子成长基础上，积极引导广大家长
转变教育观念，支持孩子们走进绿茵，并和孩子们一起参与、热爱足球。”胜中学前教育中心主任孙媛称，“足
球Family”是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与启九体育联合发起的一项儿童少年体育公益项目。这项活动，将立足促
进体育教育“平等”的宗旨，努力为社会培养更多有文化的足球人和热爱足球的文化人。

本报记者 邵芳 摄影报道

趣趣味味活活动动促促全全面面发发展展

鲁胜公司：

“精准送教”培养创新人才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刘静)

年初，胜利油田仙河管理
中心与仙河镇政府签订协
议，将神仙沟排涝站管理
权、使用权移交镇政府。经
双方协议，仙河管理中心
发挥技术优势，承揽神仙
沟排涝站移交后的运维工
作，此举既满足政府部门
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也让
管理中心实现外闯创效18
万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合作共赢。

据了解，位于兴港路
的神仙沟排涝站是仙河镇
规模最大的排涝站，内设
10台立式轴流泵、4孔挡潮
闸，承担着仙河镇、孤岛镇
防洪排涝任务，并对区域
内河流起到改善水质、防
止海水倒灌的重要作用。
该排涝站原由仙河管理中
心市政公司工程班进行管
理，采取汛期值班、旱期巡
站的管理模式，以求在人
员紧缺的情况下实现高效
工作。

承揽排涝站运维后，
24小时值班制对本就人员
紧缺的工程班来说是个不
小的挑战。为确保内部市

政维修质量不下滑、外部
业务高效运行，工程班及
时调整内部工作机制，把
生产管理岗与一线操作岗
合二为一，管理者既当指
挥员又当战斗员，同时外
闯市场员工在轮休期间积
极参与原岗位工作。机制
灵活调整，不仅使9名技术
过硬的员工迈出外闯市场
步伐，也实现了人员输出
后的平稳过渡。

“甲方每天都会在工
作群发布工作部署，我们
就严格按照要求保养设
备、测量水位、开关水泵、
调剂水质。”刘志涛说，现
在，甲方不仅改善了外闯
员工的工作环境，还配备
了电磁炉等生活用品，让
偏远班站员工生活得到保
障，“还是从事原来的工
作，有信心有能力让甲方
满意。”

市政公司副经理张伟
认为，这次合作，只是市政
公司拉开外闯市场多创效
的一个良好开端。下一步，
他们将不断发掘在绿化等
方面的潜力，持续推进转型
发展，争取市场主动，让更
多员工在外闯市场中受益。

仙河管理中心：

外闯市场创效“开个好头”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时维涛
陈军光) 胜利油田鲁胜

公司鲁升采油管理区年轻
技术人员赵娜，两年前还
是一名“生手”，如今却成
了油气开发的“多面手”。
她不仅够熟练运用软件编
制区块构造、厚度、油藏剖
面等基础地质图件，还掌
握了水驱油藏动态分析方
法和地质建模、油藏数值
模拟方法，她的成长要归
功于科研所的青年人才

“成长计划”。
低油价下实现高质量

发展，离不开科技人才的
支撑。今年以来，针对年轻
技术人员工作经验不足、
解决高效开发能力欠缺等
问题，鲁胜科研所充分发
挥科研骨干的“传帮带”作
用，创新培训方式，促进年
轻技术人员快速成长。

“精准送教”是他们
创新培训方式的特点。根
据管理区提出的培训需
求，科研所组织技术骨干
编写培训课件，并到管理
区举办技术讲座。科研所
编写的《稠油管理及重点
工艺效果分析》、《鲁胜公
司 转 周 时 机 优 化 》等 课
件，先后对管理区分管领
导、技术员、班站长等3 0
余人进行稠油热采开发技
术培训。

针对导师带徒工作存

在的接触范围狭窄、理论
能力提升相对缓慢等弊
端，科研所将“导师带徒”
延伸到各管理区，先后组
织13名科研带头人及骨干
与23名年轻技术人员结对
子，签订“导师带徒”协议
书。根据计划，导师负责指
导督促徒弟日常学习、答
疑解惑，徒弟则需要定期
撰写学习心得，接受导师
指导。

为提高基层高效开发
能力，科研所主动“走下
去”，选派3名经验丰富的
科研人员到管理区担任技
术骨干，把先进的技术带
到管理区，使技术与生产
结合更紧密，有力促进上
产效果。此外，各管理区选
拔了15名优秀技术员到科
研所学习，有效提升整体
技术能力。

“科研所已经为每个
管理区培养出2至3名熟悉
地质开发软件的技术人
员，以点带面，带动各管理
区软件应用水平整体提
升，实现从培训到应用的
快速转化。”鲁胜公司首席
专家、科研所所长王建认
为，人才成长计划大幅提
高了管理区热采井管理水
平。据统计，今年以来，鲁
胜稠油热采井生产周期较
去年同期相比单井平均延
长50天，平均单井增油75
吨，创效477万元。

临盘采油厂地质研究所勘探室副主任徐健：

“用一辈子时间干好找油一件事”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孙志惠 芦进香

辉煌后的沉寂

在临盘采油厂地下众多以断
块为主的含油区块内，位于惠民
凹陷中央隆起带西段的盘河区块
是临盘区域特复杂断块油藏的典
型代表，主体断块与若干小断块
在地下蜿蜒交错形成了著名的

“盘河金三角”。
断块油藏的典型特征是地下

构造破碎。历史资料显示，盘河区
块一口2000米的单井就已穿越地
下10余个小断层，不足40平方米
的“金三角”地下每平方米就包含
20余个小断层，勘探人员发现的
最小含油圈地面积仅有0 . 01-
0 . 05平方米，这足以印证着“临盘
地下大观园”和“短毛牙刷”的说
法，也造成了勘探的高难度。

“盘河金三角”并非浪得虚
名，虽然含油断块面积小，可区块
油藏厚度却十分可观。2008年，勘
探人员发现的盘40-80区块油藏
厚度就达到了百余米，2016年发
现的盘40-斜411区块油藏厚度达
70余米，事实证明，盘河区块虽然
难找油，但只要勘探突破便意味
着产量上的突飞猛进。

徐健开始接触盘河区块是在
2005年。此时，临盘采油厂对该区
域组织了高精度地震采集，地震
技术的进步为勘探奠定了基础。
徐健跟着老师傅对惠民中央隆起
带西部沙三段、沙四下段深层构
造及沉积规律等开展研究。针对
勘探现状及特复杂的地质特点，
他们重点开展了深化复杂带“数
断层”、非标准层“数断块”、岩性
油藏“数砂体”等研究，完善了复
杂断块油藏滚动勘探技术。

因为有了滚动勘探上的技术
创新，四年间盘河地区陆续打井
70余口，新井日增油量达240吨，
一度沉寂的“盘河金三角”迎来开

发上的新辉煌，实现了一代代勘
探人的夙愿。

三四年后，该区块产量逐步
递减，直到2015年区块日产油跌
至50吨，区块陷入勘探停滞期，仅
靠“零敲碎打”维持生产。作为盘
河高精度三维及开发地震资料的
主要解释评价人员，徐健坚信“盘
河金三角”的辉煌不会就此结束，
他们一定能让它再次焕发生机。

沉寂后的蜕变

2015年，临盘采油厂再次对该
区块进行开发地震采集，地震技
术的突破再次燃起徐健持续探索
的激情。那时，徐健等人组成的盘
河滚动勘探项目组，加班加点对
地震新资料进行解释、分析、评价。

这一年，徐健等人先后在“盘
河金三角”地区部署5口新井，结
果却令人失望。“原本预计效果与
实际钻遇相差较远，巨大的期待
后就是巨大的失望。”徐健坦言，
工作15年来，他见证了太多勘探
的失败与成功，“只要有油，咱们
就能把它找出来。”

这次失利给徐健等人新的启
发。最初，他们认为按照已发现油
藏的成藏规律外延找油更保险，
事实证明效果并没达到预期，于
是他们转变勘探思路，摸索油气
运移规律，寻找油气运移路径，以
便精准确定“油龙”的位置。他们
还转变了对历史老井的认知，对
每一口老井重新精细分析，精确
认知地下油藏规律。此外，他们还
特别注重对时深速度的转化，以
求井位设计更加精确、合理。

在长达两年的研究后，盘40-
斜411井于2016年下半年完钻，
日产油12吨，油藏厚度达到70余
米，2017年盘40-斜511井完钻投
产获自喷15吨高产油流，标志着
盘河金三角滚动勘探实现重大
突破。

2017年以来，徐健带领团队
围绕已发现的盘40-斜411、盘40
-斜511等两个油气富集断块，先

后部署多口井位，投产均获得自
喷日油10吨以上的工业油流,新
增商业储量296万吨，新建产能
3 . 9万吨。

蜕变后的坚守

徐健生在临盘，长在临盘，是
土生土长的“油二代”。1999年石
油大学(华东)石油地质专业毕业
后就扎在地质研究所，一干就是
18年。妻子杨芳最了解他，也是最
支持他的人，“他是一个心思单纯
的人，初心就是把勘探这一件事
干好。”

妻子回忆称，今年正月初二，
按照风俗徐健应该和她一起回娘
家，可刚准备出门就接了个电话，
立即赶往了井队。为此，13岁的大
儿子把父亲称作“三走”爸爸，吃
完饭一抹嘴就走，单位来电挂了
电话就走，同事来了一吆喝就走。
也正是一份耐得住寂寞的清心，
持之以恒的耐心，坚持不懈的决
心，让徐健在潜心钻研与翘首以
待中与“油龙”不期而遇。工作之
初，他和团队先后发现了田5-9、
田14、临36-15等富集高产含油
断块，使临盘-田家地区平均每
年滚动探明储量约150万吨，实
现了复杂断块油藏的高校滚动
开发；2008年，他们发现盘40-
80、盘40-斜932区块，推进“盘河
金三角”走向了勘探开发的辉煌
期；2016年，陆续发现盘40-斜
411、盘40-斜511等两个油气富集
断块，促进老区块实现新蜕变。他
也因此曾荣获中石化“闵恩泽”青
年科技人才奖。

“勘探工作和其它工作不同，
勘探人往往用尽一辈子时间才能
研究明白几个区块和油藏，甚至
一个高效勘探开发区块要经历一
代代勘探人的努力，但只要能找
到油、找准油，勘探人的内心就是
满足与骄傲的。勘探没有终点，只
有起点，下一步我们还将做精做
细分析工作，为找油奋斗一辈
子。”徐健说。

1月8日，胜利油田2017年勘探成果奖励表彰会上，对勘探发现成果进行奖励，共发出奖金2920万元，个人
最高得奖25万元。据了解，这是胜利油田史上最大力度的奖励，更是对广大勘探人员寻找优质储量积极性的
激励。因常年在有着“盘河金三角”之称的盘河区块坚持高效勘探，并取得突破，临盘采油厂地质研究所勘探
室副主任徐健成为这次大会受表彰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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