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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史南采油管理区生产指挥中心发现史6-斜47井功图异常，通过对比载
荷、温度、电流等数据，“确诊”该井为泵漏需要洗井。指挥中心第一时间协调水泥车、罐车进行洗井，并通过

“单兵指挥系统”安排员工赶往现场，经过两个小时的不间断洗井，成功“救活”该井。国庆期间，现河厂严格
执行“两特”带班制度，充分发挥PCS(生产指挥系统)优势，强化动态监控力度，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分析原因、
制定措施、科学处置，提升开井时率，有效保障了节日期间的生产平稳运行。

本报见习记者 丁丽辰 通讯员 孟涛 曹子娟 摄影报道

技术检测中心：

持续夯实环评报告书质量

加快实施“精细注水提质增效”示范工程，孤岛厂：

三年探索水驱提质增效路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海鹰 尹东宁

让油层喝足喝好水
水汩汩流入地层，怎样才能

起到最佳驱油效果？答案只有一
个：注足水、注好水。但地下复杂
状况却决定了油藏层间矛盾的日
益突出，有的砂体“喝水”太多，出
现“水淹”；有的砂体“喝水”不足，
出不上力。究其原因，在长期注水
开发中，油藏中形成了极端高耗
水层、带，造成单元水油比急剧上
升、成本大幅增加。

技术突破大都始于理念的
转变。科研人员将以往寻觅剩余
油的视角转而朝向寻找高耗水
带，认为油层高含水不等于每个
韵律层高含水，油井高含水不等
于每个层都高含水，一个方向高
含水不等于每个方向高含水。

孤岛厂从七个采油管理区
中各挑选一个水驱单元作为第
一批示范单元，依据各水驱单元
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方向
和思路，目的就是挑选有典型
性、代表性的水驱单元，为其量
身定制治理方案，边治理边调
整，并总结出该类型单元的治理
流程，加以复制推广。

孤岛南区渤72单元位于孤
岛主体单元边部，储层发育差，
井少层多，细分率差，层间干扰
严重，一直影响着其注水质量。
2016年数据显示，该单元注水细
分率仅为35%，层段合格率更是
低至29 . 7%，由之而来的是自然
递减大、产量被动。

孤岛厂将其确定为“细分注
水示范区”，按照完善小层井网、
加强细分注水的治理思路进行
注 采 调 整 ，使 细 分 率 提 高 到
69 . 2%，层段合格率提升到75%，
自然递减率由1 0 . 4%下降为-
0 . 4%，单元含水下降两个百分
点，日增油20余吨。

断块油田水驱最大特点是

自然递减快。孤岛厂将垦622-
761单元作为“精细调整控递减
示范区”，针对小层井网欠完善
及层间层内差异大等矛盾，通过
细分层系、完善井网，采取周期
注水和耦合注水法，确保各小层
都“喝”上水。治理后，单元递减
由13 . 5%下降到9%。

2018年是孤岛厂“精细注水
提质增效”示范工程的扩大推广
年，在新增加的5个水驱示范区
中，又新添了“井网调整变流线示
范区”和“层系互换转流线示范
区”，力争通过更多的示范区带
动，持续提升“三率”指标，使水驱
自然递减控制在9 . 5%以内。

协同办公谋胜水战
又到了每周一次的水驱示

范区例会时间。作为渤72水驱示
范区单元负责人，地质研究所水
驱开发室王一博带着精心准备
的汇报材料，和大家一起就单元
开发形势、工作量完成情况和下
步工作安排进行了商讨。

自“精细注水提质增效”示
范工程启动以来，这样的周例会
雷打不动，除示范区单元负责人
之外，来自地质所、工艺所、采油
管理区和机关生产技术相关科
室的人员也会参加。会上既要反
馈上周工作，也要摸排下周工
作，工作量运行到具体井位、具
体部门，哪个环节遇到阻力，就
地协调解决。

为让“像运行产量一样运行
注水工作”成为全厂共识，孤岛
厂建立由副厂长、油藏首席共同
参与的注水产液一体化微信工
作群，对重点工作进行跟踪管
理，对施工进度、方案执行、测试
情况等环节重点分析，确保及时
沟通、及时调整，及时发现和解
决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各部
门协同办公。同时实施单元目标
化管理，每月对单元递减率和产
量完成率进行考核，依据得分情
况实行末尾分析制度，筛选重点
单元进行分析调整。

面对年度水驱示范单元360口水
井工作量，孤岛厂采取优先实施
示范单元工作量等举措，始终保
持不少于3台大修动力进行水井
大修作业，实现作业动力保障、
作业成功率保障和“三率”指标
保障。

水意识换来油效益
数据显示，12个示范区都见

到显著效果，孤岛厂分注井增加
到637口，分注率达到62 . 2%，圆
满完成阶段指标；层段合格率较
2017年初相比，提高了0 . 67个百
分点。

“今天的水，就是明天的
油。”孤岛厂副厂长杨晓敏认为，
油井和水井的调整各有优势，油
井治理后增油效果立竿见影，水
井见效则相对较慢，但调整一口
水井会带动整个单元的油井增
油，长远效果更胜一筹。

这个说法从部分数据中已
初见端倪，在2017年“精细注水
提质增效”工作的基础上，当年
稀油自然递减率下降了2 . 3个百
分点，含水上升率控制在0 . 15%
以内。

“精细注水提质增效”示范
工程带来的变化不止于此，最难
得的是培养出一批懂注水、会管
理的技术人员。地质所水驱开发
室主任王超说，通过技术培训、
规范注水资料，定期检查配注公
报、测试报表，各基层技术人员
都能对所负责注水井情况做到

“一口清”，资料也实现了规范填
写上报，“这个效果和水井见效
如出一辙，都将在未来的时间里
对水驱改善起到积极的作用。”

两年来，通过12个示范区的
精细调整，孤岛厂基本摸索整理
出一套水驱单元注采调整的工
作流程，为其它水驱单元注采调
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2019年是
孤岛厂“精细注水提质增效”示
范工程的基本覆盖年，孤岛厂将
在这一年实现所有水驱单元治
理工作的全面覆盖。

水和油，两种互不相溶的物质，却在油田开发中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在稠油热采、聚合物驱资源和技术
接替难度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可动用储量及产量分别占到69%、37%的水驱依然是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效益
稳产的主要阵地。据了解，去年以来，孤岛厂开展“精细注水，提质增效”示范工程水驱精细治理工程，计划利
用三年时间，全面推进以抑制极端耗水为主的精细注采调整，探索水驱提质提效之路。

国国庆庆““抢抢救救””异异常常井井

本报10月7日讯 (见习
记者 丁丽辰 通讯员
刘超 高若函) 日前，山
东省环保厅对2018年第二
季度在省内开展环评业务
的8 5家环评机构编制的
381环评报告书进行质量
考核，胜利油田技术检测
中心成为唯一一家环评报
告书考核结果为优秀的环
评机构。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法》
和《山东省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质量考核办
法(试行)》等有关规定，山
东省对各环评机构实行季

度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
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
等级，并对存在重大原则
性问题的环评机构采取

“一票否决”。
近年来，为确保环评

报告质量，技术检测中心
严格执行三级质量管控制
度，每一份环评报告在外
发前都必须经过校核、审
核、审定三个步骤，使所编
制的环评报告100%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
策和导则标准要求，一次
性通过专家评审率超过
98%，错字率控制在万分之
一以内。

房产管理维修中心：

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
本报10月7日讯 (记者

邵芳 见习记者 丁丽
辰 通讯员 李洪宁) 作
为专业化改革后成立的单
位之一，胜利油田房产管
理维修中心牢固树立“质
量第一”的发展理念，建立
健全房产管理维修质量体
系，为油田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能。

有效的质量体系是推
进质量管理长效发展的有
力保障。今年，该中心从精
细化标准体系、规范化制
度体系、清晰化责任体系、
可量化考核体系入手，全
力构建科学的质量管理体
系。在推进标准体系建设
方面，他们把质量标准化
做到全面、系统、科学、定

量，在生产经营全过程严
格构建规范化制度，同时
形成了清晰化的责任体系
和可量化的考核体系，并
配套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
制。

随着质量管理体系的
建立，该中心将精细化管
理理念融入到工程建设的
每个环节，促进工程施工
高质高效。他们通过不断
强化图纸审核，确保设计
意图和设计标准的有效落
实；以强化材料管控，提升
施工质量控制水平；对承
包商实施分级、分类监管，
提升质量管理水平；严把
工序质量验收和交接关，
确保工程高效能高质量推
进。

房产管理维修中心：

打造房屋维修“三标”样板
本报10月7日讯 (记者

邵芳 见习记者 丁丽
辰 通讯员 李洪宁) 今
年以来，房产管理维修中
心全面落实胜利油田“三
标”建设工作部署，坚持安
全发展、质量至上、以人为
本，把引领力、执行力、组
织力聚焦到推动“三标”工
作上来，把“重规范、讲风
范、做示范”的要求落到实
处，着力打造房屋维修“三
标”样板工程。

该中心以高培党校善
学楼维修工程为样板，全
面实施施工现场标准化。
出入场刷卡，人员信息自
动统计，实现了门禁管理
规范化；规范安全帽的颜
色，实现了劳保用品管理
规范化；将安全须知和工
作标准制定成二维码，张
贴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
便于施工人员、管理人员、
进场人员随时明确标准要
求；建立直接作业环节许
可管理信息系统，强化直
接作业环节现场督察。

以现场有序、设施规
范、标牌齐全、环境达标为
目标，实现场容场貌标准
化。施工现场材料、设备、

机具码放整齐、覆盖防雨，
沙石料、杂物归类做到整
洁有序；围挡搭设、警示
线、警示灯安装，工地临时
用电、消防设施、疏散指示
等标识到位；施工垃圾集
中堆放，及时清理，排水系
统畅通，达到“工完、料净、
场地清”。

以落实安全“三标”为
重点，实现质量管理标准
化。工作中，该中心制定各
分部和分项工程的施工作
业安全、质量控制技术指
导书，质量通病、安全隐患
防治指导书；以现场示范
操作、视频影像、图片文
字、实物展示、样板间等形
式直观展示关键部位、关
键工序的做法与要求，使
施工人员掌握质量标准和
具体工艺以及隐患和通病
的防治措施，并在施工过
程中遵照实施。

通过样板引路、指导
先行,房产管理维修中心引
导全员做到“上标准岗、干
标准活”，将工程质量、安
全管理从事后控制延伸到
施工前的预控和施工全过
程的控制，促使施工质量
实现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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