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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南采油厂不断强化“油水并重、以水为先”的开发理念

精细注水，牵好油藏经营“牛鼻子”

金金秋秋练练兵兵忙忙

近年来，受油服市场
竞争加剧、新冠肺炎疫情、
国际油价骤跌等因素影
响，胜利石油工程公司传
统市场、劳务市场受到冲
击，综合成本也相对过高。

“过高的服务成本，既无法
满足甲方低成本勘探开发
需要，更让公司陷入‘有些
市场进不去，进去的却不
挣钱’的窘境。”张政见说。

今年，胜利石油工程
公司以百日攻坚创效行动
为契机，瞄准外委支出源

头关，不断强化支出把控，
创新搭建了外委项目公示
平台，要求各单位把拟实
施的外委项目先在平台公
示，由内部单位优先抢单
承揽，内部无法承揽再按
招标流程外委。

今年前8个月，胜利石
油工程公司内部单位通过
外委项目公示平台公示
2549个项目，其中涉及2 . 61
亿元的214个项目已经转为
自营，最大限度助力持续
攻坚创效上水平。

胜利石油工程公司：

上亿元外委业务转自营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许庆勇 朱海婷

加大资金投入

让油藏“喝好水”

滨南厂水驱油藏包括断块、
低渗透和特殊岩性油藏，动用地
质储量占总储量的70 . 5%，含油层
系多、油藏埋深跨度大、储层物
性差别大，年产量占总产量的
58 . 8%，是效益稳产的主阵地，整
体处于高含水开发阶段。

“精细注水是油田开发最成
熟、最经济、最具潜力的技术，是
最 核 心、最重要、最有效的基
础。”滨南采油厂党委书记朱红
涛认为，只有像抓效益产量一样
抓实精细注水工作，才能牵好油
藏经营的“牛鼻子”，夯实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基础。通俗的讲，注
采系统如同是人体的循环系统，
如果喝了不干净的水，不仅会让
油藏“水土不服”，还易造成管
线、水井等腐蚀、结垢。

近年来，该厂紧紧抓住“注
好水”这个基础和关键，不断强
化管控监督，逐年加大资金投
入，全程治理提升水质。

修订完善《水质管理细则》，
建立“五位一体”水质管控体系、
节点水质超标管控体系，强化考
核、协调运行、系统治理；着眼于
提升源头水质，该厂针对部分采
出水酸性强，造成管线、水井等
易腐蚀穿孔的问题，自主攻关形
成了采出水超细化处理工艺，在
滨二采出水处理站等站应用后，
外输水质指标均有效改善；着眼
于提升沿程水质，该厂根据16个
低渗透区块对水质的需求，全部
配套精细过滤处理设施，有效改
善了油藏开发状况，注水井管柱

有效期延长半年以上，大修率下
降12 . 4%，年节约作业成本820万
余元。

通过持续开展综合治理工
作，滨南在水质提升上取得了显
著成效，其中外输水质合格率达
到97 . 2%，比2015年提高1 . 6%，日
有效注水量比2015年增加7450立
方米。

完善注采对应关系

不让注入水“白跑腿”

注水的目的是驱油，无效注
水和低效注水，流失的都是效
益。当水注入数千米深的地层，
如何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作
用，减少无效水循环，提高水驱
控制程度，提高单井产量，控制
递减和成本，是注水效益开发的
关键。

注有效水，就要提高注采对
应关系。他们紧盯“提高注采对
应率，精细注采每个层”目标，针
对注采井网不完善、水驱动用程
度低的问题，强化油藏地质研
究，全面梳理每个小层，算好效
益账，积极实施老井转注、措施
补孔、扶停产停注、零散更新侧
钻等治理对策，不断完善注采对
应关系。

今年以来，该厂累计实施各
类措施57井次，注采对应率提高
0 . 3个百分点。

同时，他们瞄准“提高分注
率，精细注到每个层”目标，针对
层间动用不均衡、开发效果逐渐
变差的实际，树立“应分尽分”、

“按需分注”理念，强化新井投转
注分注，深化注采认识，深入分
析已分注井小层动用状况，进一
步加大中高渗断块细分力度，提
高水驱油藏动用程度。今年以
来，该厂实施精细分注21井次，
分注率提高0 . 4个百分点。

加强技术攻关

让各个油层“喝足水”

6月份测试信息显示，滨
86X28井层间压差大于常规配水
器最高5兆帕的层间配水压差，无
法实现高压层足量注水，技术人
员第一时间采用预节流配水器，
缩小层间压差，实现了均衡水
驱。近年来，滨南厂在26口注水井
采用该工艺，让65个注水层均实
现足量注水。

想要收到最佳驱油效果，必
须注足水。但地下复杂状况导致
油藏层间矛盾日益突出，如何让
每个油层“喝足水”、多产油成为
现实难题。

为此，他们针对扩张封隔器
+偏心配水器小注水量下不座
封、高温高压井测试测调困难等
课题，加大攻关力度，形成了5套
小注水量分注管柱，实现了井温
130摄氏度、注水压力30兆帕下有
效测试测调。

针对以往各层吸水能力识
别不清，无法精准分层实施储层
改造、管柱配套等问题，该厂创
新形成层间吸水能力识别技术，
在作业过程中从笼统试挤向分
层试挤转变；应用一套管柱实现
各层吸水能力识别，并根据层间
吸水能力差异，采取酸化等措
施，减小层间矛盾，消灭欠注层。

据统计，去年以来，滨南厂
应用此项技术落实吸水能力223
口井，分层酸化81口，减少欠注
层140个、超注层6个、不清层15
个，65个井组受效，取得明显增
油效果。

“十三五”以来，经过持续技
术攻关，滨南采油厂逐步形成了3
类油藏6套主导分注工艺以及4套
特殊井况分注工艺，有效提高了
注水层段合格率。

“十三五”以来，胜利油田滨南采油厂持续强化“油水并重、以水为先”的开发理念，加大工作力度，强化
基础管理，用精细注水夯实油藏经营基础，有力支撑攻坚创效和持续发展。目前，滨南采油厂注采对应率、
分注率、层段合格率比2015年分别提高4 . 6、7 . 3、5 . 6个百分点，稀油自然递减率得到有效控制。

近日，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举办第二十届职业技能竞赛暨十八届巾英杯女职工职业技能竞赛，设立了
采油工(信息化)、集输工(信息化)和注水泵工等三个工种比赛项目，并为女职工单独设立了采油地质工、采油
化验工和外闯女工风采展示等项目。据了解，为落实人才强企工程，不断培养适应新形势下油田信息化生
产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河口采油厂持续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工作力度，新建了设备先进、功能完善的创新实
践操作基地，拍摄了采油工(信息化)标准化操作视频，为员工素质提升、展示才华搭建舞台。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阳 侯青春 摄影报道

自2007年起，胜利石油工程公司井下作业公司平均每
年要为野营房加工对外支付300余万元。2020年开春，这项
长达13年的外委业务被全部喊停，转为内部单位承揽。“通
过加强外委转自营工作，不仅充分挖掘了内部资源、盘活
了人力资源，还闯出了市场。”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副总经济
师、经营管理部经理张政见认为，这其中既有一石激起千
层浪的波折，也有一花引来满园春的惊喜。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丁剑北 张强

外委项目一律公示

214个项目转为自营

每干一口钻井工作
量，10%的收入要用来购买
钻井液，井下作业公司每
年要为此支付近5 0 0 0万
元。钻井液外协作为庞大
的外委支出，虽然可以拦，
但拦下来自己却干不了。

“干不了”的困境，在
井下作业公司等单位喊停
外委业务中频现，让管理
层意识到，喊停外委的同
时，还要“激活”配套技术。

今年以来，瞄准技术
含量高、成本占比重的外
委业务，胜利石油工程公
司先后成立了多个技术服
务团队，技术攻关小组，并
加大培训力度，持续为外
委转自营提供技术扶持。

在强有力的技术扶持
下，身处辅业的杨海鹏带
领队伍制造出黄河钻井总
公司第一台价值120万元
的井架平移装置，并成功
应用于施工现场，每年预
计还要减少3000万元外委
费用；海洋钻井公司设备
维修站员工通过自学平台
维修技术，自主完成了20
多项外委修理项目，节约
维修费用100多万元。

技术瓶颈打通了，培
训到位了，但问题还是没
有彻底解决。井下作业公
司西南项目部急需野营
房，订单转给内部自营后，
具备承揽能力的井下工程

技术服务中心因缺少人
手，还是没敢接。

“每喊停一项外委业
务，相应的技术、资本、人
力和制度都要调整。”胜利
石油工程公司人力资源部
(党委组织部)组织编制科
科长侯哲说，专业化改革
后，公司大部分外委转自
营业务，都是由后勤辅助
单位承揽，人员老化不足
是这些单位共性问题。

为解决“没人干”难
题，胜利石油工程公司人
力资源部门不断盘活人力
资源，强化岗位流通，为外
委转自营提供人力保障。

今年3月，井下作业公
司将压裂循环罐加工业务
自营给了工程技术服务中
心。行政上的措施，难掩一
个经济问题：比起原先的
外委加工方，工程技术服
务中心造价高，导致前线
单位的购买成本高，交给
内部干的意愿不强烈。

为了协调双方的经济
纠纷，井下作业公司迅速
出台了扶持政策，对野营
房、循环罐、集油池等高出
原先成本的外委业务，公
司以账面认可的方式，统
一承担高出的部分。政策
的激励，很快打开僵局，工
程技术服务中心已先后承
揽了300多万元的循环罐
加工业务。

加快技术升级

全面提高自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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