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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草西草东采油管理区草20注采站与地面工程维修中心现河服务部管网维修
一站密切协作，对6-10计量间外输混合液管线进行护管焊接作业。今年以来，针对注采管网敷设规模大、老
化程度高带来的安全环保风险，草西草东采油管理区重点对年限长、跨沟渠等敏感区域管线进行常态化隐
患排查，并采取及时维修更新、加装护管等举措，确保问题早发现、风险早化解。据统计，今年前9个月，该管
理区累计更换管线2500余米，加装护管900余米，为油区生产平稳运行提供坚强保障。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常玲 王凯 摄影报道

为为生生产产““动动脉脉””上上保保险险

胜利海域首次应用
“狮虎兽”复合钻头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袁晟

石杰铭) 近日，由胜利石
油工程公司海洋钻井胜
利六号平台承钻的埕北
平831井二开导眼段顺利
完钻，其中应用的“狮虎
兽"复合钻头取得良好效
果。据了解，这是该钻头
首次在胜利海域应用，其
同普通牙轮钻头相比，具
有使用寿命长、应用后平
台机械钻速大幅提高等
特点。

埕北平831井二开导
眼定向段存在造斜点深、
曲率半径小、中靶精度要
求高等施工难点，对钻头
选用、工艺措施及操作有
着极高的要求。为此，海洋
钻井公司技术部门与平台
深入交流探讨，在造斜井
段选用“狮虎兽”复合钻
头，较好地控制了工具面
的稳定性，保障了定向顺
利，并对下一步胜利海域
钻井提速提效具有较好的
参考价值。

注汽技术服务中心与外部注汽供应商构建“和谐互动”协作机制

一家人一条心，合作共赢变成金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刘彤

合作共赢谋发展
7月1日，注汽技术服务中心

与方科公司、新大通公司、华滨
公司等十余家注汽业务供应商
坐在同一张会议桌上，谋划适应
东部油区注汽业务统筹运行的

“和谐互动”机制。从市场竞争对
手到合作共赢，这在胜利东部注
汽市场上史无前例。

据了解，胜利油田探明稠油
热采储量6 . 8亿吨，已动用5 . 5亿
吨，采收率仅为20 .7%。粘度高、渗
透率低、敏感性强等客观因素和注
汽队伍施工质量参差不齐等外部
因素，成为稠油经济动用的瓶颈。

在盈亏平衡点降至50美元/
桶、实现全面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的目标引领下，加快构建以注汽
技术服务中心为主，统筹协调18
支外部注汽业务供应商共同提升
注汽质量，保障稠油效益开发的
发展格局，被提上油田议事日程。

6月3日，胜利油田印发了
《东部油区注汽业务统筹运行实
施方案》，打破了传统注汽业务
承揽模式，明确注汽(气)业务由
开发单位在油田市场管理平台
发起需求申请，注汽技术服务中
心进行业务承揽，并全面承担起
东部油区注汽业务的统筹组织
和运行管理，让统一质量标准、
统一风险管控，进一步提高油田
注汽(气)服务保障能力。

方案发布后，注汽技术服务
中心利用三天时间，组织业内专
家集中研究解决重点问题、推进
落实重要事项，制定统筹运行计
划，并明确了队伍准入、队伍优
选、合同签订等10项管理内容和
生产运行、QHSSE管理细则等39
项内容，将东部统筹运行决策部
署落地落实。

帮扶式评估提质效
为提高质量效率，注汽技术

服务中心秉承“一家人、一条心、
一起干”的理念，组织在东部油
区施工的十余家注汽业务供应
商召开市场统筹业务座谈会，讨
论制定相关细则。

会议结束后，该中心指派2
名首席专家带队组成资质评审
组，跨越10个生产区域，对参与
统筹运行的18家外部单位进行
整体技术力量与资质评估，形成
了涵盖设备概况、现场管理、资
料管理、QHSE管理等主要内容
的64页评估报告。

“唯有知己知彼，才能更好
地加强统筹管理，持续推进方案
落实落地。”注汽技术服务中心
经理陈军说，在对外部18家注汽
业务供应商评估过程中，他们创
新提出了“三类两维五级”分级
分类管理法，在自营无法满足注
汽业务或有特殊装备需求的区
域，由注汽技术服务中心按照市
场竞争比选方式优选合作方，确
保注汽业务高质量运行。

所谓“三类两维五级”分级
分类管理法，即将设备按照“企
业性质、资质情况、设备现状”三
个类型，固定式和活动式两种设
备维度，蒸发量、注汽压力、热效
率、干度最高值、使用年限五个
级别，进行综合评比统一排序。
值得一提的是，注汽技术服务中
心在加强外部队伍设备现状梳
理同时，还秉承“帮扶式”理念，
对外部设备存在的问题一一反
馈，推动外部队伍采取技术革新
等举措，彻底消除设备故障隐
患，提高生产时效。

截至目前，注汽技术服务中
心日均启运注汽锅炉52台次，其
中在滨南、现河等区域统筹运行
外部锅炉5台次，注汽服务保障
质量效率明显提升。

嵌入式管理促提升
注汽干度由 7 5 % 提升至

81%；吨汽耗水比例由1:1 . 35提
高至1:1 . 8；平均每天节约水费
140余元；锅炉节能指标持续提
高；现场完成安全隐患整改近百

项；安全施工水平持续提升……
这是新大通公司注汽队伍三季
度以来发生的变化，成绩背后源
自注汽技术服务中心“嵌入式”
管理的成效。

东部油区注汽业务统筹运
行以来，为消除外部队伍对统筹
运行的疑虑，注汽技术服务中心
积极构建监管互动机制，通过向
外部队伍嵌入管理、技术、操作
人员等方式，搭建多渠道、多层
面沟通桥梁，增强彼此信任，推
动合作共赢。

“对开发单位而言，注汽业
务内外部队伍统筹运行，对稠油
开发提质增效发挥重要作用。”
河口注汽项目部副经理卢立刚
介绍，在区域外部队伍设备设施
综合评估时，他们不仅强化乙方

“三标”管理，还构建了从方案设
计、开工前验收、启炉运行到搬
迁设计全过程的设备监管、安全
管控模式，最大限度消除安全隐
患；通过流程优化、设计优化等
举措，使外部队伍搬迁速度及注
汽质量、风险管控实现质的提
升。

不仅如此，注汽技术服务中
心还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
各项目部定期邀请外部队伍参
与生产例会，双方围绕安全管
理、质量管理开展经验分享活动
30余次，营造比学赶帮超的良好
氛围；形成以培训与剖析互动、
检查与整改互动、处罚与纠正互
动、考核与目标互动为主的“四
个互动”协作模式，使现场隐患
诊断更精准、施工质量更高效。

“东部油区注汽业务统筹运
行不是搞市场垄断，而是通过注
汽中心专业化的管理运行，引导
外部注汽队伍质量进步、标准提
升，为胜利油田东部稠油效益开
发提供强劲动能，实现提自营降
外委。”陈军说，注汽业务统筹运
行以来，该中心共统筹外部施工
队伍注汽60余井次，注汽干度平
均81 . 3%，同比提升5个百分点，
稠油开发单位给予优秀好评率
100%。

三季度以来，按照胜利油田东部油区注汽业务统筹运行的要求，注汽技术服务中心充分发挥专业化队
伍引领作用，与18家参与统筹运行的外部注汽供应商构建“和谐互动”协作机制，形成培训与剖析互动、检查
与整改互动等“四个互动”协作模式，并通过创新“嵌入式”管理等举措，不仅使东部油区注汽质量、标准、效
率及安全风险管控水平持续提升，也为稠油油藏效益开发注入强劲动力。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肖本利
彭大为) 5名员工21天

内累计行驶2 . 5万公里、累
计作业90多个小时、顺利
完成 5 口重点井固井任
务……近日，胜利石油工
程公司固井技术服务中心
收到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
司的感谢信，表扬其在疫
情防控和生产运行的艰难
时刻，不仅高质量完成既
定任务，还主动承担甲方
其他固井任务，帮助甲方
避免经济损失。

7月份，由于新疆疫情
防控原因，固井技术服务
中心南疆项目部党支部书
记柳红斌收到甲方额外多
干几口井的邀请后，不喜
反忧，“员工虽说个个‘一
专多能’，但因疫情影响都
四五个月没有回家休息，
这对大家身体和心理都造
成一定影响。”

乙方发愁，甲方则更
着急。塔里木油田公司在
塔北、塔中区域的多口重
点井处于中完阶段，因疫
情防控异常严格，部分乙
方无法到井施工，这对长
裸眼井筒井控及完整性造
成极大的风险。向胜利固

井支援，是因为南疆项目
部各项证件资质和健康检
测证明齐全。

让柳红斌没想到的
是，“生产突击动员会”上，
员工们纷纷踊跃报名。最
终，项目部优选5名懂操
作、善驾驶的员工，配备5
台精良车辆设备，由项目
部副经理张进带队，向生
产现场全力前进。

按照地方疫情防控要
求，南疆项目部坚持“远程
指挥、后方协调”的原则，
要求全程做好防护，中途
不得下车，准备好需要的
各种资料备检。于是，这5
名员工吃住都只能在驾驶
室，饿了、困了就统一停靠
安全区域，补足能量再踏
征程。

5口井平均距离百余
公里，但每口井需要进行2
-3次间隔性的固井作业，
为了不影响各井队的生产
进度，胜利固井员工昼夜
辗转于各井之间，以灵活
机动换效率效益。在甲方
和钻井队密切配合下，5名
员工承担了原本10人的工
作量，5口重点井固井作业
顺利完成，固井技术服务
中心因此赢得甲方赞誉。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段友才
王明月) 近日，中石化

石油工程建设公司胜利油
建公司成功中标国内首个
化工产品海管项目—浙江
石化4000万吨/年炼化一
体化项目鱼山至中金产品
海底管道施工工程，系中
石化承揽的单体合同额最
大的海管项目。

据了解，为解决鱼山
炼化基地产品及所需半成
品的有效输送，浙江石化
在舟山鱼山岛绿色炼化基
地至宁波镇海中金石化之

间，建设7条海底管道，总
长度300公里，是国内第一
个化工产品海管项目。

作为国内第一家涉入
产品海管领域的施工总承
包企业，胜利油建公司自
1992年以来，累计施工各类
海底管道400余公里，先后
建成亚洲管径最大、单管
最重的海底管道项目———
茂名石化30万吨单点系泊
海底管线和国内直径第二
大的海底油气管道——— 舟
山海底管道项目，为承揽
国内特大型海底管道项目
打下了坚实基础。

胜利油建中标国内
首个化工产品海管项目

固井技术服务中心：

“逆行而上”赢甲方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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