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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想起孤岛10号站撤站的消息，班长赵新江心里总觉得不是个滋味，
但是这却让胜利油田油气集输总厂孤岛采气队一身轻松。原来，孤岛10号站
管理着4口气井，与其相隔不到三公里的孤岛2号站，有着交叉重复的功能。
被合并成一个站后，富余的8名员工已充实到其他缺员岗位。据了解，在油气
集输总厂实施三年工艺优化、资产瘦身计划攻坚战中，不仅让企业实现了优
化升级、提质增效的双赢，还让不少基层单位享受到了“减负”带来的便利。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宋执玉 李敏

萌发瘦身健体的种子

油气集输总厂承担着10个采
油厂的原油储运任务，管理着3座
大型原油储备库，4座集输泵站，
238千米的输油管道。

在这个庞大的输油“王国”
中，成千上万的设备经年累月的
为油田输送着“黑色的金子”。在
高油价时期，只要设备不停就能
盈利，没有人关心到底哪种运行
模式更划算。

以花官输油站为例，站内仅
有的2台输油泵，一台为6KV离心
泵，另一台则为3 8 0V螺杆泵。
6KV离心泵不仅安全风险高，需
要专人“护理”，还需要一套变压
器转化成相匹配的电压。相差如
此之大的两套配电系统，成为了
职工的心病。

“像这样的现象在全厂并不
少见。”胜利油田高级专家刘吉东
坦言，当前，油田改革正处于爬坡
过坎的重要关口，必须想办法、出
实招，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帮
助企业减轻负担、走得更远。

因此，2016年8月，油气集输
总厂组建了首个专家组，邀请油
田高级专家、首席专家、安全总监
以及技术干部组成“最强大脑”，
共同研究起草了一项长达三年的
规划———《油气集输总厂工艺优
化资产瘦身实施计划》。

经过层层筛选，专家组共梳
理出优化瘦身项目30个，其中直接
拆除项目17个、局部优化项目5个、
可研立项后优化项目8个。整个计
划，预计两年实施、三年完成。

在探索行政上出实招方面，
油气集输总厂的“一把手统筹”、

“两级党委联动”、“科室联动”、
“全员参与”等有效措施，推动30
个项目扎实落地。

从设计到迈向施工，仅仅一
年的时间里，集输的嬗变有目共
睹。“油路、气路、燃气管理”三大
系统同步推进，17个直接拆除项
目提前2个月完工，局部优化项目
稳步推进。

冲破局部优化的藩篱

2个基层单位、2台型号各异
的离心泵、相隔数十里，能否实现
异地移植？几个月前，当专家组成
员李凤乾抛出这样的设想时，大
家还存有疑虑。

原来，东营原油库在瘦身计
划里拆除了两个供油泵，闲置出
两个机组的空位，由于原供油泵
电机配套线路电缆为6KV，正好
与花官输油站替换下来的离心泵
相符。

“基于生产实际，我们大胆设
想能否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
通过整体优化实现效益最大化。”
几个月后，李凤乾的设想得到了
证实。花官输油站不再为维护高
压设备操心，还节省下了一大笔
费用。东营原油库不花一分钱换
上了匹配的离心泵，真可谓双赢。

像这样双赢的例子，在整个
计划中并不少见。据了解，孤岛压
气站天然气净化处理装置，在投
产二十多年来，一直采用的是氨
浅冷和膨胀制冷相结合的制冷工
艺，随着伴生气量逐年减少、气质
变贫，“吃不饱”成为老膨胀机的
新常态。

为此，他们大胆创新，用改造
后的高效膨胀机来替代原有两套
制冷工艺，不仅一步实现从常温
到零下八十度的转变，还实现资
产减值约67 . 2万元，用电负荷每
天减少约500千瓦时。

巧借东风借力发力

在推进工艺优化资产瘦身的

过程中，油气集输总厂实施“借势
计划”，将资产瘦身与其他重点工
作巧妙嫁接，一批事关集输长远
发展、惠及更多群众的项目被重
新规划。

据了解，东营储备站始建于
1984年，主要担负着混合烃和稳
定轻烃的接收、储存和销售任务。
在三十多年的生产运行中，6台球
罐、10台卧罐为油田供应了充足
的、优质的轻烃产品。但是，由于
使用年限超较长，仅每年各种检
测费用就高达160万。

长期以来，“三高”问题让东
营储备站的压力容器患上“老年
病”，被列入此次瘦身计划直接拆
除，但是占地50多亩的罐区拆起
来谈何容易。

碰巧的是，中石化集团公司
出台《罐区隐患治理》，要在三年的
时间内彻底消灭罐区隐患。于是，
油气集输总厂将瘦身计划融入其
中，预计将6台球罐、10台卧罐全部
淘汰，同时将统一管理、优化库容，
将原来设计的3400 m3降低到
1600m3，明显降低安全风险。

在推进“四化”建设中，油气
集输总厂还推行“大数据、大管
控”改革理念，多个基层单位实现
了岗位合并、集中值守。

东营压气站由于人员老化严
重，计划将现有的压缩、轻烃、浅
冷等10个岗位整合为一个运行
岗，对站内各生产现场的数据采
集、调节控制、联锁报警等集中管
控。整合后为一个运行班组，合并
成内操、外操两个岗，一套班只需
要七八名员工，就可以保障生产
正常运行。

计划实施一年以来，全厂共
淘汰落后生产装置10套，报废各
类资产563项，节约各类检测费
用、维护费用百万余元。

目前，工艺优化资产瘦身计
划正稳步推进，按照计划运行后
的油气集输总厂必将实现“瘦身”
与“健体”的双丰收。

油气集输总厂实施三年工艺优化、资产瘦身攻坚战

让资产“瘦身”，效益“增肥”

本报6月20日讯 (记者
顾松 通讯员 王东奇
马俊松) 不增加井数、

不改变井别，一样可以增
油创效。在两年多的低油
价时期，胜利油田现河采
油厂探索形成了16项适应
断块、低渗透等水驱油藏
注采流线调整技术，以几
乎零增量成本的投入，实
施水驱流线调整工作量
1828井次，增油4 . 78万吨，
累计创效9472万元。

流线调整的成功最终
在成本中得到体现：2016
年，现河厂水驱油藏吨油
运行成本下降35元每吨，
下降幅度近1成。对于水驱
产量占据全厂产量三分之
二的现河厂来讲，着实减
少了不小的开支。

现河厂油气开发专家
张戈表示，流线调整技术是
通过有目的的调整油水井
参数或开关井调整流线方
向，从而达到驱油的目的。
该技术因其投入几乎为零，
又能见到实实在在的效益
而得到采油厂技术人员的
青睐。“既增了油，还减少了
产液量和注水量。”

低油价时期，投资减
少，而现河厂接替资源品
味低，依靠“储量资产、井

资产”创效保效显得尤为
重要。“最好的结果是少花
钱，多办事，办成事。”

调整流线是水驱油藏
增效最经济有效的手段。
水驱油藏流线调整技术在
孤东等整装油田中已有成
功的应用。但再成熟的技
术也有适用性。

由于现河断块和低渗
透区块较多，每一块有着
各自不同特点，需要针对
特点，逐块进行调整。大量
动态分析，认识地下剩余
油分布的情况下，现河厂
围绕断块治水、低渗治窜，
探索实施了“控水稳油”的
低成本注采流线调整。

断块油藏中常出现产
液不均衡现象。河68-8块
就是典型的代表。该区块
的4口油井，日液水平从24t
/d到55t/d不等，注水井距
相差较大。经过分析，技术
人员发现“小井距低效水
循环，大井距注水见效弱”
的问题。针对井距较大、较
小和适中的注采关系，技
术人员采取了只调水井参
数的分区分级精细调配方
式，取得了良好效果。实施
后，区块日产油由4 . 9吨提
高到9 . 1吨，并实现稳产，
含水由97 . 4%降到94 . 7%。

现河采油厂：

零增量成本投入创效9500万

近日，胜利黄河钻井总公司承包运营的中石化山东东营石油分公司第81号加油站工作人员到现河庄
采油管理区，上门为职工办理加油卡，当日办理加油卡896余张，累计充值190万余元。据了解，为落实《山东
石油与胜利油田合作框架协议》精神，中国石化东营石油分公司面向油田职工开展“胜利人加中国石化油”
专项优惠活动，第81号站为此组织“优质服务月”活动，深入周边区域调研客户需求，并根据客户等级、不同
客户需求量、客户所处市场环境等情况，为客户提供预约上门办卡、充值优惠、加油赠送电子抵扣券、24小
时全天候服务等服务项目；推行“互联网+油站”销售模式，吸引更多客户关注加油站销售动态与商品，提
升各业务联动销售能力。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薛亮 王宁 摄影报道

中中国国石石化化为为““胜胜利利人人””加加油油

鲁明商临管理区：

站站有指标 人人有担子
本报6月20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芳
李焕) 去年以来，为引导
全员聚焦质量效益，胜利
油田鲁明商临管理区将开
发管理指标重新分配到各
个单井站点，让每个站都
有经济指标，每个一线员
工身上都有效益担子，全
面推动提质增效升级。

注采六站夏19-9站点
承包人张灿金、孙景山管
理着4口油井，以前每天的
工作就是巡井、平井场、测
油井资料。现在，除日常维
护外，他们还用心记录每
口油井的压力、温度、液量
和螺杆泵、电机运行时的
声音，并根据这些变化判
断油井是否存在回压高、
堵管线等现象。

近日，在仔细摸排后，
他们认为其中两口井供液
好、沉没度较高，能否优化
参数？很快，在技术部门论
证下，他们立即对两口井
的转速各上调20转，并进
行效果跟踪。据统计，这两
口井平均日油增加1吨、利
润增加700元，当月该站点
超额完成指标，承包人获
150元奖励。

“为更好地适应‘三线
四区’对单井效益评价的
需求，管理区对开发管理
指标重新“解剖”，并在原
产量等重要指标分解至两
个注采站的基础上，进一
步细化到单井站点。”商临
管理区经理冯春雷说，今

年，在综合考虑地层、油井
参数、生产现状和人员配
备等因素后，技术管理室
把产量、注水量、自然递
减、躺井率、油水井时率、
工况合格率、水质达标率
等7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分配到27个站点，并将站
点员工定为指标承包人。
考核时，他们依据上级下
达的指标计划，结合现场
生产实际，按不同比重、不
同管理因素奖惩。此外，他
们加强集输站量化考核，
让凝心聚力推动优质高效
脱水交油上水平。

如今，员工们不再单
纯机械地重复日常工作，
而是通过观察电流、空高、
拉油量和倒水量等数据，
纷纷为完成自己的指标出
谋划策，把心思和功夫真
正用在了管理油井上。

“原来只有技术人员、
注采站负责人为产量操
心，现在单井站点的50余
名员工都为产量操心，指
标细化让员工有了‘量’的
概念，每月的奖罚也让员
工有了产效益油的意识。”
冯春雷说，截至目前，管理
区在新井欠产的情况下，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较去年
同期均有好转，老井自然
递减对比去年减少2 . 6%，
油井综合利用率对比去年
同期增加3 . 7%、工况合格
率 对 比 去 年 同 期 上 升
2 . 3%，躺井次数较去年同
期减少2井次。


	M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