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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年轻，2007年石油大学毕业后，33岁就成长为采油厂为数不多的正科级干部；他很成熟，善于沟通，
经验丰富，先后担任过地质研究所区块长、地质研究所副所长、管理区地质副经理、经理；他很执着，他用辛
勤的汗水不倦耕耘，用卓越的成果唱响了青春之歌。他就是胜利油田桩西采油厂采油管理一区经理王继强，
一位爽朗而充满活力、忠厚而谦虚亲和的青年人，6项研究成果获局级以上荣誉，并先后获得油田青年岗位
能手、文明建设先进个人等荣誉。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程秀坤 曲紫钰

志在油海觅蛟龙

王继强是土生土长的河口
人，长于油井旁的他，从小就立志
成为一名石油工人。2007年，大学
毕业到桩西厂工作后，肯吃苦又
勤奋的王继强就发挥能开拖拉机
的技能，带着师傅们跑井场，并边
协助技术骨干工作边抓紧学习技
能。他的点滴之举，也赢得许多老
师傅为这个年轻人点赞。

一年后，王继强经成为桩西
地质研究所地质动态分析技术人
员。刚接手这项工作，就遇到了工
作难题：桩106北注聚区的管理。

在历经多年勘探开发的桩
106北注聚区已进入注聚阶段，单
井含水达95%以上，年注入干粉
量1200多吨，投入成本2500万元。
提高区块产量、提升采收率，成为
这个区块提质增效的核心工作。

在阅读大量的历史资料文
件、学习其他单位的典型做法的
基础上，他一点一点地攻克技术
难关，最终总结出“保证粘度、加
强监测、培养见效、控制窜聚”的
管理模式。措施实施一年后注聚
明显见效，桩106北注聚区日产油
量由130吨上升到210吨，累计增
油13余万吨，提高采收率3 . 8%，
并为桩西培育新的产量增长点。

首战告捷让王继强迎来了更
多的锻炼机遇。2010年，中石化重
点新区产能建设区块老168投入
开发，管理的重任再次落在王继
强的肩上。那时，确保该区块连续
三年稳产在16 . 8万吨以上成为采
油系统公认的难题。

要想三年持续稳产，就必须
进行持续跟踪、精细化管理。多年
扎实的理论学习，让王继强创新
提出引进数值模拟新技术进行井

网微观部署的办法。当时数值模
拟在油田鲜有应用，许多地质人
对此并不熟悉，王继强则对着英
文版本逐一开展研究，并艰难地
编写出中文培训学习手册。

油藏动态跟踪模拟技术的成
功应用，科学指导了井网完善和
注采调整，使新井达产率和产能
达标率均达到设计指标，并实现
三年稳产的目标。

也正是凭着这股韧劲和决
心，王继强在2013年成长为采油
厂地质研究所最年轻的副所长。

攻坚破难低渗透

2014年，因工作出色，王继强
被调至桩一区担任主抓地质工作
的副经理。其实，新岗位也让他面
对同样复杂的情况：桩一区管辖
的五号桩油田系陆上低渗、特低
渗油田，470余口油井普遍低产、
低液，且连续5年自然递减率达
20%以上，直接导致开发成本居
高不下，开发形势日益恶化。

在地质所的多年间王继强对
五号桩油田的油藏状况再熟悉不
过，而他陌生的是每口井的日常
生产运行情况。为揪出自然递减
率持续上升的“源头”，王继强白
天跑现场熟悉流程，查看计量化
验资料，晚上熟悉井史，并将每口
井的位置和生产特点熟记于心。

通过调查，王继强发现问题
的主要根源是员工经验不足。原
来，这个管理区四个采油队的地
质技术员有三个是新人。为尽快
提高技术人员的素质，王继强发
挥地质专业特长，利用业余时间
给技术人员讲课培训。同时，还制
定管理区注采调整管理办法，成
立了注采调配运行组，明确注采
调整的原则、时机、流程、奖罚机
制等，有效提高了技术人员的积
极性和责任心。

两年来，水驱单元自然递减

由22 . 6%下降至11 . 8%，全区的自
然递减控制在13%以内，为近五
年来最低值。

针对全区四分之三的油井为
管线混输，人工量油既不精确，数
据不准又易导致决策失误的情
况，王继强带领技术人员编制功
图计产软件，在线功图实时计量
得以推广，有效提高资料录取的
准确性和及时性。同时减轻了员
工的计量强度，减少采油班组计
量人员15名，赢得了员工的认可。

意气风发促改革

2015年，桩西厂实施油公司
改革，原来两个生产管理区分成
四个采油管理区，王继强凭着优
异成绩成为采油管理一区经理。

“生产管理、技术管理、经营
管理、后勤管理等流程都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要想一下改变多
年来根深蒂固的运行模式，可不
是件容易的事。”那时，王继强有
空就往生产指挥中心跑，通过生
产反馈了解改革变化，最终促使
管理区各项工作走上正轨。管理
区连续两年被评为油田文明建设
先进单位。

面对低油价的严峻形势，低
成本战略成为老油田扭亏脱困的
重要途径。王继强带领管理层建
立常态化的注采调配机制，对深
层结垢适时超前实施带泵酸化等
措施，根据效益测算情况对无效、
低效井动态分类施策，做优配产
配注，保证注采调整效果，自然递
减率为近五年最低值，稳升井组
由25个上升至28个。

应用“三线四区”模型做实源
头优化降本，通过线损治理、高低
压分注、优化药剂、工况优化、桩
34污水回注等措施做优管理运行
提质，依托创新工作室运行做强
技术革新增效。合计节约费用
353 . 1万元，创效148 . 8万元。

第十一届“胜利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王继强

用卓越成果唱响青春之歌

本报6月20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丁静

吕强) 继完成徐州地铁项
目后，胜利测井主动进军
地热、煤层气、矿盐化工等
市场，让已开发的区域(项
目)合同额超过1500万元。

雄安新区设立后，测
井公司意识到其丰富的地
热资源是一块“富矿”，并
先后派市场开发人员和技
术人员与甲方进行沟通。
为提升质量效益，他们结
合地区特点科学设计下井
仪器序列和施工方案，探
索制定适合地热井特征和
岩性特点的测井解释标
准，并主动参与地热地质
构造模型建立等工作。

4月30日，测井公司圆
满完成雄安第一口地热井
大营1井施工任务。据了
解，在非油市场的突破性
发展，源自发展策略的转
变。近年来，面对严峻的形
势，他们在做好胜利油区

和传统外部市场的同时，
全力推进市场规模化、多
元化、高效化发展，努力向
新业务、新能源领域延伸。

进军煤层气市场就是
科学研判市场需求变化后
的又一次战略转型。今年，
测井公司相继中标贵州、
新疆、山西等多个煤层气
施工项目，其中贵州天然
气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9口井煤层气测井工程，
是继六盘水一体化煤层气
项目和安东煤层气项目之
后，中标的又一个规模化
项目，也让测井煤层气市
场开拓扩展到贵州全境。

除煤层气外，测井公
司还将测井技术成功应用
于矿盐化工领域。

据统计，1-5月份，测
井公司完成各类非油领域
施工50余口，非油工作量
与去年全年相比增长近两
倍，成为寒冬期外部市场
新的效益增长点。

测井公司：

“跨界”合作带来新突破

6月12日凌晨，持续暴雨袭击百里油区，凭着多年丰富野外作业经验的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井下作业
大队作业20队队长宋备战不仅没有取消搬家计划，并利用雨停间隙快速完成埕118—X46井分注施工收尾，
仅用2个小时就安全高效搬上急需封堵施工的埕126—11—X7井。宋备战算了一笔帐：“如果按照以往惯性
思维，下雨就要取消当日搬家计划，下一口井施工进度会往后延迟一天，这样不仅会影响到采油厂措施井
进程以及安全隐患，同时会造成原油生产被动。”据了解，当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这个厂有两支作业队
伍实现安全高效搬家任务，不仅为同类施工提供经验，更为采油厂雨季生产安全平稳运行夯实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吴木水 史瑞超 摄影报道

比比原原计计划划提提前前一一天天

钻井工程技术公司：

高质高效丛式井组施工
本报6月20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宋民
陶鑫) 近日，由胜利钻井
工程技术公司提供技术服
务的滨59-斜13井顺利完
钻，井深2986米，标志着历
时一年多的滨5重点丛式
井组19口井顺利完工。

据了解，滨5区块构造
形态基本为被断层复杂化
的单斜构造，地层情况非
常复杂，轨迹控制难度较
大。受井场空间因素影响，
施工中被追加了11口井，
这就使已经施工的井与新
增加的井在轨迹上多有交
叉，一旦轨迹设计优化不

好，将影响整个井组施工。
施工中，技术小组积

极和钻井队、采油厂加强
沟通，把各项技术措施落
实到位，每口井在直井段
钻进时实时监测井身数
据，及时调整井眼轨迹，为
防碰做好保障工作。此外，
他们根据滨5区块施工特
点，不断总结创新形成成
熟的区域钻井模式，使施
工的井身质量完全符合标
准，钻井周期明显缩短。他
们通过在稳斜井段选择合
适的钻具组合，提高了复
合钻进的比例，有效缩短
钻井周期、提高经济效益。

胜利钻井院：

为新疆绿色钻井保驾护航

本报6月20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梁子波)
近日，由胜利钻井院研

制的钻井液不落地装备在
新疆市场成功推广应用，
为有效解决新疆钻井施工
环境污染奠定基础。

在石油行业传统做法
是每钻一口井就要挖一个
大型的泥浆循环池，施工
结束后及时固化处理，否
则将会造成污染。

为实现绿色钻井，胜
利钻井院开展了钻井液不
落地工艺技术攻关，即改
变挖循环池的传统做法，
在钻井过程的不同阶段制
定不同的处理工艺，优选
处理剂，实现在钻井液不
落地的前提下将固液分

离、固体干化、液体根据需
要重复利用或进行深度处
理，从而减少土地使用量，
减少环境污染。

5月，塔里木钻井与钻
井院达成协议，约定承钻
的五口井由乙方提供钻井
液“不落地”服务，标志着
这套设备首次进入新疆市
场应用。为做好技术支撑，
项目组制定详细施工方
案。施工中，技术人员与井
队通力合作，及时优化方
案、调整参数，处理后的钻
井液能够达到回用标准。

钻井液不落地装备的
成功应用，不仅有效解决钻
井中环境污染问题、提高固
控效果，还实现废弃钻井液
不落地及回收利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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