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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有着30多年开发历史的老采油厂，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牢固树立“以水为先”的油藏开发理念，
持续强化油藏经营管理、深挖水驱油藏潜力，通过技术攻关、集成创新以及相关技术配套，让水“注得进、注得
好”，让油藏“能喝水、喝到位”，进一步增强老油田稳产基础。据统计，2017年，该厂共实施各类水井措施及配套
技术170井次，增加有效注水103万立方米，累计增油13640吨，创效2000多万元。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孟涛 王常玲

用内力疏通注水“经脉”

冬季的荒野上，室外温度仅
零下10摄氏度，偶尔刮起的寒风
十分刺骨，但在史3-8-斜71井现
场，却又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
象。轰鸣的水泥车组、整齐的酸
罐车辆、忙碌的施工人员，工艺
研究所注水室副主任田相雷带
领作业施工人员正在酸化施工。

施工现场，随着水泥车上的
压力表指针从33兆帕缓缓降至
16兆帕，标志着又一口渐进式分
级溶蚀酸化井施工一次成功。

“注不进水，就采不出油。”
谈及这些年与疑难欠注井的斗
争史，田相雷感触颇深。他说，现
河厂低渗油藏埋藏深、非均质性
强、渗透率极低，从补孔、增压到
活性增注、氮气掏空都用过，直
至找到破解低渗水驱油藏的“杀
手锏”。

据了解，这些疑难欠注井平
均渗透率低于10毫达西、孔隙度
小 于 1 5 % ，可 以 说 是“ 油 盐 不
进”，虽然全厂只有70多口，却影
响了800多万吨的储量。

不好注，不等于不能注。近
年来，现河厂追本溯源，用新思
路攻关老难题，从油藏形成、砂
体走势着手，根据成藏条件、岩
石构成、粘土矿物组成等特点，
量身打造针对性的增注体系，从
储层孔喉中心向喉道外壁，由内
向外逐级溶解，从而加大储层有
效渗流通道，提高渗透率的目
的。

“这项填补该类储层有效增
注的技术，就像武功高手用内力
打通了藏在地下的经脉，效果非
常好。”田相雷说，为确保分级溶
蚀施工效率，该厂将以往700型
泵车换为千型车组施工，将小剂
量、慢注入变为大剂量、高强度

注入，扩大酸液溶蚀波及范围，
原本需要20小时的施工缩短到6
小时，极大地提高施工效率、降
低施工成本。

2017年，渐进式分级溶蚀技
术先后在官11、史深100等区块
成功实施，增加注水9 6 6 5立方
米，增加水驱储量53 . 2万吨。

“绣花功夫”细分注水层位

四个封隔器、五个配水器，
酸化后的五个层位压力均降至
零兆帕。通过精确计算、定位和
标准化施工，河43-斜47井五层
分级注水施工一次成功，这让现
河庄管理区采油工程主任师张
东荣信心倍增。

现河采油厂断块油藏处于
开发后期的高含水阶段，由于纵
向层系较多、渗透率级差较大，
以往的笼统注水只会把水注进
渗透率较好的油层，部分低渗油
层、小薄层长期不受关注。“低渗
透层系‘饿死’，高渗透层系‘撑
死’。”张东荣认为，难点就在于
小薄层的均衡动用，超细分层注
水技术正是为断块油藏量身定
做的技术。

“细分层注水，不是说增加
几个分层这么简单。”田相雷说，
从前期的40臂测井、磁性定位、
数据核算到试挤、酸化，每一步
都经过了严谨论证。目前，现河
厂超细分层的最小卡距为 1 . 8
米、最大斜度达53 . 8度，施工一
次合格率100%。

按照“不仅要合格，更要长
效”的理念，现河厂创新应用“锚
定+密封”的分层技术，根据应力
集中点不同，在管柱不同位置加
装柔性锚定装置，对封隔器胶筒
进行有效保护，避免因蠕动导致
封隔器胶筒移出卡封段，在保证
每段层位都瞄得准、注得进、注
到位的同时，有效规避后期作业
过程中复杂打捞的风险。

2017年，现河厂断块油藏的
水驱共细分配套42井次，其中河

31、河106等单元细分率从16%
提升至38%，累计增注5 . 5万立
方米。

系统完善技术配套

每口注水井的注水层位、压
力、水质均不相同，“私人订制”
的注水技术虽然有效动用了水
驱油藏的储量，但也离不开相关
技术、措施的配套。

田相雷认为，适合的技术可
以对症下药解决注水“病灶”，但
选取性价比最高的配套设备，才
能更好地动用水驱油藏。

“一旦套管出现破损，就好
像枪手被蒙上眼睛，注到哪个层
位都不知道，更别提能否实现精
细注水了。”田相雷说，2017年，
现河厂因套损导致的停注、带病
注水井达到147口，其中79 . 6%
的井因套漏造成，影响水驱控制
储量356 . 3万吨。

为此，这个厂通过对历年来
套损、套漏井的大数据分析，综
合考虑油藏开发需求、井筒状
况、占井时间和经济成本等各类
因素，针对不同的套损、套漏情
况，采取更换套管、直连管固井、
套管贴堵以及套管补贴四项治
理技术，确保不影响后续作业施
工，并且性价比最高。在已实施
的46井次中，共恢复水驱控制储
量141万吨。

针对注水管柱腐蚀问题，除
了添加自制药剂，这个厂根据注
水单元地层物性不同，配套钨合
金管、内衬管以及氮化管等不同
管材。“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要创
效益。”田相雷算了一笔账，“虽
然好材料的耐腐蚀性更强，但成
本也会随之上升，适合的才是最
好的。”

心中绷着创效弦，处处留心
皆效益。2017年，现河厂对水驱
油藏共实施各类措施及配套技
术170井次，见效井组达54个，有
效动用水驱储量342万吨，累增
油13640吨，创效2000多万元。

1月28日，胜利油田中心医院与美年大健康(东营)医联体签约仪式在东营万达嘉华酒店举行。双方约定，在
未来三年，将在健康体检、慢性病管理、疾病诊疗、学术交流、人员培训、信息管理、专家互动、资源共享等方面
开展深入交流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据了解，医联体签约标志着一个集健康体检+专业医生+转诊+
治疗连续服务+网上健康智能咨询管理服务为主的“五位一体”健康管理新模式逐步形成，旨在为油城广大居
民提供更全面、便捷、优质、高端的医疗健康服务。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魏姝 摄影报道

医医联联体体为为医医疗疗服服务务提提质质

海洋石油船舶中心：

返航途中救助被困船员

本报1月30日讯 (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崔舰亭)
近年来，面对量价齐跌

的严峻形势，胜利油田海
洋石油船舶中心坚持高质
高效施工，在海工船舶市
场打响“胜利船舶”品牌，
推动外闯市场多创效。

去年12月份，一条涵
盖“渤海西部海管弃置项
目”等内容的信息发布后
迅速吸引了亓东明注意
后，中心立即根据经营管
理部门反馈的信息和中油
海对施工所需船舶和船舶
作业计划，第一时间制定
详实的施工方案。由于前
期的多次合作，这为项目
顺利进行打下基础。

“渤海西部海管弃置
项目”事关京津冀地区供
暖问题，为确保LNG天然
气运输船顺利进港，需要
进行老厂停产及海管拆除
等施工作业。2017年12月
25日，顺利签约后，中心生
产部门按照甲方要求安排
一艘8000HP多用途工作拖
轮及胜利616组成船队负
责施工作业。

面对争取1月5日完
工、7日前必须完工和施工
航道过往船只多等诸多生
产 难 题 ，该 中 心 决 定 由
8000马力拖轮负责中油海

101船守护、起抛锚、溢油
监护等作业任务，胜利616
船负责弃置海管运输、后
挖沟机运输等作业。

杨国梁是8000马力拖
轮船长，凭借多年海上施
工经验，他感觉起抛锚、溢
油监护这些看似平常的工
作，对于每次施工都会出
现不一样的问题。

果不其然，中油海101
船的锚和平常挖沟船的锚
不一样，以往船舶的锚缆
都是固定在锚冠上，这艘
船的锚缆却挂在锚杆上，
强行进行起抛锚会造成船
舶液压设备损坏。杨国梁
仔细研究施工方案后，决
定先对定位锚进行活络。

“通常一口起抛锚大
约25分钟，新方案起一口
锚要延长到50分钟左右，
一次进行7口锚的抛起，水
手们一站就是十几个小
时。”杨国梁说，渤海湾的
冬季施工条件十分恶劣，
面对甲方提出的精细施工
和尽快完工要求，两艘施
工船舶昼夜连续奋战，于1
月5日配合中油海101船完
成旧海管改造作业。12日
上午，他们顺利拖带中油
海101船抵达青岛中石油
海工码头，标志着此次任
务圆满完成。

海洋石油船舶中心：

对对外外叫叫响响““胜胜利利船船舶舶””品品牌牌

本报1月30日讯 (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崔舰亭
赵青) 一场降雪让天气

变得更加寒冷，贾国志和
王克钢怎么也没想到他们
会随着失去动力的船只飘
向大海。所幸胜利油田海
洋石油船舶中心胜利505
船及时发现并将他们救
起，遇险船只也一同被拖
航至码头。

1月24日晚6时，贾国
志和王克钢驾驶工作艇在
东营港宝港国际三号泊位
布放围油缆，当他们准备
离开时船只启动开关损坏
失去了动力，并随海浪飘
向大海。

当晚7时许，海上的天
气已经接近零下10度，遇
险船只已经飘离码头近2
海里，因为附近过往船舶
较多，稍有不慎就会船毁
人亡。这时，每当有船舶路
过他们就会大声呼救，但
由于风力和船舶设备轰鸣
声较大，路过的五六艘船
舶均没有发现遇险船舶。

“每一次我都以为有
救了，但他们都没发现我
们，当时急的眼泪都流出
来了。”准备返回勘探码头
的胜利505船，也许是贾师
傅口中的第7艘途径船。

“逄船长，前面航道发
现一艘疑似渔船，当心周
围情况！”替班船长邬桐心

第一时间发现了遇险船
员。“也许是让我们注意，
他们布放的渔具”邬桐心
自言自语的说，因为大海
上经常有这样挥手提醒的
小渔船。轮机长马丰收却
对邬桐心说：“我怎么看不
像，貌似船舶没有什么动
力，咱们去甲板看看吧！”

据了解，胜利505船在
采取降速、避让措施时海
上东北风5级，当马丰收和
邬桐心来到甲板时，隐约
听到“失灵”的话语。核实
情况后，船长逄志敏第一
时间向中心生产调度室和
东营海事局汇报现场情
况，并收到“守护工作艇，
尽最大可能营救”的指令。

“贾哥，你看这大红船
一直围着我们，我们有救
了，有救了”。王克钢和贾
国志谈话时，胜利505船考
虑到150横距不利于施救
的情况，积极组织船员调
整船位寻求最佳救助位
置，甲板上其余船员纷纷
为救援做准备。

经过30分钟的紧急救
援，两名船员成功被救。

“今晚真的是惊心动魄，我
一度以为能冻死，没想到
遇到了你们。”回到码头
后，遇险船员一直和早已
在码头等候的生产运行科
副主任周军表达对胜利油
田的感谢。

真功夫让油藏喝水“个性化订制”
现河厂树立“以水为先”开发理念，年度累计增油1 . 36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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