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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上午，在胜利油田第30届刘兴材地学开拓奖颁奖典礼上,来自石油开发中心的韩明太凭借《三相
泡沫堵水体系在草桥地区的应用》项目荣获一等奖，这位80后小伙在多年与油田开发难题展开的博弈中，实
现了梦想和价值。三相泡沫堵水体系在草桥地区的成功应用，攻克了该区域稠油单元边底水治理的一大难
题，以低成本技术创新降低原油含水，助推采油管理区高效稳产，对石油开发中心乃至胜利油田类似问题具
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任文盼 刘鸣农

稠油开发

难题待破解

位于广饶区域的胜科采油管
理区是石油开发中心生产规模最
大的采油管理区，管理区内星罗
密布地分布着300余口油水井，每
年产量占石油开发中心的1/4，而
且绝大部分是稠油。

胜科采油管理区的稠油粘度
在10万毫帕·秒以上，属于特超稠
油藏，且地层薄，开发地层平均厚
度约为3-4米，不仅如此，地层还
易出砂，具有中等较强的水敏、酸
敏，这都造成了高效开发的高难
度。但最让管理区技术人员头疼
的还是该区域8个开发单元中5个
含“强边水”。

换句话说，在石油开发前，技
术人员需要对油井“堵水调剖”，
如同给油藏加一道厚厚的堵水

“防护膜”，防止因地层开发压力
的变化，致使边水入侵油藏，增加
原油的含水，导致后期高额的处
理成本。胜科采油管理区通常应
用氮气泡沫调剖技术，但经过多
年多轮的工艺措施后，管理区内
部分油井逐渐产生了“抗药性”，
有的稠油井含水持续上升，甚至
达到了90%以上，采油成了采水，
直接导致了低产低效。开发工艺
创新势在必行。

2015年，石油开发中心科研
所就确定了低成本高效勘探开发
思路，并创新提出了三相泡沫堵
水体系。新工艺采用氮气泡沫、黏
土、水泥融合配比，通过给油藏增
加堵水“屏障”，旨在降低含水，实
现效益开发。经过系列的室内实
验，新工艺进入了最后的应用阶
段。时任胜科采油管理区技术管
理室副主任的韩明太承担起新工
艺的试验推广工作。从选井试点
到流程监控，从数据统计分析到

提出合理改进意见，韩明太带领
工作人员常驻井场。

位于草104单元西部的草104
-X2井，经过10轮次生产后综合
含水达到97%以上，在传统的堵
水调配方法不见效果后，韩明太
等人在该井实施三相泡沫堵水实
验。然而因实验初期经验不足，含
水未得到有效抑制，首次实验以
失败告终。

持之以恒

终获胜利

探索无止境，攻关无止境。通
过对首次实验的深入分析，韩明
太认为第一段塞中堵剂配方浓度
较低影响了结果。三相泡沫堵水
体系成功的关键在于三种材料的
浓度配比，而浓度配比则取决于
地层情况、生产情况、含水情况等
综合因素，新工艺的成熟应用还
需在实践中反复摸索。

为了提高实验的成功率，韩
明太从选井上“做文章”。他们反
复分析对比了辖区内100余口高
含水油井，根据油井的生产数据、
地层情况、测井图，综合判断每口
油井的含油饱和度、井况以及效
益情况，最终优选出含油饱和度
高、施工风险小、增效可能性大的
10口油井。

在每口井的施工过程中，韩
明太带领员工常驻井场，通过及
时调整堵剂配方及浓度，关注施
工过程中压力变化情况，做好施
工过程监护等各方面工作。针对
首次实验失利，韩明太在同一个
开发单元选择了生产情况类似的
草104-3井，而这次他们通过对浓
度用量与主剂配伍性的把握，终
于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实验
实施后，草104-3井含水由97%下
降至目前的83 . 8%，单井日均产
油由实施前的1吨提升至5吨，阶
段增油352 . 9吨，取得较好效果。

经过近两年的实验，胜科采
油管理区逐渐摸索出适应不同的
开发单元、生产情况的三相泡沫

浓度配比，实现了由研发走向成
功应用的突破，并在草128单元、
草109单元、草104单元均取得了
不错的效果。

全力投入

新实验推广

三相泡沫堵水体系的推广实
验仅是胜科采油管理区注重创新
增油的一个缩影。2017年年底，韩
明太又投入到高干度复合气的实
验推广中。

高干度复合气开发技术旨在
解决稠油油井在多轮吞吐开采
后，产生的油井压力大、含油饱和
度低等问题，从而有效增加稠油
油井产量。在2017年年底的实验
中，草4-8-X427井周期增油420
吨，投入产出比1:3 . 3，效果明显，
后期推广应用将创造更大的效
益，这让韩明太等人备受鼓舞。

每推广一项新工艺对韩明太
等人就意味着成倍的工作量，成
倍的开发难度，但韩明太却对此
执着痴迷。韩明太坦言，稠油油藏
和稀油油藏不同，稀油油藏可以
通过精细注水等管理方式实现效
益开发，而稠油油藏因地层的复
杂多变，仅有不断的工艺创新才
可实现效益稳产。因此作为开发
技术人员的他们，唯有通过不断
的革新求变，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多年来，韩明太正是凭借着潜心
钻研、创新攻坚的精神，荣获了油
田企业现代化成果三等奖、油田
技术及管理创新奖等多个奖项。

可很少有人知道，年轻有为
的韩明太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
力，近年来，由于父亲身体情况不
好，韩明太有时晚上陪床照顾老
人，白天继续奋斗在办公室，从未
因私事耽误工作。

“今年新型管理区试点工作
展开，现在我们既是技术措施的
制定者，同样是执行者，有压力才
有奋斗的动力，我将通过能力的
提升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韩明
太说。

第30届“胜利油田刘兴材地学开拓奖”获得者韩明太

潜心钻研，为稠油开发添“利器”

近日，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工会在采油管理四区注采402站启动“学习十九大精神，展河采风范，做转创
先锋”主题班会巡回活动。据了解，主题班会在员工“学习十九大精神”演讲《做高质量发展动车组上的筑梦
人》《中国梦――平凡里的光辉》中拉开序幕，在班会“学工匠精神，展河采风范”环节，采油厂首届河采工匠
与基层员工围绕QC成果、导师带徒、员工创新创效等方面进行交流，采油402站员工也深情讲述身边工匠身
上发生的故事，了解工匠“勤奋、敬业、自信、创新”的工匠精神。主题班会尾声，员工们在“展风范做先锋，我
为河采担当”的条幅上郑重签名，表达了用实际行动参与采油厂深化改革、提质创效工作，做班站改革先锋，
价值创造先锋的信心决心。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吴木水 陈月兰 摄影报道

展展河河采采风风范范，，做做转转创创先先锋锋

鲁明公司：

打造绿色企业新名片
本报5月8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东奇
洪波) 管理区办公楼、

公寓楼以及生产一线注采
站的供暖、制冷用上地热
资源后为鲁明公司年节省
标煤220吨以上。而这仅仅
是3个项目所产生的效果。
根据胜利油田鲁明公司

《“绿色鲁明”清洁能源开
发三年规划》，到2020年，
煤电耗量降低2 . 8%，实现
降低综合能耗，提高绿色
能源占比的目标。

在油田开发系统中，
鲁明公司属于“小单位”。
但鲁明公司认识到，将新
能源应用到生产现场替
代传统能源是趋势，也是
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
任 ，小 公 司 要 体 现 大 作
为。鲁明公司经理段伟刚
表示，践行绿色低碳发展
战略是企业应有之责，通
过充分利用新能源实现

“绿色鲁明”目标，也在油
田绿色低碳发展中提供

“鲁明方案”，打造绿色企
业的新名片。

潜力不摸不明。进入
2018年，鲁明公司利用近4
个月的时间对全公司可利
用新能源的潜力进行调
查，认为可利用污水余热、
太阳能、风能等绿色能源
替代现有供能方式，达到
清洁生产目的，并编制了

《“绿色鲁明”清洁能源开

发三年规划》。
4月20日，鲁明公司与

新能源开发中心签订了
“绿色鲁明清洁能源开发
合作协议”。双方致力通过
合作，采取多能互补的方
式将污水余热、太阳能、风
能等绿色资源在油田生产
及生产辅助系统推广应
用，构建安全、绿色、具有
示范意义的油田新能源利
用方式。

在三年规划中，鲁明
公司结合资源情况以及用
能现状，拟在办公区、生活
区等站场，大力推广屋顶
分布式光伏发电，在井场、
注采站等设置太阳能光热
利用系统，替代现有煤电、
天然气消耗，减少污染、降
低能耗；结合油田污水余
热资源优势，建设污水余
热资源利用项目，实现节
能减排、绿色供能；在青南
油田，开展多能互补课题
立项研究，充分利用该区
域丰富的绿色资源匹配风
力发电及分布式光伏发电
系统，与现有电网并网，实
现区域内风光电多能源耦
合智能调控，建成新能源
全覆盖的示范油田。

已经论证的项目中，
能够满足 8%基准收益率
要求的投资达到1200多万
元。项目实施后，年可节约
标煤1149吨，减排二氧化
碳量2680吨。

本报5月8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孟维红)
今年以来，胜利石油管理
局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围
绕“外闯市场需要人怎么
办？绩效工资自己挣怎么
办？公司高质量发展怎么
办？”开展全员大讨论，并
结合“1+2+2”绩效考核进
行再学习、再讨论，人人谈
认识，人人写体会，旨在推
动观念再转变，进一步激
发全员深化三转三创的勇
气与担当，为夺取公司高
质量发展的新胜利提供坚
强保障。

经营创效指标较去年
大幅增加，彻底转变观念、
聚焦价值创造，加快转型
发展成为供水分公司新形
势下的必然选择。一段时
期以来，东城供水公司通
过层层组织宣讲生产经营
形势，解读绩效考核政策，
人人提意见、谈感受等形
式，深入开展“三个大讨
论”活动。他们与人力资源
盘活相结合，学习兄弟单
位先进经验，进一步明确
盘活人力资源的方向、目
标；与公司阶段性工作相
结合，发挥水厂员工技术

优势，开启与周边单位的
合作洽谈；与提质增效相结
合，从生产运行、经营管理、
质量提升、思想文化建设等
多方面鼓励员工提建议、献
良策，共征集合理化建议金
点子35条；针对10个“含金
量”高的合理化建议，成立
督导落实小组，充分论证研
究，制定落实方案，进一步
促进职工的“金点子”变成
效益的“金果子”。

在滨海分公司仙河水
厂，“三个大讨论”活动同
样在员工中引起强烈反
响。据了解，这个单位通过
人人写心得、人人谈体会
的形式，汇集员工的建议、
想法，通过绩效考核激发
创效热情。随着仙河水厂
孤岛加压站去年完成自动
化改造后，5名岗位职工主
动报名参与中海油水循环
项目的外闯创效，水厂已
盘活人力资源16人。

“三个怎么办大谈论”
活动已经成为供水全员转
观念、激活力的有效途径。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供
水分公司完成油田考核利
润4059万元，实现经营绩
效“开门红”。

供水三个怎么办大讨论
凝聚价值创造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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