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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胜利油田鲁明公司济北采油管理区通过技术改造，全面关停132台加热炉，进一步提高绿色发展
水平。“加热炉是油井生产的‘必备品’，但其在升温过程中有时难免会出现超标排放的环保隐患。”管理区
党支部书记初启龙说，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鲁明公司技术管理部与济北采油管理区对有加热炉的144口
油井深入分析，联合编制了技术改造方案，关停132口油井加热炉；对于另外12台不能关停的加热炉，该管理
区通过加装低氮燃烧器，让其烟气达标排放。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赵军 摄影报道

关关停停113322台台加加热热炉炉保保生生态态底底色色

胜利石油工程公司二界面固井质量合格率10年提高52 . 7个百分点

硬核技术为固井质量提升赋能
本报11月26日讯(记者 邵

芳 通讯员 彭大为 肖本利)
近日，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固井

技术服务中心圆满完成胜利油
区重点探井利910井的油层固井
任务，固井一、二界面合格率达
100%，为油田增储上产注入了
强大动力。

近年来，胜利固井创新集
成固井工艺技术和设备，形成
提高二界面固井质量系列技
术，在全油田9683口井上规模
化应用，二界面固井质量合格
率由2011年的44%提高到2019
年的96 . 7%，预计増油1200余
万吨。

固井是将固井工作液注入
套管与地层之间的环形空间，进
行有效封固的石油工程作业。业
内通常把套管和水泥环之间的
胶结面称之为第一界面，水泥环
与地层之间的胶结面称之为第
二界面。“固井质量，尤其是二界
面固井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
油气井寿命长短和产量高低。”
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固井工程高

级专家李延伟说，受地层岩性、
地层流体、井眼状况、钻井液性
能、套管居中度等影响，固井二
界面很难得到提升，影响了油井
产量和寿命。2012年，胜利固井
一界面合格率达80%，而固井二
界面合格率不足45%。

历经五十多年高效勘探开
发，胜利油田东部油区进入开发
后期，井网密集，大斜度井、绕障
井增加，井眼轨迹复杂，套管居
中度受到很大影响。为此，胜利
石油工程公司在国内首创PIV
激光粒子成像技术，模拟不同条
件下的顶替界面动态，实现了实
时测量和顶替流场的连续分析；
应用了液压式套管扶正器、整体
式弹性套管扶正器等新工具进
一步提高套管在井眼中的居中
度，进而提升顶替效率。

针对螺旋式不规则井眼，化
学冲刷难以清除井壁泥饼等问
题，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创新研制
出机械式泥饼清除工具，有效提
高了对井壁残余泥饼清除效果。
同时，他们研制出的界面胶结强

度测试装置，为冲洗液、水泥浆
等性能参数优化设计提供了技
术指导。郑365油藏是胜利油田
重点稠油热采区块，高温注汽导
致水泥环强度衰退快，造成二界
面胶结失效、含水率升高。技术
人员采用新型抗高温水泥浆，固
井二界面合格率提高到94 . 5%，
平均注汽周期提高至13轮次。

渤南油田义178区块属于难
动用储量，“十二五”期间，胜利
油田部署的3口探井，因固井二
界面差，区块未能建成产能。
2017年，通过固井工艺技术的
集成创新，突破了固井技术壁
垒，解放了渤南油田3012万吨
储量。目前，累计打井30口，二
界面合格率高达100%，单井日
油12 . 3吨，累产油12 . 8万吨。

目前，胜利石油工程公司
形成了针对难动用储量、多压
力层系、复杂井眼轨迹、稠油热
采等区域的固井技术方案，使
固井二界面合格率保持在97%
左右，相比10年前提高了52 . 7
个百分点。

本报11月26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邱振军
牛程) “利用遥控器操

作灌浆泵灌浆真是太方便
了！”近日，胜利石油工程
公司塔里木分公司70177
队诺参2井下二开套管时，
使用新装置不仅让司钻无
需操作泥浆泵开关，专业
进行刹把操作，还大幅提
高井口安全操作水平。

下套管作业是钻井施
工中最常见的一项特殊作
业流程，下套管过程中，为
避免套管附件失效，通常
每下一根套管都要快速进
行水眼抢灌泥浆，每下10
根套管将水眼泥浆灌满。

以往灌浆作业时，需

要专人负责灌浆泵控制开
关，钻台下方还需专人负
责钻台上下传递信息，这
种工作模式影响了生产效
率。为此，70177队电气技
师熊世海刻苦钻研、反复
试验，在异体监督扈书让
的帮扶指导下，成功设计
制作了无线遥控灌浆控制
装置，首次应用就得到井
队员工一致肯定。

据了解，新装置投入
使用后，在钻台就能一键
控制灌浆泵的开启、关
停，既解放了灌浆占用的
人力，又保证了钻台施工
人员的安全，精确控制灌
浆量，提高下套管作业效
率。

油田创新电网检修模式
实现检修生产“两不误”

本报11月26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郑文

雷晓庆) 近日，胜利油田
孤东采油厂和电力分公司
密切协作，在电路检修过
程中首次应用光伏发电模
式，实现电路检修和油井
运行“两不误”。据了解，这
既是对检修模式创新的大
胆尝试，也是油电一体化
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10月10日，孤东供电
管理区无人机巡线时，发
现孤东油区110千伏主电
线网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按照惯例，消除故障必须
先停电，但正值采油厂持
续攻坚创效黄金季节，停
电检修不仅会造成产量损
失，部分油井出砂还有可
能会造成躺井。

能不能在主力电源断
电时，有临时替代电源保
障供电，确保油区基本生
产？围绕这一话题，孤东采
油厂和电力分公司转变观

念，打破孤东油区仅有110
千伏孤东、电东线同塔双
回主电源供电模式的制
约，确定了利用孤东、孤
岛、桩西电网有联络的3条
35千伏线路反带的部分负
荷，加光伏发电保障孤东
油田原油生产的思路。

针对光伏发电不稳定
等实际，双方共同制订了

《110千伏孤东线检修消
缺、限电保供方案》，优选
不同环境变化下的三套供
电应对方案，并对3条不同
供电路径分别进行测试，
为新模式运行奠定基础。

据了解，按照传统的
检修模式，大范围停产检
修会造成孤东油区1186口
油井关停，减少产量845
吨。创新应用检修新模式，
不仅使受影响井数降低至
199口，避免经济损失194
万元，还对今后电网检修
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
义。

本报11月26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任厚毅
郑万刚) 近日，东营市

组织专家对胜利油田石油
工程技术研究院牵头完成
的“胜利油田低效稠油化
学降黏冷采技术”项目进
行评定，专家组一致认为
该项目创新性、实用性强，
综合评级Ⅰ级，在低效稠
油化学降黏冷采领域整体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针对热采效益低、水
驱稠油采收率低的问题，
项目组开展了稠油化学
降黏开采技术攻关。利用
分子模拟率先揭示了稠
油胶束聚集体内不同作
用力的定量构成关系，创
新提出了利用强电负性
元素取代氢键作用降低

胶束尺寸的解聚降黏机
理，研发了低效稠油冷采
的解聚降黏体系，低浓
度、低剪切速率条件下达
到降黏率95%以上；形成
的化学降黏开采技术适
用于地下黏度小于2000
毫帕秒的稠油油藏，可使
试验区的开发综合成本
降至40美元/桶。

据了解，该技术在胜
利油田建成9个推广示范
区，覆盖储量3000余万吨，
近三年增油23 . 9万吨，节
约蒸汽注入量63 . 8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 . 1万
吨，节约标准煤5 . 96万吨。
项目可在国内类似区块推
广应用，同时促进地方经
济发展，具有良好的社会
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本报11月26日讯(记者 邵
芳 通讯员 王阳 ) “十井九
淹”是河口采油厂埕东油田西区
的开发现状。强底水侵入让油井
变“水”井，加之原油粘度大，导
致“水快油慢”，进一步加剧了油
田注水开发难度。

“往往一口新井投产没多
久，含水便上升到很高的程度，
单井效益越来越低。”埕东西区
开发技术人员表示，为降低油藏
含水上升速度，河口厂先后尝试
了微生物降粘技术、化学吞吐降
粘以及水平井堵水等措施，但效
果不理想。如今，河口厂通过开
展“注油溶性降粘剂+二氧化碳+
氮气”复合工艺试验研究，自主
创新控水降粘一体化工艺，让埕
东西区看到了丰收的希望。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河口厂在总结前期冷热采、堵水

等工艺技术经验的基础上，选择
向地层注入氮气，在油水间建立
一个气体隔层，将边底水尽可能
压在油层下面，实现地层中油水
界面的重新分布。同时，注入二
氧化碳，利用其易溶于油的特
性，配合化学降粘剂，进一步提
高原油的流动性。

“二氧化碳注入油藏后，原
本粘稠的原油就如同发酵的面
团，蓬松而富有张力，不仅粘度
更低，而且原油流动性更强，进
而提高采收速度。”河口厂工艺
技术人员说，埕71-侧平6井实施
控水降粘一体化工艺后，实现日
增油7 . 8吨，含水下降78 . 68%。此
后，河口厂在太平油田沾18-平
25井应用该技术后，日增油4 . 9
吨，含水下降56%，进一步验证了
工艺成效。

新工艺基于传统冷采技术，

增加了氮气、二氧化碳等复合气
体。“尽管成本增加了10%，但却
解决了传统技术无法解决的边
底水稠油开发难问题。”工艺技
术人员称，最早实施控水降粘一
体化工艺的埕侧平69井，已累计
稳产5个月，累计增油近300吨，
投入产出比达1：2 . 7。

为了让工艺技术更加成熟，
河口厂持续深化技术研究，采用
物理模拟和数模结合方法，研究
降粘剂和气体复合增效机理。在
增效机理指导下，技术人员优化
降粘剂和气体用量和段塞组合
方式，为控水降粘一体化技术提
供降粘剂和气体组合的优化设
计方法。

截至目前，河口厂共实施控
水降粘一体化工艺20井次，开井
13口，平均单井日增油3吨，含水
下降36%，阶段增油达2076吨。

河口采油厂：

控水降粘一体化，碱滩变桑田

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一项技术达到国际领先

塔里木分公司：

新装置保安全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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