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提质增效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工匠平台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绿色长廊

2017年12月28日，一车车装载钻
屑车辆从内蒙古境内井场驶向当地环
保部门指定的钻井废弃物处理厂。

三个多月来，中国石油川庆钻探
长庆钻井公司第五项目部已将三年来
520口井产生的钻屑拉至指定地点处
理。随着钻屑走向“绿色通道”，川庆
钻探公司开展绿色勘探的最后一公里
终于畅通，真正形成了“源头不染色、
中间不落地、末段回收处理”的清洁生
产模式，保护西部地区秀美山川的措
施更多、运行更畅、效果更好。

“绿色喜报”急追勘探队伍
川庆钻探公司施工区域横跨甘

肃、陕西、宁夏、内蒙古等西部省区。
“宁可企业投资亏本获得零利润，决
不能让绿色环保欠债！”近年来，川庆
钻探公司从机关到基层，坚定不移扩

大绿色勘探和清洁生产规模，追求社
会环保效益最大化，努力为节能减排
做贡献。

在内蒙古，严防钻屑、钻井液落
地污染的“不落地”一体化主体设备
率先落地保护大草原，累计节约用水
3万立方米，节约可复耕土地相当于8
个标准足球场面积。

在陕北黄土高原，一支支钻井队
完成“绿色动能”转换，“电代油”项目
初见成效，平均单部钻机用电 155万
度，替代柴油434吨，减少有害气体排
放365吨。

在甘肃陇东，大力推行试油施
工，有效遏制废液外逸污染，实现返
排液回收利用，成功研发的气控密闭
抽汲防喷盒、密闭抽汲罐和抽汲防护
伞等密闭抽汲环保工艺深受欢迎。

“绿色方案”满足环保要求
在长庆油气田，川庆钻探长庆钻

井公司现在每开钻一口井都要上一
套钻井液、钻屑不落地设备，严防“三
废”污染环境。

历时三年三次转型升级，长庆钻
井公司钻井液不落地配套工艺和运
行方案先后在内蒙古乌审旗、陕西靖
边等气田钻井现场逐步落地，实现钻
井液减量30%，钻屑减少50%。

目前，长庆钻井公司组建成立了
清洁生产专业化服务队伍，72支钻井
队配套不落地设备 97套，完井 700多
口，累计处理废液40余万立方米。

清洁模式获得多方点赞
西部地区干旱缺水，钻井作业、

压裂酸化需要大量的水和液体。
川庆钻探公司从钻井液、压裂液

等源头清洁控制入手，攻克关键技
术，实行总量控制、排量减少、用量提
升“三措并举”，使油基钻井液和压裂
返排液重复利用率分别达70%以上和
95%以上。

“整个抽汲过程密封性能可靠，
平均每口井回用率在 95%以上，最高
可达 153%，不仅降低了水资源成本，
还提高了生产效率，保护了环境。”
S00527队队长刘研言说。

川庆钻探公司清洁化生产模式，
还引起了道达尔项目苏里格南作业
分公司的浓厚兴趣，被推广到位于丝
路经济带上的国际合作项目。

外籍压裂现场总监 MARC不由
赞叹说：“你们以最低的成本解决了
世界级的难题，我会向世界推荐你们
的清洁化生产成果。”

小平头，小块头，配上鼻梁上架着的一副眼镜，斯
文中透着干练。

他声调不高，可每天工作布置有条不紊；他讲话
不多，可在检修现场、在攻难克难时、在装置上，到处
都有他的身影。他用无声的行动，诠释着“严细实”的
精神，是职工眼中的“实干家”。

他叫夏雷，是中国石化金陵石化烷基苯厂烷一车
间副主任、安全总监。

“多干，干出个样子来”
1997 年夏雷大学毕业。

“多干，干出个样子来。”带着父母的叮嘱，作为一
名从小在烷基苯厂土生土长的烷基苯人，他成为了烷
一车间的一份子。

10 年磨一剑。夏雷始终牢记父辈的教诲，每天起
早摸黑、爬高下低，不停地学习知识、钻技术、吃透设
备性能，在实战中逐渐成长起来。

2007 年，夏雷走上烷一技术组组长岗位，一年后
被公司聘为首批装置专家，2010 年他因工作出色被工
厂提拔为烷一车间副主任，分管工艺技术管理，2013
年又兼车间安全总监。

为了搞好 2010 年的“130”项目建设，从 2009 年
起，夏雷就忙开了。白天他忙生产忙设计讨论，晚上
回到家挤出时间核对图纸。从设计到施工,从现场检
查到装置调整，他为项目提出了上百条建议，并一一整改落实，保证了
项目如期中交。

少争，静心解难题
20 年来，夏雷很少与人争执，即使意见有分歧，他主动谦让，但总

是默默去寻找解决办法。
2001年一次检修开工中，产品质量始终不能达标。从流程、DCS数据、

分析环节反复验证，没任何异常。夏雷却独自一人反复在装置里查看。
当走到新换的回转阀轨道球阀组时，他再次将新阀的使用说明重

新阅读，深入研究后发现大家对球阀开关到位可能存在误解。与设备
专业管理人员的商议后，将阀门完全打开后，对比 DCS 数据，果然有
了变化。经过调整操作，产品终于合格了。

解决故障是对夏雷的考验。从问题梳理、方案制定、到现场交底、
安全监控和质量把关等，千头万绪。时间紧，白天做事，晚上静心思
考，有时，实在没理清就留在车间睡个囫囵觉，继续把方案制定周全。

检修，忙得人“憔悴”
20 年来，尤其是担任车间生产主任后，夏雷每天早一小时上班、晚

一小时下班，成为了一种的常态。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在制度面前，他模范遵守，带头执

行。不管是车间管理人员的上、下午巡检，对大机组“四位一体”的特
护，还是各项检查记录、工作布置、问题解决，他都亲力亲为，带头执行。

一次，查看安全环保，查看施工质量，整个检修下来，不到 40 天，
他瘦了十多斤，人都显得有些憔悴。

这就是夏雷，20 年坚守，在岗一天尽责 24 小时，“装置生产有异常
波动不走，设备故障没有处理好不走，现场有非正常作业不走。”身教
重于言传，无声胜有声。

（来源：中国石化新闻网）

2018年1月1日，中俄原油管道二
线投入商业运营，中俄原油管道开启
了新时代。

然而自2011年1月1日中俄管道
(漠大)一线正式投产运行以来，站场管
道与设备冷凝水问题如雾霾一般围绕
在生产一线，挥之不去，二线工程将来
的运营也同样面临站场冷凝水腐蚀设
备的严峻考验。

站场冷凝水不仅会造成管道与设
备防腐层的破坏，腐蚀管道本体，而且
还会破坏站场地面环境，造成站场运
营维护的严重负担。

管道公司科技中心化学所科
研人员紧密围绕生产需求，经过大
量 的 室 内 试 验 、小 中 试 及 现 场 检
验，历时 5 年，终于圆满解决了这一
问题，为中俄原油管道一线站场保
驾护航。

抽丝剥茧，濯清涟而“疏水”
中俄原油管道投产之前，公司所

输原油大部分为加热输送的高凝高黏
原油，不会发生冷凝水问题。面对输
送低温介质产生的冷凝水这类新问
题，大部分生产人员一时束手无策。

科技中心化学所技术人员第一
时间跟进生产现场，发现防腐层在冷
凝水浸泡下，极易引发防腐层破损、
脱落和变色等问题，进而造成管线严
重腐蚀。

学所科研人员发现冷凝水防护涂
层尚属国内外空白，并无相关产品。
科研人员只能独自求索。项目组相继
完成了整体复合防腐涂层结构设计、
树脂合成路线研究、纳米粒子分散工
艺、配方优化技术、中试放大技术以及
现场施工技术等工作，成功制备出了
具有超疏水能力的防腐涂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应用科学必须为生产服务，经过

生产实际检验的科学研究才能转化
为生产力。实验室的涂装环境要远
远优于现场环境。超疏水防腐涂层
对施工工艺和环境的要求更加苛刻。

2012-2013 年，项目组相继在塔
河和漠河进行了大规模涂装试验。
大兴安岭地区冬季漫长，气候严寒，
不具备涂装条件；夏季虽气候合适，
但也是冷凝水产生最为集中的季节，
同样也不具备涂装条件。

项目组经过详细的气候调研，研
究了冷凝水产生的规律，采用春秋季
节早晚施工的方法圆满解决了现场
施工问题，取得了良好的试验效果。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为了彻底解决站场冷凝水问题，

2015-2016年，化学所持续跟进，继续

组织科研攻关。
两年多的持续跟踪表明：该系统

结构稳定，技术可靠，与超疏水防腐
涂料配合使用，从源头和腐蚀路径上
彻底解决站场管道冷凝水问题。

2017年11月21日-24日，化学所
技术人员再次到中俄原油管道漠大
一线和二线进行现场技术调研和回
访，重点对自主产品超疏水防腐涂料
进行了推介。

经过推介，项目管理方进一步了
解了超疏水防腐涂料的综合性能，双
方就涂料推广进行了沟通。

目前，科技中心研发的冷凝水防
护系统已经成功的应用于中俄原油
管道漠大一线、二线部分站场，相关
研究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项，
填补了我国低温原油管道冷凝水防
护领域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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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耕 默 耘 方 得“ 止 水 ”
——中国石油管道公司破解中俄管线站场冷凝水腐蚀难题

通讯员 段林杰 郭旭

绿 色 勘 探 保 护 秀 美 山 川
——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开展清洁化生产

通讯员 齐永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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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通讯员 苏 玲）
2018年，环玛湖进入第三个年头，今
冬有 21部钻机越冬，是中国石油克
拉玛依钻井今冬生产的重中之重，
既是一场硬战，更是一战逆战。

环玛湖会战，启动于 2016年 10
月，时间跨度为新疆油田开发井之
最，2017 年冬天有 8 部钻机过冬过
年。2018年冬季，以玛 18、玛 131为
主力区块，钻机类型以 ZJ50、70 为
主，是公司近十多年来，钻机数量最
多、中深水平井最多、施工难度高的
一次冬季会战施工。

自进入小寒节气以来，克拉玛

依最低气温下降的很快，夜间最低
气温达到零下26摄氏度以下。与此
同时，环玛湖井区的钻井难度为新
疆油田开发史之最，所钻中深水平
井平均井深 5500米，水平段长 1200
至2000米，施工密度均在1.65克/立
方厘米以上，钻压交叉明显，井控风
险较大，钻井中阻卡频繁，轨迹调整
频繁、完井作业难度较高。

为此，克拉玛依钻井公司在环
玛湖井区严格落实“三保两防”——
保井控、保安全、保冬防；防复杂、防
事故，来力保冬季生产安全、平稳、
有序。

“朔风吹雪战旗烈，两湖冰寒奇
兵立。”这是克拉玛依钻井公司环玛
湖项目组组长田林海，在连日持续
高寒天气下写就的《战玛湖》一诗的
两句。从 2016 年 10 月环玛湖会战
以来，钻井队伍和项目组一直在此
会战，攻坚克难，默默坚守。

“气温没有降到一定低点时，很
多问题是显现不出来，没进入高寒，
与进入高寒，在施工中所承受的压
力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必须严防
严守，确保打赢冬季这场硬战。”环
玛湖项目组组长田林海说。

玛 18、玛 131 井区在环玛湖会
战区块份量大，两个区块的施工对
钻井公司的工程技术、生产运行、安
全应急都带来了极大的考验。

在抓好冬季防冻措施，精细、高
效落实的前提下，公司重点从“三保
两防”为主线，在此基础上，为打好
寒冬逆战，公司认真落实了三项保
障措施，为抓好玛 18完井、玛 131启
动，公司进一步加强精干力量投入，
强化靠前指挥力度，确保 24小时监
守，绝对不掉链子。

加强安全监督与管理，在每支
钻井队配备了“双监理”，以老带
新，确保白班、夜班都有监理，24
小时盯守。

冬季施工，人员充足是关键，公
司在人员上，落实了两支井队保一
支正钻井队的做法。同时，机关科
室帮扶制度也在落实之中。

当前，克拉玛依钻井公司正在
倾注全力，以确保环玛湖井区 21部
钻机打赢高寒天气下的这场逆战。

克拉玛依钻井：高寒“逆战”环玛湖

科普时报讯（通讯员 徐文军 包时
玺）1 月 2 日早晨 7 点 30 分，大庆油田采
油四厂二矿维修队书记郑晓宇值班接到
电话，昨天刚刚处理的五区三队外输油管
线又漏了。书记马上联系各班人员和一
台挖沟机赶到现场，一场堵漏“战役”拉
开了序幕。

现场为找到漏点挖了一个深 2 米左右
的大坑，坑里全是地面返的泥水和管线排
空的油，使抢修难度非常大。

气焊工李荣民和朱庆华沉不住气了，
带着铁锨和桶跳到稀泥坑里，将一桶桶的
稀泥淘到坑外。脚底踩着湿滑的地面紧张
地进行着抢修工作。等把挖开的管线漏点
找到时己是下午了。大家省下时间边吃着
饭边分析如何处理这“难题”。

没休息一分钟又在大坑里“开战”了。
一节节“病态”的管线被换下，来回在坑里
坑外试水走了无数遍。

不知不觉己是深夜了，小朱深一脚浅一
脚的走到的李荣民的身边心疼的说“小李，
上去暖和暖和吧，看你的嘴都有点紫了。”

“没事，我嘴就这色儿，再加把劲干，都
早点休息呵呵。”小李憨厚的一笑让人觉得
更是心疼了。

“你们上来暖和暖和，我来收拾这根管
子”。己是凌晨 2 时，管焊三班的王超，紧
忙来到现场，换上工服下了稀泥坑，迅速的
拿来割把割开了管线，管线被开了“天眼”，
腐蚀的管线漏点被暴露无疑。因为漏点位
置紧挨地面，王超就侧身躺在泥水里焊
接。午夜时分，漆黑寒冷的荒原上，一道道
电焊花把整个夜空变得如此美丽。

当晨曦的朝阳照向大地，维修队的“战
士”们己在冰冷的稀泥坑里奋战了整整 24
个小时，被泥水打湿的工服早已结成冰。
油井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听到管线里“哗
哗”流淌的声音，他们欣慰的笑了。

科普时报讯（通讯员 刘 娟）截
止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中国石油大
庆钻探钻井一公司国内市场全年共开
钻768口，交井777口，进尺144.7万多
米，取心收获率 98.64%，固井质量合
格率 100%，同比去年多交井 74口，多
打进尺 11.2万多米，顺利完成全年生
产经营任务。

2017年，钻井一公司全年钻井生
产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三多三少”，即
低洼井多、恶劣天气多、工农事务纠纷
多，运输车辆少、保障设备少、人力资
源少。

一年来，面对多重难题，该公司
所有员工撸起袖子加油干，打开了
公司安全生产、科学生产、文明生产
的新局面。

该公司合理组织生产运行，最大

限度提高生产运行效率。以多年成熟
经验为基础，在生产提速提效管理上
推陈出新。抓时效分析，通过周生产
时效分析会，逐区块逐队进行非生产
因素分析，找问题、找差距、抓整改、抓
后效，非生产时间由2016年的1555天
减少到去年的1131天。

2017 年，共有 24 队次实现“当天
拆甩、当天搬家、当天安装、当天开钻”
的四个“当天”，5 队次月进尺超 8000
米，3队次月进尺超 9000米，2支钻井
队年进尺超8万米。

优化钻井技术，持续开展钻井提速
攻关。2017年，该公司在调开井施工
中，通过加装φ208mm螺扶，实现了“一
趟钻”工程，同比2016年机械钻速提高
了0.44%，钻井周期缩短了10.33%。

同时，深层井在技套钻进应用大

尺 寸 旋 冲 工 具 15 套 ，累 计 进 尺
4618.36米，平均钻速 3.49米/小时，相
比邻井机械钻速提高了 74.5%，有效
解决了泉二段至登二段地层钻速慢的
问题。

他们还坚持绿色安全钻井，坚持
“先倒运废弃钻井液再搬家”的生产组
织模式，及时倒运，及时固化。

该公司创新开展了水基钻井废弃
物无害化再利用处理现场应用，先后
开展了随钻试验和集中处理，成功处
理废弃物900立方米，效果显著。

为加强安全责任落实，将钻井队
月度奖金的30%纳入安全环保绩效考
核，加大循环检查频次，探索应用HSE
风险防控模版，全面提高安全管理水
平，实现了全年安全环保生产的目标。

2017年，中国石化雅克拉采气厂紧紧围
绕降本增效目标，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唱好降
本增效三部曲。

通过大力推进全价值链精细化管理，持
续开展“价值引领、创效增效”工作，全年实现
生产利润7.61亿元，完成年度指标106%，创效
增效6200万元，完成年度目标的103%。

合唱：众人拾柴火焰高
“自从使用自制的甲醇加注装置，不但解

决了管线冻堵问题，而且每口井的用量比手工
加注减少了40%。”在YK28井解冻堵现场，采
油气管理一区生产班班长刘守朝算了一笔账。

2017年年初，该厂结合实际开展了全员
性成本动因全要素“潜力点”大排查，梳理保
效增效项目 19项，确定了保效增效额 6011万
元的目标。同时建立了“全员性、项目激励和
动态管理”三项保障机制，激发各基层单位的

“金点子”。

2017年各基层单位共申报全员性小改小
革、修旧利废等项目 30 余项，实现创效 1700
万无，对全厂超额完成保效增效目标起到了
有力的补充。

独唱：天然气增效一枝独秀
“1月5日，采气厂天然气日产达到308万

方，这是我们优化产量结构，调增产气量，应
对冬季用气高峰的重要举措。”在雅克拉采气
厂生产监控大厅，生产科韩钊这样介绍。

2017年，该厂深入开展滚动扩边挖掘增
量和降递减把控存量措施，全年工业产气9.29
亿立方，比计划超产0.4亿立方。

坚持质量效益为导向，按照“311”措施管
理法，共实施措施作业8井次，作业费降低788
万元，完成年度降本目标的197%。

让“拳头”产品发力增效，抓好CNG充装
管理，采取优化装置运行参数、实施设备改造
升级等措施，累计装运 CNG 1568.7 万方，销

售收入1882.5万元。
伴唱：开源节流颗粒归仓

“井下安全阀修复后再利用，不但运行
工况良好，还节约成本 181.5 万元，这个做法
值得大力提倡。”在月度保效增效推进会
上，总工程师陈波对开发研究所技术人员
提出了表扬。

为确保全年保效增效任务的完成，该厂
把主要油气产品创效与开源节流相结合，力
争做到效益颗粒归仓。

今年，技术人员在涡流排液的基础上实
施多级旋流增产技术，推广应用 4井次，累计
增油661吨，增气545万方，净效益699万元。

实施精细管理，优化药品用量，2017年共
节约甲醇73吨、乙二醇43.8吨，药剂降本减费
53.89万元。大力推行无纸化办公，充分利用
新媒体传播传递文件、资料等，年度印刷费降
低11%。

科普时报讯（通讯员 何青川）
“‘鹌鹑’弹抗爆炸试验圆满完成。
射孔枪通过 140MPa 条件的承压性
能测试，枪体膨胀量小、毛刺低，完
全符合外方要求，可以批量生产。”1
月 8日，测井公司西南分公司射孔技
术研发人员雷新华兴奋地宣布了这
条好消息。

去年 9 月，西南分公司射孔器材
国际市场负责人接到来自西亚的 10
万发配套射孔器材订单，其中包含
5000 发 40 型射孔器材。而他们现有
最小的射孔器是51型。

“我们一定要在短期内完成 40型
射孔器研发任务，绝不丢掉这份国际
订单，绝不让国际客户失望！”技术专
家赵世华给出了响亮的回答。

40 型射孔器研发困难重重。该
型射孔器40毫米的枪身直径，必须承
压 140MPa，枪身膨胀量、毛刺高度也
得满足客户要求。配装的射孔弹就像
一个成人大拇指大小，被研发人员戏
称为“鹌鹑”弹。由于 40 型射孔器

“小”到极致，其模具设计、连接方式、
压制方式等都得颠覆传统方式，重新
摸索新工艺。

研发人员从设计图纸、摸索工艺、
试压制、试验……一步一个脚印地向
前走。雷新华乐观地说：“我们每攻克
一个难题，就离成功就更近了一步。”

据悉，西南分公司正在紧锣密鼓
地生产这批“鹌鹑”弹订单，将于 1月
中旬与 10 万发配套射孔器材一起装
船出海。

西南分公司射孔器材管理人员程
晏桥说：“40型射孔器研发成功，意味
着我们在微型射孔器研发上实现了新
突破，射孔器系列从 40型到 178型全
覆盖，大大提高了国际市场竞争力。”

向油田递交钻井生产精彩答卷

午 夜“ 焊 花 ”

测井西南分公司：微型射孔器“鹌鹑”弹问世

唱好“三部曲” 提升总效益
通讯员 苏涤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