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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天“3 场战役”为“保供”
P2———永川作业区除“气脉”安全隐患侧记

■ 丁玉萍 郑金国 胡强

2019 年，西北油田采油二厂生产原油

284 万吨，生产天然气 6000 万立方米，盈亏

平衡点 43.35 美元/桶，较上年降低 0.82 美元/
桶，成为中石化第一效益采油厂。

以稠油开采为主的采油二厂在高速高效

开发 18 年后，油田开发进入中高含水期，剩

余油开采难度越来越大，但同中石化一些老

油田相比，采油二厂所在的塔河油田尚处“青

壮年”期，目前动用储量采收率仅为 16.6%，

远低于中石化油田采收率平均值 26.7%，采

收率提升有很大空间。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采

油二厂技术人员克服储量品质变差、剩余油

分布日益复杂、水驱气驱变差井增多、传统工

艺适应性变差等诸多困难，坚定信心，在油藏

精细描述上下功夫，在注采系统调整上下功

夫，在注采结构优化上下功夫，加强前瞻性关

键技术攻关及先导试验，推广应用成熟技术

和低成本集成技术，深挖油藏潜力，从立体结

构井网构建、强化连通、改善水（气）驱效果三

个方向开展工作，提高油藏采收率水平，全力

推进超稠油高效开发。

认识油藏：定量化精准发力
“认识地质目标的精准度要高于打靶射

击，我们必须用打靶射击靶心的精准度来寻找

油藏‘甜点’，一点偏差就会导致成百上千万的

投资打水漂。”采油二厂总地质师杜春晖说。

随着开发的深入，油水关系愈加复杂，定

性剩余油判断已无法满足精细开发需求。采

油二厂在缝洞精细解释、开发动态分析的基

础上，依托科研项目，通过厂院高校三方联

动，建立提高地质建模精度的思路和方法，进

行开发方案数值模拟和剩余油分布定量描

述，指导单元综合治理，开创了缝洞型油藏定

量化开发的新局面。

在 AD4单元，技术人员以地震雕刻为基

础，将储层分为裂缝、溶洞、河道、溶蚀孔洞 4
类，分别优选 AFE、剩余阻抗、振幅、张量属性

进行表征，建立融合体模型，并赋值不同的孔

隙度，计算缝洞体积和储量，对油藏进行定量

化研究并给予剩余油可视化描述、表征及预

测。围绕剩余储量富集区，大泵提液调流势治

理底水，使整个单元产量翻番 ，阶段增油 2.4
万吨；在 S74 单元，围绕剩余油发育的局部残

丘高点，在气驱井网构建上，由前期单点治水

转变为整体布局规模注气，2019 年，单元开发

效果明显好转，单元日油水平由每天 50 吨上

升到 123吨，采油速度由 0.19%上升为 0.48%。

由于缝洞型油藏储层类型以裂缝、缝洞、

溶洞为主且高度离散分布，导致传统油藏工

程方法适用性差，储层参数表征困难。技术人

员充分挖掘现有的动态信息，通过液面恢复

指示曲线、注水指示曲线、停泵压降曲线、能

量指示曲线建立了“四线三定”的储层参数表

征技术，在准确认识缝洞结构、储量规模、油

水体能量大小，储层流动能力等参数的基础

上指导定量化水驱气驱及措施挖潜 45 井次，

阶段增油 4.58 万吨。该项成果在中石化降递

减重大专项成果鉴定中收获好评，并在西北

油田、局分公司各个采油气厂全面推广应用。

构建联通：打破壁垒构建油藏通道
有人形容塔河油田像一个倒扣在塔里木

盆地地下五六千米的桂林山水，其中的“溶

洞”就是油气的主要储藏空间。这些地下“溶

洞”结构复杂，非均质严重，储集体规模、类

型、内部关系复杂。这种油藏特殊储集空间，

不可能去走砂岩油藏提高采收率的路线。如

何打破缝洞油藏间的壁垒，把独立空间（远端

储油体）有效沟通，让缝洞油藏连起来，扩大

储量波及，实现井周、井间剩余油高效动用是

摆在开发人员面前的难题。

“我们通过对 TH123104 井成功实施缝网

体积压裂作业，实现了油井稳产，为后期扩大

规模，沟通更多的储集体，提供了新的认识和

方向。”采油二厂开发研究所工艺副所长黄明

良说。

TH123104 井是 2018 年 6 月完钻的一口

新井，同年 6 月酸压施工，累计产油 350 吨，

因供液不足关井。技术人员经过分析探讨，认

为该井在新井完井期间，酸压未能沟通有效

储集体，要想“盘活”该井，还需进一步采取手

段实现储层沟通。

2019 年 7 月，对 TH123104 井实施缝网

体积压裂作业，先注入纳米硫化钼溶液 1500
立方米，利用纳米硫化钼渗透作用启动微裂

缝，驱替裂缝内原油，再实施体积压裂作业，

累计注入 2600 立方米压力液，采用油套同注

提高排量扩大波及范围。该井自喷生产 20
天，累计产油 270 吨，转抽生产累计产油 549
吨。目前，该井日产油 15 吨，供液稳定。

2019 年，通过深化地质认识，精细储改

设计，现场实时调整，实施新井储改 28 井次，

有效 17 井次，有效率 60.7%，阶段产油 5.5 万

吨。 咱下转 P2暂

■ 闫盛霆 仇慧清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齐

鲁大工匠、硕士研究生导师......他获得的荣誉

数不胜数，每一份都是沉甸甸的；他的名字总

是与“国礼”紧密相连，刻瓷作品连续 16 年作

为国礼赠送外国政要，让世界知道了“淄博陶

瓷”，他就是王一君，一位在陶瓷艺术道路上

逐梦前行，脚步从未停止的大国工匠。

“温润如玉”是王一君给人的第一印象。

飘逸的发束、朴素的外表、谦和的气质，豁达

潇洒、雍容自若，这是王一君的写照，也是他

试图呈献给世人的艺术世界。

王一君号归一楼主人，1969 年 10 月生于

山东淄博瓷厂的一个陶瓷世家里，父母都是

陶瓷厂的工人。受家庭和周围环境的影响，陶

瓷在王一君的心里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我小

时候玩的泥巴都是瓷泥，捏好后，就想办法再

把它烧出来。”谈起儿时，王一君笑了笑，“把

大自然赐予的材料通过心与手的塑造、浴火

的涅槃，最终变成陶瓷，这是很有成就感的一

件事。”从孩提时代，他就用陶泥制成各种“作

品”，晾干后，悄悄地放进窑里烧制。少年时代

的悟性，耳濡目染的熏陶，牵动着他的发展方

向，高中毕业考取了山东艺术学院美术专业，

毕业后，便一头扎进了陶瓷艺术的海洋。正是

因为强调和追求艺术的个性和思想，王一君

的作品往往出人意料，让人眼睛一亮，心里为

之一震。

王一君工作室的地上错落摆放着他的陶

艺作品《萌者尽达》，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王

一君从《礼记·月令》中获得了灵感，汲取中国

传统文化经典，用一种独特的手法，把中国人

的生命意识、自然情怀与陶瓷语言完美结合，

将事物初生时的蓬勃之气表达得淋漓尽致。

作品造型独特，手法夸张，个性鲜明，极具视

觉冲击力，是用现代时尚理念诠释传统经典

意蕴的代表。2008 年该作品获第五届中国陶

瓷产品设计大赛金奖。

多年来，王一君坚持工艺手段和造型都自

己做，不管是刻瓷、彩绘还是陶艺，一定自觉按

照系统综合的原则来处理。无论是材质和釉面

的搭配，造型和彩绘的结合，王一君都要在创

作中体现创作者本身的“角色意识”。这种创新

的思维使他的作品首次突破山东工艺美术的

全国最高奖项纪录，荣获“百花杯”中国工艺美

术精品奖“特等奖”，并屡获全国金奖。王一君

的作品恢弘大气又不失细腻，深受各界喜爱，

多次荣获国际和全国大奖，作品先后被中共中

央党校、卢浮宫、英国珍宝博物馆、山东博物

馆、山东美术馆等机构收藏。

随着王一君艺术造诣的提高，全国各地热

爱刻瓷艺术的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拜入王一君

的门下。如今，王一君有入门弟子 21名，已培

养出中国陶瓷大师 2人，培养山东省工艺美术

大师和工艺美术名人 12人。“徒弟们都有工作

室，工作室又能影响更多人。”王一君在努力让

更多人了解陶艺，让陶艺在全国“开花”。

“国礼”，代表了一个高度，也是很多艺术

家的梦，而王一君曾多次应邀创作国礼艺术

作品，被誉为“国礼艺术大师”。从 2003 年开

始，王一君创作的陶瓷作品就作为国礼，传向

世界，一直持续至今。“多次创作国家主席赠

送国外元首的国礼陶瓷”，这是一份沉甸甸的

荣誉。荣誉背后，是王一君 30 多年来对陶瓷

技艺的执着坚守与创新探索。“每次接到国礼

陶瓷艺术的创作任务，往往时间紧、任务重、

要求高，日夜连续加班是常态。”王一君说，尽

管如此，但他创作作品从不含糊，精益求精，

运用刻瓷艺术的各种刀法表现物象的形态、

结构、质感等，彰显着大国工匠的气象。

带头在 1954 陶瓷文化创意园设立展室、

组建中华陶瓷 大师联盟国际陶艺家(淄博)交
流创作基地、举办中华陶瓷大师联盟赴法国

卢浮宫作品回归展……在宣传推介陶瓷文化

上王一君一直在努力。他表示，陶瓷是中国文

化的符号，要通过陶瓷这个文化载体，把它承

载的文化涵义、文化故事讲给全世界听。王一

君说，他是幸运的，有幸遇上许多艺术知音。

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才加入到陶瓷创作中来，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尽一份力。

玛塞城“红色物业”
三方年度考核验收
获“优秀”
■ 周云勇 杨建 郭婷婷

1 月 17 日，中铁二局瑞城物业公司党

委、成都市成华区猛追湾街道踏水社区党委、

玛塞城小区业委会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三方

联席会议”。共建三方对 2019 年度玛塞城小

区“红色物业”党建主题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现

场验收评分，玛塞城小区“红色物业”获评

96.75 分，比 2018 年提高了 2.92 分，取得了

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好成绩。

为打通小区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提高业

主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中铁二局瑞城

物业公司党委积极探索和实践企业基层党建

融入社区治理的有效途径。两方和三方联席

会定期召开，物业、社区和业委会之间建立了

畅通沟通平台，小区物业服务真正从“单打独

斗”到“三方共建”，再到三方共建和谐小区，6
个自治组织的建立、架空层打造、楼栋立字、志

愿者便民服务等创新活动，受到小区业主的普

遍欢迎，提升了小区业主的幸福指数。

党建引领结硕果，“红色筑基”聚合力。随

着“红色物业”党建主题活动的不断深化，2019
年玛塞城小区“红色物业”硕果累累，中铁二局

瑞城物业公司荣获“2019年成都党建引领社

区共建榜样物业服务企业”称号，玛塞城小区

荣获“2019年成都社区共建品质榜样物业服

务示范小区（楼宇）”称号。中铁二局瑞城物业

公司成华项目党支部荣获街道“区域化党建先

进党组织”称号、中铁二局地产集团党委“先进

党组织”称号。玛塞城“红色物业”红色新闻不

断见诸报端。中组部民政部住建部及省内外单

位慕名学习参观与调研达 17次之多、成都市

“五星级”住宅小区等荣誉也喜落玛塞城，2019
年 8月，中铁二局瑞城物业公司与玛塞城第一

届业主委员会正式续签了为期三年的《玛塞城

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合同》。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

知。玛塞城小区“红色物业”已扬帆起航，实现

了基层党建工作的着力点与业主呼声的有机

融合，突出了党建引领作用，凸显了公益属

性。共建三方 2020 年将全力以赴合力推进

“红色物业”工作向纵深发展。

王一君：把陶瓷故事讲给全世界听

为塔河油田稳产增添新引擎
———中石化西北油田采油二厂创新攻关提高采收率纪实

荫“过饱和扩容 表面活性剂”新工艺实施后，
提高了油井的产量。职工在调整掺稀参数。

荫塔河 区被一片绿洲覆盖，全力打造高水平开发示范区、标准化施工示范区、智能化节能示范
区等三个样板工程。

荫在玛塞城小区召开三方联席会议。杨健 摄

荫一件好作品需要有知音。王一君耐心介绍他
创作的每一件作品。 闫盛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