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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广告

不忘初心勇争先 疫情面前有担当
P2中铁二局瑞城物业公司党员在抗击疫情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 郑金国

作为中国陆上最大的稠油采油厂，西北

油田采油二厂承担着塔河油田 90%以上的稠

油产量。

该厂 2020 年首批 7 口新井也不出意外

地瞄准稠油，但不同以往的是，这次新井全部

位于塔河十二区以北、技术人员习惯称之为

“艾丁北”的地区。这里的特超稠油黏度是普

通稠油的百倍以上，一直是开采“禁区”。

“塔河老区要稳产，采油二厂要发展，艾

丁北绕不过去，再难采的油也要奋力实现效

益开采！”该厂总工程师吴文明这几年一直盯

着艾丁北，毕竟，那里有 9000 万吨地质储量。

超深超稠油开发
每走一步都需要创新

很多人不知道，世界上的稠油远比常规

石油多，专家估计, 稠油资源量比常规原油

要高出数倍甚至十余倍，稠油具有可替代常

规石油的战略地位。但由于开采难度大，稠油

产量远没有常规石油多。稠油开采的难点在

于，有些埋藏深、粘度大现有工艺技术根本采

不出来；有些能采出来但成本太高，赔钱开

采，也没人干。油越稠、埋藏越深，开采难度越

大，很不幸，塔河的稠油既深且稠。一般稠油

埋深在几百米到 2000 米之间，超过 3000 米

即为特深层稠油，塔河的稠油埋深在 5400 米

至 7000 米之间。粘度超过 5 万毫帕·秒就是

超稠油，塔河稠油的粘度最高可达 200 万毫

帕·秒。由于油藏性质、稠油品质不同，迄今为

止世界各国并无统一的对付稠油的好办法，

而是各自摸索形成了门类众多的稠油开采工

艺技术。幸运的是塔河油田找到了适合自己

的稠油开采技术：掺稀降粘。

2001 年 9 月 27 日，经过精心准备，技术

人员在塔河西北部稠油区块内的 TK612 井

采用半闭式掺稀油降粘技术进行首次试验，

获得了日产 260 吨的高产，随后又对 TK605
井、S71 井进行掺稀作业也获得成功，从而奠

定了掺稀降粘技术在塔河油田大面积推广应

用的基础。此后，他们又通过对掺稀采油工艺

的优化，先后对筛管混合式、半开式、半闭式

等掺稀方式进行优选，设计和实验了螺杆泵

泵下掺稀、空心环流泵过泵掺稀、抽稠泵泵下

掺稀等多种配套采油工艺。掺稀油降粘技术

先后在塔河六区、

七区等 45 口稠油井

进行了大面积工艺推

广应用，到 2004 年 2 月，

该项技术实现累积增产原油

80.83 万吨。同时也为国内外深层稠

油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技术发展方向。

掺稀降粘及其一系列配套工艺技术的成

功应用，推动西北油田实现了快速发展。2018
年西北油田年产原油 630 万吨，稠油占比达

47%以上。稠油撑起了西北油田半壁江山。

但掺稀降粘技术也有局限性，就是需要

大量的稀油。从降粘角度看，掺入的稀油越

多，降粘效果越好，但有个经济账要算，通过

掺稀降粘采出的稠油品质肯定不如掺入的稀

油，如果掺入稀油后采出的油还不如掺进去

的稀油值钱，这油就不值得采。比如掺入 1 吨

稀油还采不出 1 吨稠油或者掺入 4 吨 5 吨稀

油才能采出 1 吨稠油，这就没法采。因此，在

达到降粘效果前提下如何掺入尽量少的稀

油，就成为技术人员常年攻关的重大课题。

通常情况下，5000 米地下的稠油具有一

定流动性，但在进入井筒后向上流动

的过程中，随着井筒温度的降

低，原油粘度会增大，流动

性变差，一般在井深

3000 米左右会失去流

动性。这时候就需要

降粘，通过掺稀，通

过加热提高井筒的

温度，使稠油流动起

来，再加上泵抽等

人工举升配套工艺，

将稠油举升到地面。

塔河油田地下为

缝洞型碳酸盐岩的特殊

地质结构，地下稠油就藏在

这些碳酸盐岩裂缝和溶洞里。特

殊的地质结构又是一个开发大难题，

加上区块具有的超深、超稠、高温、高压、高矿

化度、高硫化氢等特点，使这里的油藏开发被

地质专家称为“世界级难题”。

面对这一“世界级难题”，技术人员坚持

攻关，不断探索，在降粘、举升等领域进行了

持续不断的工艺研发与改进，逐渐形成了成

熟的抗硫螺杆泵、矿物绝缘加热电缆技术等

多项新技术， 咱紧转 P2暂

■ 本报记者 李代广 实习记者 李葳

“尊敬的王书记、徐市长：打扰你们了。今

晚，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向您报告一件事

情……”3 月 4 日夜，企业总部位于河南省焦

作市的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刚，在深思熟虑之后，在手机上认真敲下洋

洋洒洒近千字的感谢信，并以微信的方式，分

别发给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市长徐衣显。

在认真读完这封感谢信后———

王小平书记即刻回复许刚：“目标一致，

继续努力，转方式，搞服务，促发展，应该的。

希望你加大力度，加快发展！”

徐衣显市长则将微信转给相关部门负责

人，称赞：“这是构建新型亲清政企关系的生

动教材。”

许刚董事长在微信中说：“3 月 4 日 18 时

许，焦作市生态环境局局长韩国庆偕副局长

敬章斌、李博及 5 位科长亲临公司现场办公，

集中研究公司当前面临的 7 项环保问题。他

们提出的口号就是‘能办的坚决办、不能办的

想办法办’，并逐一就每个问题提出了具体的

解决方案和办法。这些问题如能有效解决，将

为企业注入一剂强心针，让企业真正轻装上

阵，无后顾之忧。尤其当前仍处于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由韩国庆带领的市生

态环境局一班人能这么设身处地为企业着

想，为企业分忧，堪称为企服务的标杆和样

板。我谨代表我个人及龙蟒佰利联向这种敢

作敢为、敢想敢干敢担当的领导点赞。我认

为，在当前形势下，太需要这样的干部和这样

的服务了，这种行为理应得到认可和推广。同

时，也谢谢王书记、徐市长带出了一批好干

部。祝愿焦作越来越好。”

这封感谢信，得从焦作市生态环境局的

一次“走亲戚”说起。3 月 4 日 18 时许，已经

过了下班时分，韩国庆一行却急匆匆赶到龙

蟒佰利联。这是原本定于 3 月 5 日进行的一

次“走亲戚”，只是因为时间不允许，韩国庆才

临时改在了头一天。

每月 5 日，是市生态环境局去年 9 月份

以来雷打不动的“企业服务日”。这一天，该局

主要负责人都要采取走进企业、开座谈会等

形式，与企业相关负责人坦诚交流，倾听企业

诉求，能现场解决的当场答复，不能现场解答

的逐条梳理，限时解决。

龙蟒佰利联是在焦作大地上成长起来的

大型化工企业集团，是全市为数不多的百亿

级龙头上市公司，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

龙蟒佰利联钛产业创新应用的硫氯耦合新技

术将硫酸法和氯化法钛白技术有机结合，既

有效减少硫酸法固废排放，又大幅降低氯化

法生产成本，是钛产业发展的新方向，硫、氯、

铁等元素的循环及综合利用效果明显。

几天前，韩国庆了解到龙蟒佰利联上述

几个重大项目在手续办理上存在不少问题，

就决定带着相关负责人下沉一线，上门服务，

助推企业尽快解决难题。

没有客套和寒暄，韩国庆和许刚开门见

山，直奔主题。围绕龙蟒佰利联年产 30万吨硫

氯耦合钛材料绿色制造项目、年产 3万吨高端

钛合金材料生产线项目和年产 100 万吨高盐

废水深度治理项目 3 个重大战略项目在环保

审批中存在的困难，双方坦诚交流、探讨办法。

韩国庆要求市生态环境局相关业务科室

负责人逐项解答，帮助企业制定解决方案，务

必做到“能办的坚决办，现在不能办的想办法

办”。

现场办公会上，双方还对企业外排水提

标升级、建立园区第二污水处理厂、20 万吨/
年硫酸法钛白粉项目办理环保手续和控股子

公司扩建项目环保审批等急需解决的难题，

详细探讨了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进一步增

进了企业环境保护意识，有效提升了企业环

境管理的能力水平，为企业环保合规化管理

指明了方向。

定制专车从衡东驶来
来了，来了……他们坐着定制专车来了。

3月 3日 19时 8分，一辆来自湖南省衡东

县的大巴经过 12小时的行驶，顺利到达中国

铁建电气化局兴泉铁路项目部三公司二分部

驻地福建省惠安县。车上 20名工人，是这个分

部接触网专业的部分劳务工人。该分部为迎接

专业劳务工人大批量进场制了返岗包车。

兴泉铁路是浩吉铁路（原蒙华铁路）的东

南延长线，起于江西兴国站，一路东南直下，

直抵海上丝路的起点、海上明珠泉州市。随着

兴泉铁路的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与浩吉铁路

所经之地的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湖北、

湖南和江西等内陆地区，与海上丝路泉州的

联系也更加紧密，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连为

一体，也将由梦想变为现实。

由二分部施工的四电工程，包括正线

78.7 公里、新建泉州地区货车外绕线 29.775
公里和新建安溪东至漳泉肖铁路联络线

10.857 公里，以及惠安南至肖厝既有电化改

造 25.4 公里，正线工程占宁化至泉州段的三

分之一强。

这段工程位于福建西南山区，管段内桥

隧工程量占工程总量的 51.1%。合同工期 28
个月。去年 12 月底，绝大多数员工从浩吉铁

路西峡项目部转场到泉州，高高兴兴地回乡

与家人团聚过大年之后，准备撸起袖子加油

干，谁知遇上了突发新冠肺炎疫情。

眼看着计划复工的时间安排一天天地过

去，回乡探亲的各地员工和务工人员无法赶

往现场，分部管理层和员工与务工人员个个

心急如焚。进入 2 月底，除湖北、武汉和北京

外，各地相继启动了分区分级复工“键”。但

是，由于受购票乘车等因素影响，绝大多数务

工人员仍然只能望复工而兴叹。

为解决项目复工人员返岗运输问题，分

部领导经过对务工人员分布情况逐一排队和

与各地的务工负责人、长途客运汽车公司联

系后，及时与返岗务工人员所在地方政府联

系，采取定制包车方式，分批次把回乡务工人

员接回项目。

为确保定制大巴车洁净无传染源和随时

掌握乘车务工人员的健康状况，除了安排给

每辆大巴车清洁消毒，还配备了测温仪、口罩

和晕车、感冒等常用药品。

定制大巴出发前，分部带车人员对大巴

车进行全面消毒，接到务工人员后，给每位务

工人员配发口罩，驾乘人员全程必须佩戴口

罩，同时按照三比一的比例，从严控制实载人

数，把所有定员 60 人的大巴车，控制在实载

20 人以内，隔位分散就座，每两小时检测一

次司乘人员的体温。按照从前往后 20 座的排

位，预留部分座位用于途中留观使用。

定制专车抵达分部后，安质部人员对每位

返岗工人进行身份确认和体温测量，安排他们

住进提前准备的观察宿舍，由专人按照 14 天

隔离要求进行“特殊照顾”，再组织进行核酸检

测，确认身体状况正常方允许投身现场施工。

到目前，由二分部承建的四电工程范围内的电

力、信号、土建、通信等专业已经全面展开了复

工复产大干热潮，确保项目四电工程建设按节

点目标向前推进。 渊曹筱璐 马浩 郑传海冤

龙蟒佰利联集团董事长许刚：

企业太需要这样的干部和服务了

荫焦作市生态环境局局长韩国庆 荫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刚

西北油田：
“非常规武器”剑指特超稠油难采禁区

荫大巴顺利到达。马浩 摄

西北油田采油二厂使

用研发或引进的“超稠油原

位改质”“纳米保温油管 + 矿物

绝缘加热电缆复合保温降黏”“地

面催化改质”等一系列非常规技

术，向“艾丁北”发起“总攻”，以期

打开塔河十二区以北 9000

万吨特超稠油效益动用

的突破口。

荫作业人员争分夺秒检泵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