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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ake the problem of clogging of glial and asphaltene in Tahe oil field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to achieve the win-win of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nd manufacturers,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sales model in the pas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innovative service model which
aims at SDJ-2 new type of asphalt plugging agent products, which turn the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and guide the realization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the manufacturer’s service to replace the amount of asphalt plugging agent purchase, forming a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new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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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使塔河油田胶质沥青质的堵塞问题能得到有效改善，达到消费者和生产厂家的利益双赢，改变以往
传统的销售模式，本论文以塔河油田采油三厂为例，针对SDJ-2新型沥青解堵剂这类产品提出了创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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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使其从传统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发展，引导实现产品服务，以生产厂家的服务来代替对沥青解堵剂
的购买量，形成一种能长期发展的新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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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塔河油田稠油黏度大、沥青质含量高、胶质含量低[1] [2] [3]，胶体稳定性差，容易在井筒举升及管
道运输过程中沉积，既影响的原油的运输效率，也给导致管道堵塞，影响正常生产[4]，耗费大量人力物
力资源。因此研制有效的塔河沥青分散解堵剂对塔河油田原油的开采有重要意义。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本文提出油田的服务型制造模式。服务型制造模式不同于传统制造业。
油田的服务型制造是为了实现制造价值链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增值，通过产品和服务的融合、客户全
程参与、企业相互提供生产性服务和服务性生产，实现分散化制造资源的整合和各自核心竞争力的高度
协同，达到高效创新的一种制造模式。包括面向服务的制造和面向制造的服务，是基于生产的产品经济
和基于消费的服务经济的融合，是制造与服务相融合的新产业形态。服务型制造以服务提升制造，以制
造促进服务，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5]。
而传统制造业具有高污染、高能耗、低劳动效率、低附加值的特征，削弱了当前企业的竞争力。服
务型制造与传统制造的区别[6]如表 1 所示。因此在当前的现实情形下，迫切需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优化和升级。服务型制造是未来制造业转型的重要模式，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模式，这种模式能
够为企业带来巨大收益。
随着制造和服务业的融合，制造企业从单纯提供产品到提供全面解决方案的产业服务系统的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考虑顾客效用价值，而且考虑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7]。因而服务型制造是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制造业变革的方向。
针对塔河油田胶质沥青质的堵塞问题，本文提出的创新服务模式，使其从传统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发
展，引导实现产品服务，以生产厂家的服务来代替对沥青解堵剂的购买量，形成一种能长期发展的新型
模式。
Table 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rvice manufacturing and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表 1. 服务型制造与传统制造的区别
不同点

传统制造

服务型制造

价值增值途径

关注价值链的上游

整合供应链上下游，将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增值活动的延伸，进行价值链整合

满足顾客方式

产品

三类产品服务系统

供应链组织方式

产品供应链

混合供应链：产品资源和服务资源

生产运作方法

基于 BOM 的 MRP

基于 BOM 和 BOS 的 SM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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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沥青解堵剂的前期服务模式
以往的合作关系定位在制造业，是基于对解堵剂的购买。消费者大概估计需要购买解堵剂的用量来
购买，这是按解堵剂的单价来购买。打个比方说，我需要 10 吨沥青解堵剂，每吨的价格是 20 美元，那
我就需要支付 200 美元的价格来购买解堵剂。但是这种模式存在几种缺点：
1) 消费者不能准确地估计需要的用量，不能达到解堵的预期效果；
2) 厂家单方面决定沥青解堵剂价格造成了解堵措施的成本昂贵；
3) 生产厂家的目的是如何卖出更多的解堵剂，会选择降低价格来销售，价格降低后就会控制生产成
本，生产出的解堵剂可能达不到解堵的要求；
4) 厂家不会专注在改善沥青解堵剂的开发研制上，会主要注重产品的销售量。
这种产品销售模式没有很好地体现厂家的服务问题，买卖双方只存在产品销售的问题，如果消费者
购买足量多的沥青解堵剂也没有达到预期的解堵效果的话，厂家并没有任何责任来采取措施解决消费者
的问题。这对消费者的权益有所影响，从而对生产厂家产生不信任，造成生产厂家的销售进入困境的情
况。

3. 沥青解堵剂的新型服务模式
沥青分散解堵剂产品的研发是基于对塔河采油三厂堵塞现状的调研和堵塞物成分的研究，明确了目
前油井堵塞主要发生在轻中质原油，而沥青质是造成油井堵塞的主要原因。塔河油田沥青质沉积的影响
因素主要包含：① 原油族组分(饱和分、芳香分、沥青质、胶质)相对含量影响原油胶体稳定性，是导致
沥青质析出的内在原因。原油体系稳定性越差，越容易析出沥青质；② 压力、温度、流速是导致原油沥
青沉积的外在原因，压力变化越大(泡点压力附近)、温度越低、流速越大均会加快原油中沥青质析出沉积，
进而导致油井堵塞。
沥青分散解堵剂产品的作用效果会因为采油厂不同即原油族组分、压力温度等的不同而不同。以塔
河油田采油三厂的油井堵塞为例，为了有效解决采油三厂的油井堵塞问题，收集采油三厂沥青质堵塞油
井的资料，建立档案，了解沥青析出堵塞现状；通过对典型油井沥青质堵塞物及原油的组分分析，得出
了形成沥青堵塞的内在原因和温度、压力、流速变化影响的外部因素，最终成功研发出 SDJ-2 新型沥青
解堵剂，完成了 SDJ-2 新型沥青解堵剂的工业试验评价，并在 7 口沥青堵塞油井得到推广应用。
研发出 SDJ-2 新型沥青解堵剂产品是传统制造业模式中的目标任务，但却只是沥青解堵剂的新型服
务模式中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则需要通过模拟油田地层条件，进行工艺选择等形成化学防治油井堵塞的
工艺技术，以确保解堵剂的功效发挥到最大，节约成本，解决沥青质沉积给采油工作带来的严重问题。
简而言之，新型油田的产品服务模式是以实物及沥青分散解堵剂产品为基础的行业，为支持实物产品的
销售而向消费者提供的附加服务。
新型产品服务模式即是改变沥青解堵剂的传统制造模式，通过厂家现场考察油井遇堵现状、规划解
堵方案提供技术支持并承担一定的责任，最终达到利益共赢的目的。由于厂家根据油田现场情况来确定
沥青解堵剂的需要用量并提供解堵服务，能很好地保证解堵剂的效果。
这种新型服务模式弥补了以往的传统模式的不足，有以下几处优点：
1) 不存在消费者错误估计沥青解堵剂的用量而带来经济损失的情况；
2) 厂家直接考察油井情况，根据原油质量提供解堵服务，确定沥青解堵剂的用量也避免了资源的浪
费；
3) 不存在厂家提高沥青解堵剂售价来赚取利润的情况；
4) 促进厂家对沥青解堵剂的开发研制，以最少的用量达到最佳效果，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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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型制造模式下，厂家不再是简单地为油田提供沥青分散解堵剂，而是通过提供“产品＋服务”
的解决方案，实现用服务取代单纯产品提供的最终目标。这样可以避免单纯制造业模式下的缺点，有利
于节约资源；厂家参与油井的整个解堵过程并承担一定的责任，所有可以促使企业提高创新意识，全力
解决油井遇堵问题；同时，提供服务的厂家可以为油田公司提供技术支持，使其有更多精力发展自己的
优势；最终企业通过向服务对象提供更多的服务活动，以创造更多的利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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