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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令

进入 7 月，川南富庶之地，雨水充足，植

被翠绿如玉。从威远到宜宾的崇山峻岭中，钻

井平台星罗棋布，一群石油红如碧玉中镶嵌

的颗颗红宝石。这片热土，是中国石油长宁—

威远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一场万众瞩目的

页岩气攻坚战，如火如荼。

十年铸剑，蜀南石油人在这场“页岩气革

命”中扛帅旗、打头阵、攻难关，不懈地探索与

追求、实践与创新。

横空出世 责任担当新格局
当蓝色火苗温暖川渝各大城市，这滚滚

“蓝金”除了常规天然气外,还有来自炙手可

热的长宁—威远国家级页岩气产业示范区页

岩气。

如今页岩气，成为四川盆地产气量增长

的重要新领域。

十年以前，页岩气新兴产业漂洋过海到中

国，但页岩气是大蛋糕，还是烫山芋，也成为国

内争论的焦点。不少专业人士分析认为，中国

储存页岩气的地质条件恶劣，开发成本高，会

“赔了夫人又折兵”。一些评论甚至对中国到底

有没有这么高的页岩气储备也很怀疑……

然而，国家能源结构转型和打赢蓝天保

卫战对天然气需求紧迫，而非常规油气资源

潜力远超常规油气，开发利用非常规油气将

是我国能源的必然选择。

一场能源革命的新纪元，在川渝两地拉

开序幕。

蜀南这片热土，是四川油气田的摇篮气

区，也是曾经年产量占全国 3/4 的功勋气区，

在蜀南石油人 60 年的艰辛探寻和开发下，已

为国家贡献了将近 1300 亿方天然气。

页岩气横空出世，天将降大任于蜀南。蜀

南石油人责无旁贷地成为改变中国在世界能

源博弈格局中的地位的先驱者。

万事开头难。从 2007 年开始，蜀南气矿

组织科研人员寻找页岩气的“藏身之地”。

2010 年 11 月，我国第一口页岩气井———威

201 井开井产气证实四川盆地存在页岩气，

揭开四川盆地页岩气的神秘面纱，拉开了我

国页岩气开发序幕；2011 年 1 月，宁 201 井完

井，获工业气流。之后，我国第一口页岩气水

平井———威 201-H1 井完钻、我国第一口有

工业开采价值的页岩气井———宁 201-H1 井

投入试采，从此圈定长宁—威远页岩气区块

“疆界”，从无到有，从有到强。

2017年，川南页岩气年产量 24.73亿立方

米，产量约占全国页岩气产量的近 1/3，页岩气

上产剑指 100亿目标奋进。这对川渝能源结构

改善，加快节能减排和大气污染防治起到积极

作用，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绿色发展。

卧薪尝胆 领跑前沿铸利剑
在参考资料少、经验缺乏的情况下，蜀南

石油人摸着石头过河，首先地质评价回答有

无资源问题？

“我们通过引进、研发页岩气分析实验设

备，具备 7 大类 29 项参数分析实验能力，完

成 19 口井超过 2 万样次的分析实验，测量精

度与国际知名实验中心相当。”蜀南气矿科研

人员邓素芬谈话中显激动，泪水中饱和着科

研人员无数个日日月月，千万次实验、成败，

换得成功。 咱下转 P2暂

■ 伍振 陈树进

不久前，中铁十八局集团 TBM 关键技术

研究团队凭借着在 TBM 领域累计取得的 100
多项国际级、国家级、省部级科研成果，50 多

项专利，近 10 项国家级奖项的骄人“战果”，

获得了天津市“131 创新型人才团队”荣誉。

为提升竞争力，该集团把 TBM 作为“金

刚钻”王牌打造，通过科技创新，缔造 TBM 品

牌，实现从“技术引进”到“全面引领”的重大

跨越，目前拥有各类 TBM 近 20 台, 参与了

TBM 法与钻爆法结合施工的西康铁路秦岭

隧道、西南铁路桃花铺隧道、南疆铁路吐库二

线中天山隧道、兰渝铁路西秦岭隧道以及锦

屏电站、吉林引松、引汉济渭引水隧洞等近

20 项国内铁路、水利水电重点工程施工。

早在 20 多年前，当时国内第一长隧、全

长 18.4 公里西康铁路秦岭隧道，在我国铁路

隧道施工史上首次应用 TBM 施工，实现了工

厂化快速掘进，创月掘进 509 米的当时全国

最高纪录，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鲁班

奖、詹天佑奖，标志着我国向世界先进长大山

岭隧道施工水平迈进。

为在竞争激烈的建筑市场保持 TBM 施

工的优势，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中铁十

八局集团不仅仅打造 TBM 设备优势，还储备

技术、人才优势。他们专门成立 TBM 工程实

验室，大力实施“TBM 人才工程”，打造“智

库”。每年从各大专院校招收相关专业的大学

生；从中科院、天津大学等院校聘请专家当技

术顾问；选送技术骨干到国外深造学习，大胆

启用技术人才到管理岗位，培养储备了一大

批 TBM 技术与管理人才。该集团率先研发应

用了敞开式 TBM 同步衬砌系列施工技术，独

创“TBM 施工 SPS 作业法”，编制了 TBM 管理

手册，发挥了 TBM最大效率。《大断面硬岩隧

道掘进机（TBM）整机修复及部件国产化研

究》等多项课题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新疆最长铁路隧道———全长 22.45 公里

的南疆铁路吐库二线中天山隧道上场后，这

个团队扔掉外国专家的拐棍，大胆技术创新，

国内首次独立完成 TBM整机修复改进，57天

完成了 TBM 组装，比原计划提前 18 天。为实

现快速掘进，他们给洋设备做“移植手术”，在

刀盘上贴上金刚膜，恢复其强度、厚度并提高

耐磨性；另外对 TBM 进行刀盘前刮渣板、刀

盘喷水装置等国产化改造改进项目近 20 项，

节约资金数千万元，确保了 TBM 高产稳产。

被誉为兰渝铁路“天堑咽喉”的全长

28.236 公里的西秦岭隧道是当时国内最长铁

路隧道，采用 TBM 法施工。中铁十八局集团

依靠技术创新，首次实现了连续皮带机出碴

条件下 TBM 掘进与二次衬砌同步施工，填补

了国内外空白，并创造最高月掘进 727.7 米

的国内同类隧道施工最高纪录，标志着我国

铁路隧道施工技术达到世界新高度。

国务院确定的 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的吉林省中部城市引松供水工程是吉林省有

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输水线路最长、受益面

积最广、施工难度最高的大型跨区域引调水工

程。该工程将松花江水由丰满水库调入吉林省

中部城市，输水线路总长 263.45公里。隧道公

司负责施工的第二标段位于吉林市丰满水库

至温德河左岸之间，隧洞全长 22.6 公里，开挖

洞径 7.9 米，具有“长距离、岩层不稳定、较多断

裂带、围岩强度软硬交接”等地质特点和技术

难点。项目部采用我国首台大直径敞开式岩石

TBM隧道掘进机施工，始终保持稳产高产，安

全下穿 20 多公里的特殊不良地质条件下，连

续 2个月掘进突破 920米，创造了日进尺 86.5
米、月掘进 1209.8米的国内同类断面隧道施工

最高开挖纪录。同时，TBM 完好率月均为

94.70%，最高达 98.06%，施工水平国际领先，并

提前 14个月实现全线第一家贯通，彰显了中

铁十八局集团实力、进一步擦亮了 TBM品牌。

“引汉济渭”秦岭特长输水隧洞全长 98.3
公里，隧洞埋深世界第二，最大埋深 2025 米；

隧洞长度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它是人类第一

次从底部穿越世界十大主要山脉之一的秦岭。

该工程把汉江水引入陕北大地，惠及人口

1400 万，建成后，年平均输水量达 15 亿立方

米，相当于 100个西湖的水量。隧道公司承建

的引汉济渭秦岭隧洞岭北 TBM施工段主洞采

用全断面硬岩 TBM 施工 16177 米，开挖直径

8.02米。建设者通过科技攻关，挑战高埋深、高

地应力、高硬度、高涌水量、超长距离排气送风

等世界难题，施工进度在全线遥遥领先，并荣

获业主颁发的工程优胜施工单位、环保水保先

进集体和陕西省文明工地等殊荣，TBM“招牌

菜”赢得“订单”纷纷来，在新疆相继中标

ABH、引额供水、西水东引等输水隧洞项目。

目前，该集团正利用 BIM 技术积极开展

TBM 关键技术、超长距离通风运输、极端恶劣

地质条件下 TBM 施工技术等前沿技术攻关，

为拓展 TBM 应用范围奠定基础，推动我国

TBM 设计制造与施工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企业名称不能随意使用
“中国”等词

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企业

名称登记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规定，除国务院批准设立的

企业外，企业名称不得冠以“中国”、“中华”、

“中央”、“全国”、“国家”、“国际”等字词。在名

称中间使用“中国”、“中华”、“全国”、“国家”

等字词的，该字词应当是行业的限定语。

使用境外出资人字号的外商独资企业、

外方控股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在名称中间

使用“(中国)”字词。

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企业名称不得含

有下列内容和文字：有损于国家、社会公共利

益的；外国国家(地区)名称、国际组织名称及

其通用简称、特定称谓；政党名称、党政军机

关名称、群团组织名称及其简称、特定称谓和

部队番号；违背公序良俗或者有其他不良影

响的；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误解的；法律、

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渊万静冤

中煤新集刘庄煤矿荣获
“特级安全高效矿井”称号

近日，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主办的

2016-2017 年度煤炭工业安全高效矿井评审

在四川成都举行，中煤新集刘庄煤矿顺利通

过了特级安全高效矿井的评审，这是矿井继

通过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验收之后

获得的又一殊荣。

近年来，刘庄煤矿在国内率先建立了系

统分流，实现了矿井煤矸“共用系统、分时分

段，分流提升”，每年创造效益数亿元。探索"
浅孔充填注浆+深孔加固注浆" 修护工艺，提

高修护速度和修复效果；实施“柔性网+单轨

吊+机械手+无坑木”回撤成套工艺，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 渊王宗免冤

西北油田顺北 5-2 井
刷新注水替油
亚洲最深纪录

7 月 10日，西北油田顺北 5-2 井日产油

37吨，生产稳定。该井自实施注水作业后，连续

两个多月平稳生产，累计产油 5000余吨。该井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完钻井深 7527.16
米，是目前国内最深注水替油井，同时刷新了

特深井注水工艺应用井深亚洲纪录。

顺北 5-2 井投产后压力、产量下降速度

较快，具备注水替油条件。为实现注采平衡、

恢复产能，西北油田科研人员优选该井开展

注水替油试验。该井于 2 月 2 日开始注水，累

计注水近 6000 立方米。3 月 21 日，停止注

水，开始焖井。4 月 5 日，以 4 毫米油嘴开井

自喷生产，初期日产油 102 吨。 渊胡强冤

中国兵器北重集团
再签近四千万高速公路
护栏订单

近日，从中国兵器北重集团传来喜讯，公

司成功签订了包头市公路工程 3775 万元高

速公路护栏订单，这是公司继 6 月初中标西

安特种安全护栏订单后的又一大单。

今年，北重集团紧盯市场、主动出击，面

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依托军工产品设计、

研发、加工、生产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和精益生

产线的有效运行，不断扩大特种安全护栏和

高速公路护栏产品的市场份额，为企业持续

开拓新市场奠定了基础、赢得了先机。渊赵馨冤

引领隧道科技 缔造TBM品牌

中铁十八局集团TBM“金刚钻”掘出隧道施工新速度

扛鼎页岩气 开创新纪元
———川南页岩气勘探开发纪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