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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60年历程 世界石油工业几经变革

石油不仅是重要的燃料动力资源，支撑现代汽车工
业、航空工业等，而且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生产出成百
上千种化工产品，如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医
药、农药等，在人们生产、生活中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
用。由此，石油也获得了“工业血液”的美誉。

广义的石油工业是指开采石油、油质岩、天然气以
及对其进行炼制加工的工业部门，具体来说，包括油、
气地质勘探、开发和石油炼制，油、气储运等。人类对
于石油的发现和使用的历史非常悠久，据考证，古埃及
和印度已经采用石油来制作天然沥青和煤油灯，中国北
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 《水经注》 和北宋科学家沈括的

《梦溪笔谈》都有关于利用石油的记载。
人们一般把德雷克井钻探成功作为近代石油工业开

始的标志。由此计算，石油工业的历史并不长，不到160
年。石油科技史专家、中国石油管理干部学院教授王才
良把世界石油工业史大体上划分为4个阶段。

从1859年到20世纪20年代为第一个阶段，石油工业
体系初步形成。1859 年，一位叫德雷克的美国人在宾夕
法尼亚州钻成第一口具有现代工业意义的油井，拉开了
近代石油工业的序幕。此后约60年间，石油产量增长到约
1亿吨。形成了以灯用煤油为主导产品，以蒸汽机带动的
冲击钻机为主要开采工具，以由螺栓连接铁管的管道为主
要运输方式，以蒸馏法为主要冶炼工艺的石油工业体系。
美国、阿塞拜疆、墨西哥等成为当时主要石油产地。

从 1920年到二战结束为第二阶段，大型油田接连发
现，石油工业体系迅速拓展。约 25年间，全球石油产量
飙升至 1945年的 3.66亿吨。随着折射地震、反射地震等
勘探技术和新钻井技术的应用，美国、委内瑞拉等发现

大型油田，中东地区展现出诱人的石油开采前景。
从二战后到 1980 年为第三阶段，是飞速发展的“黄

金时代”，35年间原油产量增长近8倍。伊朗、科威特、伊拉
克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产量飞速增长，中东成为世界能源
中心之一。苏联随着西伯利亚油田的开采取代美国成为
世界第一石油大国。墨西哥海上石油和欧洲北海石油开
采取得突破，使得墨西哥、英国、挪威等成为主要产油国。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为第四阶段，世界石油进入缓慢
增长期。据统计，1979年到2008年的30 年中，全球石油
总产量仅仅上升了4.2 亿吨，达到 36.5 亿吨。从2012年
到2017年，年产量保持在41吨到44亿吨之间。值得注意
的是，美国近年来页岩油产量持续增加，带动该国原油
产量攀升至世界第一。

40载发展 国内原油年产达2亿吨高位

对于新中国石油工业来说，1959 年 9 月 26 日是个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中国石油勘探队在东北松辽盆地
第三号基准探井喷出工业性油流，标志着在东北沃土找
到了大油田，这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大庆油田”，跻身
世界十大油田之一，年产量4000万至5000万吨。大庆油
田的发现和开发，使中国脱离了石油匮乏的时代，在很
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1964 年年
初，“华北石油会战”打响，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等高产
油田被相继发现。中国的原油产量逐年提升，到 1978
年，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主要产油国之一。

保持石油高产稳产并不容易，由于新增储量接替不
上，1979 年之后，原油生产连续两年徘徊不前，呈下降
之势。面对这种局面，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据中石油
咨询中心咨询专家、原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副指挥兼总
地质师查全衡介绍，当时有关部门把农村“大包干”的

经验引入到石油行业，决定从 1981年起，对石油行业实
行“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政策，具体来说就是石油部门
在完成1亿吨产量指标后，超产油和节约的自用油可以出
口，所得外汇全额留成，用于进口器材、技术；国内外
油价差额绝大部分留作石油勘探开发基金。“石油大包
干”极大地调动了石油战线职工的积极性，效果很快体
现出来，1985年，原油产量达到了1.25亿吨新水平。

适应世界海洋石油快速发展趋势，1982年2月，中国海
洋石油总公司正式成立，成为第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工
业行业。约1年后，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成立，负责管理经
营全国重要炼油、石油化工和化纤企业。1988 年 4月，石
油部改组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并将所属的中国海洋
石油总公司分立。自此，中国石油工业基本形成以陆上、
海洋、石化3大公司为基础，分工较为明确，各自独立经营
的格局。

1998 年，国家对石油工业实行战略性重组，分别成
立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1999 年，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
中国海油进行重组改制，组建了各自的股份公司。2000
年至2001年，3家股份公司先后在海外成功上市，国有石
油公司的产权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为石油化工行业
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2015 年，国内原油产量达到创
纪录的2.15亿吨，近两年均保持约2亿吨的高位。

“走出去”25年 技术创新增强竞争实力

今年 6 月 29 日，北京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
公布了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初评结果。由新疆油
田公司牵头负责的 《凹陷区砾岩油藏勘探理论技术与玛
湖特大型油田发现》通过初评。“玛湖大发现”成为国家
科技进步成果最高奖——特等奖的唯一候选项目。玛湖

特大型油田发现得益于石油勘探理论的创新和突破，在
此之前，国内外尚无凹陷区砾岩规模勘探成功的先例，
中国石油人经过二十多年艰苦探索，最终突破“勘探禁
区”，创立了凹陷区砾岩油藏勘探理论和配套技术体系，
发现玛湖 10亿吨级特大型砾岩油田，开拓出中国新的石
油基地。

2017年8月6日，塔里木盆地的顺北油气田“顺北评
2H井”完钻井深达8433米，创下亚洲最深井、最深定向
井两项纪录，标志着中国油气田超深井钻井技术走在了
世界前列。正是攻克了这一世界级钻完井难题，平均埋
藏深度超 7000米，超深、超高压、超高温的顺北油气田
才有成功开发的可能性。

今天，中国在石油领域勘探和开采技术领域的创新
实力无疑是举世瞩目的，但是改革开放初期完全是另外
一个样子。彼时，中国在此领域很大程度上处在观念有
待更新、设备落后、靠人海战术和拼命精神弥补的阶
段。查全衡指出，直到 1983年起外汇留成政策实施，石
油领域才开始引进大型计算机、数字地震仪、测井仪等
先进勘探装备，并引进法国和美国地震队和测井队，加
强中国西部山地、大漠区的勘探技术攻关。1989 年，中
国开展塔里木石油会战时，中国石油领域初步呈现出

“两新两高”（即采用新工艺技术、新管理体制，实现高
水平、高效益） 的新面貌。

石油领域的技术进步为“走出去”奠定了基础。
1993 年 3 月，中国石油中标泰国邦亚区块项目，同年 10
月，与秘鲁国家石油公司签署塔拉拉油田 7 区作业服务
合同。据统计，到 2017 年，共有 34 家中国石油企业参
与了海外 210 个石油项目的投资，累计海外石油权益产
量达 1.9 亿吨，由此也带动了中国石油技术和装备进入
美国、中东的油气田，为世界石油产业发展作出了杰
出贡献。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40周年科技系列报道之能源篇周年科技系列报道之能源篇

让让““工业血液工业血液””不息奔流不息奔流
——中国石油业发展成果丰硕中国石油业发展成果丰硕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保淑张保淑

在中国能源体系中，没有哪一种能源像石油这
样，承载着全民族的情感。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甩掉“贫油国”帽子，迅速
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中
国石油工人，以“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

油田”的冲天干劲和忘我牺牲精神，开发出大庆油
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实现了中国石油事业的重
大突破，把原油年产量从新中国成立前仅10余万吨大
幅提升至1978年的约1亿吨。在此过程中，社会各界
纷纷掀起了学习“铁人精神”、为祖国建功立业的热潮。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给现代化建设提供能源支撑，
夯实经济起飞的基础，一大批石油战线科技工作者和
一线石油工人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把原油
开采量进一步提升至2017年的约2亿吨，石油大国地
位不断巩固。

国内一家炼油厂夜景国内一家炼油厂夜景
来自百度来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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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指引下，航天云网

产业逐步升级。在航天云网成立3周年之际，航天云网

确立了INDICS+CMSS的核心地位，构建了云制造产业

集群生态模型，以促进作为实现生产要素联通和重组的

SaaS（软件应用）层应用服务系统的CMSS蓬勃发展。

INDICS+CMSS 架构实现了操作系统+软件应用

（PaaS+SaaS）的互相促进作用和双向迭代模式：一方面，

INDICS叠加了大数据处理、工业数据分析、工业微服务

等创新功能，增加了可扩充的开放式操作系统，并提供

了微服务组件和工业应用开发工具，帮助开发者快速构

建定制化的工业 APP；另一方面，基于 INDICS 建设

CMSS云制造支持系统，创造工业应用APP开发、部署、

运行等一系列新的产业环节和价值，有效支撑智能化改

造、协同制造和云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的实现。

不断进化的CMSS云制造支持系统
CMSS是INDICS工业互联网空间衍生的面向用户

提供云制造服务、助力企业云化的SaaS层应用环境。该

系统将业务、算法、模型通过微服务架构进行改造封装，

形成航天云网 CMSS 核心工业应用 APP，提供全产业

链、全产品生命周期智能协同服务，为企业的数字化改

造、产业的云化改造提供稳定可靠的整套解决方案。

在工业互联网平台竞争愈演愈烈之际，基于平台的

SaaS 应用已经成为制胜关键。不论大型、特大型企业，

还是中小微企业，其所追求的“轻资产、轻结构、轻业务”

的运行状态，可以通过不断充盈 SaaS层的跨行业、跨领

域、多场景的APP应用来实现。

通过CMSS云制造支持系统，航天云网创造了工业

应用 APP开发、部署、运行等一系列新的产业环节和价

值。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不同行业和区域的企业，

都可以在工业知识高度积累、复用的基础上，自主搭建

云端应用个性化场景，实现应用创新的爆发式增长，有

效支撑智能化改造、协同制造和云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

的实现。

多方参与的“一脑一舱两室两站”服务体系
CMSS 通过工业品营销与采购全流程服务支持系

统、制造能力与生产性服务外协与协外全流程服务支持

系统、企业间协同制造全流程支持系统、项目级和企业

级智能制造全流程支持系统四个方面，采用“一脑一舱

两室两站”的业务界面为用户提供服务。

“一脑”即企业大脑，面向企业用户和开发者重点提

供大数据应用、企业咨询、决策支撑、专利池、专家池等

功能。“一舱”即企业驾驶舱，不仅服务于企业决策层，还

可为管理层、执行层提供更合适的数据视图，为企业提

供指挥、决策、控制等功能。“两室”即企业云端业务工作

室和云端应用工作室。云端业务工作室重点为企业业

务用户和企业职能用户提供供应链、营销、财务、税务等

功能，云端应用工作室为应用服务运营商和应用使用企

业提供智能制造、协同制造、云制造所需的CPDM(协同

设计引擎）、CRP（资源调度引擎）等云制造核心应用功

能。“两站”即“企业上云服务站”和“小微企业服务站”两

个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特殊服务功能板块，满足各类企业

深度参与云制造产业集群生态建设的现实需求。

航天云网公司董事长舒金龙表示，航天云网将着力

构建云制造产业集群生态。航天云网 CMSS 云制造支

持系统将助力制造业进一步专业化、分布化、社会化、智

能化、协同化。未来，SaaS 层 APP 应用工具将助力企业

实现工业服务、工业设备和工业产品的社会化集成共

享、优化配置和业务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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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舒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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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一、招聘条件
政治素质过硬，身心健康，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具有一定的管理工作经验，年龄不

超过50周岁，海外专家需有终身副教授及以上职称，国内专家需有正高级职称。条件特别优秀者年龄要求
可适当放宽。

二、薪资待遇
待遇从优，具体面议。

三、报名及面试时间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开始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2018年8月18日，面试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四、报名方式
有意向应聘者请将个人简历及相关材料邮寄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人事处（湖北

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1095号，邮编430030），或发电子邮件至zjk@tjh.tjmu.edu.cn。

医院网址：www.tjh.com.cn
联系电话：027-83662626
传真：027-83663599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018年8月8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从1999年起开始施行科主任负责制，三年一届。2018年适逢医院科主任换届年，为满足

医院发展的需要，实现创建国际一流医院的目标，现特向海内外诚聘临床和医技科室主任，共计60个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