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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中国石
化江苏油田天然气
预探井盐城 5 井试
获日产 8 万方左右
工业气流， 打破盐
城天然气勘探 20
年的沉寂。 此井在
隐蔽气藏勘探 、常
规砂岩油藏勘探以
及页岩油勘探取得
三项重大发现 ，为
油田“扭亏为盈、稳
油争气、常非并进”
三步走发展愿景奠
定良好基础， 同时
助力盐城地区天然
气供应， 给盐城革
命老区人民带来了
“福气”。
范友林 周执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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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油田冲刺
油气当量6000万吨

本报讯 “双节”期间，长庆子洲
气田 、 苏里格气田各打出 1 口百万
立方米高产井 。 截至 10 月 6 日 ，中
国石油长庆油田完成油气当量 4497
万吨 ，比去年同期增长 4% ，油气日
产量高位运行 ，朝着 6000 万吨油气
当量全力冲刺。

面对新冠疫情和油价下跌的双
重考验 ， 长庆油田大力弘扬石油精
神，以夺油争气为己任 ，大力提升油
气储量产量，争当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的排头兵。 “双节”期间，数万名员工
放弃休假，抢抓当前油气上产的黄金
季节，推动油气生产高歌猛进 ，打响
了四季度夺油上产攻坚战。

10 月 5 日，采油二厂城壕作业区
悦一转井区党支部书记漫富贵和技
术员曾中根来到山 171-9 井场，录取
数据资料，查看油井运行情况。 漫富
贵在这个作业区已有 10 年了， 今年
是他在单位度过的第 7 个国庆节。 他
说：“生产不停、工作不止。 油田生产
24 小时不能间断，过节我们更要踏踏
实实把工作干好。 ”当天，采气三厂作
业一区的张帆和王力主动申请到苏
14 区块各集气站，将近期检查的安全
隐患逐一整改，忙得中午都顾不上吃
一口热饭。 节日期间，勘探开发研究
院陇东现场支撑组人员与采油十一
厂技术人员讨论对接侏罗系油藏试
验方案及 2021 年三次采油试验区初
步论证工作， 进一步优化方案部署，
以提升实施效果。

在 勘 探 开 发 投 资 压 减 的 情 况
下 ， 今年长庆油田坚持勘探评价力
度不减 、目标不变 ，大力推进 “两个
1”工程 ，持续巩固拓展 “四新 ”领域
成果发现 ，以高效储量为抓手 ，勘探
人以勘探找新发现作为过节的正确
打开方式。 （徐佳 杨绍军）

中国石化首次向
港华金坛储气库注气

本报讯 日前， 中国石化天然气
分公司通过川气东送管道向港华金
坛储气库注气，标志着中国石化天然
气资源首次向民营企业储气库注气。

港华金坛储气库位于江苏省金坛
市， 紧邻天然气分公司金坛储气库，
是我国首个城燃企业建设的大型地
下盐穴储气项目。 该储气库一期工程
规划建设 10 口注采井， 总库容约 4.6
亿立方米，工作气量约 2.6 亿立方米，
最大供气能力为 500 万立方米/日。目
前，港华金坛储气库已建成 3 口井，库
容量约 1.5 亿立方米， 有效工作气量
逾 8800 万立方米。

为确保上游产能合理释放，管道
沿线安全平稳运行，天然气分公司主
动与港华燃气取得联系，由川气东送
销售中心从合作模式、 价格政策、气
量交接等方面与港华储气库进行对
接，上下联动推进调峰合作，经协商，
双方确定开展储气业务合作，港华金
坛储气库可为天然气分公司提供 200
万立方米/日的储气服务，不仅增强了
川气东送管道的供气调峰能力，确保
其上游气田产能合理释放，而且也充
分提升了港华储气库的储气调峰能
力，为冬季采暖期提供了充足的气源
保障 ，形成了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的
良好局面。

此次合作成功探索了储气调峰服
务新的合作模式，拓宽了资源供应渠
道 、丰富了资源调配方式 ，有助于提
高区域储气调峰能力 ， 稳定市场供
应，保障民生用气，为地方城燃企业、
地方政府、供气企业完成储气调峰任
务提供有效借鉴。 （胡斌斌 王卓然）

川渝页岩气首次
融入全国管网

本报讯 近日， 第四条 “川气出
川”通道———江纳线增输工程贯通投
运， 川渝页岩气以日输量 500 万立方
米的规模 ，首次上载中贵线 ，融入全
国管网。

2004 年 8 月，川渝第一条外输通
道忠武线 ，首次实现 “川气出川 ”，至
2020 年 8 月底，累计外输超 108 亿立
方米。 第二条外输通道磨溪—铜梁管
道上载工程，于 2019 年 10 月投运，至
今年 8 月底，累计外输和注入储气库
超 30 亿立方米。今年 5 月 13 日，北外
环永定阀室经柳驰坝上载到中国石
化川气东送管道， 以每日 400 万立方
米气量，打通了第三条外输通道。 仅
仅时隔 4 个月，江纳线增输工程投运，
外输再添新通道。

四条外输通道先后贯通， 使川渝
地区输气大管网从过去 “上联气矿、
下联用户”的单一功能模式，向“川气
自用 、富气外送 、内外互通 、战略储
备 ”的大格局多功能转变 ，使国家管
网与西南油气田产业链之间的纽带
作用变得更加突出。 （范照明 郑剑雄）

关注

大庆油田前 8月油气产量实现“双超”
本报讯 今年以来， 中国石油大庆油

田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为己任， 加大油气
勘探开发力度，持续改革创新，全力推动油
田高质量振兴发展。前 8 个月，大庆油田国
内外原油和天然气产量分别比计划超产
23.55 万吨和 0.75 亿立方米， 实现油气产
量“双超”；油气完全成本和操作成本同比
分别下降 2.5%和 2.8%，实现成本“双降”。

9 月初 ，台风 “美莎克 ”给大庆市带
来了 10 年来历史同期最大狂风 、最强暴
雨。受台风影响，大庆油田采油一厂一矿
112 采油队聚中 115 转油放水站发生了
双电源停电 。 采油队立刻启动了极端天
气应急预案，快速倒通应急流程 ，实时监
控液位。经过 4 个小时抢修，直至电路恢
复正常，全队没停一口井 ，将产量损失降

到了最低。
作为大庆油田产量“压舱石”，采油一

厂今年为了抢回因疫情影响而拖欠的产
量， 加紧组织措施上产， 集中开展作业施
工， 高峰期时， 有 200 多支作业队同时施
工， 目前各项措施工作量已超额完成年初
计划。 截至 8 月底，已完成产量 415.66 万
吨，超计划 1.88 万吨。

勘探是油气生产的“龙头”。今年，大庆
油田持续深入常规油一体化精细勘探，有
24 口井日产油达到 10 吨以上， 进一步夯
实了效益增储建产基础； 致密油等勘探取
得多项新进展。上半年，石油探明、控制、预
测储量等指标均超计划运行。

新 212—斜 82 井是大庆油田采油九
厂今年已采取措施挖潜的一口油井。 按照

以往经验，压裂规模越大，增油效果越好，
投入成本也越高。既要增产量又要降成本，
这给技术人员出了一道难题。

为此， 采油九厂地质大队开发一组组
长李阳阳带领同事们综合 125 口井数据，
模拟压裂、增油与效益的关系曲线，并将这
口油井分成 3 个主体，分别开展精准设计，
寻找最佳效益增油点。眼下，这口井已经累
计增油 311 吨， 预计投入产出比可以达到
1∶2.8。

实施精准措施挖潜， 让产量和效益兼
得，这是大庆油田提质增效的一个缩影。今
年，面对国际油价的大幅跳水，大庆油田吹
响了应对低油价的号角， 开展提质增效专
项行动，打响了精准开发攻坚战、降本节支
攻坚战、结构调整攻坚战等“六大攻坚战”，

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从公司机关到基层站队，从生产一线

到市场前沿， 从国内到海外， 我们制定了
65 项具体分解方案，全面打响了提质增效
攻坚战。”大庆油田公司财务资产部副主任
谢朝辉说。

采油二厂第三作业区创新构建多元跨
界一体化管理模式，实现了增井、增站、不
增人； 采油三厂在工程项目立项上有保有
压，把钱用在刀刃上，发挥资金最大效能；
创业集团华谊实业公司把市场作为检验提
质增效成效的战场， 开发了移动式能源供
应装置，扩大市场、稳定用户。 提质增效举
措“全面开花”，让保证大庆油田油气生产
和控制成本投资从相互矛盾转换到最佳平
衡状态。 （马维维）

全全国国已已有有 77000000多多家家中中小小型型甲甲醇醇醇醇基基生生产产经经营营企企业业，，管管理理趋趋于于精精细细化化

甲甲醇醇燃燃料料规规范范化化应应用用可可期期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玲玲

“甲醇作为一种清洁替代燃料，
在我国能源体系中扮演补充的角
色，与其他清洁燃料不同的是，甲醇
燃料产业的发展是自下而上的，先
有长期的、广泛的应用实践，验证了
其在方方面面的可行性， 才形成了
今天的发展规模和市场竞争力，并

基本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可， 这是
来之不易的。”在近日由甲醇时代联
盟与湖北省天门市人民政府共同举
办的 “2020 中国甲醇醇基燃料大
会”上，全国醇醚燃料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常务副秘书长降连保说。

甲醇燃料由于具有排放清洁、
价格低廉、使用方便等优点，近几年
在餐饮、采暖炉、工业锅炉窑炉等领
域广泛使用， 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
市场。会议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中
小企业纷纷展示了各式各样的甲醇
采暖设备、甲醇灶具、醇基生物燃料
及配套甲醇储罐和罐装设备、 物联
网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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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传真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甲醇
燃料作为清洁燃料，应用广泛
且相关技术已较为成熟，发展
潜力较大。

“甲醇作为车用燃料已经
有 40 多年的历史， 作为灶具
燃料也已经近 25 年，适应性、
可靠性、经济性、安全性和环
保性均已得到验证。当前我国
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不断
攀升，甲醇作为一种较清洁的
替代燃料，来源广泛，若能大
力推广，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 ”张二
红指出。

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
此前也公开指出， 经过几十

年的努力， 目前甲醇汽车和
甲醇燃料的技术储备 、 生产
装备、 工程化建设以及应用
等已经成熟， 具备全面开展
推广应用的基础。 为此，有必
要开展甲醇能源战略研究 ，
给予甲醇燃料定义 、 甲醇燃
料的适用范围、 甲醇燃料生
产和输配送、 甲醇燃料消费
应用监督管理、 甲醇燃料应
用安全保障措施要求 、 甲醇
燃料科技基础性前瞻研究 、
甲醇燃料产业化应用研究以
及相关政策支持等八个方面
的战略规划和分工定位 ，为
全面指导我国甲醇燃料推广
和应用打下研究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 ， 今年 6
月，武汉市应急管理部发布了
全国第一个《餐饮业醇基燃料
使用安全技术指南》， 在业内
看来，这是中国醇基燃料行业
安全规范使用的重要转折，为
商业餐饮单位醇基燃料的存
放、装卸、使用和应急处置机
关、企事业单位的食堂提供了
法律依据。

“武汉市出台的标准非常
重要，是政府层面在甲醇燃料
应用领域出台的第一个标准，
通过实践应用后，可为其他省
制定相关标准提供依据，对规
范甲醇燃料市场意义重大。 ”
周艳兵说。

尽管已有数年的发展历
史， 并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规
模，但据了解，目前甲醇燃料
只在生产、运输领域有明确的
安全规范和标准，在终端使用
领域则一直缺乏相应的安全
规范进行约束，一定程度上造
成了市场的畸形发展。

“甲醇燃料在使用上没有
大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规
范，没有规范的话，安全就无
从谈起。 ”武汉德立安全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监周艳
兵对记者表示，“虽然同属危
化品，但目前家庭普遍使用的
液化石油气就有相关的管理
条例，而甲醇燃料没有，规范
空白，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
问题， 许多人都对它不放心，
但事实上甲醇燃料比液化石
油气的安全风险小很多。 ”

据周艳兵介绍，由于没有
明确的规范，目前餐饮行业使
用的甲醇容器五花八门。 “有

铁桶、塑料桶，也有直接用钢
板焊接的水槽，然后用塑料管
一接，就进厨房了。 目前很多
小餐馆都是这样。 ”

甲醇时代联盟秘书长张
二红也指出：“由于甲醇燃料
发展速度太快，加之相关标准
滞后，监管力度不够，一些投
机分子纷纷进入，导致甲醇燃
料的生产质量得不到保障，有
些燃料名称乱七八糟，加水比
例随意，扰乱了市场发展。 ”

甲醇燃料组分单一，低碳、高含
氧，由于燃烧充分，可有效减少有害
气体的排放。 根据福建、广西、天津
等地环保部门对当地在用或出厂甲
醇锅炉所出具的检测报告，甲醇锅
炉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
物， 每立方米浓度分别在 4.5—14
毫克、0—5.0 毫克和 6.6—31.0 毫克
之间，远低于我国《锅炉大气污染排
放标准》，与燃煤、燃气和燃油锅炉
相比，具有明显的环保优势。

除燃烧排放清洁，甲醇作为一
种化工产品，从生产端来看，主要以
煤炭作为生产原料，当前我国煤制
甲醇比重占总产能的 75%以上，是
煤炭资源清洁利用的重要领域。

因此，作为一种较优质的清洁
替代能源，甲醇燃料已形成一定的
产业规模。 来自甲醇时代联盟的统

计数据显示， 目前全国从事甲醇醇
基燃料生产经营的中小企业已达到
7000 余家 ， 为 107 万家饭店和食
堂、8 万家农村住户清洁取暖、还为
1.2 万台工业锅炉、1.6 万台工业窑
炉及 11.5 万辆汽车提供能源保障，
分布在全国各地。

“目前甲醇燃料的市场应用不
断扩大， 已覆盖三大市场领域，12
个应用方向， 下游很多产品均已进
入成熟期，比如甲醇灶具、甲醇锅炉
等。 ”降连保说。

除了应用市场不断扩大外，目
前甲醇燃料的应用场景也正趋于精
细化。以餐饮业为例，武汉力瑞新能
源就开发了数字厨房、 智能钢瓶及
智能分装系统， 以确保燃料从生产
分装、运输到使用的安全性，将醇基
燃料安全使用控制在厂区内。

标准规范待补齐

发展潜力较大
应用规模不容小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