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围绕储气库建设“卡脖子”技术，统筹多学科、

多方向力量，攻关解决了建库难题，形成中国石化

复杂多类型储气库建设关键技术体系，实现了中国

石化储气库建设技术从无到有的突破，整体技术达

到国内先进水平。是中国石化首座储气库-文 96储

气库、中东部地区最大储气库-文 23 储气库的技术

支撑团队，也是 2021年中原油田卫 11、普光清溪场、

文 13西、白 9等四座储气库的方案编制、建设团队。

团队简介

许 颖 张学成

为保障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加
快储气能力建设，中原油田 2021年
承担卫11、文13西、普光清溪场、白9
等四座储气库建设任务。中原储气
库建设技术创新团队依托集团公司
重点项目、油田重点工程“百亿立方
米级储气库群建设工程”，全面开展
中原储气库群建设技术攻关。

“在此之前，我们建的文96储气
库和文 23储气库，都是枯竭砂岩气
藏类型，经过近十年摸索，具备了一
定建设运行经验，但是‘十四五’规划
的区块类型复杂，没有可以借鉴的资
料，加上时间紧、任务重，建设难度很
大。”该工程项目长牛保伦说。

围绕技术难点，团队发挥多学

科协作优势，加强科研现场一体化、
地质工程一体化、地下地面一体化
无缝衔接攻关，在枯竭砂岩气藏建
库技术体系基础上，探索性研究常
规气藏建库、强边水气藏型建库、高
压碳酸盐岩裂缝气藏建库、凝析气
藏提高采收率协同建库技术等四项
关键技术，初步形成中国石化复杂
多类型储气库建设关键技术体系。

在技术实施、运行过程中，团队
按照科学设计、严格审查、及时调整、
严控投资的原则，兼顾储气库建设质
量和经济效益，根据储气库气藏特
征，全面优化队伍、运行、技术，严格
落实专家会审制度，从源头提高设计
质量，降低储气库建设成本。建立分
工明晰、责任到人的运行机制，实施
单位分别成立现场实施小组，由专人

负责，责任到人。通过月度总结、现
场沟通、交流比武等形式，加强研究
人员与现场实施技术人员的沟通，加
速科研到生产的转换。

通过团队及油田各部门的配合，
2021 年，中原油田建成卫 11、文 13
西、普光清溪场、白9等四座储气库，
超额完成储气能力建设任务，一次性
投产成功。卫11储气库创国内同类
型储气库建设周期最短、撬装化程度
最高、智能化水平最高纪录，为“十四
五”规划的百亿立方米级储气库建设
打开了良好局面。

“下一步，我们除了要继续深入
开展凝析气藏、气顶油藏型储气库建
设技术研究，还要将研究重点从建设
转至运行管理。”团队带头人朱德智
介绍。

打造百亿方级储气库群建设工程
——记中原油田中原储气库建设技术创新团队

技术人员优化部署文 13西储气库井位。 许 颖 摄

叶迎春

飞机着陆的一刹那，轮胎和跑道
剧烈摩擦会产生数百摄氏度的高温，
缩短轮胎寿命。采用高端防老剂可以
生产出更加坚实耐用的轮胎，进一步
增强安全性能。南化公司研究院绿色
橡胶助剂研发创新团队就在做这个事
情。

2021年12月26日，团队历时十数
年研发的“贵金属催化剂及制备6PPD
技术”，在南化公司橡胶化学品部现有
装置上投入工业化应用，顺利打通全流
程，实现连续稳定生产。该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这项技术反应条件温和，工艺
流程缩短30%，节能效果十分突出。

“作为国内最早的橡胶防老剂生
产企业，我们在产品规模上不如同行，
但技术上要迎头超越。”投料初期，团

队工程师管庆宝冒着零下6摄氏度的
严寒指导装置人员开车，带领团队解
决了多项开车中遇到的技术难题，连
续奋战三天三夜。

研发贵金属催化剂首先要选择合
适的载体。团队负责人黄伟做过多年
催化剂载体研究，带领团队筛选出最
适合的载体和处理技术。为验证催化
剂性能，他们又做了大大小小数百次
实验，最短 1周，最长 6个月，轮番倒
班，确保实验向前推进。

在现有装置进行工业化，可以充
分利用资源，但是也面临许多问题。
贵金属催化剂非常娇气，不能有任何
闪失。他们编制工业化试验方案，充
分考虑动力学、热力学因素，从小试、
规模试验中找到动力学方程，指导旧
反应设备的利用。再根据装置现场数
据，修正动力学方程，确保工业化顺利

推进。这项技术不仅能助力轮胎橡胶
生产走向高端，而且为企业高质量转
型升级发展赢得了主动。

团队多年来致力于绿色橡胶助剂
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在橡胶防老剂绿
色高端产品研发中取得连续性突破，
开发出“防老剂TMQ提质降耗技术”

“防老剂 6PPD、4010NA 生产废液综
合利用技术”“连续化制备防老剂
TMQ技术”“防老剂RT培司新技术”
等重要科技成果，并实现了工业化应
用，近3年累计为企业创效3.14亿元。

其中，“连续化制备防老剂TMQ
技术”为国际首创，首次把间歇工艺发
展成连续化工艺，通过了集团公司组
织的中试鉴定。2021 年南化公司橡
胶防老剂TMQ、6PPD等产量均创纪
录，创造了良好经济效益。这项成果
获得南化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

现有 19 名专业工程技术人员，每年承担 20 多

项紧贴集团公司和南化公司高质量转型升级发展

的科研课题。尤其致力于运用现有生产装置，不

断实现现有产品提档升级，并取得突出成效，多次

被南化公司评为先进团队。近 3 年申请中国专利

133件、中国石化专有技术 1项，获授权 34件，研制

的系列新品综合性能达到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

平。

助力轮胎生产走向高端
——记南化公司绿色橡胶助剂创新团队

工程师调试实验设备。 陈 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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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优秀创新团队风采录（二）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励广大科技人员勇攀科技高峰，近日，集团公司授予 20支团队“中国石化优秀创新团队”称号。本次受表彰的优秀创新团队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需要，在相关领域锐意创新、攻坚克难，充分运用科研装备和创新手段，技术转化与技术服务成效明显，为全方位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世界领先洁净能源化工公司作出了突出贡献。本版陆续推出专题，展示这些

创新团队的成果经验，敬请关注。

张 瑞 任丽丽

深层、超深层油气资源是中
国石化勘探开发的主阵地之一，
但其高温、高压、高酸性环境及复
杂井况条件，使钻完井关键装备
——尾管悬挂器面临巨大挑战。

近年来，工程院高温高压高
酸性环境尾管悬挂器研发创新团
队，始终致力于研发与推广复杂
油气井高端尾管固井工具，破解
油气勘探开发难题。他们研发培
育了 20余种高端尾管悬挂器产
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21 年 12月 30日，工程院
自主研发的无限极循环平衡式尾
管悬挂器在顺北 46X 井成功应
用。至此，工程院特色技术工业
化推广应用突破 200井次，成为
解决深层尾管下入遇阻和固井漏
失等问题的独门利器。

团队坚持需求和问题导向，
针对深井超深井长重尾管安全
快速下入和可靠悬挂的技术需
求，发明了高承载、无限极循环
尾管悬挂器，在顺北、元坝、川西
等重点区块和川深 1、顺北鹰 1

等重点井应用，复杂油气井尾管
下入速度提高 40%以上，在玉中
2井创造了国内悬挂尾管最长最
重纪录。针对高温高压气井环
空密封难题，研发防腐蚀气密封
的尾管悬挂器，通过 API 11D1
V0 级气密封认证，成为国内固
井封隔器领域首家取得该认证
的单位。将步伐迈入深海领域，
实现国产尾管固井工具在 1000
米以上水深应用，创造了应用水
深最深纪录。

他们提前谋划、持续创新，研
发105兆帕的超高压尾管悬挂器
和回接压裂工具，在威页 30-
1HF和永页 4-2井等井应用，为
页岩气和致密气高效开发提供了
新的解决方案。打破常规设计思
路，研发驱动机构可回收的整体
式尾管悬挂器，从根本上解除结
构限制耐温耐压能力提升的痛
点，为超高温高压尾管悬挂器提
供了新的研发路线。引入射频识
别（RFID）、机电液一体化等远控
控制技术，开展智能控制尾管悬
挂器技术前瞻研究，引领了尾管
悬挂器技术发展新的方向。

自主研发
深层油气开发利器

——记工程院高温高压高酸性环境
尾管悬挂器研发创新团队

现有正高级工程师 8 人、高级工程师 13 人，成员涵盖机械设计制
造、材料科学、信息技术、石油工程等多个学科和专业领域，研发培
育了以无限极循环平衡式尾管悬挂器、V0 级耐高温高压尾管悬挂器
为代表的 20 余种复杂油气井用高端尾管悬挂器产品，技术指标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在各大油田实现大规模推广应用，打造了具有核心
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民族品牌。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12 项、行
业专利金奖 1 项、授权发明专利 52 件，制定行业标准 3 项。

团队简介

科研人员研讨异形曲面零件加工工艺。 李 强 摄

李诚炜 周梦瑾

2021年，经国际标准化组织化
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47）
的 14个成员国投票，由上海石油化
工研究院代表中国提出的两项新国
际标准提案《工业用乙烯液态和气
态采样法》和《工业用丙烯和丁二烯
液态采样法》，获得批准并正式立
项。这是中国石化首次主导起草的
基本有机原料领域 ISO 标准，标志
着中国石化国际标准化工作取得了
新的突破。

近年来，上海院不断加强国际标
准化工作能力建设。2005年，上海院
国际标准化技术创新团队开始参与
ASTM国际标准化活动，历经十余年
协力攻关，于2020年启动相关ISO国
际标准的探索工作，提出在国家标准
基础上修订两项 ISO标准的工作方
案，完成技术调研和提案申请，在国际
标准化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

团队积极开展石化基本有机原
料领域 ISO 国际标准的探索工作，
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取得丰硕成
果。主导制定的 ASTM D7504 标
准“单环芳烃中微量杂质测定的标

准方法、气相色谱有效碳数法”，通
用性强，被12种芳烃产品标准所引
用，成为ASTM D16委员会五项核
心标准之一。主导制定10项精对苯
二甲酸（PTA）的系列ASTM标准，
填补了ASTM标准的空白，实现了
中国石化在国际标准化领域产品标
准和系列标准零的突破。主导制定
聚酯级乙二醇纯度及杂质的分析方
法 ASTM D8311，为引领乙二醇产
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在深入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的
过程中，团队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合
理的人员结构对团队综合能力的提
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年轻的
科研人员在实践中加速成长、在“传
帮带”中不断进步。

目 前 ，团 队 中 1 人 长 期 担 任
ASTM D16.02 和 D16.14 技术委员
会主席，1人担任ISO TC47 WG2工
作组召集人，1人担任上海院首席专
家、1人担任上海院高级专家、1人担
任上海院专家。近三年来，团队成员
多人曾被评为上海院优秀青年科技
工作者，5人次获得岗位晋升，1人获

“ASTM国际标准组织会士”称号和
功勋奖，1人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持续增强
国际标准化工作能力
——记上海院国际标准化技术创新

团队

不断加强国际标准化工作能力建设，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并取
得丰硕成果，全面提升了中国石化在国际标准化领域话语权和影响力。
首次制定PTA系列ASTM标准，产品标准指标先进，方法标准环保高效，
填补PTA国际标准空白，实现了国际标准化领域产品和系列标准零的突
破：首次制定 ASTM D7504，方法绿色高效，成为 ASTM D16委员会核心
标准；探索 ISO工作方向，首次代表中国起草轻质烯烃 ISO标准，实现国
际标准新突破；首次制定乙二醇纯度及杂质分析方法ASTM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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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开展学术讨论。 周梦瑾 摄

李建永

以往，从炼油厂催化裂化、催化裂
解等装置产生的裂解气等副产气体，
多被用作燃料烧掉。为实现所含的
10%~35%稀乙烯资源有效利用，满
足企业节能降耗需求，广州（洛阳）工
程公司低碳烯烃烷基化创新团队与上
海院、石科院展开联合攻关。

他们在中国海油宁波大榭石化，
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 30万吨/年稀
乙烯气制乙苯装置。在该项技术荣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后，他们并没有停
止创新的脚步，把目光转向乙烷裂解
等装置的副产气体，将“低成本乙烷
裂解气制 40万吨/年苯乙烯成套技
术开发”作为新的攻关目标。2019
年，课题入选中国石化“十条龙”科技
攻关项目。他们还承担了 40万吨/
年乙烷裂解气制乙苯装置工程化研
发和基础设计。2021年3月，项目详
细设计存档后，立即将工作重点转移
到项目现场技术服务。

面对原料来源不同、干气压力增
大及乙烯浓度增加等困难，他们不仅
完成项目工艺包开发，而且采用CFD
流程模拟技术进行工程设计方案比选

优化，开发出可以适应多工况的新型
干气分布器。针对高浓度乙烯进料，
通过多段变床层等手段，确保反应器
床层温升可控。将单台反应器直径扩
大1.5倍，优化配置方案，有效降低成
本。采取多股进料、降低反应苯烯比
等措施，有效降低装置能耗。

与此同时，他们与石科院等单位
合作完成静态混合烷基化反应等工
艺技术开发，为生产企业推进汽油质
量升级、建设绿色石化提供了有力支
撑。尤其是在工程化研发中，不仅完
成 20万吨、30万吨等系列工艺包开
发，而且成功研制“N”型多级多段静
态混合烷基化反应器、自气化酸烃分
离器和斜板-分段聚结式组合脱酸技
术，均实现工业应用。自首套大型化
工业装置在石家庄炼化建成投产以
来，他们又在洛阳石化、荆门石化等
企业同类项目工程建设中，取消了反
应产物酸洗、碱洗和水洗的工艺流
程，节约了装置占地，降低了工程投
资成本。

如今，他们聚焦液相法稀乙烯气
制乙苯、硫酸法碳四烷基化微通道反
应器及其工艺等新课题研究，以技术
升级带动产业升级。

变废为宝
高效利用炼油副产气体
——记广州（洛阳）工程公司低碳烯

烃烷基化创新团队

由 20 名科研设计人员组成。近三年来，与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等单
位合作，完成超长稳定性及低苯烯比稀乙烯烷基化反应、低温高活性烷基
转移反应、选择性预处理及高效低能耗分离等工艺技术开发，并集成创新
稀乙烯原料多样化、大型化成套技术，保持了国际领先地位；与石油化工
科学研究院合作，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SINOALKY 硫酸烷基化成套
技术开发，填补了中国石化炼油技术的一项空白。上述两项技术累计获
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5项、专利授权 48件。

团队简介

团队成员在石家庄炼化烷基化项目现场优化开车方案。 李建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