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上旬，鄂尔多斯盆地

陕北米脂境内突降大雪，气温

骤降至零下 10 摄氏度。为满

足油田增储上产需求，刚刚结

束鄂尔多斯盆地神木—米脂工

区二维地震采集任务的长庆物

探处 283 队干部员工，赶赴盆

地镇川北三维工区，投入前期

试验当中。

天寒地冻中，身着红色石

油 工 服 的 勘 探 队 员 们 身 背 大

线、负重前行，尽显“精诚伙伴

找油先锋”的物探精神。目前，

该队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朱海彬 王玉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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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线工在雪地中忙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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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秋冬季生产打赢秋冬季生产攻坚战攻坚战

（上接第一版）施工方法的强化，施工效率的提高，

见证了地震勘探工作在柴达木盆地的飞跃提升，也见

证了青海物探处项目运作能力的持续提高。近些年，

青海物探处项目运作更加规范和精细，无论是前期准

备、资源集结、队伍动迁、过程控制、现场管理都较以往

更加科学和细致，主要呈现了四个特点：前期准备更加

充分，运作计划务实有效，过程控制细致到位，队伍管

理规范有序。在 2011 年成功运作的英东三维地震勘

探项目，得到了集团公司、股份公司等多方领导专家的

高度评价，沉淀形成享誉集团公司内外的“英东模式”。

从一卷行李一口锅到“一二三四”后勤保障方案

“南昆仑北祁连，八百里瀚海无人烟”的柴达木盆

地是国内生产生活条件最艰苦的盆地之一。有首打油

诗很好地形容了从前石油物探人在柴达木盆地的工作

生活场景：一卷行李一口锅，骑着骆驼战沙漠，渴了吃

把昆仑雪，饿了啃口青稞馍。进入新时代，物探处提出

了“以奋斗者为本”的理念，结合高原探区独有的施工

环境，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一二三四”后勤保障方案，努

力提升广大员工的幸福感、获得感。

2018 年，青海物探处投入专项资金 300 多万元，改

造了综合办公院区及员工公寓，为野外地震队配备了

淋浴车、净化水装置，购买了信号放大器，野外地震队

“二通四能”的目标基本得到了实现。处党委为地震队

统一设计、统一建立了党员活动室，为党支部开展党建

活动提供场地。同时利用 QC 平台，开展群众性创新

活动，设计了水冲式厕所，并在 249、2256 地震队成功

应用，广袤无垠的戈壁滩中首次迎来了“厕所革命”。

从“三讲三不讲”到高原先锋精神

毛主席说过“人总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无论时代

变迁，青海物探人始终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在传承和弘

扬石油精神、铁人精神的基础上，沉淀形成了独具自身

特色的精神文明家园。上世纪 90 年代，青海油田开展

“二次创业”的宏伟工程，青海物探人从全局发展的高

度，创造性的提出了“三讲三不讲”精神，指引青海物探

人在市场竞争中树形象、创品牌，在项目运作中严管

控、强质量，展示了物探人在艰苦环境中力求苦干而不

苦熬，坚决为油而战的豪气和积极进取精神，为物探处

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011 年，青海物探人亮剑南祁连，面对超高海拔

的施工环境，上千名勘探队员战风雪，斗严寒，保质保

量的完成了勘探任务。在此过程，涌现出了“跳进冰河

拖钻机”勘探勇将陈培青、钻井新铁人吴亚明等诸多先

进人物。之后，经过进一步沉淀总结，“高原先锋精神”

有了自己的新内涵，即“缺氧不缺斗志、艰苦不怕吃苦，

困难大决心更大，海拔高追求更高”，成为了公司先锋

精神的有效补充。近些年来，在高原先锋精神的指导

下，青海物探人进藏北、闯羌塘、战戈壁、下沼泽，战胜

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坚决履行了找油找气的

崇高使命。

四十载高原油气勘探铸丰碑，三代物探人拼搏奉

献写华章，青海物探人在柴达木盆地和酒泉盆地，上山

下滩攻难关，跨河过涧闯禁区，风餐露宿战沙丘，为青

海油田和玉门油田的高质量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当前，正值青海油田建设千万吨规模油气田、玉门油田

建设百年油田的关键期，油田大打勘探进攻主动仗，为

青海物探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舞台，上千名高原物探

健儿正抢抓机遇、斗志昂扬、激情满怀地奋斗在勘探第

一线，为油田的可持续发展、公司的高质量发展、祖国

的能源安全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段国东 吕思霖）

“在 10 月底，研究院承担的辽河青龙台、长庆马家

滩 2 个项目获得高度好评”，在研究院 11 月生产会上，

院项目管理部负责人说道。这是研究院加强重点生产

项目管理，有效发挥研究院技术、资源和处理解释油藏

一体化整体优势，成功运作的又一个精品工程。

今年是公司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高质量发

展年”，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地球物理技术服务公司的关

键之年。研究院认真贯彻落实公司整体安排部署，始

终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到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

牢牢把握“找油找气、市场培育、自身发展”三大职责，

秉承成功的项目运作就是最好的市场开发，坚持统筹

优化资源配置，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一体化整

体优势，制定并出台了《研究院重点生产项目管理办

法》，着力将重点生产项目打造成精品示范工程，促进

和实现研究院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发展。

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分工确保项目有序高效推

进。研究院重点生产项目指的是对勘探开发、技术攻

关、市场开发有重要重大影响的横向生产项目。研究

院着重对重点生产项目实行升级管理，设立院重点生

产项目管理组，负责协调解决项目运作过程中重要重

大问题、对项目过程设立的关键质控点进行监控以及

年底对已完成甲方最终验收的院重点项目进行考核。

坚持“2+N+1”质控模式，为项目高质量运作提供

保障。“2”：质量控制分为各二级单位内部质控和院级

质控两个层面。“N”：重点生产项目设置 3-5 个质控

点。“1”：由至少两名院重点生产项目管理组成员组成

质控组，对院重点生产项目质控点进行质控。

统筹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处理解释油藏一体化管

理。项目设计突出处理解释油藏一体化设计，运作中

明确采集和处理、处理和解释油藏、地震和非地震等一

体化结合点及结合内容。

坚持以年度考核为抓手，压实项目运作成效。每

年年底院组织对本年度或上年度完成的院重点生产项

目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项目管理、一体化结合、技

术创新和项目成效。考核分为两步。

高质量的项目运作助力油田勘探获得新发现。截

至目前，研究院承担科研生产项目 797 个；完成二维处

理实物工作量 41443 千米，三维处理实物工作量 19762
平方千米；部署建议二维采集 13527 千米，三维 10456
平方千米；上半年运行

公 司 重 点 生 产 项 目 14
个，11 月新确定 6 个重

点生产项目。（郭冶）

强化管理护航“高质量”

11 月 16 日，海洋物探处 8611B 队承担的印尼 Nu⁃
nukan 项目圆满完成了工区所有采集作业。该项目的

顺利运行，对公司稳定印尼过渡带勘探市场、完善节点

作业方式、完成 OBN 队伍转型具有要影响。

项目工区紧挨岛屿，渔船穿梭频繁，多条运煤船在

工区范围内作业；工区地处热带，天气变化多端，经常

产生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诸多不利条件，对项目初

期施工造成了重重阻碍。针对问题症结，项目组更改

施工方案，将工区分为左右两个区块，首先对船只作业

较少的工区进行作业，将每日施工信息发送到附近船

只，避开施工区域，保障正常生产；其次对由于停靠船

只导致无法施工的炮点进行提前偏移。在第一区块采

集作业进入尾声时，对第二区块的节点进行有计划的

提前铺设，提高了施工效率。 （李彤 孙旭）

青海物探处四十载高原勘探路

11 月 16 日从科技部门获悉，由公司承担的国家重

点研发项目“超深层重磁电震勘探技术研究”取得重要

进展并获得一批标志性创新成果。

“超深层重磁电震勘探技术研究”隶属国家深地资

源勘探开发重点研发专项，由东方物探牵头，联合国内

19 家科研院所及高校开展研究工作。其中，“大吨位

低频可控震源广角地震采集技术”是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超深层重磁电震勘探技术研究”中的课题三，

由东方物探牵头联合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中国石油

大学 (北京)、中科院地质所、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

调查中心等四家单位共同承担。

项目在超深层重磁电弱信号高精度采集处理、大

吨位低频可控震源广角地震采集技术、重磁电震约束

与联合反演技术、复杂超深层弱信号高精度地震成像

技术、中新元古界有力区带优选与评价、超深层重磁电

震配套技术集成及技术经济适用性评价等 7 个方面均

取得阶段研究成果和重要进展。据项目负责人介绍，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超大功率恒流电磁发射系统研

制、超深层宽线广角地震采集攻关试验、重磁电震联合

解释等 20 项重要进展和创新成果，落实和评价了一批

超深层目标，发现、评价和优选深层—超深层圈闭 19
个，提供采纳井位 11 口，获工业油气流探井 4 口。目

前，项目总体进展顺利，已获授权专利 3 项，受理专利

35 项；获软件著作权 7 项，受理软件著作权 16 项，制定

企业技术标准 4 项，发表论文 48 篇，出版专著 1 部。

（谭晔 邹雪峰 万海珍 宋波）

探索万米地层 获得“深层”发现

近日，辽河物探处玻利维亚项目部 297 队负责运

作的 MTCarohuaicho 8C 电法后勤项目主营地顺利通

过了甲方 YPFB CHACO 公司的营地审计，营地被甲

方誉为“五星级营地”。

YPFB CHACO 素有“玻利维亚 TOTAL”之称，各

项要求标准之高，尤其对于主营地建设及 HSE 方面的

要求极为苛刻。297 队自 10 月 1 日开始动迁营地，11
月 12 日建成，期间虽然因法定节日导致 7 天无法施工，

但仍比预计时间提前 3 天建成主营地并通过审计，赢

得了与时间的赛跑，同时节省了项目成本，一次在玻利

维亚打响了 BGP 的品牌。 （葛萌 王凤嘉）

辽河物探处玻利维亚后勤项目获赞誉

海洋物探处Nunukan项目圆满收工

近日，装备服务处装备研究中心“贴近一线零距

离团队”4 名成员陆续奔赴新疆探区，对 4 个勘探项目

进行技术支持。

近几年来，装备研究中心成立“贴近一线零距离

团队”，先后 5 次走访塔里木、青海等十余个物探处及

装备服务处七个作业部，收集重要需求 9 个，对其中 6
个进行了立项研究；与震源中心联合成立巡回检查调

试组，对国内所有在用可控震源进行系统调试与检

测；建立了对接各物探处的装备技术支持平台，由专

人持续进行设备需求的搜集、整理、信息反馈等工作；

对物探处在勘探生产中遇到的难题，团队积极提出应

急解决思路和办法，同时召集科研人员进行方案、技

术论证，并把论证结果及时反馈给需求方，直到最终

通过审核进行研制。

据了解，该团队近三年来已有 17 名成员对 11 个野

外勘探项目进行“零距离”服务，现场支持勘探项目时

间累计约 320 天，现场解决生产难题 20 余项，研发设备

4 套。 （孙凯 党卫中 田野 李燕兵）

装备服务处 研发团队的“零距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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