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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渤海油田坚持合作与
自营“两条腿走路”，致力实现勘探增储与开发上
产的齐头并进。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渤海勘探开始以寻找
大中型油气田为主线，深入贯彻“组合勘探”与“价
值勘探”理念，努力做实勘探开发“一体化”，通过
科学组织、精细管理，不断突破地质认识，创新勘
探技术，实现了管理、研究、作业的三位一体，推动
油气勘探捷报频传。
“十三五”期间，渤海油田又取得了油气勘探

开发理论认识与技术的重大突破，创新提出了“湖
盆成气”理论与“汇聚脊”成藏理论，发现多个亿吨
级油气田，为建成我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夯实
了储量基础。

2019年，中国海油“喜提”渤中19-6凝析气
田，这是我国东部勘探发现的首个千亿方大气田，
打破了渤海湾“满天星星没月亮”、没有大气田的
历史，引领渤海湾盆地开始从单一的大规模找油
时代转入“油气并举”的新时代。该气田全面开发
后，将有效缓解我国中东部冬季保供压力，助力京
津冀协同发展与雄安新区建设，为打赢“蓝天保卫

战”发挥积极作用。
从2012年到2021年的十年间，渤海油田年度

探明储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二，其中包括渤中
19-6、蓬莱9-1、垦利6-1、垦利10-2等7个亿吨
级油气田，为我国海洋油气勘探发展起到了“压舱
石”作用，深刻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油气
勘探开发力度，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

在开发上产方面，渤海油田坚持以深化改革
为依托，以降本增效为抓手，通过加大“一井一策”
“自检自修”“1+N施工模式”“工期+日费商务模
式”等措施严控成本支出；通过落实全渤海“一盘
棋”总体统筹、合理布局、资源共享及工程标准化
等理念提高作业时效。这些措施推动桶油成本一
降再降，在国际油价出现“断崖式”下跌、公司发展
面临严峻挑战之际，保持并巩固了渤海油田长期
以来的成本领先竞争优势。

十年来，渤海油田不断优化开发策略，以稳
住老油田、加快新油田、突破“低边稠”为主要方
向，以深入推进重大科技专项与“注水年”活动
为突破口，持续加强油田精益管理与“双高”油
井治理，加大调整井挖潜力度与滚动扩边，使新
井老井“你追我赶”，疑难杂症“药到病除”，油
田“容量”不断壮大，逐渐形成了以辽东、渤南、
渤西、渤东为代表的四大油气生产区，各油区
内管网体系完善，生产设施集约，各类资源互
补，为渤海油田建成我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
地攒足了底气。

国内原油增产关键在海上，海上原油增
产关键在海油，海油原油增产关键在渤
海！增储上产，渤海油田既是“国家队”，
更是“主力军”，这是新时代赋予渤海油
田的崇高使命。

特别报道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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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巡礼篇

田油

“在保
护中开发，
在开发中
更好地保
护”是渤海
油田关于“发
展与环境”这
一时代命题的
精准解答，“取
之于海，还之于
海”是渤海油田
自觉履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不变情怀。
实现国家“双

碳”目标，能源是主战
场。推进能源清洁低
碳转型，既是落实能源
安全新战略的应有之义，
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
由之路。
作为传统能源企业，十

年来，渤海油田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
实践行中国海油“绿色低碳”
发展战略，坚持增储上产与低
碳转型协同发展、提质增效与节
能减排融合发展、绿色开发与生
态保护和谐发展三大原则，主动投

入“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蓝天保卫
战”等国家级行动中，深入推进“环保
升级三年行动计划”。通过升级节能
减排红线、推动岸电绿电入海、抓实
海上钻完井废弃物减量、开展天然气
回收综合利用、加强海洋生态修复等
一系列措施，拉动油田“颜值”不断提
升，持续加大清洁能源供给，为渤海
油田绘就了绿色发展底色。

2021年，渤海油田加快推进岸
电应用示范项目，它不仅是我国海上
首个大规模“油田电能”替代项目和
“智能油田”建设先行项目，也是中国
海油积极构建绿色低碳体系，助力国
家实现“双碳”目标的有力举措，实现
了油田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2022年，渤海油田又在引入岸
电的基础上，成功实现“绿电”入海，
完成了截至目前中国海油单次最大
绿电交易量，交易总额达到1.86亿
度，将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的绿色
风能和太阳能通过高压线路输送至
渤海，接入秦皇岛32-6油田和曹妃
甸11-1油田群的29个海上生产平
台，让来自内陆地区的新能源成为
海上生产平台的动力引擎。

为切实保护海洋环境，渤海油田
坚持以实现生产污水“零排放”、追求
井喷失控“零记录”、确保溢油污染

“零事故”为目标，通过钻井液重复利
用、固液高效分离及再利用等技术，
构建了钻完井废弃物从源头减量、过
程减量到陆地终端无害化处置的全
流程“一体化”作业模式，形成了一整
套海上钻完井废弃物从减量到最终
无害化处理技术，为我国海洋油气实
现绿色开发积攒了宝贵经验。

为加快节能降碳步伐，渤海油田
多措并举应用天然气回收技术，以突破
性思维引进新工艺，大力推动在生产油
田的伴生气综合利用。近十年来已累
计投资超过10亿元，积累了天然气回
注、简易轻烃回收等5条适用于渤海油
田的技术路线，共计实施伴生气综合利
用项目45项，仅节能量就达到75万吨
标准煤，为保供京津冀不断发力。

在自身蓬勃发展的同时，渤海油
田不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坚持资源
开发与环境保护并重，污染防治与生
态修复并举。通过举办“沿海环保公
益行”活动，清洁海洋环境，宣传保护
海洋常识；通过定期开展增殖放流，
保障渤海湾生态环境多样性，反哺海
洋生态；通过参与湾长制建设，推进
区域协同，打造绿色发展共同体。十
年来，渤海油田以“建设绿色油田，发
展清洁能源”为初心使命，打造出新
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渤海样

本”，为建设天蓝、水绿的美丽海湾贡
献了海油担当。

2022年9月，中国海油天津分公
司“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组织机构在
渤海油田成立，8个专业组与11个研
究课题的“落地”让油田最大程度实现
了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而在新能源
领域，渤海油田正积极探索一系列示
范项目，如依托岸电工程设施，将海上
风电等清洁电力接入岸电网络，构建
清洁电网；利用陆地终端的建筑屋顶
及区域空地，实施光伏发电，为陆地终
端提供绿电供应等等。这些措施有力
推动了能源消费的低碳化与清洁化，
不但为渤海油田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绿色动力支撑，还带动上中下游各相
关产业同心铸就“绿水青山”梦。

砥砺十年，亦是非凡十年。中
国第一，是荣耀更是使命。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渤海油田将
以建设海洋强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为政治统领，以上产4000万吨、建设
渤/黄海万亿大气区为奋斗目标，以
实施“三大工程、一个行动”为主轴主
线，以落实七年行动计划、建设“四个
中心”为重要抓手，在新的“赶考”路
上，用“奔跑者”的姿态和“再出发”的
干劲，奋力谱写中国海洋石油事业高
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牢记时代赋予使命 勇担能源报国责任
推动中国近海油气勘探开发技术达到世界一流

渤海 奋力建成我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

增储上产 争做国内油气增产主力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
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创新作
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在2020年召开的首届科技大会
上，渤海油田系统总结了近年来在
油气基础理论认识、技术创新、工程
示范应用等方面取得的重要突破和
重大成果。一千余名来自各个单
位、各条战线的科技工作者汇聚一
堂，这场以“创新”为名的“英雄大
会”将渤海油田创新氛围推向高潮。

多年来，渤海油田始终坚持以
中国海油“1534”总体发展思路为指
导，将新发展理念作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根本遵循，全方位开展科技
创新、管理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将
创新理念、创新思维、创新举措全面
融入勘探开发生产，围绕关键领域
坚定不移开展技术攻关，大力推行
“三新三化”，不断加大科技创新与
成果转化，形成了一系列新技术体
系，解决了一大批痛点难点问题。

为提高油田开发效益，渤海油田
以“优快精神”为指引，十年间大力开
展“二次优快”，将渤海平均钻井周期
进一步缩短至10天以内，并创新研
发出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2021年，
渤海油田再次推出“新优快”试点项
目，通过建立“精准作业指导、安全风
险应对、专家高效决策、即时精准激
励”四项创新机制，形成了“渤海钻完
井全过程零排放、渤海油田井眼瘦身
钻完井配套、渤海新近系极疏松地层
大位移井关键技术”等三大技术体
系，多次刷新了中国海油5000-5500
米井深最短钻井周期纪录，不仅为渤
海“低、边、稠”油田的高效开发打开
了新局面，还推动我国近海多项钻完
井关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为攻克油田开发掣肘，渤海油田
将海上稠油开采作为科技攻关的重
点方向。稠油黏度大，像“黑泥”一样
几乎不能流动，开发难度极高，渤海
非常规稠油探明储量超6亿吨，占总
探明地质储量的14.5%，唤醒这部分
沉睡的地下资源，变储量为产量，是
持续稳产增产绕不开的“必答题”。
为此，渤海油田以“热采”为突破口，
开展一系列先导试验，逐步形成了具
有中国海油特色的非常规稠油经济
高效开发技术体系，并在2020年成
功投产了我国海上首个稠油热采规
模化开发示范平台——旅大21-2油
田，初步完成了海上稠油的规模热
采、安全热采、有效热采，实现了海上
稠油热采技术从无到有、从理论到实
践的历史性跨越。随后，马不停蹄的
渤海油田又在2022年投产了全球首
个海上大规模特超稠油热采开发油
田——旅大5-2北油田一期项目，创
新形成了一整套海上超稠油油田开
发技术体系，为渤海油田稠油、超稠
油的规模化经济开发吹响了冲锋号。

为破解油田开发难题，渤海油田
通过深化技术攻关与生产实践，在储
层内部构型精细刻画、水淹层定量解

释、剩余油定量表征及描述、水平井
组合井网挖潜调整及注采调控等方
面实现全面突破，创新形成了“以精
细油藏描述为主线、提高采收率为目
标”的海上高含水后期油田开发技术
体系，累计指导实施千余口调整井精
细挖潜剩余油、近7000井次油水井
措施改善水驱效果，实现增油超3000
万吨，提高采收率3.1%，有力推动了
老油田高含水后期的持续稳产。

创新驱动离不开数字引领。
2021年，我国首个海上智能油田建设
项目——中国海油天津分公司秦皇
岛32-6智能油田（一期）项目全面建
成投用，入选年度央企数字化转型十
大成果。作为行业内的开创性示范
项目，它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5G等技术为传统油田赋
能，使秦皇岛32-6这个投产20年的
老油田具备了全面感知、整体协同、
科学决策、自主优化、智能化管理及
远程操控管理能力，实现了油藏研究
可视化、生产运营协同化、战略决策
科学化，为我国海洋石油平台全面迈
向数字化、智能化拉开了序幕。

十年间，依托科技创新，一大批新
技术理念在渤海油田“落地开花”。地
球物理技术取得重要进展，智能分注
技术系列走向成熟，采油工艺技术体
系助力稳油控水、增产增注……这些
新工艺的“组团亮相”让渤海油田在储
量勘探发现、新油田高效开发、老油田
持续稳产、生产油田综合调整、“双高”
油田精细挖潜等众多领域产生质的飞
跃，推动渤海油田逐步建立起一套支
撑稳产上产的勘探开发技术体系，实
践出一条集成创新与自主创新相结合
的发展道路，为我国最大“海上加油
机”点燃了强大的科技引擎。

科技创新 撬动油田高质量发展杠杆
美丽富饶的渤海湾，犹如一个揽风汇水的聚宝盆，镶嵌在祖国三百万平方公里

的蓝色国土上。十年间，一颗能源新星从这里冉冉升起，成长为我国国内油气增储

上产的“排头兵”，挺起中国石油工业的海上脊梁。

2021年，中国海油渤海油田实现原油产量超3000万吨，成功建成我国第一大原

油生产基地，其原油增量已占到全国原油增量的近50%，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交出成

绩过硬、前景光明的海油答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能源安全问题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

示批示。能源安全，首先是油气安全。从“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到“能源的饭

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总书记对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寄予厚望。

为全面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要求，中国海油天津分公司牢记嘱托，坚决挺起政治责

任担当，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十年来相继战胜油田自然递减、内外部环境复杂、国际油

价波动、新冠疫情肆虐等一系列重大困难，取得了连续稳产3000万吨级油气规模的优异

成绩，在引领渤海油田逆势上行、勇夺第一的同时，推动中国近海油气勘探开发技术达

到世界一流水平，用实际行动点亮新时代的非凡十年。

绿色发展 致渤海湾一片碧海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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