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近日袁陕西省煤田地质集团有限
公司收到西安市灞桥区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感谢信遥信中对
陕煤地质集团及陕西煤田地质勘查研
究院有限公司完成防灾治灾工作袁连年
实现该区地质灾害零伤亡表示感谢遥陕
煤地质研究院公司作为灞桥区地灾野平
战结合冶的技术支撑单位袁积极做好日
常地灾巡查技术支撑工作袁汛期或发生
地灾时做好突发应急调查尧 方案编制袁
协助应急抢险尧救援工作袁使该区的地
灾防治工作能力和水平得到提升遥

陈勇刚 欧阳凡歌

本报讯 近日袁受濮阳市南乐县
检察院委托袁河南省煤炭地质勘察研
究总院组织技术人员对濮阳市经开
区新习镇七个非法采砂场地土地破
坏情况及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实地踏
勘袁并编制了叶濮阳市经开区新习镇
采砂场地生态修复项目勘查设计曳遥

本项目的实施袁为下一步采砂场
地的生态修复提供了技术支撑袁并为
濮阳市南乐县检察院对该案件的公
益诉讼提供了依据遥该项目是濮阳市
首个因非法采砂破坏耕地而进行的
生态修复项目袁为此后同类案件提供
了借鉴遥 杜小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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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市东方重工有限责任公

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石油钻具的新

型高科技企业遥主要产品有各种规
格型号无磁钻铤尧 无磁承压钻杆尧
整体加重钻杆尧方钻杆尧普通钻铤袁
以及客户定制的非标产品等遥

类别 规格渊mm冤
无磁钻铤 88.9 104.8 120.7 127.0 158.8 165.1 171.4 177.8 203.2 241.3
整体加重钻杆 73.03 88.9 114.3 127.0 139.7 168.3
普通钻铤 88.9 104.8 120.7 127.0 158.8 165.1 171.4 177.8 203.2 241.3
方钻杆 63.5 76.2 88.9 108.0 133.4
接头 转换接头尧提升短节尧定向接头

无磁钻铤
Non-magnetic Drill collar

钻铤
Drill collars

方钻杆
Square Kellys整体加重钻杆

Integral heavy weight drill pipes

济源市东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院0391-6658108 13849532358 18803903253
网址院www.jysdfzg.com

河北朗威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公司拥有 3条国际领先的美国 MTI
惯性摩擦焊生产线袁2条美国国民油井生
产的管端镦粗加厚生产线遥产业链完整袁是
国内国际为数不多的集钻杆尧钻铤尧加重钻
杆为一体的钻具加工企业袁可生产国标尧美
标尧俄标尧欧标等各种规格型号的钻具遥朗
威石油拥有系统的产品研发及可靠的质量
保证体系袁已通过 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
认证袁 获得了美国 API SPEC 5DP尧API
SPEC 7-1尧 俄罗斯 GOST RTN尧 欧洲
NS-1等质量认证遥 国家万米钻机科研项目袁松科二井钻具供应者

联系人院赵经理 地址院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市营里镇北口工业区 网址院www.lwdrill.com
手机院13803218077 电话院0311-84386267 邮箱院longwayzx@163.com

钻 杆院石油尧天然气尧页岩气钻杆袁煤层气钻杆袁地热井钻杆尧海洋平台用钻杆等
钻杆规格院渍50尧60尧73尧89尧102尧114尧127尧139.7尧149.2尧168.3尧193.7等
钻杆材质院E75尧R780尧X95尧G105尧S135尧LZ140尧LV150尧LU160等
钻杆螺纹院API数字螺纹渊NC系列冤袁双台肩螺纹尧高抗扭螺纹尧专利螺纹尧特殊螺纹等
加重钻杆院73尧89尧102尧114尧127尧139.7尧149.2尧168.3尧193.7等
钻铤规格院79.4尧89尧105尧121尧133尧146尧152尧159尧165尧178尧203尧209.6尧216尧
229尧241尧254尧279.4等袁 光面钻铤尧螺旋钻铤尧无磁钻铤尧无磁承压钻杆等
钻铤类型院光面钻铤尧螺旋钻铤尧无磁钻铤尧短钻铤尧无磁承压钻杆等
转换接头院各种类型转换接头

本报讯 4月 7日袁物探研究院召开科技地质大会袁总结
野十三五冶以来院科技地质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果袁部署野十四
五冶及 2021年科技地质发展重点工作袁表彰先进袁从而充分发
挥科技创新对企业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遥董事长尧党委
书记尧院长段建华袁常务副院长尧总工程师尧党委委员汪洋袁中
国煤炭地质总局纪委驻涿纪检组组长马金彪袁 院总会计师刘
汉东袁院领导王瑞杰出席会议遥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精神袁以及总局 2021年工作会议上赵平局长关于科技创新的
讲话精神袁宣读了科学技术奖尧地质成果奖等表彰决定袁并向
获奖代表颁奖遥
汪洋作科技地质工作报告袁系统总结了物探院野十三五冶

以来的科技地质工作成果袁明确了野十四五冶时期科技地质工
作的主要目标和任务袁对 2021年科技地质重点工作作出了六
个方面的安排院一是提高对科技创新的认识袁大力推动创新发
展曰二是完善配套措施袁建立利于市场竞争的创新体系曰三是
推动重点领域科技攻关袁引领行业发展曰四是强化战略引领袁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曰五是持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袁支撑高质量
发展曰六是全面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袁构建高质量发展激励约
束机制遥
段建华结合把物探院建设成为野专精特新冶科技型企业尧

打造地球物理勘探行业引领者的目标要求袁 就如何贯彻落实
好此次会议精神袁全力以赴开启物探院野十四五冶科技地质工
作新征程袁提出五个方面意见院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曰二要
抓紧抓实党史学习教育袁学史增信袁坚定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信心曰三要瞄准野三个地球冶建设发力袁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
能曰四要强化人才队伍建设袁支撑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曰五要以
党建为引领袁激发科技创新激情遥 刘莉彬

本报讯 近日袁中煤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中能国际建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中标香港机场第三跑道系统野西
部行车隧道扩底工程冶遥 该项目总造
价 2.5亿元港币袁是中能国际继去年
在香港中标 8个项目袁承揽工程合同
额逾 11亿元港币之后袁 再次中标香
港项目遥至此袁中能国际境外合同总
额已超过 20亿元人民币袁 实现了境
外事业的重大跨越遥
中能国际认真贯彻落实中国煤

炭地质总局尧 中煤建工战略部署袁坚

定不移实施野走出去冶战略袁在深耕澳
门尧香港市场的同时袁积极跟踪马来
西亚尧泰国等东南亚市场袁当好海外
事业的排头兵尧桥头堡袁今年争取在
东南亚取得更大突破遥

此次中标项目作为香港机场

3303合约项目子项目袁 主要为混凝
土搅拌桩基底加固工程遥 接下来袁中
能国际将科学部署袁切实做好项目施
工袁努力打造精品工程袁持续提升中
煤建工品牌影响力遥

叶繁繁

孙希亮袁提到这个名字袁不管是领导
还是同事袁都会竖起大拇指遥自 2012年
参加工作以来袁 他的工作轨迹遍布天南
海北袁一直奋战在测井工作最前沿遥他刻
苦钻研袁先后主持完成二十多个项目袁攻
克多项技术难题袁涉及煤炭尧盐井尧页岩
气尧物探等多个领域遥他用绚丽燃烧的青
春岁月尧 初心不悔的执着情怀和永无止
境的奋斗拼搏袁 彰显了地勘一线工作者
的工匠精神遥

以野勤冶立身 磨砺中长才干

孙希亮大学毕业后袁 怀着满腔热情
来到地勘单位袁 彼时正值江苏长江地质
勘查院测井公司整合发展时期袁 他一入
职便迅速投入到专业知识学习中袁 跟着
老师傅在各项目上学习测井技术遥 他勤
学好问袁 仅用一年时间就全面掌握了测
井工作的技术要领袁 成为能够独当一面
的项目管理人才遥

由于测井业务点多线长袁 单位测井
技术人员少袁 每一次野外测井孙希亮都
主动参与袁 当遇到几个项目同时进场测
井时袁 他总会对领导说院野帮我配齐测井
仪器和驾驶员就行袁我可以搞定遥冶正是
凭这种冲锋在前的精神袁 他成功攻克了
一个个难题遥在开展常州市金坛茅 19井
气密封性测井时袁 他一时间同时接到南
通小洋口第四系调查尧盐城水资源调查尧
浙江水系调查三个项目的测井任务遥这
三个项目第四系的钻孔砂层多袁 不能停
钻时间太长袁否则将会造成塌孔袁时间非
常紧迫袁 而眼下气密封性检测项目十分

复杂袁需要多人坚守遥于是袁孙希亮主动
请缨袁 和驾驶员带着仪器出发袁 一天之
内袁先后奔赴浙江萧山尧江苏南通尧江苏
盐城三个地方袁 出色地完成了三个孔的
测井工作遥 等到最后一个孔测完已是深
夜袁他虽然很累袁但心还系着金坛储气库
井气密封性测井的事袁 于是第二天一早
又赶往金坛项目现场遥

孙希亮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到公司发
展中袁始终认为单位利益高于一切袁单位
发展好了袁 职工个人才会有一个好的前
程遥 他对自己所从事的测井工作非常热
爱袁孜孜不倦袁恪尽职守袁处处严格要求
自己袁立志为之奋斗终身遥

以野精冶立业 转型中破难题

孙希亮对自己的工作追求完美尧精
益求精袁是一名领导放心尧业主满意袁并
能独当一面的技术能手遥野不放过一件不
放心的事袁不放过一个不放心的成果冶已
成为他工作的基本原则遥

孙希亮不断追求工作技能的新高
度袁在测井新技术研发尧新工艺改进尧新
领域施工研究上不断探索创新遥2014
年袁在贵州凤冈页岩气勘探钻井工程中袁
由于对页岩气的认识不多袁 可参考的资
料也很少袁 在大家还不知如何开展工作
时袁 孙希亮已通过网络查阅大量关于页
岩气的资料袁并专程跑到南京袁向外聘测
井专家请教关于页岩气测井专题报告及
页岩气方面的专业知识遥 经过不断摸索
和反复试验袁 最终他成功解释了页岩层
的深度和厚度袁 并计算出页岩气层的干

酪根含量尧孔隙度尧渗透率尧储层岩石力
学等参数袁 向甲方提交了合格的测井评
价报告袁并获得报告评审专家的赞赏遥在
野西气东输冶金坛盐穴储气库钻井建设项
目的井筒气密封性检测工作中袁 项目技
术人员在井筒气密性测井检测报告的编
写中陷入困境袁 这时他再一次以实际行
动破解困局遥他反复试验尧查找资料袁昼
夜苦战一个星期后袁找到了方向袁最终完
成了井筒气密性测井检测的成果图和报
告的编写袁提交的报告符合规范要求袁其
成果填补了测井公司在这一施工领域的
技术空白袁 为公司转型发展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遥

此外袁 孙希亮还主持编写了公司首
份深层卤水钾盐矿勘查测井专业报告袁
参与了 叶小口径 酌中子组合测井技术在
盐穴地下储气库密封性检测中的应用与
研究曳叶超高温地热井测井技术的研究与
应用曳叶页岩气测井电性解析及含气性评
价研究曳等科研项目遥近年来袁他在测井
工作领域创新成果屡获佳绩袁 不仅成功
申请 3项实用新型专利袁 而且他参与编
写的报告先后获得 2016 年江苏省煤炭
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尧2018年江苏煤炭
工业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及江苏省地球
物理学会科技进步三等奖袁 成为单位名
副其实的野能工巧匠冶遥

以野专冶立心 无私奉献作表率

生活的艰辛尧 激烈的竞争袁 让曾经
涉世未深的孙希亮也有过犹豫袁 有过彷
徨袁 但是他经受住了各种诱惑袁 排除了

各种干扰袁 在彷徨犹豫中选择了坚持和
担当遥如今的他历经风雨袁从容淡定袁专
注于自己所从事的测井技术工作袁 心无
旁骛袁专心开展前沿技术研究遥他总说院
野一个人一生能把一件事做好做精袁能在
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领域成为行家就很了
不起了遥冶

孙希亮对自己的专业知识了如指
掌袁 对工作相关专业知识如数家珍袁 出
色的能力和表现让他先后获得单位 野科
技创新员工冶 和江苏煤炭地质局 野优秀
共青团员冶 野十佳工匠冶 等荣誉称号遥
但他从不骄傲袁 经常和同事们交流尧 探
讨遥 工作多年来袁 他已经由青涩懵懂的
新员工成长为新员工眼里靠得住尧 信得
过的 野前辈冶遥 他带领新同事奔波于各
个项目现场袁 集中组织新员工开展培训
学习袁 将自己的专业技术知识毫无保留
地传授给他们袁 对于流量测井的野外操
作尧 资料解释这些基础而重要的工作知
识袁 他多次讲解袁 尽最大可能帮助年轻
人快速成长起来遥 他说院 野众人划桨才
能开大船袁 能帮助同事也是我的价值所
在遥冶

勤奋尧精业尧专注是孙希亮的追求袁
也是新时代工匠精神的生动体现遥如今袁
他依然奋战在测井工作的第一线袁 他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袁 将激励和带动单位
更多的地勘人昂首阔步尧奋勇前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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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建工中能国际

中标香港机场相关项目

河南煤勘总院

用技术助力公益诉讼

扎根测井不言悔
要要要记江苏局野十佳工匠冶孙希亮

阴 刘春梅 崔哲浩

音日前袁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
开展了煤系矿产资源重点实验室开放
基金项目中期检查袁党委书记尧院长张
谷春等出席会议遥与会专家结合项目实
际提出了指导意见袁指出在推进项目顺
利进行的同时袁要加快进度袁多出高水
平的研究成果袁各项目负责人要集中优
势资源袁按协议更快更好地推进项目工
作袁确保按时完成项目遥 曹 磊

音日前袁中煤航测遥感集团有限公
司遥感信息公司主持的野西昆仑造山带
南缘古生代增生楔结构剖析冶 项目袁获
陕西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
青年人才项目批复遥该项目以野增生造
山理论冶为指导思想袁重新划分了西昆
仑造山带构造格架袁深入解读了造山带
形成演化过程遥 杨 晨

野 再 落 一
点袁 再落一点袁
好袁钻机到位浴冶
4月 8日袁 山西
沁水煤层气施
工现场袁河南省
资源环境调查

二院 2018 钻井
队钻机安装工
作正在紧张进
行遥二院目前承
担的 5 个煤层
气钻井项目袁先
后有 9 台钻机
投入施工袁完井
8口袁 完成钻探
工作量 9000余
米遥
王伟灿
摄影报道

音近日袁中煤地质集团有限公司北
京益而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再获两项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袁分别是野一种胶原
蛋白乳化装置冶野一种胶原蛋白的原料
清洗装置冶遥 李 崇

渊上接第一版冤

此时袁 大地特勘队定向技术团队
站了出来袁 他们经过研究准备采取螺
旋形纠偏方法挽救这口钻孔遥 杜兵建
和定向技术负责人迅速设计出轨迹袁
并向现场指挥部领导汇报遥

15日 17时 30分袁救援指挥部对
救援方案进行优化调整袁 大地特勘队
临危受命袁 接替承担 3号孔纠偏施工
任务遥

事实证明杜兵建的决定是正确

的袁17日 13时 55分左右袁3号孔成功
透巷浴

随后袁救援人员快速下套管尧输送
营养液尧下放生命探测仪和有线电话袁
与被困矿工取得联系遥3号钻孔打通袁
犹如给被困矿工打了一针强心剂袁他
们有救了浴

在得到营养补充两天后袁 井下传
来给养孔漏水的消息袁 杜兵建立即下
放窥视仪袁 观察到管口处漏水量每小

时约有 8耀10立方米袁井下的通信电话
也被水浸湿遥 这不仅造成井下人员接
取食物不便袁 更大的问题是上部含水
地层的水灌进巷道会直接威胁被困人
员的生存空间及安全遥

杜兵建当即向指挥部提出改 4号
孔大孔径救生孔为小孔径保障孔袁 接
替 3 号孔保障供给和通信联络的方
案袁 并立即对 3号孔实施封孔堵水措
施袁 得到领导和专家们的支持遥 20
日 18 时 7 分袁 4 号孔透巷袁 新鲜空
气尧通信和给养重新得到保障遥24日袁
随着救援通道被打通袁11名矿工最终
获救遥

野这一切努力没有白费遥冶 杜兵建
舒了一口气遥 正是他当初的建议挽救
了 3号钻孔袁 提前了与井下被困人员
取得联系的时间袁 使其成为第一个施
工成功的生命保障孔遥

没有野光环冶的专家
在救援现场指挥若定的杜兵建袁

平日里却是一个谦和慈祥的长者袁 简
单朴实尧 平易近人袁 丝毫没有专家的
野光环冶遥

66 岁的杜兵建虽是返聘的专家
顾问袁但每天坚持按时上下班遥从笏山
金矿救援现场回来后袁 同事们都以为
他会休息几天袁 没想到第二天他又准
时出现在办公室遥

今年 2月袁 杜兵建成为中国煤炭
地质总局特聘应急救援首席专家遥问
他野专家冶是怎样炼成的袁答案有些意
外遥 他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与
应用数学专业袁 因当时水文地质专业
中缺乏数学人才袁 工作后不久他被委
派到中国矿业大学进修水文地质专
业袁 后因机缘巧合进入了原中煤地质
工程总公司北京大地高科煤层气工程
技术研究院袁 从此与应急救援结下了
不解之缘遥

40多年来袁 杜兵建从事过技术尧
科研尧行政工作袁直至如今的矿山救援
专家袁他始终如一地探索着新知识尧新

技术袁发表专业论文 16 篇袁参与和主
持科研项目 11项袁并将多项钻探新技
术尧新工艺应用于矿山抢险救援工作遥
主持的 叶重大矿难事故救援技术与装
备研究曳项目袁获原国家安监总局科技
进步一等奖曰叶大孔径救援钻孔工艺技
术研究曳 项目获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科
技进步一等奖遥

杜兵建带领大地特勘队积极开展
技术创新袁 主动由灾后应急救援转变
为灾前治理预防袁 形成了空气快速钻
进工艺技术尧 超直井精确中靶技术尧
大口径瓦斯抽放孔施工技术尧 煤矿水
害致灾隐患高效探测与治理技术尧 注
浆加固堵漏技术袁 构建了一套以救援
钻孔准确定位尧 快速钻进尧 大孔径救
援等技术为主的矿山灾害防治与抢险
救援技术体系袁 有效提升了救援技术
能力遥

谈及参与的 20余次救援袁杜兵建
说得最多的就是团队精神袁野没有大地
特勘队这样好的团队袁 没有这样团结

的团队精神袁 救援是不可能完成的遥冶
他在矿山防治水领域带领技术团队研
究出的野煤矿煤层底板加固冶的矿区区
域治理技术和 野大孔径排水孔尧 投料
孔冶的工艺技术袁一直被应用于矿山应
急救援的生命探查和生命救援孔的施
工实践遥十几年来袁他指导和带出了十
多名生产一线的技术骨干袁 一部分年
轻有为的骨干成员已经走上领导岗
位遥每当看到野徒弟们冶领导的生产项
目和主持的科研项目取得成果时袁杜
兵建心里都十分欣慰遥 他也希望继续
为团队中的年轻人做个榜样袁 发挥余
热袁带好徒弟袁传授技术袁让更多的年
轻人快速成长遥

与时间赛跑尧与死神对弈袁看不见
硝烟尧听不到枪炮袁但生与死的考验却
是真真切切的遥一人活着袁就是一个世
界遥人民至上袁生命至上遥杜兵建和大
地特勘队时刻等待着祖国和人民的召
唤袁 在急难险重的战场上创造更多救
援奇迹袁不负生命的千钧重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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