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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装备承担深海取“冰”重任

和海洋石油、天然气相比，海域可燃冰
的开采就一个字：难。

难点也是一个字：软。
俗话说，柿子要捡软的捏。但可燃冰开

采却最怕“软柿子”。
“可燃冰虽然储量大、分布广，但形成年

代要比石油、天然气晚得多，覆盖它的海底地
层普遍是砂质，现有的海底钻井设备开采它就
好比在‘豆腐上打铁’、用‘金刚钻绣花’，稍有
不慎就会导致大量砂石涌进管道，造成开采失
败。”试采现场指挥部首席科学家、中国地质调
查局“李四光学者”卢海龙说。

全球天然气水合物研发活跃的国家主要
有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和印度
等，各国竞相投入巨资开展天然气水合物试
采，竞争异常激烈。其中，美国、加拿大在
陆地上进行过试采，但效果不理想。日本于
２０１３年在其南海海槽进行了海上试采，但因
出砂等技术问题失败。２０１７年４月日本在同一
海域进行第二次试采，第一口试采井累计产
气３.５万立方米，５月１５日再次因出砂问题而
中止产气。

“与日本相比，我国海域主要属于粉砂
型储层，这也是占全球９０％以上比例的储藏
类型。砂细导致渗透率更差，同时我国的可

燃冰水深大、储层埋层浅，施工难度更大。
我们的突破，对于全世界而言更具有可参考
和借鉴的价值。”卢海龙说。

——— 攻坚克难，首先依赖于“中国理
论”的建立。试采现场指挥部地质组组长陆
敬安说，在多年勘探和陆地研究的基础上，
我国在全球率先建立了可燃冰“两期三型”
成矿理论，指导圈定了找矿有利区，精准锁
定了试开采目标；创立可燃冰“三相控制”
开采理论，应用于试开采模拟和实施方案制
定，确保了试采过程安全可控。

——— 试采的成功，也有赖于“中国技
术”的突破。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局长助
理、试采现场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谢文卫
说，通过这次试采，我国实现可燃冰全流程
试采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形成了国际领先
的新型试采工艺。

——— 试采的成功，也来自“中国装备”的
支持。据介绍，这次试用的钻井平台“蓝鲸一
号”是我国自主制造的“大国重器”，也是世界
最大、钻井深度最深的双井架半潜式钻井平
台，可适用于全球任何深海作业，在试采过程
中，我国科技工作者还开发了大量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工具并实现成功应用。

（据新华社广州５月１８日电）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采“冰”
我国首次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

据新华社广州５月１８日电 可上九天
揽月，可下五洋采“冰”——— ５月１８日，
我国南海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又称“可
燃冰”）试采实现连续１８７个小时的稳定产
气。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海域可燃冰试采成
功，是“中国理论”“中国技术”“中国装备”
所凝结而成的突出成就。中国人民又攀登
上了世界科技的新高峰，将对能源生产和
消费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提起能源，人们想到的往往是煤、
油、气点燃的火炬而不会是冷冷的冰块，
但中国科技工作者已经可以将蕴藏在海底
的“冰块”点燃成熊熊燃烧的火焰，让
“冰火交融”从梦想变成现实。

从５月１０日起，源源不断的天然气从
１２００多米的深海底之下２００多米的底层中
开采上来，点燃了全球最大海上钻探平台
“蓝鲸一号”的喷火装置。这是我国首
次、也是全球首次对资源量占比９０％以
上、开发难度最大的泥质粉砂型储层可燃
冰成功实现试采。

和人们熟悉的海底石油、海底天然气
田相比，可燃冰要神秘得多。但这种由水和
天然气在高压、低温情况下形成的类冰状
结晶物质，却是标准的“高潜力”能源。

它燃烧值高——— １立方米的可燃冰分
解后可释放出约０.８立方米的水和１６４立方
米的天然气，燃烧产生的能量明显高于煤
炭、石油，燃烧污染却又比煤、石油小，

更加清洁环保。
它资源储量丰富——— 可燃冰广泛分布

于全球大洋海域，以及陆地冻土层和极地
下面。估算其资源量相当于全球已探明传
统化石燃料碳总量的两倍。

“可燃冰被各国视为未来石油、天然气
的战略性替代能源，是世界瞩目的战略资

源，对我国能源安全及经济发展也有着重
要意义。”试采现场指挥部总指挥、广州海
洋地质调查局局长叶建良说。

南海海域是我国可燃冰最主要的分布
区，全国可燃冰资源储存量约相当于
１０００亿吨油当量，其中有近８００亿
吨在南海。

一次点火，一次成功——— 这一比率即
使放到已经非常成熟的海洋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领域也堪称靓丽，而这一成功的背
后，是我国海洋地质工作者在天然气水合
物开发上的奋起直追。

和国际上早在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就开
始勘探、研究可燃冰相比，我国的可燃冰
研究起步要晚到１９９８年，但中国科技
工作者只用了不到２０年就完成了从空白
到赶超的全过程。

回顾这一历程，试采现场指挥部办公
室主任邱海峻用“快马加鞭”“奋发图
强”形容可燃冰开采的“中国速度”。他
介绍，在１９９８年立项后，１９９９年我国就开
始了南海和陆地冻土区的可燃冰调查工
作，２００７年就在神狐海域钻获可燃冰，这
使得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印度之后，
第四个通过国家级研发计划在海底钻获可
燃冰的国家。

２０１５年，我国科技工作者在神狐海域
准确定位了两个可燃冰矿体。２０１６年，地质
调查工作人员围绕试采在神狐海域开展钻
探站位８个，全部发现可燃冰。

今年５月１０日９时２０分，神狐海域可燃
冰试采开始，５小时３２分钟后，试采点火
成功。

５月１８日上午，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
明在“蓝鲸一号”上向世界宣布：中国在
神狐海域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

深海取“冰”难在哪
科学家比喻为“在豆腐上打铁、用金刚钻绣花”

□记者 董卿 报道
本报烟台5月18日讯 我国在南海北部神

狐海域进行的可燃冰试采今天获得成功，烟
台企业设计建造的钻井平台“蓝鲸一号”，
承担了此次试采任务。

矗立在蔚蓝海面上的“蓝鲸一号”，是
全球最先进一代超深水双井架半潜式钻井平
台，采用Frigstad D90基础设计，由位于烟
台的中集来福士完成设计、施工、建造和调
试。“蓝鲸一号”堪称庞然大物——— 平台长
117米，宽92 . 7米，高118米，最大作业水深
3658米，最大钻井深度15240米，是目前全球
作业水深、钻井深度最深的半潜式钻井平
台，适用于全球深海作业。

今年3月6日，“蓝鲸1号”从烟台启
航，经过8天的航行顺利到达井位。3月28
日正式开钻，经过40多天的日夜奋战，5月
10日下午2点52分点火成功并持续稳定产

气。此次试采，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率先
采用降压法，改变海底可燃冰的成藏环境
后，将固态可燃冰在海底分解为天然气，
通过采集管道收集至海面。源源不断的天
然气从深海海底之下开采上来，点燃了
“蓝鲸一号”的喷火装置。自5月10日出气
至今，已累计产出超12万立方米、甲烷含
量高达99 . 5%的天然气。

作为全球最先进一代超深水双井架半潜
式钻井平台，“蓝鲸1号”不仅在体量上远超
其他同类资金装备，而且在设计建造过程
中，克服了技术攻关、项目管理、全球采
购、实际作业等诸多挑战。

对于此次试采成功，中集集团CEO兼总
裁麦伯良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深水油气勘探
开发能力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我们深感自豪。
这也是中集集团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国
家高端能源装备实力的重要实践。”

□新华社发
“蓝鲸一号”钻探平台上喷出的火焰。

□记者 魏然 报道
本报济南5月18日讯 今天，记者从山东省纪委监

察厅网站获悉，日前，中共山东省纪委对省政协常委、
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原党组成
员、山东广播电视台原党委书记魏绍水严重违纪问题进
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魏绍水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
组织纪律，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
反廉洁纪律，收受礼金，默许、纵容子女在其管辖范围
内从事营利活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
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魏绍水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
反党的纪律，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
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等有关规定，经中共山东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
共山东省委批准，决定给予魏绍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省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

副主任魏绍水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记者 戚加绚 通讯员 李志强 报道
本报济南5月18日讯 今天上午，济南市轨道交通

R3线首台盾构机“先锋一号”，在R3线丁家东站顺利
始发，这标志着R3线建设正式进入地下施工阶段。下
半年，R3线还将有11台盾构机陆续下井始发。

据介绍，R3线被定义为济南南北方向市域快线，连
接主城东部中心、机场、空港组团等重点片区。其中，一期
工程线路全长21 . 6公里，设站13座，南端设龙洞停车场
一处，北端设济南东车辆段一处。二期工程南起滩头，沿
机场路走行，至遥墙机场，全长约12 . 2公里。

此次“先锋一号”盾构机始发标段为中铁四局承建
的R3线一期工程三标，包含2站2区间，线路总长度约
1 . 83公里，工程造价5 . 41亿元。该标段项目经理介
绍，“先锋一号”盾构机始发后，将先从丁家东站向礼
耕路站掘进，区间掘进总长度约867米；随后再从礼耕
路站继续向南掘进至奥体中心西站，区间掘进总长度为
1392米。按照计划，丁家东站至奥体中心西站地下区间
将于今年12月前后贯通。

济南轨道交通R3线

进入地下施工阶段

□记者 申红 见习记者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5月18日讯 17日，济南交警微信公众号

以视频、动图和照片曝光了10多人乱过马路等违章行
为，截至18日下午点击量已达6万余次。记者从济南市
交警获悉，这是济南交警首次公开曝光闯红灯行人的照
片。随着智能人脸识别系统功能的完善，今后将在每周
五曝光违章行人及车辆的名单及照片。

据介绍，此次曝光的有行人闯红灯、随意横穿马
路、翻越道路隔离设施，以及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
走机动车道等违法违章行为，照片及视频均为路口执勤
交警现场拍摄，济南交警截取了典型的6张照片给予曝
光。被交警现场查处，将面临交通安全教育课30分钟、
路口执勤20分钟和罚款20元这3种处罚方式，违法人需
要从中选择一项。据了解，闯红灯行人被拦下后一般会
主动承认错误，并接受交通规章教育或临时执勤，少数
有急事的会选择罚款20元的处罚方式。

今天下午，记者先后来到经十路、山大路、舜耕路
等几个主干道十字路口，在经十路山大路路口发现有一
位行人身穿黄色交通执勤衣正在执勤。“一看没有车，
就存了一点侥幸心理。别人都走了，我也跟着走吧。”
这位闯红灯被交警拦下选择路口执勤20分钟处罚的行人
告诉记者，当时就是不想多等半分钟。

“宁等三分不抢一秒，千万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
笑。回看那些车祸事故，很多都是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
才发生的。”现场执勤的交警说，存在着侥幸心理的人
有很多，有着法不责众心态的人也很多，我们的处罚教
育，最终还是为了增强行人的交通规则意识。

济南当前正处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关键时期，行
人、非机动车守法率也是一项重要的评价指标，交警部
门开展的路口交通秩序百日提升行动正在进行。“我们
行动的目标，就是处理好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三者
之间对于各自通行空间的矛盾，我们又管它叫‘谈判空
间’，只有三者拥有合理的‘谈判空间’，目前许多交
通违章违法行为，堵车现象都会大幅减少。”交警方面
表示。

此外，济南交通处科研所所长李勇介绍，济南交警
5月初试运行的一套人脸识别自动抓拍系统正在完善当
中，正在与济南市常住人口、临时人口以及山东省常住
人口云数据库进行连接，应用后不但能自动抓拍行人、
机动车违法行为，还能自动获取违法人信息，及时通知
接受处罚。下一步将在经十路、浆水泉路、解放东路、
泺源大街等17个重点路口进行设备安装和调试，预计6
月15日前全部完成。

济南交警：今后每周五

曝光闯红灯行人

济南交警曝光的照片显示，青龙桥路口一名戴
眼镜男子骑电动车闯红灯而去。

可燃冰：

我们都知道水火、冰火不相容，但是你知道可以燃烧的冰块吗

可以燃烧的冰块？

可燃冰是什么？

可燃冰是一种把天然气包裹在神奇的冰状晶格下的

固体结晶物质，多为白色、淡黄色、琥珀色和暗褐

色。学名叫天然气水合物，气体成分主要是甲烷

可燃冰能代替石油吗？

在哪里能够找到可燃冰？

可燃冰可能成为未来石油的理想替代品，

但安全环保开采还有一定难度

在自然界中可燃冰呈固态，勘探开发难度大，涉及到海洋地

质、地球物理等众多学科。如果只是将它从海底一块块搬出，

在从海底到海面的运送过程中，甲烷就会挥发殆尽，同时还会

给大气造成巨大危害，引起严重的“温室效应”

可燃冰中甲烷含量占80%—99 . 9%，燃烧污染比煤、石油、天

然气都小得多，而且储量丰富，全球储量足够人类使用1000

年，因而被视为未来石油、天然气的替代能源

３％分布在极地、冻土
带、内陆海及湖泊

９７％分布在海洋

公众什么时间能使用可燃冰？

预计到2020年前后突破天然气水合物的开发技术，实现能够适应

工业化开发规模的工艺、技术和设备完善。到2030年前后实现天然

气水合物的商业开发，那时可能我们就能使用“燃冰汽车”了

资料：据中国地质调查局网站 制图：巩晓蕾

□记者 晁明春 报道
本报济南5月18日讯 即使是外地户

口，但只要有本科（含）以上学历，有正
式用工合同并连续缴纳半年社保，就可同
济南本地常住户口居民一样享受三成首付
等同等购房政策了。针对4月19日出台的济
南市最新房地产调控政策，济南市相关部
门今天出台实施细则，其中一条就是前述
规定。

同时，对引进海内外的高层次人才，可

由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证明，享
有本地常住户口居民同等购房政策。

关于购房贷款执行时间节点问题，实
施细则明确，购房贷款首付及利率政策以
2017年4月20日零时为界，2017年4月20日
零时之前网签的购房合同，或已取得限购
编号且已交首付款（以银行交款时间为
准）的，可按本次之前的限购政策执行。

据了解，济南市先后于2016年9月28
日、10月2日、12月26日及今年4月19日出
台了四道房地产市场“调控令”，从增加
土地供应、限制开发企业炒作地价到实行
限购、提高首付和贷款利率、扩大限购范
围、限售等方面，层层升级，引导房地产
市场平稳发展。

济南最新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细则

本科生连缴半年社保享户籍待遇

□记者 白晓 报道
本报济南5月18日讯 今天上午，国家统

计局最新发布了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
价格变动情况。在纳入统计的山东4市中，济
南、青岛、烟台和济宁均出现了房价环比上
涨。其中，济南和青岛房价环比涨幅回落。

综合来看，山东4市中，济南从去年10月推
出第一波限购政策后，到去年12月效果初显，
结束了环比连续16个月的增长，去年12月和今
年1月，连续两月环比下跌。今年2月份，房价环
比持平，3月份房价开始抬头上涨0 . 6%，4月份
涨幅为0 . 4%，比3月缩小了0 . 2%。

而在青岛，房价在去年12月份下降0 . 2%
后一直上涨，1－3月房价环比涨幅分别为
0 . 1%、0 . 6%、0 . 9%，涨幅持续扩大。刚刚
发布的4月份青岛房价，环比上涨0 . 3%，涨
幅较上月缩小0 . 6%。

值得注意的是，烟台和济宁的房价近期
一路上涨。其中，烟台房价从2015年11月份
开始连涨 1 8 个月， 4 月份房价环比上涨
0 . 7%，比上月涨幅扩大0 . 1%，同比上涨
6 . 3%。济宁房价从去年8月份开始连续9个月
上涨，4月份房价环比上涨1%，比上月涨幅
扩大0 . 1%。

济青4月房价环比涨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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