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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亮点频现，寰球 LNG 发展蹄疾步稳
——记寰球北京公司 LNG 研发团队
谢锦丽 史琳菲

2018 年 11 月 8 日，唐山 LNG
接收站应急调峰保障项目现场一
片欢腾，
继前不久该工程两个储罐
成功升顶后，这一天，又有两台 16
万立储罐同时气顶升成功，
实现了
该容积储罐同日双升的国内首创，
作为总承包商的中国寰球工程有
限公司再次创造了世界 LNG 建设
的新纪录。
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寰
球公司先后完成了液氮、
液化石油
气（LPG）、液态乙烯（LEG）和液化
天然气（LNG）等多个低温液态烃
储运工程。在 LNG 低温工程领域
发展的道路上，
寰球人以科技创新
为引领，以服务质量为保障，以市
场需求谋发展，
创造了一项项骄人
的业绩，奠定了国内 LNG 业界的
领先地位。

启动科技专项
攻克技术难点
21 世纪，随着世界经济低碳、
绿色、环保发展趋势日渐增强，天
然气作为最清洁的化石能源，
已成
为继煤炭、石油后的第三大能源，
并且在能源构成中的份额逐年增
长。
我国液化天然气低温工程业
务起步较晚，
初期的技术需要国外
引 进 ，工 程 建 设 依 靠 外 方 总 包 。
2008 年中国石油决定启动科技专
项，集中优势资源攻关，以寰球公
司主管领导宋少光牵头，
组建黄永
刚、李玉龙为项目负责人的 LNG
专项研发团队，在艰难的创新路
上，
寰球公司的工程师成了第一批
吃螃蟹者。
白改玲，
一位聪慧而又勤奋的
知识女性，
她是寰球公司低温工程
领域的技术领军人物，
同时也是国
家能源液化天然气技术研发中心
总工程师、石油勘察行业设计大
师。她和王红、安小霞等核心成
员，带领技术专家团队，瞄准国际
最先进技术，经过三年多“5+2”、
“白加黑”
的艰苦攻关，
成功突破了
天然气液化工艺技术和关键设备
国产化技术瓶颈，
形成了从天然气
净化、液化、LNG 储存到气化外输
等的成套工艺技术，
大大提升了我

国家级设计大师白改玲获“全国石油和化工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国天然气液化领域科技创新能
力。
《大型液化天然气关键技术开
发及应用项目》荣获 2014 年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科技进步特
等奖。
历数技术创新成果，
总会让人
感慨、兴奋。其一，寰球人开发了
具有自有知识产权、
适用于大中型
天然气液化装置的双循环混合冷
剂液化工艺技术。该技术液化比
功耗降至 12.3 千瓦·天/每吨 LNG，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工艺能
耗低、原料适应性广、设备热效率
高、规模适应性好、运行稳定性强
和操作便捷性优等六大优势，
打破
了该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局面。
其二，
寰球人拥有了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低温液态烃接收及再
气化技术，
其中包括多工况复杂流
程工艺数值模拟、BOG 再冷凝工
艺、低温液态烃储存工艺、气化器
联合运行及液化天然气再气化工
艺、
液化烃装卸船（车）工艺等。
其三，
寰球人拥有了自主知识
产权的大型单包容和全包容低温
储罐的设计建造成套技术，
形成了
2 万立-30 万立容积的 10 余种储罐
系列。郑建华等专家发明了大体
积连续曲面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迭
代计算方法，创立该领域首部《低
温 环 境 混 凝 土 应 用 规 范 GB
51081》标准，
创新形成国家级 LNG
储罐施工安装工法和储罐拱顶气
顶升工法。
其四，
寰球人成功实现了关键
设备国产化。范吉全、
贾琦月等专
家携手国内多家知名材料和装备
制造企业，
自主研制了应用于大中
型 LNG 项目的冷剂压缩机、低温

BOG 压缩机、冷箱、大口径低温阀
门等关键设备，
解决我国低温设备
制造受国外供应商制约的难题。
其五，
寰球人自主创新实现了
9%Ni 钢制造技术的国产化。刘博
等专家与制造厂商一同研究开发
出 LNG 储罐用 9%Ni 低温钢，
并取
得了在 LNG 大型储罐上的成功应
用，大幅度降低了 LNG 储罐的工
程造价。
这些成果的背后，是一桩桩、
一件件、数不清、说不尽的感人故
事，是寰球人在创新、创业道路上
锐意进取、勇于超越、追求卓越的
真实写照。

LNG 成套技术
成功实现工业化
技术创新的核心在于实现成
果转化，
创造实实在在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
2012 年 8 月，首次试点应用我
国自主研发液化技术工艺包及国
产化冷箱等创新成果的安塞项目，
顺利产出合格产品，
标志着寰球公
司 LNG 成套技术成功实现工业化
应用。安塞项目作为当时我国自
主研发、设计、制造和建设的单套
生产能力最大的 LNG 装置，填补
了我国在天然气液化技术上的历
史空白。
2014 年 8 月，泰安 LNG 项目
建成投产。该项目采用寰球公司
自主开发优化的液化技术，
实现了
天然气净化技术、
液化技术及储运
技术系列化和标准化。同时，
冷剂
压缩机及驱动电机、低温 BOG 压
缩机、
冷箱、
DCS 系统、
低温阀门等

关键设备全面实现国产化。该项
目成功验证了国产设备的先进性
和可靠性，
标志着我国天然气液化
技术自主化和设备全面国产化取
得重大突破。
2016 年 11 月，江苏 LNG 二期
工程，我国首个 20 万立全包容预
应力混凝土 LNG 储罐建成投产，
打破了国外工程公司在超大型
LNG 储罐建设领域的垄断地位。
迄今为止，
寰球公司已设计建造 40
余座 LNG 储罐，覆盖全包容混凝
土罐、单包容金属罐、全包容金属
罐等多种类型。
十余年来，寰球公司在 LNG
领域强化技术创新和工程建设各
个阶段的综合管理，
天然气液化技
术成功应用于安塞、泰安等液化
厂，
大型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成套技
术成功应用于江苏如东、河北唐
山、辽宁大连、江苏广汇、江苏江
阴、
广东深圳、
浙江平湖、
浙江玉环
等多个接收站，
先后完成了百余项
国内外大中型 LNG 项目的咨询、
设计、
施工和总承包建设任务。承
建的项目均已实现自主技术、
自主
设计、
自主采购、
自主施工、
自主开
发、自主管理，关键设备国产化率
超过 90%，
建设成本同比国外工程
公司降低近 30%，
节约建设支出近
百亿元，直接经济效益约两百亿
元。

坚持创新驱动
强化品牌优势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
动力，作为国内最早进入 LNG 技

术研究和开发的单位之一，
经过十
余年的长足发展，
寰球公司已成为
国内 LNG 领域最具影响力、最具
实力的工程公司和科研攻关单位。
寰球公司 LNG 业务研发团队
成功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大型 LNG 成
套技术，使寰球公司在大型乙烯、
大型炼油、
大型化肥和大型聚丙烯
等传统产品线的基础上，
又新增了
大型 LNG 产品线的建设实力，为
公司创造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同时
对提升我国清洁能源利用水平、
提
高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中
的比例产生积极影响。
2012 年 2 月，国家能源局“国
家能源液化天然气技术研发中心”
落户寰球，
进一步确立了寰球公司
在国内 LNG 领域的技术领先和主
导地位，
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加广
阔的空间。
寰球公司在此基础上承担了
多项 LNG 及储运领域的科技攻关
任务。累计授权发明专利 36 项，
实用新型专利 53 件，技术秘密 33
项，
LNG 专著 10 部，
获得省部级科
技进步特等奖 1 项、
一等奖 3 项、
专
利奖 6 项，主/参编国家级、行业级
标准 26 项。
寰球人胸怀“奉献清洁能源，
呵护碧水蓝天”的光荣使命，秉承
“业主成功、寰球成功”的企业理
念，
依靠先进的技术、
精细的管理、
优质的服务和实干的作风，
正在向
成为国际一流的 LNG 领域技术提
供商和工程技术服务商、
建设国际
一流的炼化工程综合服务商迈出
稳健而坚毅的步伐。

2016 年 11 月 3 日，中石油江苏 LNG 项目有效容积 20 万立
LNG 储罐一次投产成功。

中老铁路建设者成为老挝学校双语园丁
本报记者 龚友国

2018 年 12 月，
建设中的中老铁路工地一
片繁忙紧张，
高大的桥墩已经矗立在湍急的
湄公河中央，
“铁军”
们爬上高高的塔吊，
在烈
日下挥汗如雨……离工地不远的简陋房屋
中，
一群老挝当地小朋友正聚精会神，
努力听
着讲台上来自中铁八局磨万三标一分部的兼
职老师声情并茂的讲课，
一双双求知若渴的
眼睛专注地看着老师们的每一个动作，
恰似
那觅食的鸟儿，
不放过枝丫中的每一颗
“知识
的果子”
，
学习氛围轻松而又欢乐。
这是中铁八局磨万三标一分部 2018 年
为老挝当地老百姓开设的支教大课堂，
建设
者们在休息的间隙给小朋友们上课的一个

情景。
建设一项工程，
福泽一方。中铁八局总
经理助理夏发宝介绍说，
会富莱中小学校深
居大山，师资力量不足，教育条件相对落
后。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
在老

挝当地会说汉语的不仅很有面子，
还能挣到
钱，有好的发展前程，于是在中老铁路建设
沿线就兴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
在乌多姆塞
省教育厅的积极配合推动下，
中铁八局在该
省学校开设了“会富莱双语大讲堂”，
组织了
项目 8 名优秀青年志愿者组成支教团队开
展教学活动。
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
“老师们”切实结
合当地学生的实际情况，经过反复探讨，确
定了以日常口语、基本地理常识、中老文儿
歌和民俗文化等方面孩子们感兴趣和有助
知识积累的内容。此前，
他们还募集到折合
人民币款项约 32000 元，购买了各年级中老
文教材用书、足球等各种学习用品捐助学
校，
用于学校教育及支教活动。

“会富莱双语课堂”开学后，中铁八局
一分部项目书记龚肃忠都会定期带着“铁
军”老师们准时来到这所学校。
“铁军”老师
们会为自己的课堂精心准备，
向当地老师们
请教教学方法，
深入了解不同学龄段孩子的
学情，与当地老师交流分享教学心得，从而
为孩子们带去量身定制的课堂。
“投身‘一带一路’，努力传播着中国的
文化，外在条件虽然艰苦，但远不及内心的
充实、自豪和快乐”，龚肃忠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里的学生都特别淳
朴，
懂事，
也很善良，
中老铁路的修建关乎当
地人的生活和未来，作为建设者，我们要切
实发扬毗邻友好，
互助守望的‘一带一路’
精
神，
让文化相融，
互助守望，
点亮希望的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