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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石油工程教育作为石油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学科专业领域，自 1953

年成立至今，取得了辉煌的办学成就，为我国石油工业发展提供了人才和技术支

持，对石油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石油工程教育的深厚积淀、完备体系、

和鲜明特色，对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发展和优秀工程人才培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本文总结回顾石油工程教育 60 年发展历程及办学经验，旨在对石油高等教育研

究有所裨益，并为石油工程教育未来的改革发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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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是中国石油大学建校 60 周年纪念日，也是中国石

油高等教育创办 60周年纪念日。真正意义上的石油工程教育发端于

1953 年北京石油学院设立的石油钻采系，作为石油高等教育的一个

重要的学科专业领域，60 年来，石油工程教育肩负着为国家油气开

发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的特殊使命，在一代又一代教职工的辛勤耕耘

中，结出了累累硕果，取得了辉煌成就。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为

例，60年来该专业共为国家培养输送石油工程技术人才15000 余名，

承担并完成数以千计的科研任务，一大批优秀毕业生成为行业领军人

才，一大批研究成果对推动行业科技进步产生重大影响，为我国石油

与天然气工业的强盛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石油高等教育的繁荣做

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石油大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站在办学

60 年的历史之巅，总结回顾石油工程教育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

验，对石油工程教育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北京石油学院时期石油工程教育的孕育创立和早期建设

1953 年 10 月北京石油学院正式成立并首批设立石油钻采系、石

油炼制系和石油机械系。在此之前，我国虽有几所石油中专或技工学

校，但高级石油人才的培养仍是空白。在国家石油管理总局和中央教

育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有多个高校在相关专业设立了石油组，动员部

分师生从事石油学科，这为我国石油高等教育孕育了胚胎。1952 年 9

月，以清华大学地质系、采矿系、化工系的石油组为基础，汇合了天

津大学四个系的石油组以及北京大学化工系、燕京大学数学系的师生

力量，建立了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系内设石油钻井专业、石油开采

专业、石油储运专业、石油矿场机械专业、石油炼厂机械专业、石油

炼制专业。1953 年 10 月，北京石油学院正是以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

为基础成立的。石油钻采系下设石油钻井专业、石油开采专业、石油

钻井专修科，设有石油钻井教研室、石油开采教研室、水力学教研室，

初步建设了油层物理实验室。系主任由曾经留学美国又在国内多个油

田担任工程师的被称为“钻井王”的周世尧担任。创立初期，最迫切

的是师资和教材，王檠、周世尧、秦同洛、卢克君等石油管理总局的

专家也被安排加入教师队伍。教材主要靠教师自己编写讲义，教学体

系的建立主要是模仿苏联。自 1954 年之后，先后有两批 3 名苏联专

家来系工作，他们是采油专家吉玛都金诺夫、钻井专家格·米·盖维

尼亚和油田开发专家维·依·舒洛夫。三位苏联专家协助修订教学计

划，开设《油层物理》、《采油工艺技术》、《钻井工程》等课程，并指

导建设了油层物理、采油等实验室。为办好石油高等教育，学校非常



重视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陆续从西北工大、重庆大学等高校引进师

资，另一方面从本校毕业生中选留教师，使教师队伍得到很大改善。

学校在师资紧张的情况下，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出国进修、到矿场实践、

强化俄语培训，努力提高教学水平。1954 年 6 月，在学校的统一领

导下，石油钻井、石油开采两个专业的第一套教学计划制定完成，对

培养目标、专业分工、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和方法等做了明确规定，

对石油工程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从 1953 年至 1970 年，是石油工程教育的创立和早期建设时期。

在这个时期，石油钻采系教师、学生一起开展专业建设，一起开展科

学研究，尤其是在各种政治性献礼工程和大跃进的推动下，加班献点，

不舍昼夜，教材建设和实验室建设突飞猛进，教改活动热火朝天，科

研小组遍地开花，各项工作均处于你追我赶的竞赛热潮之中。据《北

京石油学院报》报道，短短几年时间里，师生学习借鉴苏联石油学科

的培养模式，结合我国实际，积极构建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体系，翻

译了苏联教材多套，自编教材和讲义多套，自制了一大批教学模具。

校园内不仅竖起了可以钻 1200 米深的罗马尼亚贝乌牌实验钻机，而

且油层物理实验室、采油实验室、水力学实验室、钻井教研室资料室

等，都已经建设得比较完备，许多实验实现了自动演示功能，反映了

油田最新技术成果。玉门矿务局地质采油科学研究所还与钻采系签订

了技术互助资料交换协议。1956 年，期满回国的苏联专家吉玛都金

诺夫又联系捐赠了全套《石油业》杂志和《阿塞拜疆石油业》杂志，

为师生开阔学术视野提供了重要资料。据首届 53级校友孙振纯回忆，



当时负责讲授《钻井工程》的周世尧教授，经常在校内井场上课，有

时甚至请油田工程师一起授课，将钻井设计、钻井参数优化、快速钻

进、冬季钻井工艺、事故处理、固井完井等深奥知识，讲授得生动活

泼。学生在二年级进行专业认识实习，三年级进行生产实习，四年级

进行毕业实习，得到了新疆、四川、玉门等油田的大力支持。50 年

代末至 60 年代中，为了教学结合生产，理论联系实际，钻采系师生

分批奔赴川中、松辽、大庆参加石油会战，师生们的出色表现受到了

石油部领导和现场工人师傅们的高度称赞，有的还被中央新闻记录片

厂拍摄了宣传影片。石油会战中形成的勇挑重担、勇于争先、吃苦耐

劳、重视实践、大胆创新的优良传统对后来的石油工程教育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工作影响至深。

北京石油学院时期石油工程教育以教学为主，共培养钻井、采油

专业全日制学生 2700 多名，研究生数十名，还培训了一大批一线技

术人员。这些人才日后多数在石油工业技术和管理岗位上卓有建树，

还有一部分加入石油院校师资队伍并成为教学科研的学术带头人。北

京石油学院时期，石油工程教育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培养石油工程急

需人才的同时，逐渐培养积聚了一批优秀师资，构建了石油工程教育

基本的学科专业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1961

年石油钻采系更名为石油开发系，标志着专业内涵和外延有了新的发

展。1962 年，研究生教育纳入国家计划和石油开发研究室的成立，

标志着科学研究成为办学重要职能。在十几年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

教学科研并重、产学研结合、校内矿场联合的办学模式，传承和发扬



行业精神，成为石油工程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华东石油学院时期石油工程教育的恢复发展和光芒重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学校处于政治运动的“漩涡”，

失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1969 年北京石油学院迁校山东东营，1970

年更名为华东石油学院。受迁校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学校办学几乎

完全瘫痪，学校停止招生，所有教研室改为专业连队，教师全部下到

油田生产一线，石油教育的链条濒临中断。从 1971 年 2 月起，开始

招收工农兵学员，1972 年陆续恢复教研室建制，但在“开门办学”、

“统统开出去”的教育思想指导下，仍难以开展系统规范的教学活动。

广大教师忍辱负重，边接受改造锻炼，边学习积累现场知识，为恢复

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做着必要的准备。在与现场的“三结合”中，一

些教师在科研上自发行动起来，在“严冬料峭”的季节里，朵朵科研

之花悄然开放，并受到了油田一线的欢迎。1978 年，在山东省科学

技术大会上，开发系教师的“6 英寸天然金刚石钻头”、“6 英寸天然

金刚石取芯钻头”获山东省科技奖励。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开发系教

师的“硬地层牙轮钻头”、“聚丙烯酰胺（PAM）泥浆”、“油井防蜡新

工艺”等项目获奖。 “文革”后浴火重生的师生们，在“科学的春

天”里欢呼歌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只争朝夕。从教师到学生，都

有一种誓把耽误的时光补回来的紧迫感。1979 年，石油部在胜利油

田举行喷射钻井、钻头和泥浆三大技术经验交流会，特邀开发系刘希

圣、朱墨等教师作专题报告，受到各油田技术老总们的热烈欢迎。1980

年，石油部又在胜利油田举办为期三个月的“全国钻井工程师学习



班”，开发系胡湘炯、刘希圣、陈庭根、陈立性、朱墨、韩志勇、郭

学增等教师为学习班授课。80 年代初中期，在石油部和国家教委的

支持下，钻井研究室、泥浆研究室、钻井培训中心、华东石油学院北

京研究生部相继成立，钻井工程、油气田开发工程硕士点、博士点获

得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石油部领导多次对开发系教师的研究成果作

出批示，各种新技术培训活动频繁在华东石油学院举办，多名教师成

为石油工程学科组专家，在行业内产生较大影响力。所有这一切，不

仅为广大教师提供了事业的舞台，而且为石油工程教育的快速发展创

造了机会，同时也让这个五六十年代北京石油学院的标志性学科专业

重新焕发出耀眼光辉。

1985 年 10 月，开发系主任沈忠厚在《华东石油学院报》上撰文

指出，开发系未来四年的奋斗目标是，把钻井和采油两个专业办成在

全国领先的专业。一是把两个专业办成全院的重点专业，二是把两个

专业办成具有海洋特色、深井钻井特色和采油方法优选特色的专业。

四年内从战略高度抓好师资队伍的第二梯队，在抓好教改的同时，狠

抓科研改革，要取得一批具有实际价值的科研成果，并且争取在两、

三年内，同国外有关大学建立长远的科研协作关系；坚持贯彻“面向

油田、主攻胜利，狠抓重点，走向世界”的方针。应该说 1985 年的

这个发展目标，第一次从学科专业建设、特色凝练、师资建设、教学

与科研关系、服务面向、国际化水平以及时间进度和水平要求等多维

度进行了设计规划，对石油工程教育未来发展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在这一发展思路和目标的引领下，华东学院时期的石油工程教育发展



很快，标志性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构建了钻井工程、采油工程和油藏

工程的专业布局，实现了本科、硕士、博士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

形成了与行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建立了教学科研服务并重并举的办学

模式，现代信息技术在石油工程中的应用开始起步，国际交流也迈出

了实质性步伐。

三、石油大学时期石油工程教育的重点建设与快速提升

1988 年，华东石油学院更名为石油大学，实行山东、北京两地

办学，中心城市办学和矿区办学的双重优势得以发挥，石油工程本科

教育、研究生教育、科学研究快速发展。石油工程学科专业作为产业

发展和教育服务的龙头专业，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的高度重视和

重点支持。在最早成立的专业建设委员会、厂校合作委员会等组织中，

石油工程专业都是重点成员单位，山东省和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重点学

科建设也最早将钻井工程和油气田开发工程纳入了建设计划。实验室

建设、教材建设、师资建设、校外实习基地建设等，均加强了规划编

制和规范化工作，石油大学的石油工程教育成为全国石油高校的领跑

者和示范区。一批优秀教材被列为通用教材，大量优秀的年轻师资充

实到教师队伍中，多个研究机构得到了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支持。以

刘希圣、沈忠厚、胡湘炯、蔡镜伦、尹宏锦、朱墨、李健鹰等为代表

的钻井、钻头、水射流、岩石力学、钻井化学等研究方向，以葛家理、

张琪、郎兆新、刘尉宁、陈月明、赵福麟等为代表的采油技术、开发

工程、油藏描述、试井解释、油田化学等研究方向成为引领学科发展

的前沿。科学研究的交叉融合、技术创新的综合集成、教育教学的改



革创新、产学研机制的不断推进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反映。行

业办学体制下的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同时行业办学的一些局限性也

逐渐步入遵循教育规律发展的正确轨道。

90 年代初期，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以后，我国经济建设

和改革开放明显提速，石油与天然气需求增速加快，石油工业发展进

入了一个高峰时期，人才和技术需求空前旺盛，石油工程教育迎来了

一次历史性机遇。在后来的几年时间内，石油大学石油工程领域的研

究力量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走向石油主战场，由国家支持、总公司

主导、校企联合、多校联合、多学科联合的技术攻关工作明显加强，

研发投入力度、成果奖励力度等明显加大，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和拔尖

人才的遴选日趋规范，使广大教师工作积极性更加高涨。例如定向井、

丛式井钻井技术、水力机械联合破岩技术、针对枣园油田、胜利油田、

中原油田的综合开发技术等，都是个多方面、多单位、多学科联合攻

关取得的重大成果。1993 年，适应行业发展需要和教育改革要求，

钻井工程、采油工程、油藏工程三个专业改革整合为石油工程专业。

1994 年，钻井工程、油气田开发工程被确定为总公司重点学科。1996

年石油工程专业列入我国“面向 21 世纪高等工程教育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计划”第一批立项项目，从培养方案、教学计划、教材体

系、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方面开展了系统改革与建设。从 1997 年

开始，油气井工程和油气田开发工程两个学科，抓住“211 工程”申

报和立项建设的历史性机遇，规划学科方向，建立学术梯队，加大硬

件投入，培育标志性成果。在油气井工程学科，将钻井流体力学、管



柱力学及井下过程控制、岩石力学、钻井信息开发及应用、钻井液化

学五个方向作为重点研究方向；在油气田开发工程学科，将渗流理论、

油气田开发理论、采油工程理论与技术、采油化学四个方向作为重点

研究方向。这是一次基于国家层面的学科定位和规划，也是一个国家

重点支持和合作共建的过程，为两个学科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进而成

为国内一流学科打下了基础。学科建设步伐明显加快，硬件水平明显

改善，学科实力有了快速提升，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面向行业重大

需求的研究项目逐年增多，多项研究成果获国家奖励，工程院院士、

国家杰青、百千万人才等高层次人才实现了突破。1998 年增设石油

与天然气工程一级学科，2002 年油气井工程和油气田开发工程两个

学科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1 世纪初，石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发生重大变革，石油大学划归教育部管理，办学的目标定位上移。学

术梯队也较好地实现了新老接替，一批 80年代初期毕业的年轻教师

挑起了教育教学和学科建设的大梁。在学校提出的“以学科建设为龙

头”的指导思想指引下，学科建设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真正成为积

聚办学资源、吸引优秀人才、提高教育水平、培育成果人才的重要平

台。

四、中国石油大学时期石油工程教育的繁荣兴旺与走向国际

石油大学时期的重点建设和雄厚积累，为石油工程教育的大发

展、大繁荣、国际化打下了坚实基础。2005 年石油大学更名为中国

石油大学后，学校提出了建设国内著名、石油学科国际一流的高水平

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目标。石油主干学科专业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



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石油工程教育的发展不仅得到了“211 工程”

的继续支持，而且还被纳入国家“985 优势学科创新平台”、“本科教

育质量和改革工程”等一系列重点规划和建设的行列，学科专业建设

迈上新的台阶，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科在教育部多次高校学科评估中

排名第一。石油工程专业被评为国家特色专业，A++专业，全国排名

第一。石油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团队入选国家级教学团队，石油工程专

业的所有核心课程全部成为国家和省级精品课程，石油工程实验教学

中心和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成为国家级中心。“深水钻完井理论与工程

创新团队”和 “复杂油藏开发和提高采收率理论与技术创新团队”

成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油气田开发工程创新团队被评为山东

省优秀创新团队。油气田开发工程学科获批进入高校学科创新引智计

划。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成为山东省特色专业，海洋油气工程专业开

始招生。教师队伍的层次、结构、素质有了很大改善，千人计划特聘

教授、长江学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杰青等高

层次人才陆续涌现，多位教授成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863 主题专家

组、教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国家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等重要学术

组织的专家。拔尖创新人才、卓越工程师、国际化人才和企业订单式

人才等多类型本科教育模式形成。研究生在校生规模达到1000 人。

教育教学积极适应国家能源战略和行业市场变化，本科教育、研究生

教育、留学生教育以及网络与继续教育齐头并进，人才培养取得可喜

成绩，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0以上。科学研究呈现出高端

化、集约化、协同化趋势，形成了40多个稳定的研究方向，在十几



个研究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和特色，牵头或参与承建省部级以上科研机

构 13个，承担了大量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973、863、国家油气

重大专项等重大项目，每年获得研究资助经费2亿多元，在深水钻井

技术、超临界 CO2 钻完井技术、钻井液与固井液技术、高压水射流技

术、复杂油气藏增产增注技术、数值试井技术、多重介质渗流模拟与

描述技术、高含水油田优势通道识别方法与技术、天然气水合物开发

方法与技术、非常规油气藏开发技术、煤层气开采技术、智能油田、

深水立管设计等方向上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国际交流与合作迈出新

步伐，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多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

通过学者互访、学生互派、共建实验室、科研协作等加强交流与合作，

多次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学术影响力明显提升。石油工程教育进

入了全面繁荣与走向国际的新时期。

总结石油工程教育 60 年的发展，笔者认为，在办学思想上始终

以服务国家能源战略为使命，在人才培养上始终以又红又专、既能满

足油田一线要求、又能引领行业发展的优秀人才为目标，在科学研究

上始终以解决实际问题、推动行业技术进步为己任，在办学模式上始

终坚持以产学研紧密结合为特色，在办学定位上始终以做产业支柱、

争世界一流、做更大贡献为奋斗目标。这些宝贵经验值得深入总结和

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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