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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大学石油工业训练中心是集实训教学、技能培训、科技研发、技

术合作与服务为一体的“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国家级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中心”，是全校大学生的重要工程实训教学基地、石油科技普及基地、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 

一、石油工业训练中心基本情况 



   目前中心在青岛校区、胶南、东营校区建有三个实训教学基地。训练场地

23000m2，实训教学装备1800余台套。 

   校区工训楼主要承担石油工业实训、部分现代加工技术实训和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 

   胶南实训基地主要承担基础工程实训、部分现场操作实训和大学生职业技能培训等； 

   东营教学基地主要承担与油田生产实际紧密结合专业（石油工程等）的实训任务。    

青岛校区工训楼 东营教学基地 青岛胶南实训基地 



   中心开设10门课程，教学面向全校各专业，每年参加实训学生4000多人，

教学工作量超过45万人时。 

   中心“实践教学为主体、科研开发为依托、学研产一体化建设”模式受

到教育部相关领导、专家的高度肯定，众多教学成果发挥良好示范辐射作用，

引领我国石油工业训练教学的发展。 



二、石油工业训练教学内容体系 



(1) 基础工程训练 

通用加工技术实训 现代加工技术实训 热加工技术实训 

       “金工实习”为省级精品课程 

      ▪ 车、铣、刨、磨、钳等通用加工技术； 

      ▪ 铸造、锻压、焊接、热处理等热加工技术； 

      ▪ 数控加工、电火花加工、激光加工、3D打印等现代加工技术。       



   中心结合学校行业特点，自主研制仿真教学装备，开设石油特色训练科目，将石

油工业知识贯穿于实践教学全过程，使学生得到从地质、勘探、钻井、采油到集输、

炼制等石油工业生产相应环节的基本训练。 

(2) 石油工业实训 

测录井仿真实训 油气注采仿真实训 石油仪器创新实训 井下作业仿真实训 



(3) 综合创新训练 

油气藏实验装备训练 大学生开展创新研究 大学生参加抽油装备研发 

▪ 中心结合教学要求，开设了多个综合型、设计型训练科目； 

▪ 部分学生参与中心的工程项目、课题研究，培养了综合技能和创新能力。 



（4）大学生职业技能培训鉴定 

• 建立了直属山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的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基地；  

▪ 开展的培训鉴定科目已扩展到文、理、石油、新职业的33个工种； 

▪ 已有10000多名大学生通过培训取得中高级职业技能资格证书； 

▪ 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了学生就业竞争能力。 

技能鉴定证书 
技能培训鉴定科目 

序号 培训鉴定科目 序号 培训鉴定科目 序号 培训鉴定科目 

1 数控车工 12 油品化验工 23 项目管理师 

2 数控铣工 13 石油钻井工 24 人力资源师 

3 电焊工 14 采油工 25 电子商务师 

4 车  工 15 集输工 26 企业文化师 

5 钳  工 16 采油地质工 27 秘 书 

6 铣  工 17 井下作业工 28 涉外秘书 

7 刨  工 18 化学检验工 29 ERP工程师认证 

8 加工中心操作工 19 物业管理员 30 物流师 

9 维修电工 20 网络编辑员 31 营销师 

10 汽车维修工 21 广告设计师 32 推销员 

11 化工仪表维修工 22 理财规划师 33 职业指导师 



▪  中心以人才、技术、设备资源，支持学生各项创新活动； 

▪  学生积极参与仿真教学装备及虚拟软件的研发； 

▪  以科技竞赛和创新项目为依托，取得大量成果奖励； 

▪ 全国大学生工训综合能力竞赛，中心代表队获全国一等奖。 

（5）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 

省区赛获得五项第一 获全国大赛一等奖 

大学生进行软件创新 
获全国挑战杯大赛一等奖 

获全国大赛一等奖 

学生创新场地 

全国大赛比赛现场 

全国大赛比赛现场 



  

1）中心对于虚拟仿真教学和技术研究已有多年实践和积累； 

2）中心建设紧密结合“2012教高4号文件”和“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要求； 

3）虚拟仿真教学中心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的进一步延伸，注入新的内容； 

4）通过虚拟仿真实验环境建设，使教学示范中心的条件建设更加全面； 

5）指导思想：科学规划、共享资源、突出重点、提高效益、持续发展； 

6）中心建设原则：虚实结合、相互补充、能实不虚。 

 三、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 

1、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要求 



 三、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 

  2、石油工业训练中心虚拟仿真建设背景 

• 工业生产具有不可及或不可逆、高成本、高污染等特点；虚拟仿真具有形象、直

观、环保等优势； 

• 石油工业生产环境恶劣，大部分工作流程在地层内进行，高温、高压、高风险，

看不见摸不着，采用传统手段进行石油工业实验实训教学非常困难； 

• 虚拟仿真成为石油工业实验实训教学的重要手段。  

  



    中心立足于国家高等工程教育要求和石油行业特色，依托虚拟现实、仿真装备

与多媒体技术，融合多种互动硬件与数据库，对石油勘探开发工业生产工艺流程各

个环节进行模拟仿真，形成独具特色的“五融合、四层次、三模式”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体系。 

3、中心虚拟仿真实训教学体系 



钻井技术仿真模拟操作 

1）产学研结合，自主研发工业化、系统化仿真训练教学装备达100余种； 

2）开发大量软件资源，其中三维动画类实训软件达400多个小时，市值4000万元； 

3）将企业实际流程或最新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使广大师生真正接触生产实际； 

4）虚拟仿真教学装备及软件的应用，使实训教学与工程实际有效融合； 

5）网络及教学信息化平台，满足行业、地方共享及开放教学要求。 

4、虚拟仿真教学资源 



• 对数控加工运行全过程进行仿真，使数控机床操作更加容易； 

• 采用数据库统一管理刀具材料和性能参数库，提供各型号机床多种常用面板，

开展工训教学和职业技能培训教学。 

5、虚拟仿真教学特点 

1）直观、形象，更具可操作性 

数控加工虚拟仿真教学模块 



    虚拟焊接技术仿真工程实训，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及计算机图像实时生成技术，

与焊接场景模拟仿真引擎相结合，在虚拟场景中呈现焊接整个工作过程，达到视

觉效果、听觉效果及操作手感与实际高度逼真。 

焊接技术虚拟仿真教学模块 



       固井作业虚拟仿真实训教学主要采用计算机数据仿真控制系统、软件和系列

仿真教学操作设备，展现石油生产固井作业现场布局、设备操作、工具选定、固

井方法，进行固井作业全过程仿真操作。 

固井作业虚拟仿真实训教学模块 



       装配维修虚拟仿真教学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使用各类交互设备（如鼠标、键

盘、数据手套等），像在真实环境中一样对产品的零部件进行各类装配操作，进

行产品虚拟拆装。在新产品开发、操作培训及维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装配维修虚拟仿真教学模块 



       仪器装备技术虚拟仿真教学通过虚拟仿真技术，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相关工业生

产实验仪器设备的结构、原理、功能及应用，搭建实验仪器工艺流程，完成相关实

验和训练。同时，通过在室内虚拟仿真仪器设备运行环境，进行实验过程验证，指

导现场生产应用。  

仪器装备技术虚拟仿真教学模块 



    地质构造模拟仿真实训教学通过虚拟仿真，模拟亿万年的地质变化，实现地质

构造动态模拟、地质层面拉压、褶皱及油气运移过程动态模拟等现象，全面展示地

质构造的分类、特点及形成机理等，模拟各种地质构造形成过程。 

2）使不可视、不可及的作业场景可视化 

地质构造模拟仿真实训教学模块 



    测录井虚拟仿真实训教学通过录测井作业场景动画、系列仿真教学设备和生

产设备相结合，对地下地质勘探录井、测井相关设备、工艺、操作过程实现全面

仿真。 

测录井虚拟仿真实训教学模块 



   井下作业虚拟仿真实训教学主要由相关仿真操作设备、计算机数据仿真控制系

统、井下作业场景动画、多媒体系统等组成，可以对酸化压裂等作业工具装备及

井下不可视石油工业生产作业流程，实现全方位模拟仿真操作。 

井下作业虚拟仿真实训教学模块 



    安全消防虚拟应急预案演练实训教学以三维模拟场景替代传统二维场景，以开

放式演习方式替代传统表演性演习方式，通过对各类灾害数值模拟、重大事故模拟

和人员行为数值模拟，在虚拟空间中模拟真实情况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人们在

灾害环境中可能做出的各种反应，达到应急演练科学化、智能化。  

3）使不可控、不可逆的场景重复再现化 

安全消防虚拟应急预案演练实训教学模块 



4）使高风险、高污染作业安全环保化 

    修井工程虚拟仿真实训教学以互动形式，全面仿真修井生产中的下放、上提、

打捞、磨铣、整修等操作，避免生产过程的高风险、高污染，安全、环保。 

    天然气净化虚拟仿真实训教学的整个工艺流程按照重庆然气总厂相关系统制作，

真实、可靠，使学生通过仿真操作可以得到真正的工程实际训练。 

修井工程虚拟仿真实训教学模块 天然气净化虚拟仿真实训教学模块 



    油气开采虚拟仿真实训教学主要由油气开采仿真操作设备、计算机数据仿真控

制系统、油气开采作业场景动画、多媒体系统等组成，能够对油气开采作业原理、

设备、工具、流程等进行系统化工业仿真，全面展现油气开采相关设备、工艺技术

及整个过程。 

油气开采虚拟仿真实训教学模块 



    油气集输虚拟仿真实训教学由油气集输设备仿真模型、工艺虚拟软件、虚拟

仿真实训装置等组成。真实展现油气集输地下、地上相关工艺流程并实现互动操

作。完成设备组成、油气输送数据模拟实时采集、运行管理、故障诊断、智能控

制等实训功能。通过微缩模型便于了解生产全景及工艺流程。。 

5）使高成本、大场面作业经济缩放化 

油气集输虚拟仿真实训教学模块 



    钻井工程虚拟仿真实训教学包含钻井工程多个系统，以互动形式，全面仿真钻

井生产中起下钻、钻进、钻井井控、压井工艺等操作，以及井下事故、复杂情况的

多人协同操作等。仿真设备的操作平台与实际设备按照1:1进行设计，平台模型按

照1:40制作，通过数字化模拟仿真，对复杂、高风险、场面大、高成本的钻井生产

进行分析和演练。该模块教学课件获得第13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一等奖。 

钻井工程虚拟仿真实训教学模块 



6）实现工业训练现场实时网络化、远程化 

• 通过网络实现了远程资源共享，全国500多个远程教育站点都可以培训学习； 

• 企业的职工培训学习也可以通过在线来完成远程学习； 

• 通过校园网络，学生可随时对各实训环节进行学习，实现了在线作业和学习。 

• 通过校园网络，学生可以在线参与软件开发等创新活动，为学生参与虚拟仿真软件

开发等活动提供了方便。 



建立特色鲜明的石油工业训练教学体系，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应用 

自主研制大批高科技教学实训实验装备，居世界先进水平 

中心成为实训、创新重要基地，发挥良好辐射作用 

建设成果引起广泛关注，得到中央电视台专题现场直播报道 

1 

2 

3 

4 

 四、特色及示范辐射 



1、建立特色鲜明的石油工业训练教学体系，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应用 

   中心构建的石油工业训练教学体系，实现了教学实训生产化、现场实训教

学化，配套自主研发的教学装备、教材、软件、影像资料，被国内外125个高

校及单位采用。 



2、自主研制大批高科技教学实训实验装备，居世界先进水平 

▪ 自主研发120余种高新技术教学实验装置，填补40多项国内空白； 

▪ 在煤层气、油页岩、水合物等新能源技术开发方面，居于世界先进水平； 

▪ 研发的装备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国内外500多个单位应用； 

▪ 中心成为虚拟仿真教学软件、石油教学实验装备重要研发基地。 



3、中心成为实训、创新重要基地，发挥良好示范辐射作用 

▪ 多次承担部分院校、油田、军区、航母基地及地方人员的实习训练和技术培训； 

▪ 年接待国内外代表团来访交流120多批，每年有7000多人在这里学习、交流； 

▪ 成为创业精神、石油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也成为学校重要对外窗口。 

留学生在中心学习 中小学生在中心学习 航母官兵在中心学习 油田技术人员在中心学习 

中心发挥示范辐射作用 



    中心的实训教学体系及

人才培养模式和建设成果，

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2010年3月12日两会期间，

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以《培

养专业技能、促进大学生就

业》为题，在中心设立直播

现场，对学校及中心的实践

教学成果进行专题报道。 

4、建设成果引起广泛关注，得到中央电视台专题现场直播报道 



         

五、中心下一步发展规划 

• 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专家组高度评价：学校自行研制的实验设备和

虚拟仿真实验辐射到石油石化行业和其他高校，成效突出。 

•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主任吴岩：是国内高校虚拟仿真教学做得

最好的。 



         

以虚拟仿真教学为切入点，以教育技术推动现代教学改革： 

• 进一步丰富和强化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建设； 

• 依托数字化网络平台，继续建设和完善实训教学体系； 

• 虚实结合，实现虚拟仿真教学现场化； 

• 开展全方位开放和自主学习，实现资源远程共享； 

• 出版电子教材，使虚拟仿真成果得到更好的推广应用。 



    建设目标： 

    夯实基础，突出特色，将石油工业训练中心建成为国内领先的

“体系完善、设施先进、运行高效、特色鲜明，具有良好示范和辐

射作用”的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

心，成为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现代化工业训练综合教育基地。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