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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伊拉克议会投票决定建立新的国家石油公司 

3 月 5 日，伊拉克议会投票，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国家石油公司来管理其能源

行业1。 

议会成员 Husham al Suhail 表示：这是推进伊拉克能源行业发展的一项意义

重大的法律。协助起草法律的原油分析师 Hamza al-Jawahiri 表示：新公司将成为

伊拉克国内石油公司的保护伞。新公司的职责是管理伊拉克的上游业务，这将为

石油部制定伊拉克能源行业的发展规划与战略留有空间。 

                                                             
1 原文题目：Iraq Parliament Votes To Create National Oil Company 

来源：https://www.epmag.com/iraq-parliament-votes-create-national-oil-company-1687816 

本期概要： 

3 月，伊拉克议会投票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国家石油公司来管理其能源行业。 

    近年来，全球油气行业在不断地加速推进数字化的应用。本月在美国休斯敦

召开的剑桥能源周会议上，OPEC 与 IEA警告目前上游投资过低可能导致未来的

能源危机。 

    前沿研究方面，美国 Exa公司推出 DigitalROCK™数字岩心软件分析平台，

能运用数字成像与模拟技术准确高效地测量岩石的重要特性。丹麦马士基石油与

斯伦贝谢研究利用旋转导向系统提升高温高压井钻进性能。美国 IRIS 与挪威

DRILLWELL研究中心基于高频三轴加速计提出精确测量钻井管道位移的方法。 

    装备研制方面，LINN能源公司利用 DiverterSCAN 技术提高压裂效率。涡

轮钻机能缩短硬质磨蚀性地层的钻井时间并降低钻井成本。美国国民油井华高推

出高级定向钻井服务工具 VectorZIEL™和 VectorEXAKT™ RSS，以及新型井下

测量工具 BlackStream EMS StreamThru。 

    产业动态方面，埃克森美孚预计到 2025 年其上游业务盈利将增长两倍。壳

牌公司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签署了一项在全球范围内合作开发天然气项目的初

步协议。艾默生与道达尔签署 Paradigm E&P 软件长期全球协议。江汉石油工程

测录井公司打破国内水平井施工纪录。 

    在研究快讯中，美国斯伦贝谢与哈里伯顿公司今年分别获得 1 项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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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曾于上世纪 60 年代成立了国家石油公司，然后于 1987 年被并入石油

部。此后多年伊拉克一直想重新成立一个国家石油公司。 

尽管去年 9 月的库尔德独立公投之后巴格达和库尔德地区政府之间持续的

紧张关系，但库尔德地区议员仍然以多数票支持成立新的公司。  

库尔德地区的独立公投后不久，伊拉克中央政府开始掌管在 2014 年落入库

尔德人控制之下的一半油田，包括基尔库克石油城。自从去年十月伊拉克政府军

从库尔德人手中抢回油田控制权，基尔库克的原油销售已经停止。 

目前，伊拉克的原油产量平均每天超过 450 万桶。 （邓阿妹 编译） 

专家评论 

E&P 刊文指出油气行业加速推进数字化应用 

3 月 9 日，油气领域世界知名网站 E&P 指出，全球油气行业正在持续不断

地加速推进数字化的应用，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2。 

自上世纪 90 年代数字化成为热门词汇以后，上游的油气行业似乎真的准备

好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今年 3 月初，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宣布将在挪威卑尔根

（Bergen）开设综合运营支持中心和钻井作业中心，以支持公司在挪威大陆架

（NCS）区域的海上作业。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表示，这两个新中心将有助于提高

挪威海上设施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潜力。除了挪威，全球所有的油气巨头近年来都

在发力布局数字领域。2016 年，道达尔（TOTAL）宣称拥有业内最强的超级计

算机；2017 年 BP 声称拥有“商业研究最强的电脑”，处理速度达每秒 9 千万亿

次浮点运算（9 petaflops）；今年 1 月，埃尼（ENI）表示其 HPC4 系统是业内最

强大的计算系统，峰值计算能力可达 22.4 千万亿次浮点运算（22.4 petaflops）。 

使用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数字化工具有助于提高油气行业的长期生产力和效

率。世界经济论坛（WEF）在与埃森哲（Accenture）的白皮书中估计，数字化

有望为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创造约 1 万亿美元的价值。与此同时，从传感器到云计

算的这些技术成本不断在下降，而通信能力不断增加，使得它们的应用比以往更

加经济可行。 

然而，数字化需要得到授权，至少挪威是这样的。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宣布建

设两个新中心的当天，石油安全管理局（PSA）就发布了采用数字化所带来的健

康、安全和环境（HSE）效应报告，该报告由挪威国际石油协会（IRIS）研究所

制定。报告指出，油气行业目前拥有大量的成熟技术，但是在提高效率与降低成

                                                             
2 原文题目：Oil, Gas Majors Stake Out Their Digital Ground 

来源：https://www.epmag.com/oil-gas-majors-stake-out-their-digital-ground-1688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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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面也面临很大压力，因此需要引入新技术与传统工作方式一起运行。PSA 不

反对数字化，它表示，集成操作、远程操作、雾化、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可

以提高生产力、取代体力劳动，并产生更好的分析来改进决策。然而这些新技术

的应用也会带来相应的挑战，尤其是情境感知、信息安全、人为错误和破坏。行

业必须积极监测数字化带来的风险。关于数字化的使用，虽然支持者和反对者都

有，但数字化在油气行业的不断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称其

综合运营支持中心将于今年夏季开放，为公司运营的油田和设施提供更积极的决

策支持。与此同时，钻井作业中心也将准备在今年秋季支持其首次作业。 

数字化即将到来，而且速度非常快。PSA 正在寻求占领行业制高点，它将特

别关注数字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在行业中的安全性，特别是远程操作在 HSE 方

面的后果。业界也需要认识到数字化将会改变行业运作方式并影响员工的安全。

从长远来看，为适应这些变化可能还需要修改相关法规。（蒋 毅 编译） 

剑桥能源周：欧佩克与国际能源署警告低上游投资 

3 月 5 日，欧佩克（OPEC）和国际能源署（IEA）的领导人在剑桥能源周期

间发布警告，表示目前上游投资过低可能导致未来的能源危机3。 

面对长期的油价下跌，越来越多的生产商转向短周期项目，即美国的轻致密

油，以求生存。石油行业尚未从前所未有的两年投资下滑中恢复过来，尤其在

2015~2016 年每年下降约 25％。 

此外，该机构执行董事 Fatih Birol 表示：国际能源署 2018 年在美国以外的

上游支出几乎没有增长。今年，虽然很多人希望看到强劲的反弹，但只看到了小

幅上涨，大约 6％，远远低于在危机爆发前看到的情况。全球投资情况疲弱仍是

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目前每年都会损失一个北海一般大的石油量，或者说每天

因油田衰退而损失约 300 万桶石油。 

因此，需要更多的投资来抵消这些下降，同时还要满足 IEA 对强劲需求增

长的预测，其中超过 50％来自中国和印度。 

受到亚洲经济增长和美国石油化工行业复苏的推动，IEA 预测到 2023 年全

球石油需求将从 6.9 亿桶/天增加至 10.47 亿桶/天。 

欧佩克秘书长 Mohammad Barkindo 表示：我们已经连续两年看到投资急剧

减少，特别是陆上和海上的长周期项目。正如 Fatih 所说，目前看来 2018 年并不

乐观。Barkindo 帮助协调欧佩克与 24 个非欧佩克国家之间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协议，他表示：希望挽救我们的行业免于崩溃，并呼吁全球石油生产商进一步合

                                                             
3 原文题目：CERAWeek: OPEC, IEA Heads Warn Of Low Upstream Investment 

来源：https://www.epmag.com/ceraweek-opec-iea-upstream-investment-1688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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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全球行业需要关注这一新出现的威胁，因为我们正在播种未来能源危机的种

子，这种危机不符合全球经济的利益。（王胜兰 编译） 

前沿研究 

美国 Exa 公司推出 DigitalROCK 数字岩心分析实验室 

2018 年，美国 Exa 公司推出 DigitalROCK™数字岩心软件分析平台，能运用

数字成像与模拟技术来准确高效地测量重要的岩石特性4。利用该分析平台，多

相相对渗透率与毛细管压力结果可以在几天内获得，而不需要等待几个月的物理

实验室测试。并且，该平台能够更快获得更多的数据减少不确定性，改进油藏建

模，并能够提供关键的现场规划与工程决策。 

技术可靠 

DigitalROCK 采用 Exa 公司一流的离散格子玻尔兹曼物理学技术，为相对渗

透率的数字孔径模拟提供了第一个可靠的预测技术。在与 BP 达成为期三年的合

作伙伴关系期间，共同开发并广泛验证了利用储层岩石精确模拟两相流（如油与

水）的能力。 

无与伦比的用户体验 

作为基于网络的云端应用程序，DigitalROCK 简化的工作流程可以轻松高效

地将图像转换为结果，为地质学家与油藏工程师提供所需的前所未有的油藏岩石

数据。软件平台用户界面简单直观，采用云传输避免了基础设施、硬件与 IT 问

题，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前期费用。 

作业效率 

这种数字方法大大缩短了分析时间，使敏感性与假设研究能够更全面地评估

具体岩石与流体系统的性质会如何影响结

果。这对于评估提高采收率方法的潜力，为

现有的实验室测试数据提供质量保证以及

界定与润湿性等变量相关的不确定性是特

别有用的。使用 DigitalROCK 来建立岩石数

据的数字化目录，此目录可在任何地方访问，

而且不会发生实际岩心样本可能剥蚀的风

险。                                   图 1. DigitalROCK 软件平台功能特点 

                                                             
4 原文题目：THE DIGITAL CORE ANALYSIS LAB 

来源：http://info.exacorp-news.com/rs/102-GGM-169/images/DigitalROCK%20Product%20 

Brief%2020171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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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性的岩石性质分析 

从岩石到结果的最快路径，DigitalROCK 方法首先对完整岩心、侧壁/旋转岩

心、甚至岩屑进行成像。然后上传图像，并运行所选定的分析，能够轻松的浏览

结果以查看计算的岩石物理属性与 3D 可视化效果。（刘雯瑾 编译） 

丹麦马士基石油等企业利用旋转导向系统提升高温高压井

钻进性能 

3 月，丹麦马士基石油公司（Maersk Oil）、斯伦贝谢（Schlumberger）联合

在《IADC/SPE 钻井技术和展览会》（IADC/SPE Drilling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上发表研究成果《利用小于 26×36 英寸扩孔器的旋转导向系统来提升高温高压钻

井井头的钻进性能》（HPHT Wells Spudded Utilising a Rotary Steerable System 

Below a 26-in × 36-in Hole Opener to Improve Tophole Drilling Performance）5，该

研究的结果和经验能提高 Culzean 油田 36 英寸钻井井头的钻进性能。 

要实现在不到 4 天的时间内按顺序的原则钻探 7 个 36 英寸井头的钻井，这

对于快速鉴别操作、改变设备性能及适应需求变化带来了巨大挑战。通常，第一

口钻井不存在操作问题，然而该地区的机械钻速（ROP）却低于预期。当钻第二

口及第三口井时，钻孔倾角将会增加，因此需要进行绞孔以降低观测倾角。不过

额外的绞孔操作会对 26×36 英寸的扩孔器带来损伤。由于绞孔会影响操作效率和

设备，因此需要安装一个重新设计的井底钻具组合（BHA）。为了保持垂直状态，

工程师在 17.5 英寸的钻头和 26×36 英寸的扩孔器之间增加了 17.5 英寸的旋转导

向系统（RSS），然后将该 RSS 用于随后的三个钻井工作中，从而使钻井效率比

基准井提高了 24%。 （魏 凤 编译） 

IRIS 与 DRILLWELL 提出精确测量钻井管道位移的方法 

3 月，美国 IRIS6与挪威 DRILLWELL7研究中心在《IADC/SPE 钻井技术和

展览会》（IADC/SPE Drilling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上发表研究成果《基于

高频三轴加速计测量的管道位移重建研究》（Reconstruction of Pipe Displacement 

                                                             
5 参考文献：K. B. Hyland, M. Laing, G. Mathieson, etal. HPHT Wells Spudded Utilising a Rotary 

Steerable System Below a 26-in × 36-in Hole Opener to Improve Tophole Drilling Performance. 

IADC/SPE Drilling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Society of Petroleum Engineers, 2018,3:1-11. 

doi.org/10.2118/189639-MS 

网址：https://www.onepetro.org/conference-paper/SPE-189639-MS 
6 IRIS：全称 Incorporated Research Institutions for Seismology，是美国地震学合作研究协会。 
7 DRILLWELL：于 2010 年成立，名为“提高采收率的钻井研究中心”，2011 年获得挪威研

究理事会创新研究中心（SFI）的认证。 



智能导钻专项研究团队                                              智能导钻快报 2018 年第 03 期 

6 

Based on High-Frequency Triaxial Accelerometer Measurements）8，提出了一种精

确测量钻井位移的计算方法。 

井底钻具组合（BHA）的剧烈振动可能会对钻头及其部件带来永久性伤害，

如随钻测量（MWD）工具或旋转导向系统（RSS）。钻柱上的钻具接头可能会被

钻柱的高速涡流所伤害，钻杆对地层的重复冲击可能是井道不稳定的根源，也可

能是造成钻杆高速遥测通信系统故障的根源。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更好

地了解管道如何在井筒中移动。在不同位置记录的高频三轴加速度计测量结果需

要在一个参照系内进行，受到离心力、加速度等复杂影响，不可能是一个固定参

照系。为了确定钻井管道的真实位移，该研究提出了一种计算加速计位移的数值

方法对位置进行精确控制，同时还研制了一种实验装置来验证数值模型，并开发

了一种减少位移测量不确定度的冗余测量方法。 （魏 凤 编译） 

中石化石油工程研究院研究井眼轨迹模型的定量识别方法 

3月 6日，中石化石油工程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在《石油勘探与开发》（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上发表了题为《井眼轨迹模型的定量识别方法》

（Quantitative recognition method for borehole trajectory models）的研究成果9。该

研究得到了中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7ZX05005-005）的资助。 

为了准确计算钻井轨迹，该研究提出定量识别井眼轨迹模型的方法，并进行

案例分析。由于测深数据提供了除倾角和方位角以外的刀具面角测量值，提出了

基于工具面角识别井眼轨迹模型的技术方法。基于可操纵钻井工具的定向偏转机

理，建立了通用的刀具面角方程，并利用各种井眼轨迹模型的特征参数来计算刀

具面角。然后，通过对理论值与工具面角测量值之间的误差进行评估，可以选择

最符合实际井轨迹的轨迹模型。井眼轨迹模型识别提供了测量计算方法的定量评

价指标和选择依据，可以避免主观和随机选择测量计算方法，从而提高井眼轨迹

的监测精度与可靠性。（刘雯瑾 编译） 

美国纳伯斯钻井公司研究实时井下数据 

2018 年，纳伯斯钻井公司（Nabors Drilling Solutions）的研究人员在

                                                             
8 参考文献：Eric Cayeux. Reconstruction of Pipe Displacement Based on High-Frequency 

Triaxial Accelerometer Measurements. IADC/SPE Drilling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Society of 

Petroleum Engineers, 2018, 3:1-30. doi.org/10.2118/189618-MS 

网址：https://www.onepetro.org/conference-paper/SPE-189618-MS 
9 参考文献：Xiushan, L. I. U. Quantitative recognition method for borehole trajectory models.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45.1 (2018): 154-158. 

https://doi.org/10.1016/S1876-3804(18)30015-6 

网址：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876380418300156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18763804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1876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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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DC/SPE 钻井技术和展览会》（IADC/SPE Drilling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上发表了题为《实时井下数据解决钻井岩性问题》（Real-Time Downhole Data 

Resolves Lithology Related Drilling Behavior）的研究成果10。 

利用方位角伽马成像、连续倾角和井下弯矩测量等方法来了解薄层页岩岩性，

同时在目标地层中保持井筒，从而提高放置和钻削时间。在美国米德兰盆地的六

口井中，对这种方法的仔细研究表明，利用稳定的井底钻具组合(BHA)，水平钻

井可以使井筒上方和下方岩层的硬度形成一种“锁定”现象。通过对实时井下测量

的正确解译，钻孔者能够在目标区域保持良好的路径，并进行最小的滑动钻削。

"锁定" 现象最有效地用于薄层是均匀和横向连续的沃尔夫坎普的形成。这种现

象在沃尔夫坎普 B 中无法有效地利用, 其地理上与沃尔夫坎普 A 相比属于更高

能量沉积的产物。（刘雯瑾 编译） 

装备研制 

LINN 能源公司利用 DiverterSCAN 技术提高压裂效率 

3 月 1 日，E&P 网站报道一种新的、更快的导流设计评估方法 DiverterSCAN

已经商业化11，该技术可以提供近实时评估，以确保水力压裂激发出多个射孔簇。

LINN 能源公司获得了第一个近实时的结果，提高了水力压裂效率。 

新技术的研发者为 Reveal Energy Services 公司，它是挪威国家石油技术投资

公司在 2016 年创建的分支公司，该公司的五种服务由压力裂缝图提供支持。这

些裂缝图能帮助作业者更好地理解裂缝几何形态、支撑剂分布、射孔簇、衰减边

界和导流。通常，一口钻探井用于水力压裂，里面充满流体，并在邻近布置一口

监测井，在井口安装压力表。由于液体泄漏的新裂缝会在监测井中产生应力场压

力响应，Reveal Energy Services 公司能够计算出基于压力的裂缝图。该图是使用

完全耦合的 3D 模型计算的，能够将建模的压力响应与监测井中观测到的压力响

应进行比较。 

操作员有兴趣快速了解裂缝图将如何显示其在 Scoop/Stack 中的导流设计。

导流器材料通常是化学制品、纤维和颗粒的组合，可以形成一个临时塞子，将流

体从一个射孔簇转移到另一个簇，目的是提高射孔簇效率以及特定阶段产生的裂

                                                             
10 参考文献：Viens, Christopher, et al. Real-Time Downhole Data Resolves Lithology Related 

Drilling Behavior. IADC/SPE Drilling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Society of Petroleum 

Engineers, 2018. https://doi.org/10.2118/189697-MS 

网址：https://www.onepetro.org/conference-paper/SPE-189697-MS 
11 原文题目：Improving Efficiency With Near Real-time Diversion Design Evaluation 

来源：https://www.epmag.com/improving-efficiency-near-real-time-diversion-design-evaluation- 

168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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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的数量和几何形状。在进行水力压裂作业之前，一名完井工程师设计导流器下

降（diverter drop）的体积、速率、浓度和时间。由于关于裂缝宽度和复杂性的

知识有限，因此对地理区域的经验至关重要。如果操作不能实现充分的导流，工

程师可以试验不同的设计。试验过程通常分布在多个钻井，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

间才能确定最佳设计。确定最佳导流设计的延迟是 Reveal Energy Services 创造

DiverterSCAN 技术的关键原因。Reveal Energy Services 公司运营副总裁兼首席科

学家 Erica Coenen 表示，DiverterSCAN 技术可以通过近实时地观察裂缝增长速

率来看到正确导流设计的结果，为完井工程师提供一种能够快速确定导流设计成

功或失败的工具。 

这种新型的导流诊断工具的诊断速度比传统的用于监测水力压裂激发的方

法快得多，如温度和生产测井、放射性示踪剂、井下成像、测斜仪测量和微震监

测。DiverterSCAN 技术利用监测井中测得的压力响应以及压裂井的破裂情况来

查看井中最大裂缝的增长率。如图 2 所示，成功的导流器导致最大裂缝的发展停

止，而不成功的导流器则允许最大的主控裂缝继续增长。 

 

图 2. 使用 DiverterSCAN 技术将失败导流与成功导流进行对比 

导流器下降的目的是迫使流体进入所有的射孔簇，从而激发完全压裂。然而

在典型的压裂井中，只有 40%至 50%的簇被有效激发并进行生产。因此有很大

提升空间来提高完井与射孔簇效率。 

LINN 能源公司正在测试几种导流设计，并评估每种导流设计在整个实施过

程中的有效性。在 LINN 开始压裂之前，Reveal Energy Services 与运营商的完井

工程师合作开发了一个全面的数据采集计划，该计划考虑了计划的压裂顺序和任

何现场操作约束条件，如拉链压裂流形和高架起重机的延伸范围。数据采集计划

已包含在文件操作指南中。实时数据流被设置为传输泵送数据（压力、速率和支

撑剂浓度）和井口压力补偿数据到 Reveal Energy Services 的办公室。一旦压裂在

给定阶段结束，内部的地质学家和工程师团队完成了数据处理并评估了单个导流

器下降的有效性。团队通常在完成一个阶段后的 2 小时内将结果传达给操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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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些结果，操作员调整并修改随后的导流方案，从而确定剩余阶段最有效的

导流设计。（蒋 毅 编译） 

涡轮钻机能缩短硬质磨蚀性地层的钻井时间并降低成本 

2 月 28 日的报道显示：在坚硬和粗糙的岩层中钻井对操作者来说是一个重

大的挑战。“硬岩”通常被定义为具有“极限抗压强度大于 20000 psi”的岩石。

这种环境下钻井具有低机械钻速（ROP）、高振动的特点，增加了井下钻具组合

（BHA）部件故障、以及频繁更换钻头和泥浆马达的风险，这些都增加了钻井

作业的成本12。 

通常情况下，在这些恶劣的环境中，由正位移泥浆马达（positive displacement 

mud motors，PDM）和多晶金刚石复合片（polycrystalline diamond compact，PDC）

钻头组成的旋转组件和井底钻具组合（bottom hole assemblies，BHA）无法长久

运行，可靠性有待商榷。 

涡轮钻机（turbodrills）往往被错误地认为不是解决这些钻井问题的可行性

方案。通常情况下运营商常常认为涡轮钻机的运行速度过高，而选择便宜、用途

更广的传统的泥浆马达，然而这被证明是一种错误的选择。Turbodrills 具有几项

优势，使得它们特别适合钻探坚硬和磨蚀的

地层，并且性价比比其他工具要高。 

例如，Halliburton Sperry Drilling 公司的

涡轮钻具（图 3）具有几个独特的特性，使操

作者能够更有效地对坚硬和粗糙的岩层进行

钻孔，以较少的运行时间达到目标深度（target 

depth，TD），消除了非生产时间（nonproductive 

time，NPT）、降低了每英尺的成本。          图 3. 涡轮钻具和金刚石浸渍钻头 

支持提速的动力系统 

涡轮钻机的驱动系统非常强大，能够在最恶劣的钻井环境中长时间可靠运行。

鉴于相同的水力条件，涡轮钻机能够产生比其他井下驱动系统高得多的井下钻探

功率，这是由于涡轮叶片驱动系统能够高效地将液压能转换成钻头处的机械旋转

能。这种高功率的输出主要以高转速和低扭矩的形式出现，结合了金刚石浸渍钻

头的低切割深度，能够在坚硬和磨蚀性地层中进行非常有效的钻削过程。由于没

有与任何移动部件接触，除了轴承表面和全金属结构，涡轮钻机将继续在整个运

                                                             
12 原文题目：Turbodrills reduce well time and deliver lower cost per foot in hard and abrasive 

formations 

来源：http://www.worldoil.com/magazine/2018/february-2018/features/turbodrills-reduce-well- 

time-and-deliver-lower-cost-per-foot-in-hard-and-abrasive-form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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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程中以最高效率运行，并且不受会降低 PDM 性能条件（如高温和定子磨损）

的影响。这种操作效率和耐用性使操作人员可以在底部继续使用 BHA 钻探，延

长钻孔时间，并显著减少与钻头和电机更换有关的 NPT，涡轮钻具运行超过 300

小时。 

控制系统匹配 

与 PDC 容积式马达钻头相比，配有金刚石浸渍钻头（图 4）的涡轮钻机具

有出众的工具面控制。它们具有同心和轴向平衡设计的特点，可以忽略内部振动，

有助于防止随钻测量和其他 BHA 部件故障。由于较低的反作用力矩和较低的内

部振动，刀具表面波动非常小，可以提供一致且可预测的刀具面，从而提高可操

纵性和 ROP 的平滑性。为了延长钻头使用寿命，该厂商通过其独特的客户界面

设计（Design at the Customer 

Interface，DatCI）为应用提供定制钻

头。采用正确的钻头设计，能够产生

更平滑、更同心的井眼，能够降低弯

曲度，减少了水泥塞脱落和套管问题，

同时改善了井眼清洁和测井条件。              图 4. 金刚石浸渍钻头 

努力提高强度和灵活性 

涡轮钻具结合了轴承设计方面的最新进展，包括碳化钨（tungsten carbide 

insert，TCI）径向轴承（图 5）和 PDC 金刚石

推力轴承（图6），故障平均间隔时间（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MTBF）超过 8,000 小时。它

们有四种尺寸可供选择，涵盖 5.625 英寸到

17.5 英寸的尺寸范围。利用 50％线型轴向进气

叶片可在较宽的流量范围内高效运行，因此几

乎在所有应用中都可以使用单叶片设计，并     图 5. 碳化钨（TCI）径向轴承 

且只需一个动力部分即可缩短处理时间，提高安全性，降低维修成本并减少钻孔

损坏（lost in hole，LIH）的成本，并允许随

钻测井（LWD）和靠近钻头的定向传感器的

放置。其他涡轮机操作员可能会使用多种叶

片设计，甚至是同一应用类型的多个功率部

分。                                         图 6.  PDC 金刚石止推轴承 

专利设计减轻 LIH 事件 

在坚硬和磨损的应用中，钻头咬住的风险很高，Turbopower 涡轮钻机采用

Halliburton 专利的抗钻压设计（ASD）轴承部分，以防止钻头卡钻。如图 7a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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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作为对现有井下离合器机构的改进设计，ASD 涡轮机不会在井下引入额外

的机械部件。当配置了短规格的钻头时，ASD 可以最小化与钻井孔的钻头接触，

减少由于钻头咬住而造成的钻孔事故，并且提高无震动的能力，从而显著减少

NPT 和钻井时间。 

自 2009 年推出以来，ASD 涡轮机已在全球许多地区使用，钻井超过 285 次，

钻井近 12 万英尺。在 2009 年至 2016 年期间，从未出现由于钻头堵塞造成 ASD

涡轮损失的事故，而行业数据估计每年有 3 到 4 个涡轮 BHA 钻孔损坏。 

方向控制和可转向性 

为了实现精确的方向控制和钻井时的可操纵性，该服务公司提供了业内首款

也是唯一一款采用钻头倾斜（ABI，At-Bit-Inclination）的涡轮钻机。如图 7b 所

示，倾斜传感器靠近钻头，操作人员可以更快、更准确地将钻井定位在计划位置。

使用 ABI 的 Turbodrills 可减少井眼校正的停机时间。 

                

(a)                                      (b) 

图 7 a.标准涡轮钻机（左）与 Turbopower ASD 涡轮钻机（右）；b.Turbopower 涡轮钻机的

ABI 电子部分 

降低每英尺的钻井成本 

涡轮钻机在坚硬和磨蚀性的岩层中钻孔具有较低的成本。在一个案例中，一

名在卡塔尔深水作业的客户呼吁 Halliburton Sperry Drilling 提供一种解决方案，

以钻通坚硬且具有磨损性的 Khuff 地层。这位客户使用泥浆马达和带 PDC 钻头

的旋转组件组合运行了 6 次，并且在两周内钻了 260 米，每英尺的成本超过了

3900 美元。之后，该服务公司设计了一种新的钻井解决方案，包括与钻石浸渍

钻头相匹配的 Turbopower 涡轮钻具，以钻进剩余的 455 米。结果表明，剩余部

分的钻井成本为每英尺 1846 美元；即每英尺成本降低超过 2000 美元。与传统钻

井应用相比，利用 Turbopower 涡轮钻机完成该部分的用户，最终节省了 310 万

美元的成本。 

总结 

涡轮钻机具有高机械功率、运行速度好和可靠性高等优点。钻探时温度适宜、

压力抗扰度较好，同时具备低振动和出色的转向性，不仅能够显著延长工具的使



智能导钻专项研究团队                                              智能导钻快报 2018 年第 03 期 

12 

用寿命，而且能够钻出高质量的钻孔。此外，它还能减少钻井时间、降低硬质和

磨蚀性地层每英尺的钻井成本，帮助运营商提高投资回报率。（蒋 毅 侯鑫鑫 编译） 

美国国民油井华高推出高级定向钻井服务工具 

2 月 16 日，美国国民油井华高（NOV，National Oilwell Varco）报道，为了

更好地提供定向钻井服务，NOV 增加了 VectorZIEL™和 VectorEXAKT™ RSS 来

扩展旋转导向系统（RSS）的产品线13。 

VectorZIEL 和 VectorEXAKT RSS 平台最初是在 30 多年前开发的，用于精密

钻探深立井井筒，适用于石油和天然气领域。自它们发布以来，在垂直、定向和

水平井中已经提供了符合行业标准的转向性能，并适用于所有常见的孔洞尺寸。 

两种系统均采用业界领先的 Tolteq™泥浆脉冲器，并可与 NOV 对称传播电

阻率 LWD 工具相结合，以进行更多的实时地层评估测量。 

VectorEXAKT RSS 专为垂直钻井作业的高性能而设计。该系统能够通过连

续转向保持航向，并且当与垂直方向有偏差时，系统会自动回转。还可以在电机

下运行 VectorEXAKT 系统，以进行高性能钻井。其高渗透率、精确的垂直度控

制以及强大的设计使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VectorZIEL RSS 是用于三维钻井的自动转向工具，可提供更高的机械钻速，

改进钻屑清除和精确的轨迹控制。该系统即使在要求最苛刻的钻孔中也能提供可

靠和精确的方向控制。（侯鑫鑫 编译） 

美国国民油井华高刊文介绍 BlackStream 新型井下测量工具 

2018 年，美国国民油井华高（National Oilwell Varco）报道，BlackStream™

增强型测量系统（EMS）系列中新一款改良工具——StreamThru 工具，可以用于

钻井数据采集，工具尺寸有 6.75 英寸和 8.25 英寸两种类型14。 

BlackStream 增强系统工具在占地面积、物理设计、传感器和数据捕获技术

方面与传统的BlackStream EMS工具类似。其下部连接处整合了一个 IntelliServ™

线圈，而以前的只有一个线圈嵌入到工具箱连接中，这有效地阻止了有线钻杆网

络连接到位于 EMS 下面的任何工具。BlackStream EMS StreamThru 工具底部增

                                                             
13 原文题目 The tools you need to offer high-tier directional drilling services 

来源：http://www.natoil.com/News_and_Events/News/News_Article_Detail/The_tools_you_ 

need_to_offer_high-tier_directional_drilling_services.aspx 
14 原文题目：BlackStream EMS StreamThru Tools 

来源：https://www.nov.com/Segments/Wellbore_Technologies/ReedHycalog/eVolve_Optimizatio

n_Service/BlackStream_Tools_and_Automation_Solutions/BlackStream_EMS/BlackStream_EM

S_StreamThru_Tool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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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电缆线圈后实现了数据测量和传输至地面的并行处理模式。这一突破消除了由

于缺乏底部连接而使 EMS 工具设计对有线钻杆网络产生的限制。此外，它不仅

允许将多个 BlackStream 工具的组合沿着有线钻杆串联运行，而且还允许其他第

三方有线钻杆工具的安置。 

新工具有以下特性与优点： 

 允许通过 IntelliServ 有线钻杆网络进行并行记录与实时遥测； 

 以高达 80 Hz 的频率传输数据到地面； 

 每 2.56 秒将统计数据（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标准偏差）记录到存

储器中； 

 记录井下工具重量、井下扭矩、双轴弯曲、旋转角度、三轴振动、环空

压力、内部压力和温度； 

 记录数据可以缓解/优化诸如重心转移、管柱蠕动和井眼曲折等； 

 针对特殊需求，有两种材料可选：标准的非磁性材料应用和硫化氢“酸

性服务”气体钻井应用。   （丰米宁 编译）  

挪威 HydraWell 研发新型堵塞和废弃油气井技术 

3 月 1 日，知名网站 E&P 报道挪威 HydraWell 公司研发了一种技术，大大节

省了堵塞和废弃油气井的时间和成本15。 

在过去 50 年中钻探的一批油气井将达到有效使用期限。 这些井需要以安全

的方式堵塞和废弃，以避免对石油公司产生高昂的债务。然而，堵塞和废弃需要

付出多余但是必要的行业成本。在这项活动中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将为石油公司

和纳税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活动都是通过政府财政

制度补贴的。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断面铣削一直是石油公司在缺乏环空完整性的情况

下堵塞油气井的首选方法。该方法通过铣削操作去除一段套管，安装用于液压隔

离目的的岩石塞。在研磨套管段之后，通过清除切屑和其他碎屑来清理井。新的

地层暴露后，在该部分放置平衡的水泥塞。但是，这是一种耗时且难以安全有效

执行的方法。 

切割新方法  

HydraWell 致力于研发一项新技术，通过多活动工具组合以提高操作效率。

由此产生了专有的单行程穿孔、清洗、水泥（PWC）技术。该公司的 HydraHemera

系统由三部分组成。放置在组件底部的是第三方提供的穿孔枪。位于射孔枪上方

                                                             
15 原文题目：Cutting Plugging Costs    

来源：https://www.epmag.com/cutting-plugging-costs-168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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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喷射工具，然后是固井工具。 

喷射工具清洗并清除穿孔外壳后面的环状物中的碎屑。该工具具有不规则角

度喷射喷嘴，并设计了最佳流体速度和套管清洗效率。喷嘴穿透并彻底清洁单个

或多个穿孔的套管。在这个过程中，碎屑、旧泥浆和水泥痕迹被清洁流体所取代。

在将堵塞材料放置在横截面中之前，喷射工具确保套管中的清洁情况。喷射完成

后，用落球机构激活固井工具。这使得在多套管的整个剖面上放置阻挡层材料，

并在井中建立一个适当的岩石屏障。另外，PWC 系统还创建了一个可以验证的

遗弃插件。在放置屏障材料后，可以钻出插件并进行水泥粘合测井，以提供完整

性验证。在井的剖面上，HydraHemera 喷射工具显示清洗和清理套管后穿孔套管

后面的碎屑。 

节省时间和成本 

康菲石油是 2010 年在北海的 Ekofisk 油田使用该技术的第一家公司。在 2016

年挪威即插即用论坛期间，康菲石油表示其在堵塞和废弃（P&A）方面取得了

70%的提高。Ekofisk Alpha 油田基于每口井节省的作业天数，从而提前一年完成

了 P&A 活动，为运营商节省了大量成本。 

自引进 PWC 系统以来，16 家运营商已经接受并使用了该技术，在全球安装

了 220 多个插件。PWC 系统经反复验证得出，它能够在两到三天内堵塞海上油

井，而不是传统堵塞方法（如铣削）所需的 10 到 14 天。 

英国石油公司在 2016 年的论坛上也表示，它在北海 Valhall 油田平均每口钻

井天数减少了 45%。它还将平均每口井作业成本降低 35%，并在原计划用于 6

口井的钻机合同期间堵塞和废弃 13 口井。这些效益的提高都得益于 HydraWell

的支持。（丰米宁 编译） 

美国 Sanvean Technologies 公司研发新型旋转导向系统 

3 月，美国 Sanvean Technologies 公司的研究人员在《IADC/SPE 钻井技术和

展览会》（IADC/SPE Drilling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上发表题为《新型旋转

导向系统专为北美的垂直井和微调井应用而设计》（A New Rotary-Steerable 

System Designed for Vertical and Nudge Applications in North America Pad 

Development Drilling）的研究成果16。 

                                                             
16 参考文献：Jones, Steve, et al. "A New Rotary-Steerable System Designed for Vertical and 

Nudge Applications in North America Pad Development Drilling." IADC/SPE Drilling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Society of Petroleum Engineers, 2018.  

https://doi.org/10.2118/189705-MS 

网址：https://www.onepetro.org/conference-paper/SPE-18970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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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美页岩开发井来说，井场钻井已经司空见惯，这需要更小的钻井间距

和更少的碰撞风险。一种新型的数控旋转导向系统（RSS），广泛嵌入电子元件、

固态传感器和电控泥浆阀，专门用于在北美地区钻垂直井和微调井（nudge well）。

独特的技术包括一个缓慢旋转的转向外壳，带有四个泥浆激活垫，可以在钻头上

施加侧向力。使用低功率马达和齿轮系统驱动的新型泥浆阀来控制垫的启动。使

用工具下方小比例的泥浆流和大约 500 psi 的压降来实现转向垫的激活和力度控

制。通过泥浆阀的泥浆流消除了内部清洗问题并降低了维修成本。 

电子测量和控制系统安装在缓慢旋转的转向箱内，包括三轴倾角仪、三轴磁

力仪、三轴震动传感器、三轴陀螺仪和温度传感器。此外，紧凑型钻井动力学传

感器放置在钻头箱处以收集钻头数据、评估钻头的动态相互作用。该系统在大批

量陆地钻井活动中具有可靠性和成本效益的独特功能。RSS 井底组件已广泛应用

于多个井下动力学传感器，这些传感器揭示了垂直钻井和微调应用所特有的挑战

性的钻井环境，并显示了该环境中 RSS 的性能。 

 

图 8. 旋转导向系统关键部件侧视图 

                                          （蒋 毅 编译） 

BHGE 研究成形钻石元素钻井技术 

3 月，贝克休斯-通用公司（BHGE）在《IADC/SPE 钻井技术和展览会》

（IADC/SPE Drilling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上发表题为《在特拉华盆地使用

成形钻石元素技术钻井以减少振动并增加目标到达深度》（Drilling in the 

Delaware Basin with Shaped Diamond Elements Reduces Vibration and Increases 

Reaching Target Depth）的研究成果17。 

在低切（DOC）下的横向稳定性一直是影响多晶金刚石复合片（PDC）钻头

的耐用性和性能的关键因素。该研究介绍了在实验室和特拉华盆地（Delaware 

                                                             
17 原文题目：Drilling in the Delaware Basin with Shaped Diamond Elements Reduces Vibration 

and Increases Reaching Target Depth 

网址：https://www.onepetro.org/conference-paper/SPE-189667-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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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n）钻井施工中验证的成形钻石元素（SDE）技术如何提高稳定性并提升性

能，实现钻井速度提高了 40％，同时深度提高了 66％。并且该技术能够改变切

割结构，改变 PDC 钻头的稳定性响应，控制横向不稳定性。 

全钻头实验室测试用于测量 PDC 钻头在钻孔过程中的横向稳定性。采用实

验性的、故意不稳定的 8.75 英寸 6 刀片 PDC 钻头作为测试的基准，并使用 SDE

技术构建了具有相同基本框架的第二钻头。运行测试以检查暴露和成形金刚石元

件的数量对钻头稳定性的影响。钻头在大气压力下，在不同的岩石中进行测试，

以表明它们在软硬地层中的响应。然后将这些测试的 8.75 英寸 7 刀片 PDC 钻头

用于特拉华盆地。SDE 现场测试钻头配备了钻头传感器，以确认实验室测试中

观察到的操作优势。将运行数据与偏移量进行比较，以量化 SDE 技术在数月内

的效益。 

在软石灰岩的实验室试验中，不稳定边界线的横向不稳定性为 28％，较高

的值表示较不稳定的钻头。基线位开始于 28％，表明在低切削深度处不稳定并

且随着 DOC 增加而达到 100％。设计用于早期接触的 SDE 钻头在整个测试过程

中保持稳定，不受切削深度影响，达到 6％的不稳定水平。为了建立最大化稳定

性效益的设计标准，使用不同数量的策略性放置 SDE 和不同 DOC 来测试钻头。

在采用这种技术进行现场试验期间，结果表明，无光条件下的目标深度率（TD）

提高了 21％，钻孔距离提高了 10％。在一个特定情况下，比较来自钻头内传感

器的振动数据显示，在同一井场的连续井上，该给定间隔的钻探功能障碍减少了

42％。振动的减少降低了切割结构的损伤，从而使机械钻速（ROP）增加 40％，

而胶片的影响比偏移增加 66％。 

认识到这些与侧向不稳定有关的功能障碍是对井底钻具组合（BHA）损伤

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减轻或控制它们非常重要。目前钻井成本和效率非常关键，

他们是减少非生产时间（NPT）的关键。正如现场数据所表明的那样，SDE 可以

提供稳定性优势，在不降低钻头性能的情况下提高钻头的耐久性，从而使钻头接

合和切割岩石。 （王胜兰  编译） 

冰岛 HS Orka 和美国 BHGE 公司研究 300℃的定向钻井系统 

3 月，冰岛 HS Orka 公司和美国贝克休斯-通用公司（BHGE）的学者在

《IADC/SPE 钻井技术和展览会》（IADC/SPE Drilling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上发表了题为《300℃的定向钻井系统》（A 300 Degree Celsius Directional Drilling 

System）的研究成果18。美国能源部地热技术办公室为该项目提供了部分资金。 

                                                             
18 参考文献：Stefánsson, Ari, et al. A 300 Degree Celsius Directional Drilling System. IADC/SPE 

Drilling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Society of Petroleum Engineers, 2018. 

https://doi.org/10.2118/189677-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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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石油和天然气钻探的井下随钻测量设备的典型等级为 150 ℃至 175 ℃。

目前很少有可用于 200 ℃以上温度的钻井系统。该研究介绍了 300 ℃钻井系统

的开发、测试和现场部署。钻井系统由钻头、容积式马达和钻井液组成，钻井液

可在高达 300 ℃的工作温度下钻井。研究还介绍了 300 ℃兼容测量的随钻测量

平台的开发和测试。 

研究项目开发的新技术包括 300 ℃钻头、金属对金属电机和钻井液，以及

用于随钻测量平台的先进混合电子和井下冷却系统。整体方法是从钻井系统中去

除弹性体，并为电子设备提供坚固的“钻井准备”井下冷却系统。该项目包括实

验室测试、现场测试和钻井系统的全面现场部署。 

由于极高温度技术的有限可用性，使用次优钻井系统会导致不必要的高额总

体井眼施工成本。这可能导致短期、井下工具失效和钻井速度不佳等问题。该研

究介绍了 300 ℃钻井系统的测试和部署结果，并且在探索性地热井 IDDP-2 中成

功部署了 300 ℃钻井系统，作为冰岛深层钻探项目的一部分，该井深达 4659 米，

是迄今为止冰岛最深的一处。研究包括钻井性能数据以及该井使用的钻头和马达

的运行后分析结果，这些结果证实了在实验室测试中获得的令人满意的结果。研

究还讨论了 300 ℃额定随钻测量组件——混合电子、电力和遥测，以及钻井容

忍冷却系统的性能测试与表现。  

该系统是业界首个 300 ℃钻井系统，为钻探超高温环境下的油气井提供参

考，这些井在以前是无法钻探的。 （周 洪 编译） 

产业动态 

美 国 

埃克森美孚预计到 2025 年其上游业务盈利将增长两倍 

3 月 12 日，UpStream 网站报道，埃克森美孚预计，随着公司提高北美陆上

资产产量以及新深水和液化天然气项目的投产，到 2025 年公司上游业务的利润

将增长两倍19。 

埃克森美孚计划在今后的 7 年里将其美国二叠纪致密油资产的产量提高 5

倍，并有 25 个新项目投产，这将使得公司油气产量每天增加 100 万桶油当量的

净产量。 

                                                                                                                                                                               

网址：https://www.onepetro.org/conference-paper/SPE-189677-MS 
19 原文题目：埃克森美孚预计到 2025 年其上游业务盈利将增长两倍 

来源：http://www.upstreamonline.com/cn/1450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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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 Darren Woods 在 2018 年投资者日上说：我们获得了

20 年来高品质、高回报投资机会的最佳投资组合。高级副总裁 Neil Chapman 说：

除了二叠纪增产项目之外，其他关键项目有圭亚那和巴西的深水开发项目以及巴

布亚新几内亚和莫萨桑比克的液化天然气项目。 

总体来说，如果油价保持在每桶 60 美元的水平，埃克森美孚预计，到 2025

年集团利润将增长 135%，现金流增长 105%。 

目前公司在圭亚那项目中获得了几个发现，他们在项目中发现了 32 亿桶油

当量资源，并且将在这里继续开展下一步的开发活动和进一步的勘探活动。 

埃克森美孚参股了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在巴西 Carcara 北区域的钻井项目，该

项目计划在 2020 年代中期实现首次油气开发。同时，埃克森美孚公司还在去年

9 月举行的巴西第 14 轮区块招标中获得了新区块，并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签署

了一份战略联盟协议，将提升其在深水领域的地位。（段力萌 编译） 

欧 洲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投资海洋数字技术 

3 月 8 日，油气领域世界知名网站 worldoil 指出，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将要投

资海洋数字技术20。 

今年 3 月初，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宣布将在挪威卑尔根（Bergen）开设综合运

营支持中心和钻井作业中心，以支持公司在挪威大陆架（NCS）区域的海上作业。

并且，这些公司将于今年开始逐步与挪威大陆架（NCS）上的所有挪威国家石油

公司建立连接。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首席运营官 Jannicke Nilsson 说：这些大数据、机器学习

等数字化工具将有效的提高油气行业的长期生产力和效率，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

为我们和社会创造更高的价值。去年 12 月，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还在美国开设了

一个运营支持中心，目前该公司正在监控 1100 个陆上油井。截至 2020 年，挪威

国家石油公司计划在数字技术领域投资 1~2 亿克朗，以创造更高价值的技术并改

善运营。Nilsson 说：数字技术有助于我们现有领域的改进。在新的油田开发中，

油气生产将从无人的、自动化、标准化和远程控制装置中不断进行。许多操作将

通过较少风险暴露的工作环境来执行。我们将能够更好地进行控制和运营工作，

并提高安全性和运营质量。 

在问题出现之前解决 

综合运营支持中心（IOC）将实现更积极的决策支持。 

                                                             
20 原文题目：Statoil invests in offshore digital technology 

来源：http://www.worldoil.com/news/2018/3/8/statoil-invests-in-offshore-digital-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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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S 运营技术主管 Kjetil Hove 说：通过跨学科合作和更好地利用运营数据

和数字技术，该中心将改进平台的运行和维护工作。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每一天都

安全和最佳地运行我们的设备，并在发生问题之前识别挑战并防止停机。该中心

将有助于我们以安全有效的方式改进工作。在挪威现有的状态监测和专家中心的

基础上，国际奥委会中心将进一步加强海上与陆上的互动，以及我们与供应商和

合作伙伴的互动。 

该中心计划在夏季后开放，并逐步支持所有国家石油公司的油田和设施。第

一个被连接的领域是北海的吉娜·克罗格和格兰尼，以及挪威海的阿斯加德。 

陆上地球科学家支持的钻井作业 

另一个将建立的中心将为钻井作业提供更具成本效益和更好的地球科学支

持，因为海上钻井路径的监测和控制将从海上设施转移到联合地球科学运营中心。 

由于对运输和离岸停留的需求减少，该中心将加强人员安全和成本节约。在

钻井过程中，通过对中心周围的合格人员的接触来维持和加强钻井的安全。这个

中心将在今年秋天开始支持它的第一次行动。  （段力萌 编译） 

壳牌和沙特阿美公司合作开发全球天然气项目 

3 月 8 日，壳牌公司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签署了一项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天然

气项目的初步协议21。目前英荷超级巨头壳牌公司越来越倾向于天然气生产，同

时沙特阿美公司也正寻求扩大天然气业务。 

壳牌首席执行官 Ben van Beurden 在签署谅解备忘录（MoU）后向路透社表

示：壳牌公司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已经签署了一份关于全球和沙特阿拉伯的天然

气上下游项目的备忘录。 

这项初步协议是在沙特王储 Mohammed bin Salman 在伦敦访问期间签署的，

预计他将讨论沙特阿美公司的国际上市事宜，该项上市预计将成为有史以来全球

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IPO）。一位熟悉王储访问计划的人士 3 月 7 日告诉彭博

社，英国官员并不期望立即宣布沙特阿拉伯在国际上市地点的决定。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有意在上市之前扩大沙特阿拉伯和海外的天然气项目组

合的业务，提高公司的估值水平。目前沙特阿美石油公司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上

市，但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长 Minister Khalid 暗示 IPO 可能会推迟到 2019 年。 

对于壳牌公司而言，新的天然气项目非常适合未来计划增加天然气加权产品

组合的计划。Ben van Beurden 表示：壳牌公司现在可以做出的主要贡献是继续

扩大天然气的作用，天然气占其总产量的一半。 

                                                             
21 原文题目：Shell And Saudi Aramco To Team Up On Global Gas Projects 

来源：https://www.yahoo.com/news/shell-saudi-aramco-team-global-2100005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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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 van Beurden 在早些时候休斯敦举行的 CERAWeek 会议上表示，满足壳

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可能意味着将公司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品组合从 50%

的天然气转换为 75%”。（周 洪 编译） 

艾默生与道达尔签署 Paradigm E&P 软件长期全球协议 

2018 年 3 月 5 日，艾默生宣布与道达尔（Total S.A.）签署长期全球协议，

为所有道达尔地球科学家提供获得艾默生 Paradigm 勘探和生产（E&P）软件产

品组合的帮助，以帮助全球能源领导者最大限度地提高储层地下建模和地层评估

的性能22。 

艾默生是 E&P 地球科学软件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E&P 公司的地球技术副总

裁 Francois Alabert 说：通过这项协议，我们的地球科学家将能够随时随地获得

关键技术的改进，同时在使用我们自己的工具以及其他外部解决方案时保持充分

的灵活性。 

2017 年末，艾默生收购了 Paradigm，然后与艾默生现有的投资组合相结合，

使艾默生成为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最大的 E&P 软件独立供应商。艾默生自动化解

决方案执行总裁表示，E&P 软件业务的主要重点是帮助能源生产商从他们的领

域资产中提取最大价值，艾默生很自豪能够与道达尔合作，为他们的地球科学专

家提供他们所需的见解，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油藏的性能。 

该协议提供了完整访问 Paradigm SKUA-GOCAD 和 Paradigm Geolog 软件解

决方案的套件，用于全生命周期地下建模和地层评估活动。此外，通过使用

Paradigm 软件开发套件，道达尔将继续将该技术整合到其自己的专有地球科学和

油藏集成平台中。 

通过该新协议，道达尔将成为新的 OpenDB 联盟的活跃成员，艾默生的 E&P

软件计划使用行业标准格式构建下一代数据库。通过参与该联盟，道达尔将能够

直接为数据库的设计和实施作出贡献，并影响未来的技术发展。 （段力萌 编译） 

中 国 

江汉石油工程测录井公司打破国内水平井施工纪录23 

2 月 20 日，江汉石油工程测录井公司定测录导一体化施工在国家级涪陵页

                                                             
22 原文题目：Emerson, Total sign long-term global agreement for Paradigm E&P software 

solutions 

来源：http://www.worldoil.com/news/2018/3/5/emerson-total-sign-long-term-global- 

agreement-for-paradigm-ep-software-solutions 
23 来源：http://www.sinopecnews.com.cn/news/content/2018-02/24/content_17013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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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气田焦页 2-5HF 井实现水平段长 3065 米，打破了中国陆上和页岩气最长水平

井施工记录。 

在涪陵二期产能建设示范区，工程技术人员需要克服下部气层井网交织、主

力产气层位厚度不均、井下地层产状及走向复杂等诸多技术难题，这无形中给工

程技术人员，特别是控制井眼轨迹、保持井眼平滑、精准穿越主力气层的测录井

公司定测录导一体化技术人员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为顺利完成焦页 2-5HF 井施工任务，公司安排具有多年施工经验的导向工

程师坚守井场，带领团队骨干在总结以往施工常规水平井经验基础上，加强各项

资料和钻井参数的收集与对比，结合地层岩性特征，确立各井段施工技术方案和

措施，指导钻井施工作业，与钻井队、导向组共同优选合理的钻井参数，寻找可

钻性较好的地层，助力涪陵提速增效，并准确判断“浊积砂岩”中下部地层，卡

准二开中完井深。同时，加强随钻日夜值班跟踪，克服岩屑磨削细碎、量少、代

表性差，鉴别困难和天气湿冷等不利因素，综合随钻 GR 曲线，区域井下地质地

面特征、构造曲线，实时工程参数、地质参数、气测值等“情报”，指导定向队、

钻井队实施精准导向，及时调整井眼轨迹，在提速增效的基础上，确保轨迹在优

质页岩气层中穿行。最终，该井实现水平段穿越 3065 米，超过之前 3056 米施工

记录 9 米，一举创造中国陆上和页岩气最长水平井两项施工记录。 

中石油测井公司长庆分公司成像测井助力油气发现24 

3 月 1 日，中国石油测井公司长庆分公司专家牛承东带领班组人员精心保养

核磁共振、阵列声波、微电阻率扫描等成像仪器。这些分辨率更高、探测深度更

远的成像设备，将在长庆油田今年油气勘探开发中继续助力。针对鄂尔多斯盆地

油气藏复杂的地质特征，长庆分公司全面推广应用国产“3 电 2 声 1 核磁”成像

测井仪器，采用核磁共振+阵列感应、阵列侧向+电成像等成像测井系列，发展

形成适应长庆油田地质特点的致密砂岩储层“三品质”评价、低阻油层解释评价

技术系列，解决了低阻、低对比度油藏流体识别等难题，先后发现多个油藏富集

区和新层系。 

中石油大庆钻井三公司钻采一体化提高整体效率25 

3 月 1 日，中国石油大庆钻井三公司在大庆杏北区等地开钻。公司实施钻采

一体化，春节前已打完 24 口疑难井，为今年产能建设赢得了主动，也为今后施

                                                             
24 来源：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8/03/07/001680219.shtml 

25 来源：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8/03/07/0016802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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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同类钻井积累了经验。钻采一体化是围绕区块钻井的大目标，与采油厂紧密沟

通协作、换位思考、互利共赢的一种合作方式。 

大庆钻井三公司的难钻区块是大庆北一区断西高台子加密区块，压力预测难

度大，钻井过程中容易发生浅层水浸、井塌、缩径、卡钻等复杂事故。该区块难

钻的原因在于 700 米至 800 米间泥岩缩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以前 20 分钟能够

施工一根单根，这里施工 3 至 5 个小时才能完成。返上来的泥岩如同胶水一样，

用铁锹都铲不下去。为顺利通过泥岩缩径井段，钻井队采用阶梯式井眼钻井，保

证上部井眼畅通，同时缩小扶正器尺寸，降低环空阻力，确保返砂效果良好。  

“在萨更 15 井，我们抓住洗井钻塞、二开配浆、进油层前和完井 4 个关键环节，

确保井眼畅通。在缩径井段，增大防塌剂、润滑剂、处理剂等用量，用量相当于

常规井的 6 倍。”钻井技术服务分公司钻井液室副主任赵阳说。 

大庆钻井三公司充分发挥钻采一体化作用，大庆采油一厂精心准备、全力保

障促进钻井施工顺利运行。 

长城钻探自主研发远程支持系统26 

3 月 6 日，长城钻探工程公司自主研发的远程支持技术系统已在国内四川威

远等施工现场实现了“井场、前线基地（或项目部）实时中心、专业分公司技术

支持中心、公司总部决策中心”4 地之间协同办公，并可通过手机端和其他智能

终端实现移动办公。 

远程支持技术系统是通过对钻井现场生产数据、视频数据进行采集、传输、

存储及展示，实现对现场作业状态的近景感知；总部专家对回传的实时数据进行

分析，实现对钻井现场施工远程技术支持与快速决策。这套系统正在逐步改变传

统的管理方式。该系统把总部专家团队的丰富经验成功应用到海内外作业一线，

不仅让诸多现场技术难题迎刃而解，也推动了管理提升。 

截至今年 2 月底，该系统累计完成钻井队等 381 支专业队伍部署，成功应用

1017 口井，初步形成了长城钻探国内外远程技术支持决策体系，实现了前后方

作业一体化、多专业协同一体化、甲乙方决策一体化。2017 年，该系统在辽河

油区推广应用，事故损失率和复杂率均有所下降，试点单位钻井周期整体缩短

11%，成功发现和处理钻井现场施工异常 856 起。在苏丹、秘鲁、伊拉克等海外

项目试点应用，试点单位工程事故复杂情况减少 11%，钻井周期缩短 18%。 

该系统帮助长城钻探实现钻、测、录、随钻等多专业协同作业；同平台下兼

顾地质和钻井进行施工方案制定；基地远程多专业会诊与支持，从而发挥出长城

钻探地质工程一体化优势。2017 年，长城钻探在威 204H3-xx 井钻进过程中，通
                                                             
26 来源：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8/03/07/0016802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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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该系统实现多专业协同作战，实现优质页岩钻遇率 100%。 

长城钻探 PDC 钻头新年产销两旺27 

3 月 1 日，中石油新闻中心报道，长城钻探工程公司 PDC 钻头厂在 1 月增

加了厄瓜多尔和秘鲁等国外市场对 PDC 钻头的订单。今年 1 月共计生产 PDC 钻

头 109 支，销售 106 支，产销量同比增长 112%。其中，西北地区销售 57 支，东

北地区销售 28 支，境外地区销售 21 支。在国际石油价格持续波动的情况下，长

城钻探 PDC 钻头销售量近两年持续提升。2017 年累计销售 PDC 钻头达到 1006

支，比上年增长 40%。生产订单不断增加得益于长城钻探 PDC 钻头在国内外多

个区块接连创造不俗的作业业绩。在国内辽河油区，曹 33 井二开井段由长城钻

探承担 PDC 钻头大包项目，完钻井深 2788 米，二开周期仅用 16 天，机械钻速

高达 15.98 米/小时，机械钻速比邻井提高 21.6%，完钻周期比设计提前 2.87 天，

创造了沈采曹台区块机械钻速纪录；在包 11-17 井二开井段采用长城钻探 PDC

钻头大包项目，仅用 1 支 PDC 即完钻，单支钻头进尺 1150 米，机械钻速 17.58

米/小时，较邻井二开周期提前 0.85 天。 

西部钻探签约沙特阿美项目28 

3 月 1 日，西部钻探沙特分公司与道威尔斯伦贝谢沙特分公司正式签署沙特

阿美 RAK 项目合同，合同期 3 年，计划执行年钻井 20 口工作量。这标志着西

部钻探打入沙特阿美钻井市场。RAK项目位于世界最大的纯沙质沙漠RAK沙漠。

为更好地管理地下水资源，同时也为沙漠地区的油气勘探提供服务，沙特阿美公

司针对该地区进行了重新规划招标。西部钻探公司与斯伦贝谢开展联合投标，在

与哈里伯顿、贝克休斯、阿拉伯钻井公司等 14 家国际知名公司激烈竞争中成功

中标。西部钻探首次签约沙特阿美钻井市场合同意义重大，对该公司优化中东市

场战略布局具有重要影响，也为后续拓展沙特市场创造了良好契机。 

研究快讯 

[1]  3 月，eDrilling 公司的研究人员在《IADC/SPE 钻井技术和展览会》

（IADC/SPE Drilling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上发表了题为《使用模拟器为巴

伦支海的控制泥浆盖钻井准备全损失风险方案》（Using Simulator to Prepare for 

Total Loss Risk Scenarios Utilizing Controlled Mud Cap Drilling in the Barents-Sea）

                                                             
27 来源：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8/03/05/001679836.shtml 

28 来源：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8/03/08/0016803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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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具体详见：https://www.onepetro.org/conference-paper/SPE-189578-MS 

 

[2]  3 月，Diversified Well Logging 公司的研究人员在《IADC/SPE 钻井技术

和展览会》（IADC/SPE Drilling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上发表了题为《通过

提供机器人样品采集和分析设备，自动化提供了关于岩石记录和地下特征的独特

见解》（Automation Provides Unique Insights of The Rock Record and Subsurface 

Through the Delivery of a Robotic Sampl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Device）的研究成

果。具体详见：https://www.onepetro.org/conference-paper/SPE-189680-MS 

     

[3]  3 月，斯伦贝谢的研究人员在《IADC/SPE 钻井技术和展览会》

（IADC/SPE Drilling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上发表了题为《钻井过程中地层

流体的实时定量组成》（Real-Time Quantitative Composition of Formation Fluids 

While Drilling）的研究成果。具体详见：https://www.onepetro.org/conference-paper 

/SPE-189688-MS 

 

[4]  2 月，伊朗伊斯兰阿扎德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传感器》（Sensors）期刊

上发表了题为《随钻测量系统的自动校准、故障检测以及偏斜冗余加速度计的隔

离》《Auto-Calibration and Fault Detection and Isolation of Skewed Redundant 

Accelerometers in Measurement While Drilling Systems》的研究成果。具体详见：

http://www.mdpi.com/1424-8220/18/3/702 

 

[5]  2018 年 2 月 1 日，美国斯伦贝谢公司获得一项美国专利《井底钻具组

合》（BOTTOMHOLE ASSEMBLY），专利号为 US20180030785A1。该专利所包

含的技术主要内容为：一种用于执行井筒操作的底部钻具组合，包括多个全尺寸

部件。部件各自可在相应的第一位置和相应的第二位置之间径向膨胀和缩回，其

中第一位置各自具有与井眼的直径基本相同的直径，并且第二位置各自具有比所

述井眼的直径小得多的直径。多个全尺寸部件包括全尺寸钻头和一个或多个全尺

寸稳定器。底部钻具组合还可以包括旋转导向系统和马达。 

 

[6]  2018 年 2 月 8 日，美国哈里伯顿能源服务公司获得一项美国专利《用

于旋转导向工具的涡轮发电机——执行器组件》（Turbine-generator-actuator 

assembly for rotary steerable tool using a gearbox），专利号为 US20180038203A1。

该专利所包含的技术主要内容为：井下发电系统和方法，用于井下环境中的电力

产生，以供诸如测井工具、遥测和控制电路之类的井下工具使用。发电机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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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接到水轮机的涡轮机轴上，并且响应于涡轮机轴的旋转以第一转速运行。涡轮

机轴也联接到诸如旋转钻头的井下致动器，使得致动器响应于涡轮机轴的旋转以

第二旋转速度运转。变速箱有效地连接在致动器和涡轮轴之间，以允许通过涡轮

轴的旋转以不同的转速操作发电机和致动器。 

（邓阿妹 周 洪 蒋 毅 段力萌  编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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