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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获得 Cape Vulture 钻井许可1
 

6 月 27 日，挪威石油管理局授予国家石油公司（Equinor）在井 6608/10-18

（钻探井编号，下同）、6608/10-18 A 和 6608/10-18 B 的钻井许可。 

井 6608/10-18、6608/10-18 A 和 6608/10-18 B 将在位于北纬 6669.52、东经

8423.19 的 Songa Encourge 钻井设备处开始工作。该钻探活动与持 128D 生产许

可证的开采活动有直接关系。Equinor 石油公司将持有 63.95%的权益、挪威海上

                                                             
1 原文标题：Equinor granted drilling permit for Cape Vulture appraisal wells 

来源:http://www.worldoil.com/news/2018/6/27/equinor-granted-drilling-permit-for-cape-vulture 

-appraisal-wells 

本期概要： 

6月 27日，挪威石油管理局授予国家石油公（Equinor）在井 6608/10-18、

6608/10-18 A和 6608/10-18 B的钻井许可。 

近期，《中国石化》2018年第 6期的文章指出，当前世界石油石化领域的

智能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研发方向和重点是智能油田、智能管道、智能炼厂

及智能销售。 

在前沿研究方面，德州大学学者对不同渗透率优化算法进行了对比，认为数

据驱动模型可以在计算约束的情况下，通过选择合适的优化算法应用于实时钻

井；哈里伯顿、道达尔联合研究工程井筒加固技术的应用，为采购和采购必要的

井筒加固材料提供了策略。 

装备研制方面，Walter Surface Technologies 重新设计的 ICECUT™磁力钻井

装置系列提供更强大的动力、多功能性和安全性；数字化技术提高斜向器侧钻系

统处理复杂井下情况的性能；中国研究人员计划开发能够钻出 15,000米深钻孔

的钻机。 

产业动态方面，美国石油钻探公司连续两周削减钻机使用数量引起关注，同

时 Diamond Offshore推出区块链钻井服务、埃克森美孚在圭亚那发现第八处石

油；亚洲方面，埃尼即将获得阿曼一个勘探区块，Weatherford出售中东陆上钻

井平台业务，沙特阿美 NOV成立 JV制造陆上石油钻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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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公司 Petoro AS 和 Eni Norge AS 分别持有 24.55%、11.5%的权益。 

获得该许可证之前，石油公司将确保达到当局其他的所有要求。 

（魏凤 编译） 

专家评论 

智能化加速全球石油石化行业转型2 

6 月 29 日，《中国石化》杂志 2018 年第 6 期的文章指出，智能化是世界科

技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世界石油石化工业持续提质降本增效的有效途径和必由之

路。工业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给当代社会带来的科技变革早已为世人所知悉，

在石油石化领域智能化技术也得到了大量应用。当前，世界石油石化领域的智能

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研发方向和重点是智能油田、智能管道、智能炼厂及智

能销售。 

油气开发向智能油田迈进 

随着技术进步，油气田开发已进入数字油田阶段，应用领域不断扩大，技术

持续发展，并向着智能油田方向迈进。 

BP 旗下位于美国本土 48 个州的业务部门（简称 Lower48）采用科技创新来

增强其安全性和可信赖性，同时降低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成本。通过使用尖端技

术，比如大数据分析、增强现实智能眼镜（VR）、无人机等先进技术，使工作流

程更加智能。 

Lower48 部门开发了一个基于大数据的物流系统，帮助操作人员充分利用他

们在油田中工作的时间，其中包括了一套算法，能够为员工开发动态的路线，他

们就能直接被引导到最高优先级的油井，算法中涵盖了健康、安全、预防性维护

以及优化性能等多重因素。 

在操作人员进行巡检时，还会使用 VR，可以通过其透镜读取传感器的信息，

并且与身处控制中心的技术专家实时沟通。通过使用这一设备，专家可以在技术

人员处理设备问题时，在其视野中叠加指导和数据信息。 

ABB 公司通过人工举升智能化，大规模推动数字油田进程。抽油机、螺杆

泵（PCP）和电潜泵（ESP）都是常用的人工举升方式，其动力都由马达提供。

ABB 通过在变速控制器（VSD）内置专用于油气开采的高级程序，来控制人工

举升系统的电机和马达，实现智能人工举升。智能系统的应用优势在阿曼

Sultanate油田进一步得到了印证，该油田有超过 1500口井安装了VSD-PCP系统，

                                                             
2 来源：http://www.sinopecnews.com.cn/news/content/2018-06/29/content_17113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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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部分配备了 ABB 的智能控制系统。ABB 与开发商还将共同实施软件开发

计划，实现人工举升系统的远程控制。 

2018 年 4 月，道达尔与谷歌云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开发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用于油气勘探和生产的地质数据分析处理。此方案重点开发用于解析地层图像的

人工智能程序，尤其是凭借计算机成像技术来解析地震数据，并使用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对技术文档进行自动分析。这项技术将把道达尔的地质学家、地球物理学

家、水库和地理信息工程师从冗杂的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中解放出来，得以更快、

更有效地勘探和评估油气田。 

自动化钻井将逐步取代人工 

在钻井领域，自动化钻机、MWD/LWD、自动垂直钻井、旋转导向钻井、自

动控压钻井、智能钻杆、远程专家决策支持中心等具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技术装备

的出现，标志着钻井已进入自动化钻井完善阶段，钻井自动化、信息化水平大幅

提升，将在相当程度上逐步取代人工。 

美国 CONSOL 能源公司在 Marcellus 页岩气区通过应用自动化钻机、高造斜

率旋转导向钻井系统、PDC 钻头、随钻储层导向和远程专家决策支持中心、工

厂化作业等措施，钻井提速非常明显，多井实现三开一趟钻（斜井段+水平段），

钻得最快的两口水平井，水平段日进尺分别达到 1613.3 米和 1774.2 米。一趟钻

完成的进尺最多达 4597.6 米。 

美国国民油井华高公司和斯伦贝谢研制的新式智能钻杆，内装高速数据传输

缆，可使钻头向地面工人传送信息。而阿帕奇石油公司则更进一步，已在开发新

软件，钻头系统能够与地表装备直接交流，控制钻速和方向。 

Robotic Drilling Systems 公司设计的系列机器人可从事钻机上大部分原来由

人工完成的工作，机器人约 3 米高，有一支摇杆可伸长 3 米，配有 15 种不同尺

寸可更换的机械手。将机器人固定在某处后，可抓取重达 1 吨的钻头并将之送至

合适位置。 

国外同时还在研制电动智能连续管钻井系统，通过智能连续管向井下供电，

驱动井下电动智能导向钻井系统，具备连续起下钻和连续循环功能，同时实现数

据的高速、大容量、双向传输。电动智能连续管钻井系统将会成为实现未来智能

钻井的另一个重要途径。 

钻井大数据的应用也逐步深入，很多以前不敢想，不可能的事情都可以变成

可能。比如，油田的区块分析，哪块有潜力而哪块没有，结合大数据就能做出判

断；压裂的效果，裂缝产生的长度、深度，以及流体流动的效果，结合大数据也

可以给出。运用大数据，还可以实现钻进速度预测、电潜泵工况预测、井底状况

预测、测井数据机器解释等人工无法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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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管道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油气管道已经进入数字化管道阶段，并在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油气管道运营在智能化道路上发展。 

2016 年，总部位于美国的哥伦比亚管道集团（Columbia Pipeline Group）成

为首家部署“智能管道解决方案”的企业。该方案能够让管理者掌握比以往更多

的数据，充分了解管道的安全性和资产完整性状况，从而做出更科学的决策。目

前，哥伦比亚管道集团在整个企业范围内，对其超过 24000 千米的州际管道实现

了近乎实时的监测，包括管道威胁监测、风险管控和情境感知。 

“智能管道解决方案”对多项数据源进行了整合，既包括企业内部的地理信

息系统、工作管理系统、调控中心、直呼系统（one-call system），也涵盖了美国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和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等外部数据源。

该解决方案还集成了管道本体属性、风险评估结果、管线内检测结果、计划性评

估、高后果区定位、泄漏历史记录、直呼系统标签、应急阀门位置、地质沉降与

断层等数据。该解决方案的用户能通过分级筛选功能从不同的角度查看数据，快

速定位到所关注的重点区域及问题，评估威胁或施行补救措施。 

BP 利用物联网技术提高管道资产与人员的安全性，通过先进的无线智能终

端应用，实现设备、仪表的位置标记与识别，资产周期、历史数据与关联性查询，

包括现场操作工人操作规程指引，现场工单提示与任务分配，以及现场工作状态、

进展、规程与位置跟踪；通过使用带有高清晰度摄像头及热力传感器等的无人机

（UAV）技术，对复杂自然环境中的管道进行泄漏检测与安全监控。 

加拿大恩桥天然气公司 Enbridge 通过智能移动终端，实时收集、汇总、传

输仪表与资产数据，站队现场维修维护数据与工单处理，管道巡线数据处理，环

境、健康、火灾、安全等 HSE 检查，以及合规性检查等资料。 

智能炼厂让管理更高效 

智能炼厂建设推动生产方式和管控模式变革，提高安全环保、节能减排、降

本增效水平，提升劳动效率和生产效益，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在与智能化跨国企业密切合作，提升炼厂效率增厚利润方面，西班牙石油巨

头雷普索尔有着最新体验。今年 6 月初，雷普索尔公司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与

谷歌合作的新项目通过优化管理将为其位于塔拉戈纳的 18.6 万桶/天炼油厂每桶

增加 30 美分炼油利润。 

雷普索尔公司表示，谷歌将向雷普索尔公司提供数据和分析产品、专业服务

顾问的经验以及其机器学习管理服务，谷歌云 ML，这将帮助雷普索尔公司的开

发人员在炼油环境中建造并将机器学习模型用于生产。该公司的目标是最大限度

地提高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效率，改善炼油厂的整体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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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森美孚通过实施原油分子管理、加工方案的模拟优化、实时优化控制、

掺混调和优化、供应链优化、降低成本和处理过程进料的难度、提高运行效率，

使炼油厂和化工厂能耗降低 15%~20%；在全球各炼油厂的主要装置上实施先进

控制，在新建炼厂或装置时，先进控制已经成为标准配置。 

BP 应用能源成本监控管理工具，进行五级能源管理水平自动评级和基准对

比；集成工厂内外的信息，提高信息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实现绩效管理的标准化，

促进跨炼厂的绩效对比分析，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智能销售改变行业生态 

在销售领域，智能化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传统销售的观感，更重要的是颠覆了

销售业态。 

5 月 29 日，壳牌中国“数字化创新实验室”启动仪式在杭州举行，在启动

仪式上发布了首款数字化应用产品“壳智汇智能润滑管家”（以下简称“壳智汇”）。

预计到 2022 年，“壳智汇”数字化平台将实现链接 2 万家工业客户，20 万台设

备的目标，并通过线上一键式下单连接线下超过 5 万次油品检测和 2 万次现场润

滑服务，真正实现“全能管家，智享润滑”。 

在纽约和芝加哥的加油站，英国石油公司开始配置使用名为“里程”的人工

智能系统的加油泵，来提升消费者的互动体验。在加油的同时，“里程”会问候

消费者，提供小娱乐，提供折扣优惠，和将消费者连接上社交平台。除了了解消

费者的消费模式外，这种互动智能技术可以改变消费者对传统加油站的观念，并

吸引他们二次消费。 

此前，壳牌的首个人工智能助手——壳牌小贝也身手不凡，能为制造业、建

筑业、农业等不同行业的设备维护人员，壳牌经销商销售代表及工程师等提供全

方位、综合性的服务。它具有五大神技能：一是行走的油百科。通过它可以查询

到关于壳牌产品的一切，从产品数据表到典型理化值，甚至包装规格和购买渠道。

二是实时的油管家，可以随时提供产品替换建议。三是行走的油博士。只要用手

指轻轻一按，小贝就会立刻告诉您哪款壳牌产品最适合您的设备。四是全面的油

参谋。壳牌小贝能够通过案例了解如何解决润滑难题。五是靠得住的油保镖。壳

牌小贝有一双火眼金睛，输入相关关键词，如防伪查询，就能立刻获取辨别油品

真伪的正确方法。 

前沿研究 

德州大学学者对不同渗透率优化算法进行对比 

2018 年 7 月，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学者们在全美石油工程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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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of Petroleum Engineers，SPE）上发表了关于渗透率算法的文章，文章

题名《对使用数据驱动模型的钻井工作中的实时渗透率优化算法性能的比较》

（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Algorithms for Real-Time Rate-of-Penetration 

Optimization in Drilling Using Data-Driven Models）3。 

实时钻井的优化因其经济价值而备受关注，特别是在低油价时期。文中就某

一目标函数(优化的函数)的实时优化问题，对不同的优化策略和算法进行了评价。

这里优化的目标函数来自一个具有未知函数形式的数据驱动(或机器学习)模型。

使用数据驱动模型来计算目标函数[渗透率(ROP)]，因为与确定性模型(Hegde 和

Gray 2017)相比，数据驱动模型在 ROP 预测中更为有效。数据驱动的 ROP 模型

是基于机器学习算法建立起来的；测量的钻井参数[钻头重量(WOB)、每分钟转

数(rev/min)、岩石强度和流速]作为预测 ROP 的输入。 

数据驱动的实时钻井优化因为运行时间限制而具有一定难度。这被认为是数

据驱动模型的一个障碍，因为它们的功能形式是未知的，这使得它们更难优化。

根据算法的目标最大化能力和时间有效性对算法进行评价。针对这一问题，提出

了两种简单但可靠的算法——眼球法和随机搜索法。在目标(搜索全局最优)改进

和运行时间之间进行权衡评估，然后将这些方法与流行的元启发式算法进行比较。 

通过文中的仿真结果，认为数据驱动模型可以在计算约束的情况下，通过选

择合适的优化算法应用于实时钻井。本文在 ROP 提高和计算效率方面的最佳权

衡是单纯形算法。在测试的14个地层测试中，ROP平均提高了30%，方差为2.5%。

（郑启斌   编译） 

哈里伯顿、道达尔联合研究工程井筒加固技术的应用 

2018 年 6 月，哈里伯顿公司和道达尔公司的研究人员联合在 SPE 上发表关

于井筒加固技术应用的研究成果，题名为《工程井筒加固应用可以成功钻井》

（Engineered Wellbore Strengthening Application Enables Successful Drilling of 

Challenging Wells）4。 

虽然四口井已经完井，但为了保持枯竭油藏上方覆盖层段的井筒稳定性，需

要注入高密度钻井液 (1.95 至 1.98 SG)。估计的钻井液静水压失衡值比油藏压力

                                                             
3 参考文献：Hegde, C., Daigle, H., & Gray, K. E. (2018, July 1).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Algorithms for Real-Time Rate-of-Penetration Optimization in Drilling Using Data-Driven 

Models. Society of Petroleum Engineers. doi:10.2118/191141-PA 

来源：https://www.onepetro.org/journal-paper/SPE-191141-PA 
4 参考文献：Chimara, G., Calder, A., Amer, W., & Leslie, P. (2018, June 22). Engineered Wellbore 

Strengthening Application Enables Successful Drilling of Challenging Wells. Society of Petroleum 
Engineers. doi:10.2118/191219-MS 

来源：https://www.onepetro.org/conference-paper/SPE-191219-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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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高 800 巴(11603 psi)。选择井筒强化技术密封由这些高压引起的裂缝，裂缝

大约 1500μm 宽。其中重点介绍了在成功钻井和完成此类井时遇到的工程、物流

和作业上的挑战。 

首先获取杨氏模量、泊松比、原位最小水平应力等岩土力学数据;以及操作

参数(孔直径和当量循环密度(ECD)],这些数据被用来估算裂缝宽度(1500 μm)。随

后，设计并定制一套钻井液系统来密封这些裂缝，从而加固井筒，以帮助减少油

藏损失。该方案在两个独立的实验室得到验证。其中使用了 600 到 2300μm 的大

颗粒材料 D50。并在执行过程中，为下一次循环获取改进方向。 

在尾管密封施工后的 16 个小时内，一口井有 512 立方米的钻井液损失，而

且造成了超过 1500μm 宽的裂缝;然而，套管仍然被成功固接在适当的地方。粗颗

粒材料(600 至 2300μm)被集中在 500 和 1000公斤袋中以减少钻井平台上的甲板

空间需求和提高混合操作的便捷性。钻机的混合和搅拌能力对钻井液系统的有效

混合非常重要。该应用程序还提供了在现场和实验室之间调整测试程序和设备的

机会。随着储层耗竭的增加，裂缝宽度的增加可能会影响有效设计解决方案所需

材料的粒径，但工程颗粒解决方案为采购和采购必要的井筒加固材料提供了策略。 

（郑启斌   编译） 

Decker 科技公司研究 R 比率对注射压力气举阀性能的影响 

2018 年 7 月，Decker 科技公司（Decker Technology）的研究人员在《SPE

生产与运营》（SPE Production & Operations）上发表了题为《R 比率对注射压力

气举阀性能的影响》（Effect of R Ratio on Performance of Injection Pressure 

Operated Gas-Lift Valves）的研究成果5。 

注压操作（IPO）气举阀的闭合力由氮气供给，作用于波纹管（Ab）的有效

区域或弹簧上。一般而言，开启力是作用在端口区域（Ap）上的生产压力加上

作用在波纹管有效区域上的注射压力减去端口面积（Ab Ap）。通常称比率 Ap / Ab

为 R 比，并且对于相同品牌、型号和端口尺寸的阀门而言被认为是恒定的。但

实际上，R 比不是常数，也不等于所公布的值。 公布的 R 比嵌入在所有气举设

计程序中，并且是气举设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对在气举设计中使用

假设 R 比与安装在井中气举阀的实际 R 比不相同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丰米宁   编译） 

                                                             
5 参考文献：Decker K L. Effect of R Ratio on Performance of Injection-Pressure-Operated Gas 

Lift Valves[J]. Spe Production & Operations, 2017 

来源：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18517958_Effect_of_R_Ratio_on_Performance 

_of_Injection-Pressure-Operated_Gas_Lift_Va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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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拉国王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地震成像 

7 月 12 日，阿卜杜拉国王科学技术大学的学者在知名网站 Phys.org 上发表

了题为《卓越的地震成像以更好的钻孔》（Superior seismic imaging for better 

drilling）的研究成果6。 

对于沙特阿拉伯王国这样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来说，地震成像对于有效提取

化石燃料至关重要。地震成像是通过从地下地质结构中反射声波，以帮助识别潜

在的油气区域。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以生成精确的图像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计算能

力。地下越复杂，分析就必须越详细，并且所包含的物理参数越多（涉及不同岩

石类型的波传播特性），对计算（内存和处理时间）的需求就越大。 

新的软件，即 GIRIH，可以改进地下成像系统，以便更精确地钻探油井。

GIRIH 软件通过从空间和时间坐标的精细网格中将单元分组解决了地震波传播

问题。通过将平铺作为并行计算机核上的单个任务处理，整个计算速度更快，有

可能为化石燃料勘探提供现场数据的实时分析。软件可以在创纪录的时间内提供

前所未有的细节，从而改变化石燃料储量的地下成像。 

KAUST 的极限计算研究中心（ECRC）的研究人员正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Saudi Aramco）在一个有野心的项目“ExaWave”中密切合作，设计新的软件

并将其集成到图像分析平台中。“Exa”指的是 Aramco 为将工作负载转移到新

兴的高级架构而做的准备，它能够每秒执行数十亿次操作。这一伙伴关系的工作

将有助于迅速、准确和可持续地开采矿物燃料。 

为了使未来的高性能计算机建模高效工作，必须改进软硬件体系结构之间的

交互。Hatem Ltaief、David Keyes和他们在ECRC的团队正在重新设计数值算法，

以使数学模型适应新兴的硬件。 

Ltaief 表示，在不久的将来，计算硬件设计方向与传统软件设计方式会不匹

配，未来的硬件系统将由每一个具有深内存层次结构的节点上的数千个处理单元

（或核心）组成。然而，当前的大多数科学代码还没有准备好利用这项技术。 

并行计算需要将大型计算任务分解为许多较小的任务，这些任务在组合成一

个完整的解决方案之前是独立处理的。流行的编程模型—同步多个内核来完成整

个任务—可能会影响性能，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内核都同时完成（取决于速度和工

作分配），而快核必须等待较慢的核先完成。 

Ltaief 表示，开发人员需要重新设计软件，以减少多个任务之间的同步，并

限制内存层次结构中数据的移动，这样才能减少耗时的内存访问，这就是新软件

GIRIH 的优势，它可能会被应用于多种建模。 

                                                             
6 原文题目：Superior seismic imaging for better drilling 

来源：https://phys.org/news/2018-07-superior-seismic-imaging-drill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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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RIH 软件建立在前 KAUST 博士生 Tareq Malas 工作的基础之上，他现在

在美国的英特尔工作。该软件旨在通过广泛使用的模板计算来求解偏微分方程。

模板框架将三维空间划分为一个网格。网格中每个单元格的值根据周围单元格的

值变化—模板代码指定要使用哪些单元格来计算任何给定单元格的值。 

在地震成像的情况下，用模板框架求解具有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特性的波动

方程。GIRIH 将网格分割成块，每个块代表一定时间内的一定数量的单元格（见

上图）。然后，GIRIH 将这些块作为独立的计算任务来处理，这些任务是以并行

方式在底层硬件上执行的。这样，同步就被简单地等待所依赖数据相邻块的任务

所取代。 

Ltaief 表示，这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平铺策略实质上是一举两得。它通过重

复使用位于高内存层次结构中的已经缓存的数据来减少同步并缩短数据检索时

间， KAUST 的 20 万核超级计算机 Shaheen-2 将在 ExaWave 项目中发挥作用，

因为它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示 GIRIH 的性能。 

GIRIH 生成的高质量图像应该通过提供附近地下区域的细节来帮助钻井甚

至是实时钻井。这样，GIRIH 可以使钻井过程更加精确，帮助减少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对环境的影响。（刘山影 编译） 

中科院在格林函数中引入 Marchenko 方程对源间地震干涉法

进行改进 

6 月 19 号，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地球物理与工程》（Joural of Geophysics 

and Engineering）上发表了题名为《应用基于马尔琴科的格林函数检索和源间地

震干涉法施行钻头随钻地震》（Green's Function Retrieval with Marchenko  and 

Inter-Source Seismic Interferometry Method for Drill-Bit Seismic While Drilling）7的

研究成果。 

多项研究表明利用地震干预获取的分解波场能得到更加精确的格林函数。在

斜井和水平井中，根据垂直井视速度差的传统方法由于相似的时差而无法区分井

下钻位源波场的上行波和下行波。近年来，利用 Marchenko 方法实现的单向格林

函数检索已成功地应用于钻孔数据。受一种利用地表和钻孔数据分离波场的数据

处理方法的启发，该团队开发了一种只使用地表记录数据的波场分离方案。这种

方法的优点是它不需要了解媒介属性，因为媒介属性完全由数据分析得到。然后

                                                             
7 参考文献：Liwen Xu, Hao Chen, Xiumei Zhang and Xiuming Wang, et al. Green's Function 

Retrieval with Marchenko  and Inter-Source Seismic Interferometry Method for Drill-Bit 
Seismic While Drilling [J]. Journal of Geophysics and Engineering, 2018, 15(5): 2047-2059  . 

来源：http://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742-2140/aac095/m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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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源间地震干涉法（SI）方法得到的分解波场获取井周反射响应。数值模拟结

果表明 Marchenko 方法能准确地分离出波场。同时，通过源间 SI 获取的响应接

近目标区域，消除了不相关地层的影响。（郑启斌   编译） 

装备研制 

Walter Surface Technologies 重新设计了 ICECUT™强磁钻机 

7 月 10 日，瓦尔特（Walter）公司在其官网上发布了关于重新设计的

ICECUT™系列钻机的消息。 

瓦尔特表面科技公司作为全球领先的表面处理公司，其设计的新版强磁钻孔

兼环形切割仪器 ICECUT™系列动力强、用途更广且兼具良好的灵活性。它能提

供安全、便捷的钻孔技术，其中的 ACCUDRILLTM 技术有防止过载、过热以及

降低刀具破损风险的优势。 

装置中配备的人体工学控制板，使得利用集中控制的操作更加简单。同时其

中良好性能的轴芯，能吸收振动以保持稳定和完美地定心，确保电机和卡盘的对

齐，操作人员在精确切割的同时对刀具损坏也很少。另外环形刀具采用高速钢和

铝的复杂合金，用来延长使用寿命。在载荷情况下钻孔时，这些环形刀具更能抵

抗瞬间的冲击和应力，更不容易损坏和变形。 

ICECUT™系列的两款机型 ICECUT™ 100 和 ICECUT™ 200 ，能满足不同

的需求。 ICECUT™ 100，侧重灵活性，自重 22 磅，850 瓦的马达在 8.5 安培时

提供 600 的转速。ICECUT™ 200 则在功能性和力度上更有优势，自重 27 磅，

1200 瓦的马达在 12 安培时提供 300-600 的转速，这是现场工作理想的范围。他

们是同类型产品中最轻便的8。他们都是同类型设备中的冠军。（刘山影 编译）   

有杆泵优化：大数据有助于加速和改善操作 

7 月 1 日， 丹博里原油公司（Denbury Resources）研究人员在石油工程师

协会(SPE)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主动有杆泵优化:利用大数据来加速和改进操作》

（Proactive Rod-Pump Optimization: Leveraging Big Data To Accelerate and 

Improve Operations）的文章。 

文中介绍陆上操作人员怎样采用三步法优化 100 多个有杆泵井。有杆泵优化

                                                             
8 原文题目：Walter Surface Technologies’ Redesigned ICECUT™ Line of Magnetic Drilling 

Units Deliver More Power, Versatility and Safety 

来源：https://news.thomasnet.com/fullstory/new-icecut-magnetic-drilling-units-and-annular- 

cutters-come-with-quick-release-and-reversible-handle-40013128 



智能导钻专项研究团队                                              智能导钻快报 2018年第 07 期 

11 

工具（RPOT）涉及数据整合、自动化工作流程和交互式数据可视化，可为每个

正在分析的井生成一个推荐的优化措施（ROA）9。 

动态数据源通过信息链流入 RPOT。因此, 使用者能快速并更频率地进行分

析工作，同时因为他们了解他们的数据集是正确的、实时更新的，他们在分析时

更具信心。结构化数据使得每一行对应一口给定日期的给定井，相应的列则提供

井信息，产量、井设备以及数据采集和监控系统等信息。自动化的工作流程确保

正确的逻辑级数被执行以优化有杆泵系统。RPOT 的数据可视化组件充当用户与

大量数据和冗长计算之间的接口。所有可视化都是交互式的，如果用户的输入发

生改变同时一个井/项目被标记，那么可视化数据也会同时被更新。 

该方法有效增加单位运行时间，减少单位循环，改善生产和设备监控，提高

员工生产率和运营绩效。同时，RPOT 通过获取主题专家（SME）的知识，以确

保在其退休时不会丢失, 就算行业劳动力经验差距增大也能继续创造价值，大大

提升了知识管理能力和可扩展性。（丰米宁 编译） 

数字化技术帮助提高斜向器侧钻系统处理复杂井下情况的

性能 

6 月 22 日石油技术杂志（JPT，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网站消息，

提出斜向测井技术能处理井下复杂情况。侧钻技术是在井的某一特定深度设置一

个斜向器，利用其斜面造斜和导斜作用，用铣锥在套管的侧面开窗，从窗口钻出

新井眼，然后下尾管固井的一整套工艺技术。结合斜向器和铣削技术的进步，该

技术正依靠数字化技术来处理复杂地层以及提高复杂井轨迹的性能10。 

为了满足二十一世纪油气开采的实际情况，优化的工具设计、稳健的材料以

及使用最新模拟和可视化软件的预计划方案必不可少。新近推出的 TrackMaster 

Select模块化斜向器侧钻系统为套管开窗作业提供了全量程窗口，它是一个更强，

更快，更加可靠的侧钻系统，可以执行挑战性的铣削工作。该系统的特点是采用

优化的切削结构设计的单件式铣刀，用切削结构锻造成刀具体来代替随机压碎的

硬质合金刀具。该结构包括钎焊在刀片上的单个圆柱形切削刀片。这种锻体设计

消除了焊接过程，使工具中的热量大大减少，使铣锥的疲劳寿命提高了约 30%。。

模块化系统实现了单一或多个套管开窗的应用以及海上扩展窗口和多边井的裸

                                                             
9 原文题目：Rod-Pump Optimization: Big Data Helps Accelerate and Improve Operations 

来源：https://www.spe.org/en/jpt/jpt-article-detail/?art=4285 

10 原文标题：Digital Planning and Modeling Enhances Performance of Whipstock Sidetracking 

System in Complex Wells 

来源：https://www.spe.org/en/jpt/jpt-article-detail/?art=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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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侧钻，在中东碳酸盐油田成功地执行了单次双套管出口作业。 

规划、建模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斜向器侧钻系统与 IDEAS 集成动态设计和分析平台协同工作，该平台提供

了 4D、基于时间的模拟，来捕捉整个钻柱和井眼的几何形状，以确保精确地模

拟钻岩和铣削金属的切削界面。通过一种优化的钩槽定位提高斜向器的可恢复性，

而新的轧机设计保持斜向器顶部的厚度，以获得更大的可靠性。 

斜向器侧钻系统也得到了 DrillPlan 井施工规划解决方案的支持，该方案能

够优化 BHA 模型窗口的几何形状，并进行后续的串贯和铣削模拟，以及弯曲应

力和井下动力学分析。 

规划解决方案集成到一个平台和三个软件服务系统中。i-DRILL 综合动态系

统分析服务使用预测建模将振动和滑移最小化并优化 BHA 的性能；WhipSim 斜

向器模拟软件为铣削作业、窗口几何图形和 Runner 钻柱分析程序建模，它提供

了一个模型，用于分析表面参数、扭矩和阻力、锚杆和剪力螺栓的设置操作、以

及建模与实际参数的实时分析。综合服务最大限度地利用总体井网规划，并提供

在作业过程中进行调整的能力，以确保出口窗口迅速通过 BHA 。 

双套管侧钻 

2017 年，科威特石油公司（KOC）与斯伦贝谢合作，成功地规划、建模和

部署了模块化斜向器侧钻系统，作为科威特北部劳扎塔因（Raudhatain）碳酸盐

油田井槽恢复作业的一部分。在这个案例中，操作者需要在具有挑战性、高冲击

碳酸盐环境下，通过井筒的双层套管（9 5/8-in 套管和 13 3/8-in 套管）进行侧钻。

碳酸盐岩地层对铣锥系统非常有害，特别是在双套管情况下。主要目标是磨制高

质量的全量程窗口，并在一次行程中以最小的冲击和振动退出两串套管。窗口质

量对于使随后的 BHAs 通过而不引起昂贵和危险的跳闸操作尤其重要。 

在规划阶段，使用基于有限元分析（FEA）的建模系统和斜向器模拟软件对

BHA 进行建模。使用 IDEAS 平台对铣削操作和切削结构进行模拟，以确定产生

最小振动量的配置。评估了几个问题，包括使用双磨机 BHA 和三磨机 BHA 的

可行性。最终选择双磨机 BHA 在斜向器设置深度上进行双套管铣削。对在造斜

点 沿套管方向放置扶正器和套管环进行分析，以确保扶正器或套管环不被无意

研磨。 

斜向器模拟软件，能够计算衬垫或 BHA 通过的“狗腿”严重度以及 BHA

的应力，被用于检查弯矩，确保已完成的钻柱不受横跨斜向器的“狗腿”的影响。

工程师还审查了铣削操作产生的总切屑体积。在整个作业过程中，周期性地从沟

槽中收集岩屑，通过使用斜向器模拟软件比较金属插条的总体积与模拟体积来评

价窗口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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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公司的合作确保了具有挑战性的侧钻作业能够有效和安全地满足运营

商的目标。对于通常可以在两到三次运行中完成的操作，斜向器侧钻系统在单次

运行中成功地完成了复杂的双套管侧钻，这大大缩短了时间和节省了成本。 

采用设计和分析平台的规划方案以及斜向器模拟软件是减轻 BHA 冲击载荷

的关键。该项目增强了 KOC 对 FEA 平台准确识别破坏性振动基础的信心，为在

后续井中实施该方法铺平了道路。（邓阿妹 编译） 

中国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能够钻 15 公里钻孔的新钻机 

6 月 21 日新华网消息，自 5 月份中国自主研发的钻机成功钻孔达到 7,018

米后，中国研究人员计划开发一种能够钻出 15,000 米深钻孔的钻机11。 

吉林大学副校长、深大陆科学钻探设备计划研发主任孙有红表示：新钻机的

开发将基于 Crust-1 10K 超深科学钻机所获得的知识，该钻机目前是中国最好的

钻机。 

Crust-1 属于松科 2 项目，设计为钻入地球 1 万米。5 月 26 日，Crust-1 在中

国东北黑龙江省安达市开展钻孔，是亚洲国家完成的穿透白垩纪大陆地层的最深

科研钻孔。 

孙有红表示：虽然研究人员将面临地壳中的高温、高压和高应力等严峻问题，

但未来钻井平台钻探的深井可用作永久性地下观测站，能够“极大地提高了预警

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 

松科 2 项目上个月在中国东北部的松辽盆地钻探了 7,018 米的深度，使中国

成为继德国和俄罗斯之后第三个能够开发达到 1 万米的钻井平台的国家。 

新钻机（Crust-2）的初始设计已经完成，并等待批准。（周洪  编译） 

华北工程防漏堵漏工艺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12 

6 月 20 日中石化新闻网消息，华北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公司报送的《东胜气

田钻井防漏堵漏工艺技术》顺利通过石化集团科技部组织的 2018 年度科技成果

鉴定，鉴定委员会认为：该项工艺技术为东胜气田勘探开发提速增效提供了保障。

项目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其中 KPD 堵漏浆技术达到国际先进。 

该项技术结合工程、地质等多方面原因，分析井漏、井壁失稳机理，开发了

KPD 高效随钻防漏钻井液体系，提出“纤维架桥、填充驻留、胶结固化”的堵漏

技术思路，研究了可控膨胀堵漏技术及配套工艺，形成了适用于东胜气田的工程

                                                             
11 原文题目：Researchers mull new drilling rig capable of boring 15-km hole 

来源：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6/21/c_137271275.htm 
12 来源：http://www.sinopecnews.com.cn/b2b/content/2018-06/20/content_171063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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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压安全钻井技术。经现场 207 口井应用，一次堵漏成功率达到 95.3%，平均单

井缩短井漏处理时间 11.7 天，提高了东胜气田井漏复杂处理效率。 

近两年来，东胜气田水平井井漏、井壁失稳等技术瓶颈难题，一直影响气田

整体的提速提效。在鄂尔多斯指挥部统一组织下，井下作业分公司、五普钻井公

司联合攻关，经过现场试验、成果推广等，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7 年技术服务公司成立后，将近年来东胜气田安全钻井技术进步和现场

应用情况等，进行了梳理、总结和提炼，申请了两项发明专利，编写了相关技术

规范，提升成果的创新性和理论性。同时开展了直接经济效益核算、社会效益和

推广应用前景分析、技术查新、成果报告总结等工作。得到鉴定委员会专家的一

致好评。 

专利信息 

西安石油大学公布控制平行井钻进的磁测距系统及方法 

6 月 15 日，西安石油大学公开了一种控制平行井钻进的磁测距系统及方法，

提供了控制第二井与第一井平行，同时钻两口井，同时运行两个钻机也可以提升

作业效率13。 

控制平行井钻井的磁测距系统及方法，包括在两口平行井中布置含有钻头、

导向钻机或旋转导向系统、随钻测井工具 LWD、随钻测量工具 MWD 的底部钻

具组合，且在第一井的底部钻具组合的钻铤处设置螺线管，主要用于在平行井钻

进过程中利用磁测距，相对于第一井对第二井进行定位。第一井依据地下地质向

某一个方向钻探，数据从底部钻具组合传输到地面并进行解释，将需求发送给第

二井中的旋转导向系统，使第二井根据第一井同时钻进。（周洪 编译） 

产业动态 

美 洲 

美国石油钻探公司连续两周削减钻机 

6 月 29 日 E&P 网站消息，美国能源公司连续第二周削减石油钻井平台，并

                                                             
13原文题目：Parallel well drilling controlling type magnetic ranging system, has rotary guide 

system connected with drill part to control drilling trajectory of second well simultaneously with 

first well according to measured magnetic field information 

来源：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DIIDW&search_mode= 

GeneralSearch&qid=2&SID=8E92mp2JF3svMga5YZG&page=1&doc=2 



智能导钻专项研究团队                                              智能导钻快报 2018年第 07 期 

15 

创下自 3 月以来的首次月度下跌14。 

贝克休斯公司在每周报告中表示，截至 6 月 29 日，钻井工人在一周内削减

了四个石油钻井平台，总数减少到 858 个。这是钻井工人自 2017 年 10 月以来首

次连续两周拆除钻井平台。 

6 月，钻机数量减少 1 个，这是自 3 月份以来的首次下降。然而，在本季度，

该数字上升了 61 个，这是自 2017 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大涨幅，此前 4 月和 5

月出现了大幅增长。 

美国钻井平台数量是未来产量的早期指标。随着能源公司在过去一年半的时

间里，一直在提高产量，今年的活跃钻井平台数量远远高于一年前的 756 个。 

6 月 29 日美国原油期货价格升至 2014 年 11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并且有望

在 11 周内实现最大单周涨幅。今年到目前为止，美国石油期货平均每桶 65.46

美元。相比之下，2017 年的平均值为 50.85 美元，2016 年为 43.47 美元。展望未

来，原油期货 2018 年的交易价格约为 71.60 美元，2019 年的期货价格约为 66.13

美元。 

由于预计 2018 年的价格将高于 2017 年，美国金融服务公司 Cowen&Co 表

示，他们追踪的勘探与生产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 年计划的资本支出增长

了 13％，预计总支出将达到 812 亿美元，高于 2017 年的 721 亿美元。 

到目前为止，美国活跃的石油和天然气钻井平台总数平均为 1,003 个，这使

得 2018 年的钻井平台总数保持在 2014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本周共有 1,047 个石

油和天然气钻井平台正在服役。大多数钻机都用于生产石油和天然气。 

（周洪  编译） 

埃克森美孚在圭亚那发现第八处石油 

6 月 20 日，埃克森美孚公司表示，该公司已在南美圭亚那近海 Liza 油田东

南部 Turbot 附近发现了 78 米厚高质量的含油砂岩储层15。 

在圭亚那这一近期石油勘探的热点地区的第八处超级大发现可能会给

26800 平方公里的 Stabroek 区块的东南部带来一个新的发展机会。Liza 油田开发

钻井的第一阶段已于今年 5 月份开始。 

发现石油的 Longtail-1 井利用“Stena Carron”号钻井船在 1940 米的水中钻

探深度达 5504 米。该钻井船在 5 月 25 日开始钻井。这是该地区继 2017 年底的

Turbot 发现之后的第二次发现，埃克森美孚公司表示，这两次发现的估计可采资

                                                             
14 原文标题：US Oil Drillers Cut Rigs For Second Week In A Row 

来源：https://www.epmag.com/technology/news?page=2 
15 原文标题：ExxonMobil’s Eighth Discovery Off Guyana Adds Another Development Possibility 

来源：https://www.spe.org/en/jpt/jpt-article-detail/?art=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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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总量超过 5 亿桶油气当量。   

为了比较，Liza 油田第一阶段正在开发 4.5 亿桶。金融服务公司 Raymond 

James 股权研究助理 Muhammed Ghulam 指出：财团如何决定 Turbot 和 Longtail

的发展取决于该区块上的任何未来发现。 

完成 Longtail-1 的钻探以后，“Stena Carron”号钻井船将离开去钻探距离 Liza

油田西南 9 英里处的 Hammerhead-1 井。埃克森美孚公司计划在圭亚那增设第三

艘钻井船，增设的钻井船将与“Stena Carron”号合作对该区块的几个具有开发

前景的井进行钻探。 

现在看来，到 2023 年底，圭亚那近海三个阶段的开发预计将使石油产量超

过 50 万桶/日。 

“Noble Bob Douglas”号钻井船正在完成 Liza 油田第一阶段的初期钻井，

这将包括 17 口井，这些井与生产能力为 12 万桶/日的 Liza Destiny 浮式生产储存

卸油轮（FPSO）相连接。第一阶段的生产预计在 2020 年初开始。   

Liza 油田开发的第二阶段计划在 2022 年中期开始生产，将雇佣第二艘生产

能力为 12 万桶/日的 FPSO。第三阶段将紧跟第二阶段，并开发 Payara 和 Pacora

巨型油田。 

2015 年 5 月 Liza 油田的发现揭开了圭亚那石油资源发现的序幕，之后又陆

续发现了 Payara、Liza deep、Snoek、Turbot、Ranger、Pacora 和 Longtail 等油田。 

埃克森美孚当地子公司 Esso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Guyana（EEPG）是

Stabroek 区块的运营商，并拥有该区块 45%的股权，其合作伙伴赫斯圭亚那勘探

公司（Hess Guyana Exploration）和中海油尼克森圭亚那公司（CNOOC Nexen 

Petroleum Guyana）分别拥有该区块 30%和 25%的股权。 

埃克森美孚对拉丁美洲日益重视，在今年 6 月增持了在巴西的股份，这包括

获得了Uirapuru区块的部分股权，并从Equinor 手中获得了BM-S-8区块的股权。               

（邓阿妹 编译） 

Diamond Offshore 推出区块链钻井服务 

6 月 26 日，休斯顿的 Diamond Offshore Drilling Inc 在海上钻井行业推出了

第一个区块链技术应用。据称，该技术可提高效率，使石油和天然气运营商能够

降低总体拥有成本（total cost of ownership，简称 TCO）16。 

                                                             
16 原文题目：Diamond Offshore introduces Blockchain Drilling service 

来源：
https://www.offshore-mag.com/articles/2018/06/diamond-offshore-introduces-blockchain-drilling-

service.html?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offshore-la

test-news+%28OS+-+Latest+News%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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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区块链钻井服务为优化钻井施工活动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平台，包括钻井相

关服务、物资和供应链。用户可以从任何 Web 可访问设备访问和分析性能，以

实现近乎实时的 TCO 管理。 

基于云计算的平台是可扩展的，基线系统包含五个模块，据称可以提高效率

并减少浪费：供应链和物流管理：提供整个供应链的透明性、来源和不变性；好

的计划：通过详细事件显示实际与计划的时间；支出监控：汇总总支出、总成本

与预算；动态关键路径：显示实时瓶颈；性能跟踪器：监控运营关键绩效指标。 

可根据客户需求在平台上调整可配置模块，以进行单井或多井活动。 

该平台将被用于采购阶段，用于采购阶段的建设、完成和生产模块。该公司

表示，通过每个阶段跟踪、规划和优化油井，可以减少开支、消除浪费、改进工

艺，并更好地协调各方所需的能力，以更好的完成交付。 

与 Data Gumbo Corp 合作开发的区块链钻井服务，将在钻井海上钻井平台上

实施，打造行业首支区块链现成钻井船队。 

Data Gumbo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Andrew Bruce 表示：Data Gumbo 很高

兴与 Diamond Offshore 合作，运用我们的工业区块链即服务（BaaS）解决方案

来支持这种首创的区块链钻井平台。区块链钻井平台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一个经

济、可扩展的基础，用于构建区块链应用程序，在优化项目的同时减少 TCO。 

（段力萌 编译） 

Otto Energy 在阿拉斯加北坡为 Nanushuk 勘探钻探设定日期 

6 月 25 日，Otto Energy 表示已签署一份具有约束力的条款清单协议，将于

2019 年初在阿拉斯加北坡参与钻探 Nanushuk 石油勘探井。最终确定协议预计将

在 30 天内执行。Otto Energy 及其财团合作伙伴对此机会享有排他性17。 

值得关注的是：Otto Energy 的技术团队预估阿拉斯加北坡最高有 400 亿桶

的资源；钻井资源目标与 2017 年钻探的 Horseshoe-1/1A 油井相似；

Horseshoe-1/1A 是 Bbbl plus Nanushuk 石油道路的一部分，是阿拉斯加北坡最近

最令人兴奋的常规石油发现之一；Otto Energy 已经获得了资金充足的财团合作

伙伴来执行钻探；Otto Energy 在潜在租约中将其工作权益增加至 22.5％。 

通过应用未来开发项目可能回收的估计石油数量与未发现的累积有关。这些

估计既有相关的发现风险，也有发展风险。需要进一步评估和评估以确定是否存

在大量潜在可移动的碳氢化合物。（王胜兰 编译） 

                                                             
17 原文题目：Otto Energy sets a date for Nanushuk prospect drilling, on Alaska North Slope 

来源：
http://www.worldoil.com/news/2018/6/25/otto-energy-sets-a-date-for-nanushuk-prospect-drilling-

on-alaska-north-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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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ty Six 收购俄克拉荷马州的五星钻机公司 

7 月 10 日 E&P 网站消息，Sixty Six 油田服务公司表示完成了对五星钻机和

供应公司（Five Star Rig and Supply Inc）的股票完全收购。Five Star 是位于美国

俄克拉荷马州的钻井平台和供应零部件公司18。 

今年四月，Sixty Six 油田服务公司已签署收购五星公司的意向书，计划筹集

高达 2000 万美元的债务和扩张资本。交易条款尚未披露。 

Five Star 成立于 1983 年，多年来已经发展成为油田设备的制造商，产品涉

及离心泵、电缆机、驱虫风机、FC-1000 以及其他 1000 HP 泥浆泵。Five Star 的

总裁兼大股东 Jason Clayton 在 4 月份表示，该公司一直在寻求扩大其在钻井供

应市场的份额。通过与 Sixty Six 油田服务公司合并，Five Star 将进入公共市场，

在全球分销中获得更多机会。 

Sixty Six 油田服务公司是由 J.C. Houck 于 1959 年在俄克拉荷马州创立的油

田重型设备公司。目前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Dave T. Ho 表示：收购 Five Star

是一个重要历史时刻。即将到来的钻机销售方面的机会，可能会使其总收入在

2018 年增加七倍。（周洪  编译） 

欧 洲 

A/S Norske Shell 钻探 Knarr 油田西南的干井 

7月9日WorldOil网站消息，持有373S生产许可的A/S Norske Shell操作员，

已经完成了 34/5-2S 干井的盲钻19。 

该井位于北海北部的 Knarr 油田西南方向约 10 公里处，位于 Florø 以西 125

公里处。挖掘该井的目的是在下侏罗纪储层岩石中发掘石油。 

挖掘 34/5-2S 井时遇到了约 85 米厚的库克组岩石，其中 50 米为砂岩，储层

质量普遍较差至中等。并获得了相关数据。 

这是 373S 生产许可的第 9 口勘探井。该许可于 2005 年由 APA 颁发。 

该井钻到海面以下 3,672 米的垂直深度，水深 387 米，并在下侏罗纪的阿蒙

森地层终止。该井已被永久封堵和遗弃。 

34/5-2S 井由 Scarabeo8 钻探，现在将在挪威海域以 832 生产许可进行

                                                             
18 原文题目：Sixty Six Acquires Oklahoma-Based Five Star Rigs And Supply 

来源：https://www.epmag.com/sixty-six-acquires-oklahoma-based-five-star-rigs-and-supply 

-1708821 
19 原文题目：A/S Norske Shell drills dry hole southwest of Knarr field 

来源：http://www.worldoil.com/news/2018/7/9/as-norske-shell-drills-dry-hole-southwest-of-knarr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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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4/3-1 井的盲钻，A/S Norske Shell 是运营商。（王胜兰 编译） 

亚 洲 

埃尼即将获得阿曼一个勘探区块 

据 7 月 4 日 Upstream 网站消息，阿曼即将颁发给意大利埃尼公司一个特许

权，在 BP 为首的 Khazzan 巨型气田附近一个区块勘探天然气20。 

阿曼石油部长 Mohammed al-Rumhi 表示：石油部将把 Khazzan 巨型气田附

近一个区块的勘探权颁发给埃尼公司，该公司已经提交了勘探该陆上区域的计划

书，石油部目前正在研究该计划书。目前石油部和埃尼公司正在敲定产量分成合

同，预计将在 9 月或 10 月签署该合同。 

此前，阿曼与壳牌和道达尔在 5 月份签署了一份类似的初步协议，将在这个

酋长国中部开发天然气资源。 

Rumhi 预计，阿曼将与这两家公司在今年第四季度签署最终协议，进一步推

动阿曼的天然气勘探，因为阿曼面临天然气供应短缺。（邓阿妹   编译） 

Weatherford 出售中东陆上钻井平台业务 

7 月 12 日，Weatherford 子公司已与 ADES 国际控股公司达成协议，出售在

阿尔及利亚、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 Weatherford 陆地钻井平台以及在伊拉克的

两个闲置土地钻井平台21。 

ADES 将为此次收购支付 2.875 亿美元的价格，其中包括 31 个陆地钻井平

台和相关的钻井合同，以及约 2,300 名员工和合同人员。 

交易完成后，Weatherford 打算利用销售所得来削减债务。该交易是

Weatherford 公布的一系列先前计划的剥离中的第二笔，作为该公司努力专注于

与其长期战略相一致并减少债务的业务组合的一部分。Weatherford 在 90 多个国

家开展业务，拥有约 780 个网点，包括制造、服务、研发和培训设施。在未来几

个季度，Weatherford 计划通过一系列较小的销售来出售剩余的陆地钻井平台。 

Weatherford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Mark A. McCollum 表示，ADES 正在收购一

支高效的陆地钻井平台和一支专业的劳动力队伍，其在提供钻井效率，卓越运营

和一流安全方面拥有 60 多年的经验。 

ADES 首席执行官 Mohamed Farouk 也表示， Weatherford 作为世界上最大

                                                             
20 来源：http://www.upstreamonline.com/cn/1526809/ 
21 原文题目：Weatherford to sell Middle East onshore drilling rig business for $287.5m 

来源：https://www.compelo.com/energy/news/weatherford-to-sell-middle-east-onshore-drilling 

-rig-business-for-287-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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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油田服务公司之一，其在 90 多个国家具有深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士保

证了，与该公司签署的该协议将是 ADES 的净利好。（丰米宁   编译） 

Artemis 从超深的皮尔巴拉钻井中获得惊喜 

7 月 11 日澳大利亚西部(WA，the West Australia)官网消息。Artemis Resources

公司对在位于其 Radio Hill 工区以南 43km，靠近澳大利亚西部公司西 Pilbara 的

Karratha 处的“超深”钻石钻井，提供了脉冲快速更新。这个 3.3km 的钻孔计划

本周达到 943.5 米，竟意外地与井下 644.4m 深的长英质侵入岩相交22。 

地质的变化是不可预见的，该公司表示，对沉积盆地中的侵入体的识别有助

于了解该地区矿化的重大变化。 

侵入岩在热流体状态下有效地侵入现有的岩石序列，并由于高温和极端压力

形成显著裂缝。如果流体中溶解有具有重要经济效益的金属，那么这些裂缝则可

能是主要矿床。 

基于目前相交的长英质侵入体硬度情况，钻探速度已降至约 50 米每天。 

新钻孔实际是一个 2.27 千米长深钻孔的同位井，该深钻孔是 CRA 勘探公司

于 1986 年在 Artemis 超深孔东南约 11 公里处完成的。该计划是将两个深孔的地

质序列联系起来或“排列”起来，并确定两个位置的沉积和火山岩组的厚度和大

致凹陷。 

由于其在 Pilbara 巨大的土地上控制矿石矿化的过程，因此，对 Artemis 来

说，它与蚀变、漂变、石英脉纹和狭窄的白云石筑堤的交相结合，已经为 Artemis

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可能性。 

该公司最近将与合资伙伴Novo Resources进行一项耗资540万美元的重大勘

探和开发工作计划，目的是勘探Purdy's Reward砾岩和古代金矿床的等级和吨位。 

除此之外，Artemis 还在 Pilbara 地区积极勘探硬岩金、钴、铜和铂族金属矿

藏，且该公司还对在无线电山核电站方圆 60 公里范围内的钻石和基础金属感兴

趣。（刘山影 编译） 

沙特阿美 NOV 成立 JV 制造陆上石油钻机设备 

6 月 28 日，据路透社报道，沙特阿美公司与 National Oilwell Varco Inc（纽

约证券交易所代码：NOV）签署协议，成立一家合资企业（JV）23。该合资企业
                                                             
22 原文题目：Artemis gets surprise from super deep Pilbara drilling 

来源： https://thewest.com.au/business/public-companies/artemis-gets-surprise-from-super-deep- 

pilbara-drilling-ng-b88892835z 
23 原文题目：Saudi Aramco, NOV Form JV To Make Onshore Oil Rigs, Equipment 

来源：https://www.epmag.com/saudi-aramco-nov-form-jv-make-onshore-oil-rigs-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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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为了在沙特阿拉伯生产陆上钻井平台和设备。 

在声明中宣布，沙特阿美公司将拥有该公司 30％的股权，其余的将归休斯

顿的 NOV 所有。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Amin Nasser 表示，这笔交易是“迈

向创建充满活力的能源服务业的一步”。 

沙特阿拉伯政府计划在该国和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公司阿美石油公司中寻求

新的下游和相关产业投资来扩大其业务。阿美石油公司表示，新的合资企业将在

位于沙特阿拉伯东海岸朱拜勒(Jubail)工业城附近的拉斯拉斯·阿尔卡海尔(Ras 

Al-Khair)，而且新公司的目标是每年生产 10 个陆上钻井平台。 

公司表示，该设备预计将于 2020 年投产，首批钻机将于 2021 年交付。 

（段力萌 编译） 

中 国 

中国石油又一超深探井塔里木开钻24 

6 月 28 日，集团公司重点风险探井——轮探 1 井鸣笛开钻。按照 8500 米设

计井深，这口井或将刷新纪录，有望成为中国石油陆上最深井。 

轮探 1 井位于新疆轮台县境内，目的层为寒武系肖尔布拉克组，对塔里木油

田建设 3000 万吨大油气田、寻找战略接替层系具有重要意义。 

轮探 1 井由西部钻探巴州分公司 90008 钻井队承钻。超深、高温、含硫等特

点为钻探带来很大难度，现有钻井技术面临考验。西部钻探周密组织，抽调工程、

泥浆、装备等方面专家组成轮探 1 井专项小组，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为确保优质高效施工，西部钻探及时与钻头厂商细化钻头方案，明确阶段提

速目标；为实现上部大井眼提速，与西部钻探工程院对接扭力冲击工具，确保工

具组织到位；为确保井下安全，与钻井液公司对接，提前在化验室进行材料选型、

体系优选等相关实验。 

与此同时，西部钻探提前编制设备改造升级计划，为强化钻井参数做好装备

保障；完成钻井设备维护、保养和上钻前调试工作，确保实现设备本质安全；提

前储备高压泵配件和管汇、闸门等材料物资，为钻井提速提效奠定基础。 

由于轮探 1 井在井深 6800 米后可参照的邻井资料几乎为零，位置预判难度

大，存在溢流、垮塌、钻具易疲劳损坏等风险。西部钻探井控专家常驻钻井现场，

加强井控管理，细化各开次施工方案；加强液面监测，预防溢流事故发生；加强

钻具探伤，及时更换保养，全力保障生产组织安全平稳运行。 

                                                                                                                                                                              
-1707466 
24 来源：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8/07/02/0016961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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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油田创国内气井钻井新纪录25 

6 月 30 日消息，承担靖边气田开发的长庆油田采气一厂，在靖 89-27 井井组

一趟钻完钻一口气井，创造了国内气井钻井的一项新纪录。 

目前国内开发的气田，由于气藏普遍埋藏较深，加上受不同地层构造的影响，

每打一口气井都要少则起下几趟钻，多则起下数十趟钻。长庆油田在靖边老气田

的钻井施工中，利用新工艺、新技术积极探索一趟钻完钻模式，从而拓展了提质

增效的新空间。特别是承担钻井施工的川庆钻探 50282 钻井队，针对靖边气田的

岩层结构，选用 6 刀翼 PDC 钻头，合理设置钻井参数，优化钻井液性能，技术

人员 24 小时蹲守现场，面对面解决钻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保证了一趟钻

工程的顺利实施。 

 “靖 89-27 井井组一趟钻完钻的这口井，是井深达 3353 米的中深井。”采气

一厂产能建设项目组负责人说，“这口井的一趟钻完钻，不但缩短了钻井周期，

且可节约钻头费用数万元。” 

川庆钻探长庆钻井开启“提速+减排”双赢模式26 

6 月 10 日 22 时，川庆钻探 40564 钻井队承钻的苏东 20-32C4 井顺利完钻，

完钻井深 3175 米，以 7.67 天刷新长庆油田苏里格小井眼气井最短钻井周期纪录。 

2018 年，天然气小井眼开发模式成为长庆油田实现降本增效的重要举措之

一，川庆钻探长庆钻井总公司承揽长庆油田小井眼井 70%的工作量。与常规井眼

开发模式相比，小井眼具有投资成本低、钻井液用量少、岩屑排放少等特点，不

仅实现了降本增效，也实现了绿色环保发展。据了解，目前施工的小井眼单井钻

井液消耗可减少 33%，岩屑可减排 38%。 

长庆钻井把小井眼列为全年重点工程，多次到各采气厂进行工作量对接和质

量回访，认真征求施工质量、进度及安全环保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提高服务

水平和保障能力。 

大庆钻探助力川渝页岩气大开发27 

7 月 4 日，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九丝城镇龙泉村传来好消息，大庆钻探承

担的页岩气项目首口井，即宁 209H10-8 井圆满施工后进入声幅测井阶段，为助

力川渝页岩气开发打响了头炮。 

                                                             
25 来源：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8/07/12/001697519.shtml 
26 来源：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8/06/27/001695668.shtml 
27 来源：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8/07/09/0016970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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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在前期细致调研的基础上，大庆钻探成立了川渝页岩气项目部，并迅

速在四川长宁、叙永地区找到了初期工作量，国内页岩气固井市场开发首开纪录。 

宁 209H10-8 井是该项目部所固的第一口井，地处四川省宜宾市南部的文兴

县，海拔在 600 米至 1000 米之间，山路狭窄，地形复杂。该井井身 787 米，钻

头尺寸 444.5 毫米，套管尺寸 339.7 毫米。如果用常规固井方式，该区块固井易

发生井漏，由于井深、注灰和替泥浆量大，替泥浆无法计量，易造成水泥塞长和

水泥无法返出的情况。 

为了固好首口井，打响头一炮，大庆钻探钻技一公司超前筹备，提前一周从

大庆出发，长途跋涉 3500 公里，耗时近 7 天，才全部将固井车辆和立式罐运达

兴文县。到达该县后马不停蹄，即刻组织往井上转运。由于立式罐直径大，当地

山区道路较窄，运输十分困难。经过多方协调，密切协作，终于促使所有设备安

全运抵现场，并摆放到位。 

正式组织施工时，天空一直下着绵绵细雨，施工人员冒雨连夜施工，从立罐

转运，到水泥运输，到施工准备，再到施工顺利结束，耗时 30 多个小时，将近

凌晨时才安全返回驻地。 

重庆钻井：成功攻克“钻井珠峰”28 

6 月 24 日，中石化重点探井川深 1 井钻至井深 8420 米完钻。该井是中石化

部署在四川盆地的一口重点预探井，对于探索四川盆地超深层天然气资源具有重

大意义。自 2016 年 12 月 30 日开钻以来，该井创造和刷新各类纪录 9 项，完钻

进尺超过 2016 年的亚洲垂深最深井马深 1 井。 

相对于海拔 8848 米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口由西南工程重庆钻井

分公司 90101 井队施工的地表以下 8420 米的五开制深井，克服井内 200 度的高

温和从未钻至震旦系、钻头尺寸大、钻井液密度高、同段裸眼内多套地层压力共

存、套管下入深、质量超重等诸多施工难题，用铁军的“硬功夫”打造出了一座

来自地层以下的“珠穆朗玛峰”。 

生产“四字诀”筑牢质量防线 

 现场“严”安全。“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生命。”90101 井队严格按照“显

微镜里查隐患，放大镜里看问题，瞄准镜里盯三违”的安全生产“三面镜”管理

方案精心组织施工，为川深 1 井安全生产筑牢层层防线。 

技术“细”措施。“要想进步，技术开路。”井队集成优化成熟配套技术，将

技术措施细化到每一趟钻、每一天、每一个施工环节。做到“一开一策”“一序

一策”“一天一策”，严密把控施工风险。 

                                                             
28 来源：http://www.sinopecnews.com.cn/b2b/content/2018-07/03/content_17115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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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管理。井队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值班带班制度，实施优化奖惩机制，

通过定期检查、考评、奖励，确保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参与，激发了干部职工

创优创效的激情。 

 过程“精”控制。超前预测、谋划，保证设备正常运转、生产无缝衔接。

岗位细分工、班组严考核，确保班班有成效、天天有推进，稳中求进，稳中求快、

精益求精。 

开钻以来，该队使用泡沫钻、空气钻、进口 PDC 钻头和五刀翼 PDC+预弯

曲钻具等先进钻井工艺技术，一路“过关斩将”，取得了优良的技术指标：一开

直径 660.4 毫米井眼钻至 910 米，创川东北泡沫钻钻井施工最深纪录；直径 508

毫米套管下深 910 米，创川东北同尺寸套管下深最深纪录；二开直径 444.5 毫米

井眼钻至 4264 米，创中石化同尺寸井眼施工最深纪录；直径 365.1 毫米套管下

深 4261.65 米，创中石化同尺寸套管下深最深纪录等。该井在四开施工时，井眼

轨迹控制远优于设计，井身质量优秀，实现安全、顺利中完，较设计提前 12.96

天,深井提速提效工作成效显著。 

党员“三靠前”提升队伍士气 

党员“坚守在前”。为随时把控现场，井队党员干部把井场当成“家”，在每

开次下套管、固井等重点环节，队长、副队长以身作则，20 多个小时舍不得合

眼，“枕戈待旦”坚守岗位，用先锋模范精神引领队伍攻坚克难。 

党员“冲锋在前”。井队成立党员突击队，主动承担设备抢修，卸泥浆材料、

配置堵漏浆、卸套管、通径及配合下套管等“急、难、险、重”工作，得到职工

的一致好评，进一步增强了队伍凝聚力。 

党员“奉献在前”。从队伍组建、设备迁安到组织施工，一年多的时间里，

为保证该井的安全生产，井队党员干部主动放弃休假，坚守一线。队长杨和平更

是全年休假时间不到 10 天。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90101 井队全体职工立足大

局，团结奋进，为圆满完成施工任务默默奉献。 

“井深超过 8000 米以后，井底温度超过 170 摄氏度，到 8400 米后，井底的

温度超过 200 度。”面对高温、高压的考验，该队全体干部员工团结一心，砥砺

挺进。 

“与同类井相比，我们的进度已超前 100 余天，按照现在的钻井速度，每钻

进一米都是一项新纪录的诞生。”据悉，该工程属西南第一工程。施工期间，该

队先后荣获西南油气田产能建设及勘探项目部优秀基层队、西南工程公司安全环

保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全队干部职工攻坚克难，奋勇拼搏，用“硬功夫”打出

了“铁工程”，成功攻克“钻井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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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窄压力窗口超高温高压井钻完井难题29 

7 月 2 日，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下称有限公司）发出表扬信，肯定了有

限公司湛江分公司（下称有限湛江）超高温高压井钻完井技术再获新突破。6 月

10 日，有限湛江成功完成一口高难度超高温高压井钻探，破解了窄压力窗口超

高温高压井钻完井技术难题，增强了南海西部超高温高压领域的勘探信心。 

这口井是有限湛江部署在莺歌海盆地乐东区域构造上的一口探井。该构造所

在的区域天然气资源丰富，是近年有限湛江天然气勘探的主战场。但这里也是地

球上最活跃的超高温高压带，极端的温压条件和极窄的安全作业压力窗口，给该

区域的钻完井作业带来极大风险。 

2015 年、2016 年有限湛江先后在该构造钻探了两口井，都因频繁发生溢流、

井漏等钻井复杂情况匆匆完井，未能完成既定钻探目的。此后，有限湛江有针对

性地加强技术攻关，2017 年成功钻探第 3 口井，钻遇目的层经测试具备商业价

值。 

不过，地质研究表明，乐东区域的目的层下部还有更大的资源潜力待钻探证

实。但目的层下部埋藏更深、温压条件更极端，且作业压力窗口更窄，钻井难度

更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有限湛江再闯难关，今年年初再部署了一口探

井，继续深入勘探。 

这谈何容易！钻前研究预测，这口井目的层压力系数 2.30，温度近 200℃，

裸眼井段长，多套地层为首次钻探，地层情况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钻井难度为

近 4 年高温高压探井之最。而安全钻探超高温高压井，必须具备地质认识清晰、

温压明确、必要的压力窗口、工具及配套技术满足要求等多项条件。对此，有限

湛江结合有限公司钻完井专家的指导意见，与地质研究部门、服务商、国内石油

院校及企业合作，周密筹备、量身定制作业方案。 

地质认识方面，有限湛江想方设法提高这口井所在区域的地震资料分辨率，

深入分析储层变化规律及其压力变化。作业压力窗口方面，有限湛江采取“表层

套管尽量下深，技术套管精细卡层”的策略，20 寸套管下深达 1300 米，较邻井

多下深 300 米，创造了南海西部 20 寸套管下深纪录；13.375 寸技术套管下深比

邻井增加超过 600 米，9.625 寸套管顺利封隔薄弱层，下至主要目的层顶部 12

米，由此使得目的层下部所在井段具备了基本的作业窗口和钻进条件。为了应对

井漏、溢流等钻井复杂情况，有限湛江优化钻具组合与泥浆性能，提前做好随钻

封堵措施等相关准备。同时，针对井底温度、压力接近井下工具耐温极限的情况，

有限湛江严把工具质量关，采取新工艺技术为工具降温降压。 

                                                             
29 来源：http://www.cnooc.com.cn/art/2018/7/11/art_201_2999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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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密筹备后，这口井正式开钻，有限湛江派出强大技术团队现场指导，严格

按方案精细作业。钻至目的层后，发现下部地层裂缝发育，钻井难度比预想更大，

有限湛江从容应对，实时更新地质认识，采取针对性措施，比如精细控制泥浆密

度、提高井筒承压等。 

经过 60 天的艰苦作战，该井最终顺利完钻，完钻井深 4352 米，成为中国海

油钻完井领域挑战极限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东胜气田 JPH-402井刷新钻井周期记录30 

6 月 29 日消息，东胜气田 JPH-402 井以 28.39 天的钻井周期刷新杭锦旗工区

二级井身结构无导眼水平井最短钻井周期纪录，比设计周期缩短了 18.61 天，提

速势头强劲。 

JPH-402 井是华北油气分公司研究院部署在鄂尔多斯盆地伊陕斜坡北部的

一口气藏开发水平井，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锡尼镇境内，由华北工程院

自主设计，采气二厂负责运行管理，华北工程西部分公司钻井施工，完钻井深

4376 米，完钻层位二叠系下统下石盒子组盒 2 段。 

JPH-402 井与之前完钻的 JPH-426 井位于同一井场，井口距离仅有 5 米，在

开钻前，工程院要求各方务必要认真贯彻设计，对地质、工程、钻井液、固井等

设计进行技术交底，贯彻重点技术措施，并按设计要求做好开钻前的各项准备工

作。负责运行管理的采气二厂始终以“安全生产，提速提效”为理念，以加强生产

和技术管理为抓手，以加快产建进度为目标，深挖提速提效潜力，明确责任部门，

落实设计方案的跟踪、执行和作业过程的监管，建立“设计审核—施工跟踪—现

场监管—复杂问题处理—责任处理”的高效机制，同时，采气厂与工程院紧密结

合，指导施工，现场解决“疑难杂症”，全力促进提速提效工作。 

该井与邻井 JPH-426 井距离较近，实钻过程中，相关单位认真收集整理老井

实钻各井眼轨道数据，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做好防碰监测工作，同时密切注意开

孔钻井参数，确保防斜打直。经各方努力，使该井平均机械钻速达到 10.63 米/

小时，实现了提速提效目的，为加快气田上产节奏奠定了基础。 

东胜气田首口水平探井取得新突破31 

6 月 20 日，由华北研究院部署设计的东胜气田杭锦旗区块第一口水平探井

锦平探 1 井完成第一段（200m）试气，下石盒子组盒 3 段测试日产气 2.5002 万

                                                             
30 来源：http://www.sinopecnews.com.cn/b2b/content/2018-06/29/content_1711281.shtml 
31 来源：http://www.sinopecnews.com.cn/b2b/content/2018-06/28/content_171117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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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天，油压 3.3-3.7Mpa。实现了蒋家梁地区乌兰吉林庙断裂以南盒 3 段突破。 

锦平探 1 井是部署于东胜气田乌兰吉林庙断裂南部的一口勘探水平井，也是

杭锦旗地区第一口水平探井，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评价蒋家梁圈闭南部盒 3 段气藏

的储层发育状况及含气性，落实产能。该井水平段长度 800m，砂岩钻遇率 100%，

砂岩显示率 79%，显示段最大全烃 99%，平均全烃 63%，取得了较好的钻遇效

果。根据锦平探 1 井的显示情况，并考虑距离断裂的距离，选取 6 段进行分段测

试。本次对靠近乌兰吉林庙断裂的 2 段首先进行压裂测试, 后期会根据本阶段测

试结果，进行全井段压裂测试。 

为了进一步提高探井部署质量，科研人员针对东胜气田独贵加汗区带下石盒

子组盒 3 段，以辫状河沉积体系理论为指导，开展了地震-地质一体化综合研究，

在沉积背景指引下，结合最新三维地震储层预测技术，从构造精细解释、储层正

演模拟、地震多属性融合、AVO 属性分析及充分应用叠前地震预测方法，定性、

定量刻画气藏空间及平面展布特征，形成了测井相-沉积相-地震相有利模式的井

位部署流程，提高了钻井成功率，进一步明确了该区下石盒子组盒 3 段辫状河沉

积模式、砂体构型特征及地震有利模式。同时对乌兰吉林庙断裂的断裂特征、构

造演化特征及对成藏的控制作用进行了综合分析。建立了构造演化-沉积模式控

制、地震-地质沉积微相预测、有效源岩-储层配置的选区及甜点预测综合评价方

法。 

根据研究成果，科研人员在东胜气田蒋家梁地区盒 3 段先后部署了锦 131

井和锦平探 1 井，这两口探井分别在东胜气田乌兰吉林庙断裂南北盒 3 段取得了

突破。尤其是锦平探 1 井的成功实施，明确了乌兰吉林庙断裂以南下石盒子组勘

探前景，进一步证实了断裂带附近盒 3 气藏储量的可靠性，也为东胜气田锦 108

井区南部盒 3 段预测储量升级、开发井部署提供了有力支撑。 

亚洲第一深井川深 1 井绽放异彩奉献清洁能源32 

6 月 25 日消息。西南石油局重庆钻井 90101 钻井队承钻的是中国石化部署

在四川盆地的一口重点预探井，设计井深 8690 米，为亚洲第一深井。90101 井

队组建以来一直鏖战元坝区块，先后施工了 5 口深井、超深井及超深水平井，总

进尺 32016．5m，优良率 100％，优质率 61％。多口井实现工业油气发现并试获

高产工业油气流。为元坝气田的开发做出了卓越贡献。近年来，井队共创造和刷

新各类纪录 7 项，获得得中石化川气东送指挥部“功勋基层队，中石化集团公司

“青年文明号”、＂工人先锋号”等省部级以上荣誉 6 项，各类局级嘉奖 10 项。 

                                                             
32 来源：http://www.sinopecnews.com.cn/news/content/2018-06/25/content_17108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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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陆上最深天然气井投产33 

6 月 20 日消息，我国陆上首口井深超过 8000 米的天然气井——克深 902 井

近日正式投产，日产气量达 40 万立方米，为西气东输增添了新气源。 

据了解，位于新疆拜城县境内的克深 902 井，完钻井深达 8038 米，其深度

接近于一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该井的投产使用对塔里木油田 300 亿立方米大气

区建设和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意义重大。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塔里木油田，被认为是

世界油气勘探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据塔里木油田库车油气开发部气藏工程部主

任王胜军介绍，克深 902 井所处的克深气田具有超深、超高温、超高压和超高低

应力的特征，属于世界罕见的裂缝性致密砂岩气藏，开发难度极大。 

塔河油田生产测井指导措施增油效果显著34 

6 月 28 日消息。为提高塔河油田低产低效井的效益，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运用生产测井手段，准确摸清井下生产动态，2018 年上半年指导措施 14 井次，

增油 1.02 万吨，效果显著。 

塔河油田碎屑岩油藏大多赋存有底水或边水，且储层非均质性强，易出现水

体锥进现象，一旦水体突破储层进入井筒，生产含水就会明显上升甚至出现暴性

水淹，严重影响油井的开发效益。为提高堵水措施的针对性，工程院技术人员借

助生产测井技术指导油气井的措施作业。 

TK957X 井 PNN 测井显示原生产层段水淹较重，无生产潜力，而

4603.50-4605.50 俘获截面数值较低，解释为中-高水淹层，具有一定的增油潜力。

因此对原射孔层段进行了挤堵，对 4603.50-4605.50 米进行射孔生产，投产后含

水由 99%下降到 56%，日增油 12 吨/天。与 TK957X 井类似，KZ1-12 井经过 RMT

测井资料解释，认为前期射孔段已高水淹，剩余油潜力较小，而 4181.5-4191.5

米储层段的顶部水淹相对较轻，含水饱和度 75%，具有一定的措施潜力。因此挤

堵原层位，对 4181.5-4185.0m进行补孔，措施后油井含水由 99.3%下降到 75.1%，

日增油 5.6 吨。 

 2018 年生产测井指导措施有效率为 100%，且各油井目前措施增油均有效，

这也使得生产测井成为油田开发名副其实的“眼睛”。 

 

                                                             
33 来源：http://www.sinopecnews.com.cn/news/content/2018-06/21/content_1710752.shtml 
34 来源：http://www.sinopecnews.com.cn/b2b/content/2018-06/28/content_17111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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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快讯 

[1]2018 年 6 月，中国地质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石油科学与工程学报》（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上发表了题为《一种新型星形共聚物，作

为水基钻井液中的流变改性剂》（A novel star-shaped copolymer as a rheology 

modifier in water-based drilling fluids）的研究成果。该研究成果受到了中国国家

重点 R&D 项目（2016YFE02022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204150）、北京自然

科学基金（3123042）、北京水性聚合物合成与应用工程研究中心和中央大学的资

助。具体详见：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0410518303929?via%3Dihub 

 

[2]2018 年 6 月，中国石油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国际传热传质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上发表了题为《水热射流钻井

井下反应室温度模拟分析》（Analysis of temperature simulation in downhole 

reaction chamber of hydrothermal jet drilling）的研究成果。该研究成果受到了中国

大学引进人才培养计划（111 计划）（B1704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504272；

U1562212；51521063）、优秀博士论文作者教育部专项基金（201352）、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创新基金（2015D-5006-0308）、新技术与方法基金（2016A-3902）

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51725404）的资助。具体详见：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17931017347725?via%3Dihub 

 

[3]2018 年 7 月，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OnePetro 上发表了题为

《变速率条件下的瞬态和边界主导流动温度分析》（Transient and Boundary 

Dominated Flow Temperature Analysis under Variable Rate Conditions）的研究成果。 

具体详见： 

https://www.onepetro.org/search?q=Logging-While-Drilling&peer_reviewed=&

published_between=&from_year=&to_year=&rows=25&dc_issued_year=2018&s2_p

arent_title=&dc_publisher_facet=&dc_type=&sort=recent 

 

[4]2018 年 7 月，斯伦贝谢和沙特阿美公司的研究人员在 OnePetro 上发表了

题为《利用先进技术识别和评估外部腐蚀的新方法》（A Novel Approach to 

Identifying and Evaluating External Corrosion Using Advanced Technology）的研究

成果。具体详见： 

https://www.onepetro.org/conference-paper/SPE-190886-MS?sort=recent&s2_pa

rent_title=&peer_reviewed=&published_between=&rows=25&start=0&q=Lo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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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Drilling&dc_issued_year=2018&dc_publisher_facet=&from_year=&fromSear

chResults=true&dc_type=&to_year=# 

（段力萌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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