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导钻专项研究团队                                              智能导钻快报 2018年第 08 期 

i 

8月 20日发行 

瞄准全球科技前沿 
洞悉最新研发进展 

主 办：中国科学院智能导钻先导专项项目组 

承 办：中 国 科学 院 武 汉文献 情 报 中 心 

2018年第 08期（总第 14 期） 



智能导钻专项研究团队                                              智能导钻快报 2018年第 08 期 

i 

目  录 

政策规划 

挪威石油管理机构需要为开发提速............................................... 1 

专家评论 

美国油气界认为非常规技术仍有重大飞跃空间 ........................... 2 

伍德麦肯兹：未来 10 年全球钻井平台停运费将达 1050 亿 ....... 3 

著名网站提出数字化为钻机检查审计带来好处 ........................... 3 

著名网站提出数字化能降低钻头转向的不准确性 ....................... 4 

著名网站报道智能数据用于设计井............................................... 6 

美国钻井平台可缓解二叠纪天然气产能过剩 ............................... 8 

前沿研究 

挪威国家石油和斯伦贝谢合作整合多种数据进行地质导向钻井 8 

英国使用时延随钻测井技术提高测井工作效率 ........................... 9 

哈里伯顿公司研究利用旋转导向系统进行定向控制和浅孔消除10 

阿美石油与 CGG 公司使用岩屑分析为地质导向提供支持 ....... 11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研究薄层致密砂岩气藏水平井开发 ............. 12 

中国研究水平井地质导向中应用自适应通道相模型 ................. 13 

石油技术学报发布自动化工作流程增强地层评估文章 ............. 13 

中国石油大学开展了方位电阻率随钻测井的灵敏度的研究 ..... 14 

中国地质大学对水平钻井电磁测量接收信号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

研究 ............................................................................................... 14 

装备研制 

开拓性勘探钻机更符合市场 ........................................................ 15 



智能导钻专项研究团队                                              智能导钻快报 2018年第 08 期 

ii 

自主研发连续循环系统助力大位移井 ......................................... 16 

中原采油一厂深层小井眼开窗侧钻技术获突破 ......................... 17 

专利信息 

美国科学钻探公司公开随钻测量 MWD 系统数据传输方法 ..... 18 

产业动态 

美 洲 

雪佛龙获批在美国墨西哥湾钻新井............................................. 18 

美联储储备银行：需要提高油价以增加钻井作业 ..................... 19 

康菲石油报道阿拉斯加的勘探成功............................................. 20 

Weatherford 发布高钻井损失少于预期 ........................................ 20 

德克萨斯州钻井平台数量下降 .................................................... 21 

欧 洲 

Cuadrilla 公司声称对兰开夏郡经济投资 1000 万英镑 ............... 22 

马士基钻井公司获得两项北海合同延期 ..................................... 22 

Lukoil 石油公司在尤里柯察金油田东部钻出首口生产井 .......... 23 

非 洲 

巴新恢复油气勘探和评价工作 .................................................... 23 

亚 洲 

ARO Drilling 在沙特阿拉伯获得六份钻井合同 .......................... 24 

中海油服在印尼获两份钻井服务合同 ......................................... 24 

中 国 

西部钻探钻井院环空压力补偿固井解难题 ................................. 25 

钻井液技术在川深 1 井实现“新突破” ......................................... 25 



智能导钻专项研究团队                                              智能导钻快报 2018年第 08 期 

iii 

长城钻探在疆完成首口水平井 .................................................... 26 

中曼石油签订 1.43 亿元乌克兰钻井项目合同 ............................ 26 

长庆油田丛式井组开发巧解“占地”难题 ..................................... 27 

青海钻井技术套管固井创柴达木盆地一次封固段最长纪录 ..... 27 

胜利工程钻井技术公司顺利完成 8 千米超深井 ......................... 28 

实现绿色钻井全覆盖 .................................................................... 28 

研究快讯 



智能导钻专项研究团队                                              智能导钻快报 2018年第 08 期 

1 

 

政策规划 

挪威石油管理机构需要为开发提速 

7 月 17 日，据油气领域知名网站 JPT 报道，挪威石油管理局（NPD）预计

今年将钻探 40—50 口勘探井，其中将在北海开采 30 口井，挪威和巴伦支海各 8

—10 口井，这得益于更高、更稳定的油价以及更好的有关近海面积的知识和数

据信息。NPD 今年上半年共开采 6 口，其中 3 口在北海，2 口在挪威海，1 口在

巴伦支海1。 

                                                             
1 原文题目：Norwegian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Pick Up, But More is Needed 

来源：https://www.spe.org/en/jpt/jpt-article-detail/?art=4388 

本期概要： 

7 月，挪威石油管理局（NPD）预计今年将钻探 40—50 口勘探井，其中将

在北海开采 30 口井，挪威和巴伦支海各 8—10 口井，这得益于更高、更稳定的

油价以及更好的有关近海面积的知识和数据信息。 

近期，休斯敦举行的美国非常规资源技术会议上，一些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领

导者一致认为，如今非常规技术的进步值得惊叹，钻井自动化、虚拟现实（VR）

护目镜等技术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全球著名能源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日前发表

的一份最新报告，未来 10年全球用于钻井平台停运的费用可能高达 1050亿美元。 

在前沿研究方面，挪威国家石油和斯伦贝谢合作，整合三维多尺度随钻测井

数据、地貌模型、地表和时移地震等多种数据，进行地质导向钻井；英国石油勘

探作业公司使用时延随钻测井技术提高测井工作效率；哈里伯顿公司研究利用旋

转导向系统进行定向控制和浅孔消除。 

装备研制方面，RoXplorer CT 钻机为矿物勘探钻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新

钻机无需连接和断开杆即可钻孔和进出孔，从而使钻孔更安全、更快速、更便宜。 

产业动态方面，雪佛龙获批在美国墨西哥湾钻新井，美联储储备银行认为需

要提高油价以增加钻井作业；欧洲方面，马士基钻井公司获得两项北海合同延期，

俄罗斯 Lukoil 石油公司在尤里柯察金油田东部钻出首口生产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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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运营商正在钻探更多的勘探井，并在挪威大陆架（NCS）开发了大

量项目，但为了防止产量下降，未来十年还需要更多的活动。NPD 表示，目前

有 20 个项目正处于开发阶段，它们代表着新的设施、利用现有基础设施的小发

现，以及促进老化领域恢复的项目。 

今年，挪威收到了两项北海开发和运营计划（PDO）。Wintershall 为其 Nova

项目提交一份，该项目计划与 Gjoa 装置连接，Equinor 则为 Troll 项目的第三阶

段提交了一份，该项目涉及 Troll West 油塔上的气顶生产。NPD 预计将在第三季

度从 Equinor 为北海的 Johan Sverdrup 的第二阶段提供另一个 PDO。上半年，挪

威批准了 7 项 PDO，投资额约为 120 亿美元，其中包括巴伦支海 Equinor 公司的

Johan Castberg 项目和北海运营商的 Snorre 扩建项目。 

NPD 估计，NCS 上未被发现的资源共有 40 亿标准立方米的石油当量，其中

大部分位于巴伦支海之下。巴伦支海及其他尚未开发的区域引起了致力于开发

NCS 的运营商的兴趣。6 月，挪威在第 24 轮授权中向 11 家公司颁发了 12 份生

产许可证。年初，作为“2017 年行动纲领（APA）”的一部分，向 34 家公司发

放了 75 个生产许可证。（刘山影 编译） 

专家评论 

美国油气界认为非常规技术仍有重大飞跃空间 

7 月 25 日，在休斯敦举行的美国非常规资源技术会议（URTeC）上，石油

和天然气行业领导者一致认为：现今非常规技术的进步巨大，但仍有很大增长空

间2。 

美国国家石油公司（National Oilwell Varco，NOV）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 Hege 

Kvineland 预测，未来自动化尤其是钻井自动化将持续取得进展。有线管道是钻

井自动化难题的一部分，它可以提供“上千倍以上的飞行数据”。NOV 的工具可

以以 57600 位/秒的速度从井下向地面传输数据。至于钻井时间，她认为把重点

放在钻头每秒传输的位数上可以使产量提高 5-10%，其获到的价值远超研究更快

的钻探速度。 

西方石油公司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官 Yanni Charalambous 表示对未来完全自

主的油田表示怀疑。他认为下一阶段的解决方案，应该包括发展数字孪生技术，

以及在所有维护、钻井、完井和生产操作中使用虚拟现实（VR）护目镜等工具。

Cheatwood 认为给同类钻井确定自动化流程，可以节省作业时间和提高作业效率。 

                                                             
2 原文题目：Big Leaps Still to Come in Unconventional Technology 

来源：https://www.spe.org/en/jpt/jpt-article-detail/?art=4434 

https://www.spe.org/en/jpt/jpt-article-detail/?art=3673
https://www.spe.org/en/jpt/jpt-article-detail/?art=3673
https://www.spe.org/en/jpt/jpt-article-detail/?art=3673
https://www.spe.org/en/jpt/jpt-article-detail/?art=4307
https://www.spe.org/en/jpt/jpt-article-detail/?art=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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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ho Resources地球科学和技术副总裁Chris Spies注意到钻井和水力压裂

仍然是该行业的“面包和黄油”，他表示间距、排序、注气提高采收率和化学表

面活性剂是主要影响因素。Spies 认为许多有机泥岩可能吸收了大量的石油，在

化学方面做一些工作将有助于开采更多的碳氢化合物。（刘山影 编译） 

伍德麦肯兹：未来 10年全球钻井平台停运费将达 1050亿3 

7 月 18 日伦敦报道，根据全球著名能源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WM）日前发

表的一份最新报告，未来 10 年全球用于钻井平台停运的费用可能高达 1050 亿美

元。 

报告表明，预计在 2018 年至 2022 年 5 年期间用于钻井平台停运费用大约

320 亿美元，其中，英国、美国和挪威将分别是全球最大 3 个钻井平台停运费用

支出国。且其中预计未来 10年的全球 12个最大钻井停运费用支出国分别是英国、

美国、挪威、巴西、泰国、安哥拉、尼日利亚、加拿大、荷兰、马来西亚、印尼

和澳大利亚。用于钻井平台停运的费用总计将达 820 亿美元 

报告说：最近的油价下跌使得有着成熟开发环境的北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 2013 年至 2017 年的 5 年时间里，英国将占全球停产的 472 个油田中的 16%。

由于英国上游业务几乎完全位于海外且其中许多钻井平台已超出预期寿命，因此，

英国未来 10 年的钻井平台停运费用将达到近 300 亿美元。 

著名网站提出数字化为钻机检查审计带来好处4 

8 月 2 日 E&P 网站报道，近期商品价格的上涨使人们越来越关注全球钻井

平台的可用性以及钻机重启问题。钻机重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如果钻井平

台到达其位置，但不按设计或预期运行，则可能会在非生产时间（NPT）中花费

数百万美元。因此，在钻井平台招标阶段减轻此类风险至关重要。 

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其他部门一样，在钻井检查和审计市场中，有效使用

增强型数字化技术能得到极具价值的好处，并降低传统劳动密集型技术的风险以

及耗时。如 Aberdeen Drilling Consultants（ADC）建立了一个独特的软件系统。

该系统数字化地将包括陆地钻机、自升式钻井平台、半潜式钻井平台和钻井船等

在内的数百种不同设计和规格的检查和分析相结合。 

该系统捕获并分析 ADC 在过去 10 年中进行的每次钻机检查的结果。研究

                                                             
3 来源：http://www.sinopecnews.com.cn/news/content/2018-07/19/content_1712839.shtml 
4原文标题：Insight: Digitalization Brings Benefits To Rig Inspection, Audits 

来源: https://www.epmag.com/insight-digitalization-brings-benefits-rig-inspection-audits 

-1711376 



智能导钻专项研究团队                                              智能导钻快报 2018年第 08 期 

4 

这些数据可以通过使用诸如钻井承包商的背景、钻机类型、设计或年龄、运行状

态、维护历史、设备和系统评估等信息，进行趋势分析来确定已知风险区域、船

员能力、遵守地区立法的能力以及钻井平台堆放的地理位置。使用数据识别不合

格趋势可以优化每个钻机选项的机载时间，从而可以进行完全透明和一致的检查。 

此外，在多个钻井平台检查期间，过程数字化可以通过潜在的技术和每个选

项的财务风险评估，操作员提供相对快速、整体和比较性的钻井平台分析。钻机

检查期间要考虑的风险包括：钻机能力要求、客户特定要求、管理系统和运行状

况、设备、第三方设备和修改。每次钻井平台检查后，系统将对计划使用的特定

钻机的运营适用性进行报告，并根据检查结果比较所有钻井方案的适用性和潜在

风险。 

系统还提供简化的报告环境，以完成所有与工作范围相关的任务、数据收集

和交互式可视化报告的交付。Web 支持可以为正在进行的项目提供在线访问，允

许操作员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检查或审核”。该系统还具有提供整个机队或个

人钻机审计管理系统的能力；共享改进方案并跟踪纠正措施直到完成。 

此外，在应对网络安全方面，该系统还可以识别网络风险区域并提出降低威

胁的建议。它的显着优势包括更改软件系统默认密码、防火墙安装、反恶意软件

更新、网络隔离以及发生攻击时业务连续性计划的制定。（晏锐智 编译） 

著名网站提出数字化能降低钻头转向的不准确性 

8 月 1 日 E&P 网站消息，自动导钻为远程定向钻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

缩短了曲线学习时间，改善了钻井性能5。 

操作员在钻水平井和延伸井时会意识到定向钻井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不一

致性，即地质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和油藏工程师共同规划的井轨迹与实际轨迹不

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降低了钻井性能，增加了钻井和举升成本，并降低了井的

油气生产潜力。但是，使用自动导钻可以减少这种不一致性。 

定向挑战 

井下测量方法的有限精度，以及井眼布置的位置误差，经常导致与最佳井眼

位置相差数百英尺。随着侧向长度的增加，问题也变得更加明显。 

在 2016 年的论文《由于井眼放置中的位置误差造成的恢复损失模拟》

（ Simulation of Recovery Losses Due to Positional Errors in Wellbore Placement）

中，Stefan Maus 等人提出了一个碳氢化合物回收模拟器，近似井筒位置误差对

储层排油的影响。模拟器使用输入参数来定义要评估的不同钻井方案。输入参数

                                                             
5 原文题目：Digitally Reducing Bit Steering Inaccuracies a 

来源：https://www.epmag.com/digitally-reducing-bit-steering-inaccuracies-171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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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侧井眼长度、侧井距、井眼方向、测量方法和与排油半径有关的回收率函数。 

研究使用工业指导委员会关于井眼测量精度的最新误差模型，该应用程序用

于模拟大量钻井井眼。模拟评估了由于不准确的井筒放置而残余的油气量。研究

结果表明，当使用传统标准 MWD 方法进行定向钻井时，井眼放置的系统误差可

能导致每口价值数十万美元的碳氢化合物的损失。 

虽然试图保持在确定的井轨迹上最大限度地恢复并尽快地进行钻探，但定向

钻机往往无法处理多个快速变化且复杂的变量，例如旋转行走和构建的变化、不

一致的电机产量、钻头偏转等。定向钻机有太多变量需要实时连续而预测性地考

虑和响应。 

钻头导向 

通过自动化高级 MWD 数据分析，钻头位置的正向建模和实时成本函数决策，

可以显着降低这些后果。动力钻头导向系统（BGS）是 Motive Drilling Technologies

开发的一种专有技术，是一种全新的转向方法，可以实时优化沿所需井道的钻头

导航。将 BGS 与实时地质导向和自动地层顶部检测相结合，在钻井水平井和延

伸井时更有效，可预测并准确定位井眼。 

BGS 设计用于自动执行通常由定向钻机执行的所有标准计算，但具有更高

的一致性和精度。该系统还执行多变量工程和经济分析，以提高决策能力，这可

以通过高速计算和高级算法实现。钻机提供连续的指示，指示何时滑动、多少英

尺以及在哪个工具面方向上进行优化转向。通过让 BGS 执行密集的计算处理和

决策，现场人员可以更加关注安全、设备和其他活动，以增强井场运营。 

BGS由磁变服务提供的动态系统完善，以增加计算井筒位置的总体置信度。

利用更好的位置数据做出的决策对于最大化钻井井筒的净经济效果至关重要。十

多家不同的定向钻井公司已经成功地在 Motive 的 BGS 之后钻探了 500 多条水平

井和延伸井。 

结果证明了 BGS 的自动化使一致性成为可能。一个特定的客户观察到，与

没有 BGS 导向的井相比，计划外侧轨的数量减少了。在另一个示例中，BGS 帮

助减少单个井底组件（BHA）运行的曲线和侧部，其中先前需要计划多个 BHA

工作。通过 BGS 实现更好的数据利用和分析使钻井更快，这也使得许多运营商

从中受益。在许多情况下，运营商由于钻井曲率较小降低了举升成本，同时又由

于更加准确的钻井工作，提高了生产潜力。此外，对于数字油田最前沿的一些运

营商来说，这为远程定向钻井和未来的自动化钻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晏锐智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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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网站报道智能数据用于设计井 

8 月 1 日 E&P 网站报道，即使石油价格持续缓慢复苏，但仍需要提高钻井

效率，特别是在非常规页岩开发中，井的经济效益已经开始出现6。推动北美页

岩气发展的运营商有多种解决方案可供选择，但最好的方法之一是使用井下数据

进行钻井优化。National Oilwell Varco（NOV）一直在使用优化服务（建立围绕

收集和分析来自 BlackBox 记忆模式测井工具的高质量井下数据），以便在北美页

岩及其他地方进行更有效的钻探。 

BlackBox 工具使用传感器捕获井下事件和参数，如粘/滑、压力、重量传递、

横向振动和钻井时的扭矩反应等数据。根据操作工具的操作员的需要，该工具可

以放置在钻头、底部钻具组合（BHA）和/或钻柱中。该工具在井下记录数据，

以便钻井动力学工程师进行运行后分析。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工程师还获得了表面

数据，当与运行期间获得的井下数据相结合时，可以全面了解井下发生的情况。

根据这些信息，操作员通常可以确定钻井操作，BHA 和钻柱配置如何影响其操

作中的性能和可靠性。 

将表面和井下数据结合在一起的集成方法使操作员能够更有效地为其 BHA

选择组件，并更好地设计完整组件。通过 NOV 的专有算法运行获得的运行后数

据可识别有害振动，同时评估地层岩性的独特特征，这向钻探者揭示任何给定区

域可能存在潜在的功能障碍风险。通过测量额外的动态行为（例如扭矩和阻力，

机械特定能量和螺旋屈曲）来加强这种分析，从而推动对井下钻井环境的全面了

解。实时远程监控通过提供技术专业知识和全天候更新的钻机条件，完善了服务

的价值。 

二叠纪盆地案例研究 

二叠纪盆地的一家独立运营商咨询了 NOV，希望尽可能有效地验证钻井。

操作员决定在三口井下运行 BlackBox 装置，以确定这些井实际上是否实现了最

大效率，同时确定任何降低性能的钻井功能障碍。NOV 在偏移井中确定了全弦

棒/滑动作为关注区域，使用 SoftSpeed II 的推荐——一种使用自动减振软件来减

轻扭转振动并减少粘/滑振动的防粘/防滑软件——以解决问题。 

实施该软件为运营商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该运营商仅使用两个 12¼英寸钻头

钻进下一部分。这节省了操作员的两次钻进工作。先前的偏移井已经完成了四节，

甚至其他井的最佳记录也是三节。此外，从新井拉出的钻头仍处于良好状态，而

先前钻井的钻头已损坏。尽管操作员认为它已经最大化了机械钻速（rate of 

                                                             
6 原文题目：Well Design With Intelligent Data 

来源：https://www.epmag.com/well-design-intelligent-data-17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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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etration，ROP），但使用推荐软件和钻孔参数调整（在分析 BlackBox 数据后

确定）使效率大幅提高。偏移井在约 88.5 小时内以 17 米/小时（56 英尺/小时）

的底部 ROP 钻至 1,504 米（4,935 英尺）。与此同时，使用新参数的新钻井平台

钻探了 1,773 米（5,817 英尺），底部 ROP 为 33。在约 52.5 小时内 8 米/小时（111

英尺/小时）。这些改进为操作员 36 节省了底部时间，并使偏移井上的 ROP 增加

了 98％。 

俄克拉荷马州案例研究 

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家独立运营商在几个页岩井中发现扭转振动，钻头处的能

量损失导致 ROP 和截面间隔的减少需要太长时间才能钻探。操作员最初决定使

用 SoftSpeed II 软件来减少或消除振动，将系统部署在三个 12¼英寸中。其井段

试图提高 ROP 和钻井效率。在操作员的偏移井中，振动引起的 ROP 减少导致钻

井时间的代价高昂，操作员在 158 小时内钻探 2,498 米（8,196 英尺）。使用

SoftSpeed II 系统时，操作员可以在 100 小时内钻出更长的 2,549 米（8,365 英尺）

的间隔。在该应用中，ROP 从大约 15.5 米/小时（51 英尺/小时）提高到 25 米/

小时（82 英尺/小时），增加了 61％。 

操作员决定运行 BlackBox 工具来记录钻头的扭转振动水平，以验证

SoftSpeed II 系统负责降低振动水平并允许更高效的能量从顶部驱动器传输到钻

头。BlackBox 工具记录的井下转速与 SoftSpeed II 系统计算的估计 BHA 速度非

常接近，验证了系统的模型。当感应到粘/滑时，在表面看到了很大的扭矩波动，

BlackBox 工具收集的井下数据证实井下转速波动很大。当 SoftSpeed II 服务被激

活时，表面转速波动抵消了沿钻柱传递的扭转能量。 

结果是表面扭矩波动和井下转速波动几乎立即减少。通过 BlackBox 工具获

取的钻井记录使 NOV 能够为操作员确认 SoftSpeed II 服务确实减轻了钻头的扭

转振动，并使钻机能够在拉动钻头前向前钻取更长时间。BlackBox 数据已被用

于识别性能限制器，并在其他几个项目中验证其他 NOV 技术的解决方案，包括

FluidHammer 性能钻孔工具。 

结论 

随着钻井作业的活跃，页岩项目的重要性将继续增加，而页岩油田提高操作

效率的需求仍将是重点。使用针对每个运营商的独特需求量身定制的钻井软件和

优化服务，确保该解决方案经济高效地解决其特定挑战。未来的钻探人员将拥有

更智能的井下数据，可持续改进 BHA 设计和钻井规划，帮助行业继续发展。 

（晏锐智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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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钻井平台可缓解二叠纪天然气产能过剩 

8 月 2 日 Worldoil 消息，微型液化天然气可通过对天然气进行过冷却得到，

可以将三倍以上的天然气装入卡车中，这可能有助于二叠纪盆地处理其日益增长

的天然气过剩问题7。 

在西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二叠纪，充满产能的管道威胁着石油和副产

品天然气的开采。在钻井商向监管机构申请将天然气燃烧到空气中时，西门子和

贝克休斯正在就在美国页岩中心建造多个小型液化天然气生产厂进行谈判，试图

为天然气建立一个新的出口渠道。 

西门子分销液化天然气解决方案销售总监 Michael Walhof 表示：四年前，西

门子开始研究微型液化天然气，其计划的小型生产工厂每天将冷却 30,000加仑，

并且可能会在 2019 年底前安装 10 到 15 个小型模块化液化天然气工厂。 

同时，世界第三大油田服务公司贝克休斯（Baker Hughes）已收到二叠纪液

化天然气项目的建议请求，该项目可以在 500 英里范围内提供燃料。 

据首席执行官 Jim Aivalis 表示，普罗米修斯能源集团公司将携带的液化天然

气冷却至零下 260°F，然后在用于卡特彼勒、康明斯或通用电气公司制造的钻井

作业发动机之前回暖成气，其中一些可同时运行于柴油和天然气上。 

上个月发布的一份环境保护基金研究报告表明，美国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每年

通过供应链中甲烷（天然气的主要成分）的排放浪费 20 亿美元。上月，埃克森

美孚（Exxon Mobil）、雪佛龙（Chevron）、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

和英国石油公司（BP）都在讨论将天然气用作与可再生能源同步使用的更清洁、

经济实惠的发电厂燃料而努力。 

此外，经济学也越来越倾向于微型液化天然气。（丰米宁 编译） 

前沿研究 

挪威国家石油和斯伦贝谢合作整合多种数据进行地质导向

钻井 

6 月，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与斯伦贝谢公司的研究人员在石油物理学家和测井

分析师协会（Society of Petrophysicists and Well-Log Analysts）59 届年度测井研讨

会上发表了题名为《通过三维多尺度随钻测井数据、地貌模型、地表和时移地震

                                                             
7 原文题目：Newest push to ease Permian bottlenecks: LNG to power drilling rigs   

来源：https://www.worldoil.com/news/2018/8/2/newest-push-to-ease-permian-bottlenecks-lng-to 

-power-drilling-ri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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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合，在复杂成熟油田中进行地质导向》（Geosteering in Complex Mature Fields 

Through Integration of 3D Multi-Scale LWD-Data, eomodels, Surface and 

Time-Lapse Seismic）的文章8。 

不连通区域的水平井填充是否成功受到油藏描述的不确定性以及其间流体

组分变化的影响，流体组分变化是由于扫描效率差异造成的。这种生产井的优化

布置直接影响成本和采收率，同时也有可能达到使用目前的方法和技术无法做到

的目标。创新的解释方法是根据有效的测量数据来绘制大斜度水平井周围的结构

和流体，而且此种钻井方式对在挪威大陆架(NCS)上的商业空白区取得成功至关

重要。 

新颖的集成和先进的二维反转侧向识别距井眼数十米的结构和流体。论文提

出一种新方法，可以对地质构造和流体分布进行远程方位测绘。该方法是为了建

立一个实际的、高分辨率的地质模型，用于统一在不同尺度下进行的地下测量数

据，包括实时测井随钻测量、一维和二维电阻率反演、解释凹陷和时移地震数据。

该方法描述了如何通过超深定向电阻率测量和反演油藏图在标准随钻测井和地

表地震数据之间的比例尺和分辨率上建立桥梁。此外，一种新的超深定向电阻率

二维全深方位角反演方法生成垂直于井筒平面的二维图像，为三维油藏结构的描

述提供重要信息。该工作流程通过将深方位电阻率剖面与时移面地震相结合，确

定流体分布。 

该方法应用在挪威近海油田水平填充井中。地下测量的整合揭示了地质环境

的三维复杂性，如微小断层，以及指状水块从井尖向侧面流动的方式。 

实例研究说明了在钻井测量时协调随钻测井、超深定向电阻率反演与地表地

震、时移地震和沉积学及构造模型等技术对在流体驱作用下的复杂地质构造中绘

制油藏图至关重要。通过对不同尺度测量结果的综合解释，可以明显提高对水平

井周围三维储层结构和流体分布的认识。集成的工作流程有利于水平井的规划和

钻井，特别是在成熟油田的复杂环境下，优化填充井生产的地质导向作业。 

（郑启斌   编译） 

英国使用时延随钻测井技术提高测井工作效率 

6 月，英国石油勘探作业公司的研究人员在石油物理学家和测井分析师协会

                                                             
8 参考文献：Antonsen, F., Teixeira De Oliveira, M. E., etc. M. (2018, June 2). Geosteering in 

Complex Mature Fields Through Integration of 3D Multi-Scale LWD-Data, Geomodels, Surface 

and Time-Lapse Seismic. Society of Petrophysicists and Well-Log Analysts. 

来源：
https://www.onepetro.org/conference-paper/SPWLA-2018-Q?sort=recent&start=0&q=+geosteerin

g+drilling&from_year=&peer_reviewed=&published_between=&fromSearchResults=true&to_ye

ar=&rows=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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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of Petrophysicists and Well-Log Analysts）59 届年度测井研讨会上发表了

题名为《应用时延随钻测井技术来改善岩石物理解释和提高操作效率》

（Applications of Time Lapse LWD To Improve Petrophysical Interpretations and 

Drive Operational Efficiencies）的研究成果9。 

沙得尼兹油田（The Shah Deniz field）是一个巨大的高压天然气凝析气田，

位于阿塞拜疆里海南部近海约 100 公里处。该油田由多个叠层碎屑储层组成，且

有些储层之间孔隙压力差异较大。该处的钻井窗口比较窄，且储层使用超平衡钻

井进行钻开。敏感性页岩这种井眼环境使测井更为困难。此外，富粘土砂岩、不

规律侵入及薄层使测井解释变得更加复杂。因此，高质量、有针对性的数据采集

至关重要。 

由于钻井条件的不同，随钻测井（LWD, Logging While Drilling）已经成为

获取岩石物理数据最常用的方法。随钻测井的一个主要优点是工具能不断地获取

数据。所以时移数据的获得要么作为数据获取计划的一部分，要么是随机地从正

常钻井活动中获得。这些数据的获取通常具有成本效益好和风险低的特点，且数

据对短期作业和长期油藏描述都有很高的价值。文中展示了几个关于时移随钻测

井在沙得尼兹油田如何提升价值的例子。论文将通过改进射孔选择和提高孔隙度

估计值来说明时移随钻测井如何有助于长期的储层管理。它们对于诊断操作问题

同样有用，例如通过识别损失区域、调查扩径以及为固井计算提供虚拟卡钳。论

文结果表明，时移随钻测井所提供的总价值远远超过仅从随钻数据得到的价值。 

（郑启斌   编译） 

哈里伯顿公司研究利用旋转导向系统进行定向控制和浅孔

消除 

6 月 4 日，哈里伯顿公司在国际石油工程师协会（Society of Petroleum 

Engineers，SPE）网站发表文章《枯竭地层中利用旋转导向系统进行定向控制和

浅孔消除》（Directional Control and Rathole Elimination While Underreaming 

Depleted Formations With a Rotary-Steerable System），通过建模开发出底部钻具组

合解决方案，可以保持钻井枯竭地层中钻头铰刀所需的可操纵性10。 

                                                             
9 参考文献：Davis, L., Allan, F., Ibrahimov, R., etc. M. (2018, June 2). Applications of Time 

Lapse LWD To Improve Petrophysical Interpretations and Drive Operational Efficiencies. Society 

of Petrophysicists and Well-Log Analysts. 

来源：
https://www.onepetro.org/conference-paper/SPWLA-2018-C?sort=recent&start=0&q=orient+drill

+&from_year=&peer_reviewed=&published_between=&fromSearchResults=true&to_year=&row
s=50 
10 参考文献： Greenwood, J. A. (2018, June 1). Directional Control and Rathole El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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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湾（GOM）的一家石油和天然气运营商计划在一次深水井段钻探中，

钻孔并将孔扩大 12¼至 14½英寸，同时偏移倾斜 60 至 30°，并穿过预期的枯竭

地层。在截面总深度（TD）处，需要消除扩孔器下方的浅孔，以确保衬管的成

功固井。 

为了完成上述计划目标，研究者设计了底部钻具组合（Bottomhole Assembly，

BHA），并且描述了利用该系统获得的现场结果。确定最佳 BHA 设计的第一步，

是通过对所有相关的偏移井信息进行审查，整理目标地层的钻井经验。BHA 中

必须包括 1 个钻头和 1 个钻头铰刀（at-bit reamer，ABR），以允许衬管设置在该

部分的底部，而不是留下 85 至 135 英尺的浅孔。由于 BHA 中的 ABR 位于钻头

和旋转导向系统（RSS）工具之间，因此确保在截面中保持方向控制，以及 ABR

与井眼之间不存在任何干扰非常重要。扩孔器的稳定和放置对于确保在不过度施

加 BHA 组件的情况下，获得必要的方向性能也是至关重要的，并且进行建模以

优化设计。液压系统和扭矩—阻力建模确保了 BHA 设计可以在没有过早激活任

何铰刀的情况下钻削出枯竭区域。 

研究者还进行了偏移性能建模和分析。研究者将 BHA 转向到最终所需的角

度，并且在没有发生事故的情况下以所需的穿透速率（ROP）到达 TD 部分。在

达到 TD 部分后，ABR 成功打开了 12¼英寸。通常这种类型的操作需要单独的专

用开孔操作，而新设计不需要额外的工作和开孔所需时间。（周洪   编译） 

阿美石油与 CGG 公司使用岩屑分析为地质导向提供支持 

6 月，阿美石油公司（Saudi Arabian Oil Company）与 CGG（Compagnie 

Générale de Géophysique)研究人员在欧洲地质学家与工程师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Geoscientists &Engineers）80 届展示会上发表了题名为《先进的钻

屑分析为欠平衡连续油管钻井中的地质导向提供了更强的支持》（Advanced 

Cuttings Analysis Provides Enhanced Support for Geosteering in Underbalanced 

Coiled Tubing Drilling）的文章11。 

欠平衡连续油管钻井（UBCTD, Underbalanced Coiled Tubing Drilling）被证

明在行业中更有前景，有助于对天然气储层的深度开发。其操作是操作者重新对

                                                                                                                                                                              
While Underreaming Depleted Formations With a Rotary-Steerable System. Society of Petroleum 

Engineers. doi:10.2118/187098-PA 

来源：https://www.onepetro.org/journal-paper/SPE-187098-PA 
11 参考文献：Wu X., Li J., Zhao Z., Jia J., Du P., Hou K. (2019) Key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Thin-Bedded Tight Sandstone Gas Reservoir in Horizontal Well Development. In: Qu Z., Lin J. 

(ed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eld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2017. 
Springer Series in Geomechanics and Geoengineering. Springer, Singapore 

来源：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981-10-7560-5_147#cit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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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垂直井进行施工，钻取多边水平井，从而使成熟油田的天然气产量最大化。

核磁共振（NMR）、声波、电阻率、脉冲中子等随钻测井工具在常规钻井中用于

地质导向操作，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 UBCTD（孔直径约 3 英寸）上的应用。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岩屑的表观特性可以为 UBCTD 操作中的地质导向提供关

键信息。这项工作描述了半自动岩屑分析系统(AACA) 如何使用井位布置系统

SEM-EDS 创建一个详细的岩石类别方案，该方案针对具有明显成岩印模的浅层

碳酸盐岩隔层，研究其中的矿物纹理和组成，从而消除了原有生物地层钻探特征。

该技术生成的数据可以帮助 UBCTD 的地质导向决策，从而增加钻遇已知甜点区

的概率，以提高油气井的天然气总产量。（郑启斌   编译）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研究薄层致密砂岩气藏水平井开发 

7 月，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及低渗油气田勘探开发工程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联合

在《2017 年国际野外勘探开发会议论文集》上发表了名为《薄层致密砂岩气藏

水平井开发关键技术及应用》（Key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Thin-Bedded 

Tight Sandstone Gas Reservoir in Horizontal Well Development）的文章12。 

苏里格气田第八层段二叠纪石河子组的储气空间具有地层厚度薄、孔隙度和

渗透率低、非均质性强的特点，导致砂岩体连续性和连通性差。这些因素使油井

的生产率偏低，而这正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在此基础上，研究和创新了水平试验

开发的技术方案，寻求水平井开发、设计、地质导向、快速钻井、压裂处理等技

术的解决方案，以提高单井产量。该解决方案的应用成功地指导了井位的部署，

优化了井道，提高了单井产量。2016 年，水平井达到 59 口，水平井平均深度为

1211 米，水平井实际平均钻遇砂岩比为 60.2%，平均开采量为 487 万立方米/天，

是垂直井的 3 倍。当我们讨论致密砂岩气藏时，它有不同的定义。根据美国联邦

能源监管局的规定，天然气的原位渗透率一般小于 0.1 毫达西(md)，孔隙度范围

为 3 ~ 12%。这是最普遍的定义。苏里格气田的实验数据表明，常规条件下的渗

透性比原位条件高出约 10 倍，表明该气田属于致密气藏。研究发现，水平井的

发展面临着有效厚度小、单砂体小的问题。重点抓好水平井开发、水平井设计、

地质转向、快速钻井、压裂处理等关键技术，提高单井产能。（郑启斌   编译） 

 

                                                             
12 参考文献：Wang W., Zhang J., Sun W., Bai Y. (2019) Application of Adaptive Channel Facies 

Modeling to Geo-Steering of Horizontal Wells. In: Qu Z., Lin J. (ed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eld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2017. Springer Series in 
Geomechanics and Geoengineering. Springer, Singapore 

来源：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981-10-7560-5_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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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水平井地质导向中应用自适应通道相模型 

7 月，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与西安低渗透油气田勘探开发工程实验室的研究

人员联合在《2017 年国际野外勘探开发会议论文集》上发表了名为《自适应通

道相模型在水平井地质导向中的应用》（Application of Adaptive Channel Facies 

Modeling to Geo-Steering of Horizontal Wells）的文章13。 

针对从起始井到结束井的二维断面地质导向技术，无法充分反映相邻井之间

的关系，储层预测效果较差。研究中利用 10 个现代辫状河的测量数据、3 个加

密区域的结构剖析和 50 口水平井资料分析，建立辫状河储层单层微相地质数据

库。作为约束条件,利用自适应通道相建模方法的控制身体的曲线和 20×20×0.2

米细网格设计, 建立多阶段叠加通道的 3d模型,然后,通过质量管理模型的分析和

分类, 在不同的地质条件下构建预测模型,以指导水平井的地质导向工作.结果表

明，与传统方法相比，该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成功率达 90.9%，砂岩钻遇率

提高了 8%，试验采收率和产能明显提高。该方法为经济高效地发展非均质性强

的致密砂岩气藏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郑启斌   编译） 

石油技术学报发布自动化工作流程增强地层评估文章 

8 月 1 日，石油技术学报（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JPT）发布文章

《新的自动化工作流程增强了地层评估》（New Automated Work Flows Enhance 

Formation Evaluation），介绍了使用新的自动化工作流程进行动态数据分析，用

于增强地层评估14。 

岩石物理工作流程主要用于处理传统裸眼测井的静态数据，可以提供孔隙度、

饱和度、岩性和矿物学的估算。然而，这些估算通常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并且

储层条件校准通常需要地层测试和采样（FTS）数据。 

目前的工作流程通常包括让 FTS 专家评估裸眼测井分析、测试和取样、监

测数据采集和质量控制（QC）结果，并对最终报告做出数据解释。FTS 专家应

该拥有广泛的专业知识，包括 FTS 工具使用和数据分析以及裸眼测井和测井分

析，以及油藏工程和油藏动力学。很少有岩石物理学家真正有资格成为 FTS 专

家，因此需要自动化 FTS 工作流程来辅助完成工作。 

                                                             
13 参考文献：A.F. Marsala, G. Oliver. M. (2018, 6). Advanced Cuttings Analysis Provides 

Enhanced Support for Geosteering in Underbalanced Coiled Tubing Drilling. 80th EAGE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2018. 

来源：http://www.earthdoc.org/publication/publicationdetails/?publication=92946 
14 原文标题：New Automated Work Flows Enhance Formation Evaluation 

来源：https://www.spe.org/en/jpt/jpt-article-detail/?art=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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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介绍了用于自动分析和解释地层测试数据的方法。在过去几年，一些方

法已经开发出来并实施。该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自动化压力测试作业规划算法，

其中包括结合工具技术以获得最佳的工作设计。在样本规划函数中还开发了新的

算法，其中过去的经验可以用来估计考虑地层条件和样本质量变化的采样时间。

研究还通过示例演示整个自动化过程。目前，相关方法刚开始实施，主要与压力

测试数据相关。然而，采样和污染分析的自动化可能很快就会实现。这些新方法

也可以应用于实时操作的自动化，以优化测试和采样的数据采集，从而完成整个

FTS 工作流程的自动化。（段力萌 编译） 

中国石油大学开展了方位电阻率随钻测井的灵敏度的研究 

2018 年 7 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学者在《地球物理与工程杂志》（Journal 

of Geophysics and Engineering）上发表了题为《方位电阻率测井随钻测量灵敏度

分析及反演处理》（Sensitivity analysis and inversion processing of azimuthal 

resistivity logging-while-drilling measurements）的研究成果15。 

本文对随钻方位电阻率测量(ARM)进行了系统的灵敏度分析。这些分析为我

们提供了清晰的图像，手臂对各种地层参数的敏感性，如床界，电流和肩膀分层

电阻率，以及倾角。从这些分析中还得到了反演的参数界和初始值。而且，还提

出了一种快速、精确、正则化的高斯-牛顿反演方法来实现 ARM 的反演处理：(1)

深度滑动窗口将三维地层结构划分为一组近似的“缝合”一维分层模型，对横向不

连续的解释信息特别有用；(2)一阶更新方法近似雅可比矩阵，加速逆过程。通

过实例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和鲁棒性。讨论进一步论证了 ARM 逆过程在地理

转向和油藏导航中的优缺点。（晏锐智 编译） 

中国地质大学对水平钻井电磁测量接收信号强度的影响因

素进行研究 

2018 年 8 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与西安煤炭地质研究院联合在《天然

气科学与工程杂志》（Journal of Natural Ga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上发表了题

为《影响地下缝内水平钻井时电磁测量接收信号强度的因素》（Factors affecting 

                                                             
15原文标题：Wang, Lei & Li, Hu & Fan, Yiren & Wu, Zhenguan. (2018). Sensitivity analysis and 

inversion processing of azimuthal resistivity LWD measurements. Journal of Geophysics and 

Engineering. 10.1088/1742-2140/aacbf4. 

来源：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5730618_Sensitivity_analysis_and_inversion_process

ing_of_azimuthal_resistivity_LWD_measu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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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 signal intensity of electromagnetic measurement-while-drilling during 

underground in-seam horizontal drilling）的研究成果16。 

随钻电磁测量（EM-MWD）是井底工程参数的实时监测技术，应用于井下

水平井内钻井，获得高精度井眼轨迹，提高煤层气产量。然而，EM-MWD 的接

收信号强度受到许多因素的显着影响。本文基于准静态电场理论，提出了一种模

拟信号传输的有限元模型，并通过灵敏度分析和尺度模型实验证明了模型的可靠

性。那么，包括全维信号通道在内的因素，研究了煤层电阻率和厚度，围岩电阻

率，井眼位置，电极位置以及围岩钻孔。结果表明，煤层和围岩的电阻率越高，

接收信号强度越大，煤层电阻率是主要影响因素。当煤层电阻率小于周围岩石的

电阻率时，接收信号的强度随着接收距离的增加和井眼与围岩之间距离的减小而

增大。在上述条件下，围岩中电极的接收信号强度高于煤层。此外，当钻头钻孔

时，将观察到接收信号强度的突然变化从煤层到围岩，这是确定钻头是否钻入周

围岩石的指标。有限元模型和本研究结果有助于 EM-MWD 在煤矿的设计，可行

性评估和应用。（晏锐智 编译） 

装备研制 

开拓性勘探钻机更符合市场 

7 月 25 日， 据报道，RoXplorer CT 钻机为矿物勘探钻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

化，其中单个钻杆已被连续钢卷取代。新钻机无需连接和断开杆即可钻孔和进出

孔，从而使钻孔更安全、更快速、更便宜17。   

该钻机由井下（与传统的地面钻机不同）电机驱动，并且比同等的传统钻机

更小，燃料消耗更低，占地面积更小。附加的环境效益源于其使用固体颗粒清除

装置的部署，这意味着不需要挖掘油槽也不需要钻井液释放到地面。 

该钻机的原型也正在美国内华达州Barrick Gold勘探区进行钻探试验做最后

的准备工作。 

Imdex 的全球业务拓展总监 Derek Loughlin 表示：该公司打算在内华达州的

试验中与 Barrick Gold 密切合作，并确定将该技术推向市场的适当商业模式。

                                                             
16原文标题：Chun Shao, Lin Xu, Xiaojun Chen, Zhiwei Chu, Baolin Yang,Factors affecting 

received signal intensity of electromagnetic measurement-while-drilling during underground 

in-seam horizontal drilling,Journal of Natural Ga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Volume 

56,2018,Pages 212-221,ISSN 1875-5100 

来源：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875510018302506 
17 原文标题：Pioneering exploration drill rig steps closer to market 

来源：https://www.miningmagazine.com/exploration/news/1343209/pioneering-exploration-drill- 

rig-steps-closer-to-market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earth-and-planetary-sciences/electromagnetis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earth-and-planetary-sciences/horizontal-drilling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earth-and-planetary-sciences/borehole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earth-and-planetary-sciences/coal-bed-methane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earth-and-planetary-sciences/electric-field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earth-and-planetary-sciences/signal-transmission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earth-and-planetary-sciences/sensitivity-analysi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earth-and-planetary-sciences/coal-sea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earth-and-planetary-sciences/electrode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earth-and-planetary-sciences/drill-bit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earth-and-planetary-sciences/drill-bit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earth-and-planetary-sciences/coal-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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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Xplorer CT 钻井平台是一项可能颠覆传统钻井方法的技术，有望带来显著的生

产率、安全性和环保性能。 

Barrick Gold 全球项目代表首席地球科学家 Andy Wurst 表示：该公司期待在

内华达州部署 RoXplorer 螺旋油管钻井系统并见证其能力。RoXplorer 承诺改变

行业接近矿产勘探的方式，Barrick Gold 很高兴与 Imdex 合作将技术推向市场。 

内华达州的试验还将采用 Imdex 的 Lab-at-Rig 技术（2015 年获得 DET CRC

许可），提供钻屑的实时地球化学。 

DET CRC 董事长 Tom Whiting 表示：他对该研究中心的成就感到高兴，该

研究中心经过八年的创新，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正式结束。DET CRC 的所有主

要技术（无线接头、试验台、自动探空仪、自动航天飞机和 RoXplorer CT 钻井

系统）已被用于工作原型，并获得了供应商参与者 Boart Longyear 和 Imdex 签订

的创收协议。（段力萌 编译） 

自主研发连续循环系统助力大位移井18 

7 月 30 日消息，连续循环钻井技术是 21 世纪初的一项具有革命性的钻井新

技术之一。 

钻井工程的根本必须实现井下钻井液的循环，以往的传统钻井方法在钻井过

程中必须要停泵，可是一停一开会形成岩屑床，导致起下钻的阻卡事故，传统频

繁停泵、开泵的钻井方法无法最大限度地实现安全施工作业。 

南海东部石油管理局深水工程技术中心根据现有的技术和市场特性，搜集国

外先进技术资料，充分吸收消化，不断进行国产化创新，实现了关键技术的重大

突破，也提高了系统集成能力，最终利用现场作业提供试验条件的好机会研发了

连续循环钻井技术。 

连续循环钻井技术解决了不停泵接立柱的问题，从而实现井内压力稳定，有

利于钻井安全。连续循环钻井技术有利于提高清屑效果，降低磨阻和扭矩，保证

钻井作业的安全顺利实施，提高钻井时效，降低钻井成本。如果没有这套技术，

很多地质条件复杂的油气田将难以开发。 

此外，连续循环钻井技术可以避免因开泵、停泵带来的对井底压力的影响，

改善泥浆处理效果，减少阻卡漏涌喷等井下复杂情况的发生，提高钻井效率，降

低钻井成本，大大提高钻井安全，对实现安全、高效、经济钻成各种复杂井起到

重要作用。 

对于一些地质情况复杂的井，利用连续循环钻井技术一般可以缩短钻井周期

20%~40%的时间，大大降低钻井成本，并保证井下安全。 

                                                             
18 来源：http://www.cnooc.com.cn/art/2018/7/30/art_201_30155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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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循环钻井技术不但适用于大位移井，还广泛应用于深水、高温高压等高

难度井。2011 年 11 月 12 日，连续循环钻井技术通过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苏义脑

为首席专家组的审查和肯定。 

自此，我国成为具备独立开发海上高温高压油气能力的国家之一。未来，连

续循环钻井技术将得到广泛的应用。 

中原采油一厂深层小井眼开窗侧钻技术获突破19 

今年 6 月初，中原油田采油一厂投产的两口深层小井眼开窗侧钻井取得了良

好效果，初期日产油达 40 吨以上，截至 7 月 23 日，两口井日产油仍保持在 20

吨左右。这标志着文东油田盐间深层小井眼开窗侧钻井技术获得了新突破，在文

东油田井网恢复中见到成效，加大了盐间油藏井损区以老井侧钻为手段的产能恢

复力度，使损失的可采储量尽快转变为产量。 

采油一厂管辖的文东油田盐间油藏为埋藏深、异常高温高压低渗油藏，地质

储量达 4390.85 万吨，占采油一厂总地质储量的 42.7%。经过近 30 多年的开发，

文东油田井况损坏严重，注采井网遭到严重破坏，损失动用地质储量 723 万吨，

油藏开发效果、效益变差。根据相控剩余油研究，结合目前注采井网适应性分析，

文东油田急需在剩余油富集区恢复井组 39 个。由于文东油田油水井生产年限大

多数在 20 年以上，井况复杂，加上井深等原因，通过大修恢复井网的可能性较

小。而利用新钻井恢复井网挖掘剩余油生产潜力，据经济效益评价，在目前初期

产能 6 吨/天条件下的平衡油价为 116 美元/桶，无经济效益，不可行。经过深入

分析论证，采油一厂地质技术人员认为，目前在其他油田推行的开窗侧钻恢复井

网的技术非常成熟，而且该技术应用成本低，经济效益比较突出。为此，采油一

厂对 2013 年以来文东油田实施深层小井眼开窗侧钻技术未成功的 5 口井进行了

深入分析，针对设计存在侧钻位移大、裸眼段长，施工上存在因井眼小导致施工

泵压高、携砂困难，地层压力高导致泥浆比重高等问题，持续开展了文东油田深

层小井眼开窗侧钻技术适应性研究。在地质设计上主要是优化井眼轨迹，减少位

移和裸眼段长；在钻井配套技术上，主要是到钻井公司、管具公司调研，重点在

泥浆性能和钻杆适应性上展开分析研讨，提出了优化泥浆和钻具组合，采用非标

钻杆适应小井眼钻井的科学措施，有效解决了施工泵压高、携砂困难的问题。 

2017 年下半年，采油一厂部署了 4 口文东油田盐间深层开窗侧钻井，通过

优化设计方案，运用非标钻杆等钻具组合，目前已实施的两口井均按预计施工工

期完成，质量合格，钻井费用控制在 530 万元/井以内，与新钻井投资费用 1500

万元/井相比，节约 970 万元/井，且完全达到地质设计要求。其中文 16-平侧 1

                                                             
19 来源：http://www.sinopecnews.com.cn/b2b/content/2018-08/01/content_17139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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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裸眼段 561 米，位移 210 米，钻遇油层 10 层 14.2 米，投产初期 3 毫米油嘴自

喷，油压 14 兆帕，日产液 37.0 吨，日产油 34 吨，含水 8.1%。这两口井的成功

实施，为文东油田盐间油藏恢复注采井网和降低开发成本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 

专利信息 

美国科学钻探公司公开随钻测量 MWD 系统数据传输方法 

7 月 5 日，美国科学钻探公司（SCI DRILLING INT INC）公开了一种随钻

测量 MWD 系统通过井筒传输数据到表面的方法，涉及将 MWD 信号调制到压

力脉冲调制信号上，并进行解码20。 

该方法采用井下摩擦降低装置，减小了摩擦力，使得力更有效地从钻柱重量

转移到钻头上。通过将调节阀定位在泥浆马达上方，由于压力脉冲不需要穿过泥

浆马达，所以产生的压力脉冲信号可以更容易地被接收器接收。该方法通过将每

个井下摩擦降低装置保持在单独的频率上，可以避免调制信号之间的任何干扰。 

（周洪 编译） 

产业动态 

美 洲 

雪佛龙获批在美国墨西哥湾钻新井 

7 月 31 日，美国监管机构批准雪佛龙在美国墨西哥湾 Anchor 深水附近新钻

一口勘探井21。 

记录显示，公司提交了有关 Crown 探井的计划。Crown 井位于格林峡谷

（Green Canyon）717、760 和 761 区块。钻井工作原计划最早在 6 月份开始，持

续 200 天，但在提交给美国安全与环境执行局(BSEE)的文件中尚未看到钻井许

可。 

Crown的完成可能会增加雪佛龙长期以来在Anchor预估的目标储量。Anchor

                                                             
20原文题目：Method for transmitting data from measurement while drilling MWD system to 

surface through well bore, involves modulating MWD signal onto pressure pulse modulated signal 

and decoding MWD signal from pressure pulse modulated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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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qid=4&SID=5A4LJiv9aQcVHcq2wFc&page=1&doc=4 
21 原文题目：Chevron go-ahead for US Gulf drilling 

来源：http://www.upstreamonline.com/cn/1544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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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区于 2014 年被发现，随后雪佛龙公司在 2015 年钻了一口评价井。 

（丰米宁 编译） 

美联储储备银行：需要提高油价以增加钻井作业 

7 月 16 日，堪萨斯城（Kansas）联邦储备银行的第二季度能源调查结果显

示，据科罗拉多州、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俄克拉荷马州和怀俄明州（Colorado，

Kansas，Nebraska，Oklahoma 和 Wyoming）的 34 家公司、密苏里州（Missouri）

西部的 43 个县和新墨西哥州北部的 14 个县报告，能源活动稳步扩张22。 

与一年前相比发生的显著变化是，接受调查的公司称，油价需要达到平均

69 美元/桶，价格范围在 55 美元到 90 美元之间，才能大幅增加钻井数量，高于

2017 年分别在第二和第四季度报告的 56 美元和 62 美元。所需的天然气平均价

格为 3.6 美元每百万英热单位，范围从 2 美元到 7 美元不等。 

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在寻找工人和成本膨胀方面的问题可能会限制短期经济

增长。由于缺乏可用的或有经验的申请者，在填补低技能和中等技能职位方面有

困难。约 30%的受访者还预计，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产能不足将限制近期增长。 

自上一季度开始，预期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在 6 个月、1 年、2 年和 5 年内上

涨。平均预期 WTI 价格分别为 67 美元、70 美元、73 美元和 78 美元/桶。平均

预期 Henry Hub 天然气价格分别为 2.85 美元、2.90 美元、3.05 美元和 3.34 美元

每百万英热单位。 

在已查明的商业风险中，65%的受访者预计 OPEC 生产水平较高会带来中等

商业风险，40%以上的受访者将更严格的监管列为中等商业风险。 

调查参与者的评论意见： 

（1）二叠纪盆地油气管道处于或接近产能，这导致与指数价格的价差降低。

在不久的将来生产缩减的威胁将推动我们的商业计划。 

（2）关注关税对管道供应和设备的影响。 

（3）石油的供求似乎相当平衡。目前，由于美国、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供

应的潜在增加，下行压力略大于上行压力。 

（4）大量的天然气供应和良好的油井使价格保持在低水平。一旦液化天然

气投入使用，它们的价值就会增加。 

（5）通过证实的可以提高效率的技术获得的的任何收益，都会转化为改善

的收入和更高的工资。快乐的劳动力就是高薪的劳动力。 

（6）自动化和大数据将使我们能够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但我们仍然期待员

                                                             
22 原文题目：Fed Reserve Bank: Higher Oil Price Needed To Increase Drilling Operations 

来源：https://www.spe.org/en/jpt/jpt-article-detail/?art=4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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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数量会适度增加。                                        （刘山影 编译）   

康菲石油报道阿拉斯加的勘探成功 

7 月 18 日，休斯顿-康菲石油公司提供了有关阿拉斯加运营计划的最新信息23。 

该公司的遗留资产基础包括普拉德霍湾油田的非经营权益，Kuparuk 油田的

经营权益以及对 Alpine 油田/西北坡资产的经营权益。2018 年，该公司在 Alpine 

油田/西北坡资产中获得了额外的权益，并宣布已签订协议收购 Kuparuk 油田的

额外权益。根据包括最近交易在内的估价，该公司估计 2018 年其遗留资产的产

量约为 225,000 英镑。 

自 2016 年以来，康菲石油公司在阿拉斯加州勘探计划中已经捕获了 0.5-1.1 

Bboe 的总发现资源，其中 75％的预期勘探面积仍有待钻探。新资源的供应成本

估计不到 40 美元/桶。  

在 Greater Willow 地区，该公司估计其 2016-2018 年的勘探和评估活动已经

发现了 400-750 MMboe 的总资源，并且有未钻取的资源上行空间。该公司估计，

在最终投资决定后的四到五年内，第一笔石油在 2024 年至 2025 年期间可以达到

约 20亿至 30亿美元。一旦实现首批石油钻探，该公司预计将迅速实现全面生产。

此后，该公司估计将在数年内再次投入 20-30 亿美元的累计钻井资本，以维持该

工厂的生产。 

除了在 Greater Willow 地区进行勘探外，2018 年的勘探活动还包括在阿尔卑

斯山以南的 Narwhal 中的 Putu 和 Stony Hill 井进行钻探、取心和流动测试。这两

项发现都需要进行额外评估，目前发现的资源估计在 100 到 350 MMboe 之间。 

该公司预计 2019 年将有另一个活跃的勘探和评估季节。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Ryan Lance 表示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努力安全地释放这

个世界级石油省的能源潜力，并在阿拉斯加的经济未来中发挥积极作用。 

（丰米宁 编译） 

Weatherford 发布高钻井损失少于预期 

7 月 27 日 Reuters 消息，油田服务提供商 Weatherford International Plc 报告 7

月 27 日的亏损小于预期，原油价格的回升鼓励生产商增加支出并在美国完成更

多油井24。 

                                                             
23 原文题目：ConocoPhillips reports exploration success in Alaska 

来源：https://www.worldoil.com/news/2018/7/18/conocophillips-reports-exploration-success- 

in-alaska 
24 原文标题：Weatherford Posts Smaller-than-expected Loss On Higher Drilling 

来源：https://www.epmag.com/weatherford-posts-smaller-expected-loss-higher-drilling-171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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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therford 受 2014 年油价下滑的严重打击，此后没有公布季度利润，并一

直在重组业务且以出售资产的方式削减债务。不包括一次性项目，Weatherford

报告净亏损 1.56 亿美元，即每股 16 美分，而去年亏损 2.82 亿美元，即每股 28

美分。根据汤森路透 I/B/E/S 的数据，分析师平均预期每股亏损 18 美分。美国东

部时间上午 11 点，Weatherford 股价上涨超过 2％，交易价格为 3.5 美元。 

该公司受益于本季度西半球业务的强劲业绩，尤其是美国和拉美业务。

Weatherford 的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3％至 7.69 亿美元，

受到美国石油产量创纪录以及阿根廷，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业绩强于预期的支撑。

该公司警告说，其拉美业务可能会在未来几个季度面临通胀压力的阻力。 

Weatherford 的总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 6％，达到 14.5 亿美元。东半球业务

（包括中东，亚洲和俄罗斯）的收入从一年前的 6.85 亿美元降至 6.79 亿美元。

Weatherford 表示将继续出售资产以减少债务，第二季度末债务为 75 亿美元。 

7月，该公司在两项独立交易中向ADES International出售了31台陆地钻机，

并向 Sunita Hydrocolloids 出售了 50％股权，该公司生产压力泵送胶凝剂。该季

度包括一笔超过 1 亿美元的费用，用于记下一些陆上钻井平台。（晏锐智 编译） 

德克萨斯州钻井平台数量下降 

7 月 23 日，energyvoice 消息，德克萨斯州本周减少 5 个钻探石油和 2 个寻

找天然气的钻井平台25。除德克萨斯外，俄克拉荷马州减少 3 个钻井平台，路易

斯安那州减少 2 个钻井平台，北达科他州也有小幅下降。根据贝克休斯公司收集

的每周数据，只有新墨西哥州增加了 4 个新钻机平台。 

目前，美国钻井平台总数量为 1,046 个。钻探石油的钻井平台有 858 个，其

中，476 个位于西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二叠纪盆地。此外，天然气钻井平

台有 187 个，混合钻井平台 1 个。 

随着本周钻井平台数量下降，美国石油钻井平台数量从 2014 年 10 月的 1609

高点下降了 47％，之后油价开始暴跌。然而，现在的钻井平台能够钻出比以前

更深的钻井，以生产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这是美国正在生产创纪录的原油和天

然气的原因。（周洪  编译） 

 

 

                                                             
25 原文标题：Texas leads drilling rig count decline 

来源：https://www.energyvoice.com/oilandgas/americas/177353/texas-leads-drilling-rig-count- 

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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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洲 

Cuadrilla 公司声称对兰开夏郡经济投资 1000 万英镑 

7 月 25 日，页岩钻探公司 Cuadrilla 宣布对当地兰开夏（Lancashire）郡经济

投资超过 1000 万英镑。该公司已获得英国政府的许可，开始在兰开夏郡的普雷

斯顿新路（Preston New Road）进行钻探26。 

Cuadrilla 表示，在实施兰开夏郡优先承诺计划的过程中已确定，2018 年第

二季度，与兰开夏郡供应商的直接支出增至 893 万英镑。并补充称，Cuadrilla

供应商转包给位于兰开夏郡的其他供应商的金额为 110 万英镑，用于对当地经济

的间接支出。 

Cuadrilla 的首席执行官 Francis Egan 表示，对于 Cuadrilla 来说，这是一个里

程碑式的一年——在普雷斯顿新路完成了两口水平勘探井。所做的探索性工作已

经为兰开夏郡的经济带来了显著的成果，迄今为止投资超过 1000 万英镑。该公

司已开始准备水力压裂前两口水平勘探井，目标是证明兰开夏郡的页岩气可以在

郡内安全而合理地开发，以供应当地的住宅和企业。随着公司的发展，他们期待

着与全郡更多的当地供应商合作，并期待当地社区从他们的努力中获益。 

7 月，Cuadrilla 宣布英国第二口页岩水平井在兰开夏郡完工。该公司表示，

Preston New Road 勘探现场的钻探深度在地表以下 2100 米，并穿过页岩气储层

横向延伸约 750 米。（刘山影 编译） 

马士基钻井公司获得两项北海合同延期 

7 月 13 日，马士基钻井公司表示已获得 Petrogas 荷兰 BV 和 Wintershall 

Noordzee BV 的高效自升式钻井平台与其的合同延期。延期允许 Maersk Resolute

和 Maersk Resolve 两个钻机继续在北海进行高性能操作27。 

荷兰 BV 继续在北海荷兰地区开展工作，自 2017 年 6 月开始运营以来，已

在多个油井中钻探。延期使 Petrogas 的合同总共达到 106 天。马士基公司被

Wintershall Noordzee BV 授予为期 21 天的最低合同延期，继续其在北海钻探活

动中的运营。第四份合同延期包括丹麦北海 Ravn 油田的工作，自 2017 年 6 月

底开始运营以来，Wintershall Noordzee 的合同期限为 380 天。 

马士基钻机的 CCIO 伊恩表示，从暖堆中重新激活钻井平台，以便提供安全
                                                             
26 原文题目：Fracking firm claim £10m investment in local economy 

来源：https://www.energyvoice.com/oilandgas/177624/fracking-firm-claim-10m-investment-in- 

local-economy/ 
27 原文题目：Maersk Drilling Secures Two North Sea Contract Extensions 

来源：https://www.epmag.com/maersk-drilling-secures-two-north-sea-contract-extensions-17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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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智能的钻井作业、部署北海作业和具有丰富经验的钻井人员来支持客户业务是

非常有益的。Maersk Resolute 和 Maersk Resolve 在丹麦 Esbjerg 港口进行暖堆，

于 2017 年重新启动，开始在北海开展业务。                 （丰米宁 编译） 

Lukoil 石油公司在尤里柯察金油田东部钻出首口生产井 

7 月 27 日，World Oil 消息，俄罗斯 Lukoil 石油公司宣布在里海尤里柯察金

（Yury Korchagin）油田的井口平台，完成了首口生产井的钻井。该井在第二油

田开发阶段进行钻探，以使其参与油田东部的生产28。 

单孔井水平完井是从一个自升式钻井平台钻进的。测得的井深为 5217 米，

可达 4235 米。油井的初始流量约为每天 500 吨原油。完井系统使用的多位置流

入控制阀，将最有效地利用井潜力。 

此外，在第一油田开发阶段的附加钻井计划下，在单孔生产井#14 完成了

1408 米侧线的建设。具有隔离孔的升级井，可以分别从原孔和侧线生产原油，

从而提高油气采收率。（周洪  编译） 

非 洲 

巴新恢复油气勘探和评价工作 

8 月 2 日，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新）开始恢复勘探和评价活动，之前 2 月份

的大地震迫使这些活动中断29。 

高地地区是该国唯一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区，这次地震对高地地区造成严重破

坏，致使当地社区伤亡严重，高地地区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生产活动一度暂停。  

但巴新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大部分主要油田在 4 月初已经恢复生产。高地地区

的勘探活动目前正在恢复，地震勘探和钻井已经重启。巴新另外 3 个石油区——

陆上海湾地区、Forelands 区域和巴布亚湾海上区域同样也有石油活动。 

在高地地区，由于准备井场的施工人员因地震被撤离，Muruk-2 天然气评价

井钻探已被推迟到今年第四季度。（刘山影 编译） 

 

 

                                                             
28 原文题目：Lukoil drills first production well in the eastern part of Yury Korchigan field 

来源：https://www.worldoil.com/news/2018/7/27/lukoil-drills-first-production-well-in-the-eastern 

-part-of-yury-korchigan-field 
29 原文题目：Drilling work picking up in Papua New Guinea 

来源：http://www.upstreamonline.com/cn/154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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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洲 

ARO Drilling 在沙特阿拉伯获得六份钻井合同 

8 月 1 日，ARO Drilling 已经为 Rowan 自升式钻井平台获得了六份为期三年

的沙特阿拉伯钻探合同30。   

Rowan 总部位于美国，通过 27 个移动式海上钻井平台提供合同钻探服务，

包括 23 个自升式自升式钻井平台和 4 个超深水钻井平台。ARO Drilling 目前在

阿拉伯海湾拥有一支由五个自升式自升式钻井平台组成的船队。 

这些合同由沙特阿美公司提供，并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完成现有钻井平台合同

后开始。根据合同，ARO Drilling 将在下个月租赁 Rowan Middletown、Charles 

Rowan 和 Arch Rowan 钻井平台，随后在今年 12 月租赁 Rowan Mississippi 钻井

平台。 

Rowan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Tom Burke 表示：“我们与沙特阿美公司在

ARO Drilling 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我们在中东的业务记录为这项长达 18 年的积

压订单奠定了基础。 

“我们相信，这六个为期三年的合同奖项，以及今年早些时候颁发的五个三

年合同，将继续证明 ARO Drilling 将在未来几年创造的价值。” 

此外，沙特阿拉伯钻探合同 ARO Drilling 今年 10 月收购 Scooter Yeargain

和 Hank Boswell 钻井平台。在将所有权转让给合资企业后，ARO Drilling 将实施

新的钻井合同。 

今年 4 月，ARO 获得了四份为期三年的钻井合同，以租赁 Rowan 的闲置自

升式钻井平台。合同涵盖 EXL I、EXL IV、Bess Brants 和 Earnest Dees 钻井平台。 

（段力萌 编译） 

中海油服在印尼获两份钻井服务合同31 

8 月 1 日中国石油新闻中心消息，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油服)获

得两份合同，在印尼海上提供钻井服务。 

这家中国钻井承包商从中加联合作业者哈斯基-中海油马都拉公司(HCML)

获得一份合同，将在 MBA-MD 和 MDK 油田钻 7 口开发井，另有两口选钻井，

这两个油田位于印尼海上 Madura Strait 产量分成合同。 

哈斯基预计这两个油田在2019年投产,最高产量6000万立方英尺天然气/天。 

                                                             
30 原文标题：ARO Drilling secures six drilling contracts in Saudi Arabia 

来源：https://www.offshore-technology.com/news/aro-saudi-arabian-drilling-contracts/ 
31 来源：http://www.sinopecnews.com.cn/news/content/2018-08/01/content_17139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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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服将于 9 月份派“海洋石油 943”号自升式钻井平台前往印尼，开展该

钻井活动。 

同样在印尼海上，中海油服从梅德科能源公司(Medco Energi)获得一份一口

井的短期合同，使用另一座自升式钻井平台“COSL Boss”号，它目前热停在马

来西亚海域。 

中 国 

西部钻探钻井院环空压力补偿固井解难题32 

7 月 30 日消息，西部钻探钻井院已在青海油田台南气田连续完成 5 口井的

环空压力补偿固井技术试验，试验井段固井质量均为优，解决了这个区块固井技

术难题，标志着这项技术现场应用趋于成熟，具备规模推广应用基础。 

台 4-50 井、台 4-59 井等 5 口井均为青海台南气田的调整井。这个区三开井

段气层分布非常广，地层压力系统复杂，非主力层、水层与主力产层的层间压差

大，固井候凝过程中极易发生气侵，严重影响水泥胶结质量和封隔效果。使用环

空压力补偿固井技术可以对下部油气水活跃层段进行二次补压，保证压稳，防止

地层流体扰动，提高水泥胶结质量和封隔效果。 

西部钻探钻井院接到试验任务后，积极与青海油田公司及相关协作单位沟通

交流，总结经验，根据现场第一手资料，完善技术方案，制定针对性措施。施工

过程中，技术人员牢记质量缺陷“零容忍”理念，与协作单位密切配合，严格落实

固井技术措施，有效衔接施工各环节，圆满完成了新技术现场试验。 

通过新技术攻关和现场试验，西部钻探钻井院总结形成了一套环空压力补偿

固井配套技术，为保证固井质量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 

钻井液技术在川深 1井实现“新突破” 33 

7 月 9 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在阆中古城开发了井深 8420 米的川深 1 井。 

该井是中石化部署在四川盆地川中隆起北部斜坡带上的一口超深预探井。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开钻至 2018 年 7 月 9 日五开尾管固井结束，川深 1 井完成钻

井施工，完钻井深 8420 米，为下一步的勘探开发打下坚实基础。 

川深 1 井钻井液服务由重庆钻井分公司技术服务中心承担。该中心在本井施

工中，攻克了钻井液量多处理难度大，高温高压、渗透污染强导致钻井液性能变

差等多项钻井液技术难题，屡次刷新国内纪录：二开直径 444.5 毫米井眼从 910

                                                             
32 来源：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8/08/03/001699947.shtml 
33 来源：http://www.sinopecnews.com.cn/b2b/content/2018-07/27/content_17135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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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钻至 4264 米，钻井液密度高达 2.05 克/立方米，钻井液循环量高达 860 方，创

国内超深井钻井液比重最大、泥浆循环量最多纪录；三开直径 320.68 毫米井眼

钻至井深 6880 米，钻遇的膏盐层井段达 1100 米，创国内同类型井盐膏层施工长

度最长纪录。 

在施工中集成了一套成熟的特深井钻井液施工技术——《超高温耐盐聚磺钻

井液体系》，为今后同类型井施工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长城钻探在疆完成首口水平井34 

7 月 30 日国际石油网消息，从新疆克拉玛依油田传来捷报，由长城钻探承

钻、长城钻探钻井液公司提供钻井液技术服务的新疆油田公司首口水平井

HW8004 井顺利完井，水平段油气显示良好。 

该井 5 月 26 日开钻，7 月 15 日完钻，完钻井深 3188 米，最大水平位移 900

米，最大斜度 85.91 度，全井无复杂。这是长城钻探积极落实集团公司“1+N”

计划，在新疆油田安全顺利完成的首口水平井。 

HW8004 井位于准噶尔盆地西部隆起克—乌断裂带下盘八区南斜坡区，该地

区地层极其复杂。面对这个新进入的极具挑战性的区块，钻井液公司认真落实长

城钻探各项工作部署，与钻井公司等相关单位密切配合，从项目前期人员、物资、

设备的筹备到项目的每一步施工过程都精心组织。 

一方面，公司领导组织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收集并研究、分析各方面相关技

术资料，针对本区块的地层岩性及特征，优选、优化钻井液体系，制订科学有效

的现场施工预案。另一方面，安排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现场驻井，实时监控现场

施工作业情况，实时科学调整钻井液性能。针对易漏地层提前加入随钻堵漏材料；

针对易坍塌掉块地层，提前加入封堵材料，高效封堵，预防井下复杂事故发生，

确保井下清洁、畅通。在钻至 2180 米时发生失返型漏失，在现场工程师和井队

的全力配合下，采取有效的封堵措施，避免了因井漏引起的井下事故发生。 

中曼石油签订 1.43亿元乌克兰钻井项目合同35 

中曼石油，7 月 25 日，公司与乌克兰 UkrGazVydobuvannya 公司（UGV）签

订了乌克兰钻井项目合同，合同金额约为 2100 万美元（约合 1.43 亿人民币）。

项目合同金额约为 2100 万美元，约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8.09%。

本次项目是公司在乌克兰市场中标的第一个钻井项目， 公司成功进入乌克兰市

                                                             
34 来源：http://oil.in-en.com/html/oil-2843223.shtml 
35 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8-07-31/doc-ihhacrce3629791.shtml 

http://www.in-en.com/keylist.php?q=%E9%95%BF%E5%9F%8E%E9%92%BB%E6%8E%A2&inner=1
http://www.in-en.com/keylist.php?q=%E9%92%BB%E4%BA%95&inner=1
http://www.in-en.com/keylist.php?q=%E6%96%B0%E7%96%86%E6%B2%B9%E7%94%B0&inner=1
http://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h603619/n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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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将进一步完善市场布局，为公司开拓东欧市场奠定坚实基础。 

长庆油田丛式井组开发巧解“占地”难题36 

7 月 28 日，长庆油田正在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境内建设的丛式井组，刷新

了国内陆上油田最大采油平台开发井数组合新纪录，井场总体用地还不到百亩。

十多年来，长庆油田采用丛式井组开发模式，已累计减少用地近 40 万亩，约为

3.7 万个足球场面积。 

长庆油田开发的油气资源属于典型的“三低”油气藏，具有单井产量低、开

发效益低，投资大、土地占用面积大的“两低两大”特点。甘肃陇东地区是长庆

油田的发祥地。油田开发初期，受到陇东地区黄土塬自然条件及“千沟万壑”地

形地貌的影响，仅部署一口采油井用地就达到了 7 亩，“开发难度大、建设成本

高。” 

长庆油田按照“优化井型组合，提高开发效果，成熟区块坚持大井组水平井

开发，推广工厂化作业模式”的整体思路，在大井组井场布局、快速钻井技术、

高效水平井压裂工艺、压裂液回收处理再利用、高性能压裂工具等方面进行实践。 

长庆油田工作区域横跨陕甘宁蒙晋 5 省(区)，勘探开发面积 37 万平方公里。

是国内目前油气产量最大，陆上油气储量、产量增长速度最快的油气田，承担着

向京津和华北地区以及陕西、内蒙古等周边省区安全稳定供气的任务。 

2018 年，长庆油田规划了加快陇东油区两部走发展目标，第一阶段：2018

年-2020 年，原油产量达到 900 万吨，天然气 12.5 亿方，建成陇东千万吨油气生

产基地。第二阶段：2021 年-2025 年，原油产量达到 1000 万吨，天然气产量 30

亿方，油气当量达到 1250 万吨，将甘肃陇东地区打造成长庆稳健发展的典范阵

地和国家重要能源化工基地。 

青海钻井技术套管固井创柴达木盆地一次封固段最长纪录37 

7 月 9 日凌晨，由青海钻井固井施工的狮 52-3 井技术套管固井全井段封固质

量合格，65%以上井段封固质量优质，创柴达木盆地一次封固段最长纪录。 

狮 52-3 井是由长城钻探施工的柴达木盆地英西狮 210 井区的一口定向井。

三开采用直径 215.9 毫米钻头钻至 4581 米中完，井底井斜达 30.3 度，采用一次

注水泥浆方式封固全井段。 

由于该井一次封固段长，固井施工存在封固段上下温差大、漏失、施工压力

                                                             
36 来源：http://www.chinanews.com/ny/2018/07-28/8582652.shtml 
37 来源：http://oil.in-en.com/html/oil-2842643.shtml 

http://www.in-en.com/keylist.php?q=%E9%92%BB%E4%BA%95&inner=1
http://www.in-en.com/keylist.php?q=%E9%92%BB%E4%BA%95&inn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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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难点。青海钻井固井工程技术公司采用抗温差抗盐水泥浆体系平衡压力设计、

降低施工压力等工艺技术措施，确保了该井技术套管固井施工一切正常、水泥浆

返出地面。 

该井原设计下入直径 177.8 毫米技术尾管，再回接至井口。青海钻井固井工

程技术公司精确掌握地质资料、优化水泥浆柱结构，实现一次封固 4581 米，有

力助推青海油田英西狮 210 井区提速工作。 

胜利工程钻井技术公司顺利完成 8 千米超深井38 

7 月 20 日消息，由胜利工程钻井工程技术公司提供轨迹控制与测量技术服

务的超深井顺北 501 井顺利完成施工任务。完钻井深 8072.5 米，定向周期仅为

7.69 天，工期节约了 49%，获得甲方好评。 

顺北 501 井位于新疆西北油田分公司顺北区块，是为摸清奥陶系碳酸盐岩缝

洞发育情况，提高产量，设计的一口超深井。该井设计井深 8082.72 米，设计垂

深 7912.00 米，井底水平位移 221.86 米，最大井斜 81.67°。该井原来设计的是

直井，在钻井过程中更改为定向井。 

针对该井设计，该公司制定了完善的施工预案，在开始增斜井段的施工中，

因高造斜率的需要，使用牙轮钻头和 2.25 度螺杆钻具钻进，在稳斜井段采用 PDC

钻头和 1.75 度螺杆组合钻进，通过两趟钻的施工顺利完钻，完钻井深 8072.5 米，

定向周期仅为 7.69 天，相对比 15 天的设计定向周期，工期节约了 49%，提高了

仪器使用效率，降低了螺杆钻具消耗，获得好评。 

实现绿色钻井全覆盖39 

7 月 20 日中国石化新闻网消息，在大牛地气田和东胜气田施工的华北石油

工程五普钻井分公司，为了将清洁生产融入施工各环节，积极使用清洁能源，推

广清洁生产技术。工区各钻井队把柴油机替换成电动机或天然气动力机，做到将

大气污染降到最低。施工现场不再开挖泥浆坑，而使用泥浆不落地装置，杜绝泥

浆和岩屑接触地面。每台设备下面铺设防渗膜，减少对地表的污染。该公司的钻

井液技术服务部门还研制和推广环保泥浆体系，以减少对地下水的污染，从而实

现绿色钻井的全覆盖。今年以来，各施工单位持续清洁生产的验收通过率为 100%。 

                                                             
38 来源：http://finance.haiwainet.cn/n/2018/0720/c3543420-31357575.html 
39 来源：http://www.sinopecnews.com.cn/news/content/2018-07/20/content_1712965.shtml 

http://www.in-en.com/keylist.php?q=%E9%9D%92%E6%B5%B7%E6%B2%B9%E7%94%B0&inn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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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快讯 

[1] 近期，中国海洋石油湛江分公司在《中国海上油气》杂志上发表了题为

《自流注气钻完井关键技术及其在涠洲油田的应用》（Key Technology for Artesian 

Gas Injection Drilling and Comple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WZ Oilfield）的研究成

果。该研究成果受到“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南海西部海域低渗油藏勘探

开发关键技术（编号：2016ZX05024）的资助。具体详见： 

http://www.cqvip.com/QK/96273A/201801/674419740.html 

 

[2] 近期，哈尔滨理工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院在《电机与控制学报》

上联合发表了题为《基于稳定补偿状态观测器的旋转导向钻井轨迹跟踪控制》

（ Trajectory tracking control of rotary steerable systems based on stability 

compensation observer）的研究成果。该研究成果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51405484) 的资助。具体详见： 

http://emc.hrbust.edu.cn/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180214 

 

[3]近期，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研究人员在《石油钻探技术》杂志发表

了题为《螺绕环激励式随钻侧向测井仪测量强度影响因素及响应特性》（Influence 

Factors of Measured Signal Intensity and the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roidal 

Coil Excitation LWD Laterolog Instrument）的研究成果。该研究成果受到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低渗透储层高精度随钻成像技术研究” ”（编号：2016ZX05021）

的资助。具体详见：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syztjs2018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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