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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美加利福尼亚州将制定议案认可 CO2注采石油的减碳作用 

9 月 3 日消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正在制定一项议案，将认可化石燃料钻井

作业在实现减少碳排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因为它们使用 CO2 注入技术来提高

石油采收率，并将 CO2永久固存在地下1。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高级政策顾问、州长规划和研究办公室主任 Ken Alex 在

最近的一个安全和可持续性研讨会上表示：希望能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许多油田

                                                             
1 原文标题：California Is Drilling For Negative-Carbon Oil   

来源：https://www.forbes.com/sites/jeffmcmahon/2018/09/03/california-is-drilling-for-negative- 

carbon-oil/#1e3bb6a241df 

本期概要： 

9 月 3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正在制定一项议案，将认可化石燃料钻井作业

在实现减少碳排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旨在开发油田的同时实现固存 CO2 于地

下。 

贝克休斯和德希尼布福默高管指出油气行业应在数字时代利用和发挥油气

数据的价值，如果利用好生态系统或价值链中数据，将推动行业降低 50%至 60%

的成本。斯皮尔斯公司报告指出全球定向钻井服务市场呈增长态势。 

前沿研究方面，中国西南石油大学等三家机构共同研究了超临界二氧化碳连

续油管钻井的模型；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在方位电阻率随钻测井的灵敏度方面

开展了研究工作；雪佛龙公司在压裂改造方案及不确定性分析上开展了很多工

作；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在钻井优化上进行了深入研究。 

装备方面，中国石油大学等机构研发流体分析的 NMR 设备；斯伦贝谢推出

了两项仪器及相关服务，分别是 xBolt 加速钻井服务和 MEMS 陀螺测量服务；

哈里伯顿一直致力于改善压裂作业，推出压裂机器人、自动化软件、井下成像仪

器及相关服务，推动油田数字化、自动化。 

产业方面，本月美国钻井平台减少两个，但专家预测接下来两年，数量会有

回升；Shearwater 收购了斯伦贝谢的海洋地震采集业务，两家公司已于日前达成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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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碳的零排放或负排放，很多油田的地质条件也适合开展碳封存项目。监管机

构也在探索这个问题。 

加利福尼亚州空气资源委员会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该委员会负责管理加州

的碳排放限制和贸易。目前，提高石油采收率并不被加州碳市场认为是一种碳抵

消手段，但委员会正在制定一项规定，拟认可其抵消作用。 

去年，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议案草稿文件，文件指出：加州正计划研究提出一

种能够用来正确解释 CCS 所封存的 CO2 量化方法论（quantification methodology，

QM），以及规定 CO2封存性能要求的永久性协议。 

观察家经常批评利用碳封存手段提高采油率，因为它使化石燃料的使用持续

下去，导致燃烧化石燃料时释放更多的碳，但是它也可能提供最有利可图的碳排

放贸易市场。 

根据 NETPOWER 首席执行官 Bill Brown 所说，每从地下采收一个碳原子，

需要两个碳原子被封存。从这个角度来看，石油钻探不只是一个零碳活动，而是

一个负碳活动。（邓阿妹 编译） 

美国加州州长签署反州近海钻探法 

9 月 10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 Jerry Brown 签署了一项新法律，直指沿

海岸州的石油天然气业务2。该法案要求要禁止海上钻井，包括禁止建设码头、

管道和其他陆上设施，但是该法令不能禁止在联邦水域上的钻探活动。 

由于加利福利亚改变了使用化石燃料政策，这将增加钻探的难度和成本。根

据《每日电讯报》援引加州能源委员会的数据表明：尽管加州正在转向可再生能

源，但它对原油的依赖并没有减少。事实上，加州现在的炼油量和 1982 年差不

多，但是有一个明显区别：30 年前，加州大部分炼油厂来自当地油田；现在加

州 56.66%的炼油厂来自国外，而加州本地的炼油厂仅占 31%（2017 年数据）。 

此外，加州最大的外国原油来自沙特阿拉伯，占加州进口量的 29%，即约

9813 万桶；其次从厄尔瓜多进口，占原油进口的 20%；第三进口来源国是哥伦

比亚，占比为 14.16%。 

加利福尼亚一直努力推进气候变化议程而备受赞赏，但是迄今为止该州都无

法减少其交通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自 2012 年以来，该州交通带来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一直以每年 1.5%的速度增长。 

现在，该州提出了削减石油钻探和加工的气候变化减排计划，但历史数据表

                                                             
2 原文标题：California Governor Signs Anti-Offshore Drilling Law 

来源：https://oilprice.com/Latest-Energy-News/World-News/California-Governor-Signs-Anti- 

Offshore-Drilling-La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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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这个计划将无法减少石油消费。（魏凤 编译） 

专家评论 

跨国油服公司指出应充分利用和发挥油气数据的价值 

9 月 7 日消息。数字化的核心是数据，以及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分析。尽管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多年来管理了大量数据，但并没有利用好这些数据3。 

由法国 Technip 公司和美国 FMC Technologies 公司联合控股的 TechnipFMC

公司4执行主席 Thierry Pilenko 认为：数据及其挑战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极不稳

定，因为掌握数据的人利用好这些数据是最为关键的。目前，在油气行业，关于

谁拥有这些数据还有很大争议。 

当谈到共享数据并从中获得价值时，Pilenko 指出美国非常规资源领域可以

更好地使用数据。他表示：非常规资源领域在很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数据。由

于当时行业规模较小（只有几口井），所以这些数据非常分散，在有些领域可以

得到所有这些数据，当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利用这些数据时，得到的将是整个页岩

储层的信息，而不仅仅是一个可以机械模拟的单独物体。数据分析的后果可能对

生产和恢复产生重大影响。 

苹果公司被看作是利用数据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典型案例。然而，贝克休斯

（Baker Hughes，BHGE）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Lorenzo Simonelli 指出：情况并

非总是如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苹果公司曾一度濒临破产。这说明没有永远

的赢家和输家。各种数字化策略都是有效的，问题是如何将它们应用到整个生态

系统中。有的人喜欢适应、改变和合作，而有的人不愿意创新和改变。苹果公司

在改变和适应方面非常成功。事实上，油气行业拥有的数据比其他任何行业都多，

但仅使用了大约 1%的数据来支持决策。需要专业知识来沿着实际价值流将多个

点连接起来。当前，油气行业的数据之间相互独立，导致在钻探、完井和生产过

程中出现过多的停工时间。利用好生态系统或价值链中的数据将推动行业降低

50%至 60%的成本，但是，这将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事情，要求必须具备一种不同

的思维方式和付出可持续的努力。（邓阿妹 编译） 

                                                             
3 原文标题：20BHGE, TechnipFMC Talk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 Digital Era   

来源：https://www.epmag.com/bhge-technipfmc-talk-survival-fittest-digital-era-1715171 
4 Technip FMC 公司是由法国 Technip 公司和美国 FMC Technologies 公司合并组建，双方各

拥有价值 130 亿美元的 50%公司股权，有超过 49000 名员工在 45 个国家工作，每年营业收

入超过 200 亿美元，运营总部设在巴黎、休斯顿和伦敦，主要开展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和维

修业务。 

https://www.epmag.com/bhge-technipfmc-talk-survival-fittest-digital-era-171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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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尔斯公司报告指出全球定向钻井服务市场呈增长态势 

8 月 22 日消息，斯皮尔斯公司（Spears&Associates）的一份新报告描绘了全

球定向钻井服务市场从油价低迷中复苏的积极前景5：在经历了贸易额从 2014 年

的 165 亿美元降至 2016 年的 71 亿美元后，钻井服务市场近期将加速增长。 

随着美国水平钻井活动增加，以及每口井横向长度更长，2017 年全球定向

钻井服务市场增长了 16%。斯皮尔斯公司副总裁 Richard Spears 表示：尽管钻机

数量仍然不高，但横向长度的增加已经对定向钻井服务产生了巨大的需求。 

斯皮尔斯公司表示：钻机的数量并不重要，水平钻井长度才是唯一重要的指

标。全球定向钻井服务市场正处于长期上升的趋势中，预计未来 5 年每年将增长

10%至 12%；对于新井的投资，将会有 5 年或 6 年的上升期，可能达到 10 年；

定向钻机的发展情况类似，已经经历了两年的好转。 

钻机数量预计难以恢复到油价下跌前的水平，部分原因是美国运营商几乎已

经取消了垂直钻井。在经济低迷之前，斯皮尔斯公司认为美国公司每年会钻垂直

井约 22000 个，但今年总数估计将略低于 7000 个；相比之下，水平井的数量从

2017 年的 15000 个增加到 2019 年的 21000 个。对于大多数 E&P 公司来说，回

报将来自于水平井钻探。 

2017 年，占钻井服务市场份额前三的斯伦贝谢公司、贝克休斯公司和哈里

伯顿公司，共占市场份额的 65%，随后是科学钻探公司和威瑟福德公司。 

2018 年，二叠纪盆地定向钻井服务的金额预计将达到 12 亿美元，占美国陆

地定向钻井市场的 40%以上，在开展定向钻井服务的全球八个主要盆地中位列首

位。其中，中东地区将达到 4.5 亿美元，巴肯地区将达到 3.5 亿美元。 

斯皮尔斯公司表示：在不久的将来，二叠纪盆地仍然是定向钻井活动的驱动

力，只要二叠纪盆地显示出增长，市场就会强劲。未来 3 年，二叠纪盆地不仅在

美国占主导地位，而且在整个世界也占据主导地位。到 2020 年或 2021 年，二叠

纪是定向钻井最重要的盆地，也是最重要的水力压裂盆地，是土地承包钻井最重

要的盆地。（高国庆  编译) 

著名网站指出哈里伯顿利用多边井技术提高油气生产效率 

8 月 29 日，著名网站指出哈里伯顿利用多边进技术提高油气生产6。1953 年，

                                                             
5 原文标题：Directional Drilling Services Market Grows in 2017, Near-Term Upward Trend 

Expected 

来源：https://www.spe.org/en/jpt/jpt-article-detail/?art=4515 
6 原文标题：Unlocking Production With Multilateral Wells 

来源：https://www.epmag.com/unlocking-production-multilateral-wells-171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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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Bashkiria 钻探全球首个多边井。该井为九分支井，由俄罗斯钻井工程师

Alexander Grigoryan 裸眼侧钻而来。据报道，该油井的产量是对比井的 17 倍，

而成本只是对比井的 1.5 倍。之外，俄罗斯又钻了 30 口这种类型的井，但直到

1993 年，多边技术的时代才真正开始。 

定向钻井与随钻测井（directional drilling combined with MWD，DDWMD）

相结合的新兴技术应运而生，真正开起了多边技术生产的经济时代。通过随钻测

井，水平钻井变得易于管理，油藏剖面与井口的比例明显增加。这大大增加了储

层中回收的价值，而这正是引入多边井技术的意义所在。  

挑战 

虽然多边技术的前景是可观的，但仍有挑战需要克服。首先要解决的挑战是

交叉点本身的构造。研究人员设计了各种方法来为井筒接点提供机械支撑，包括

衬套回接、胶结洗井系统和全液压隔离系统。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的

许多早期施工方法都已退出历史舞台，同时也留下一些操作体系成为最常见和最

值得信赖的技术。 

要解决的另一个挑战是可靠性。如果井操作对井输送能力造成不可接受的风

险，那么井操作就不值得执行。与任何新兴技术一样，多边井建设的第一个十年

得到许多经验，早期系统已经退役，改进的系统功能更加强大。技术的所有关键

要素都在持续改进，包括包括设备设计、人员能力开发、操作程序和项目执行过

程。这些过程包括服务设计、设备选择、制造质量控制、车间装配和井场安装。

由于这种严格的服务质量改进方法和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中的遵守流程，一些服务

提供商已经将他们当前的执行成功率提高到 96%以上。 

最后要解决的挑战是效率。由于在井眼设计中增加一个侧向井眼的工作量，

超过钻探一口全新井所需的工作量，因此其价值也被抵消了。早期的液压隔离连

接系统 TAML 5 在 2000 年首次运行，需要 6 天安装时间（不包括侧向钻井时间）。

在安装超过 300 次的 18 年后，典型的交叉点安装只需要三天。 

演变 

随着挑战的解决，油井的规模和范围也在不断发展。2000 年，北海最常见

的多边设备是 TAML 5 双侧井，每个分支都有大约 2000 米（6,562 英尺）的滤管，

而且两条钻杆都混在一起，没有流量控制或监测。而目前，三边 TAML 5 井在每

侧各钻有 5700 米（18701 英尺）自动流入控制装置，该井的暴露的油藏测量深

度（MD）总计达 17000 米（55,774 英尺），并配备了全套智能完井装置，以实

现井下流动控制和钻杆监测。同时，系统的安装可靠性始终保持在 99%以上。 

最近，多边井的改进在于结合对每个侧向井的智能完井控制能力和通过完井

对每个侧向井进行干预的能力。从历史上看，一个多边油井将以智能完井或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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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能力为特色，但不是两者兼而有之。通过完井和交叉点整合干预能力，消除

了对各侧向井干预的技术、经济和操作障碍。运营商现在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以低

成本介入、刺激和运行生产测井工具。通过促进这种访问，在维护和优化生产和

确保井的可靠性方面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这种能力存在于双侧、三边和更大的

范围内，每个侧向井都有智能完井、流量控制和监控以及完全可访问性。 

图 1 井下流量控制与监控 

应用 

增加多边井的侧向井是成熟油田提高采收率的一种越来越常见的方法，特别

是近年来油价下跌。事实证明，在中东、北海、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的许多项目中，

不需要为油田增加新的基础设施，就可以进入一个熟知的储集区中的未清扫区域，

这一前景在经济上很具有吸引力，也很有效。这通常使用槽式采油来进行，生产

套管部分被重新钻孔和套管化，多个侧向生产放置在新套管上。或者，新的侧向

生产可以直接从现有的生产套管中添加。这使得原有的侧向生产得以保留，而新

的侧向生产又回到了主孔。在某些情况下，放弃了现有的下主井眼，并采用常规

的侧线来创建一个新的下主井眼油藏段，在上面增加一个新的侧向。在几乎所有

的褐色油田应用中，智能完井都是作为水或天然气突破生产优化手段来实现的。 

在大范围钻井应用中，填充侧向法尤其经济，因为在延伸钻井应用中，油藏

上的地面套管花费是非常大的，而且扭矩和阻力可能会妨碍在单一侧向下的可开

采的具有经济收益油藏量。通常情况下，第二侧向采油是有必要的，从而达到可

靠的油藏暴露总量。最近完成了一个这类的项目，一个 TAML 5 接头布置在深度

超过 6000 米(19,684 英尺)处。 

多边井也完全兼容压裂作业，无论是桥塞分段射孔作业（PNP）、多级或精

确增产技术。最近在北美成功地完成了具有桥塞分段射孔作业的 TAML 4 双侧井。 

现代多边技术作为一种公认的高效现场开发技术已经成熟，已经记录了超过

25 年的安装历史，并证明了与传统油田技术相当的可靠性。 

随着全油田开发采用多边技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通过增加储层开发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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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控制，油田采收率可以显著增加。 

这从近年来实施多边完井方法的不同地区的运营商数量就可以看出，业界对

多边技术的信心持续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富有挑战性的成本环境所驱动的，

运营商更需要实现更高的效率。多边技术将继续提供卓越的效率，并提供克服地

理位置和地面足迹受到限制的解决手段方案。  (高国庆  编译) 

前沿研究 

中国西南石大等机构联合研究连续油管钻井耦合模型 

2018 年 9 月，中国西南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以及川庆钻探

的研究人员联合在《国际传热传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杂志上发表了题名为《超临界二氧化碳连续油管钻井瞬态温度和压力

计算的耦合模型》（Coupling model for calculation of transient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during coiled tubing drilling with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的文章7。该

项研究工作受到西南石油大学油气储层地质与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公开基金

(PLN1208)和国家科技重大项目(2016ZX05044-004-002)的资助。 

研究基于热力学、传热机理和流体力学等原理，建立了超临界二氧化碳连续

油管钻井瞬态温度与压力耦合计算模型。该模型考虑了焦耳-汤姆逊效应，CO2

物理性质随温度和压力的变化而变化，同时考虑了在井筒和地层中传热的不稳定

性。该模型采用完全隐式有限差分法求解。结果表明，Gupta 模型和 Wang 模型

预测的井筒 CO2 温度都低于所提出的模型。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先前的

模型将井筒内的传热视为稳态，且忽略了摩擦热。在较浅和较深的井段，井筒温

度随深度的变化迅速，而在井段中部，井筒温度随深度的增加呈线性增加。井筒

温度随循环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井筒压力不受循环时间的影响。注入速率和喷

嘴直径都对井下温度和油管压力有显著影响，注入速率过大或喷嘴直径过小都可

能导致 CO2 无法在超临界状态下存在。(郑启斌  编译) 

英国地调局研究顶孔钻井的天然气风险工作流程 

2018 年 9 月 9 日，英国地调局的研究人员在《第三届应用浅海地球物理会

议》(3rd Applied Shallow Marine Geophysics Conference)中发表了题名为《一种用

                                                             
7 Xiao-Gang Li, Liang-Ping Yi, Zhao-Zhong Yang, etc. Coupling model for calculation of 

transient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during coiled tubing drilling with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125, (2018),pp,400-412 

来源：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1793101734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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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顶孔钻井研究的天然气风险工作流程》（A Gas-Risking Workflow for Top-Hole 

Drilling Studies）的文章8。 

在顶井钻井中，减轻浅层天然气风险的最有效的方法是预防风险，但在井位

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就需要更严格且信息量大的工作流程。气体概率评估是

制定风险缓解策略的第一步，然后在工作流中，进行浅层气藏的物理参数估算,

像气体体积和压力环境的计算和钻井的影响预测。通过参考反射数据的属性对气

体概率进行初步评估，并利用 AVO 特性对概率评估进行细化。通过研究电缆测

井数据，包括地震反演、流体替换和孔隙压力梯度等的分析，来构造一个潜在天

然气储层的地质模型，该模型致力于解决围绕含砂量,孔隙度和气体浓度等在内

的相关问题。导致一个大写的评估可能的油气储集空间(HCPV)。在发生天然气

泄漏控制事故(“气涌”或“井喷”)时，可以使用地层因素计算值来预测最大的

潜在天然气产量。 (郑启斌  编译) 

得克萨斯大学对钻井优化耦合模型进行评估 

2018 年 9 月，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的学者在《天然气科学与工程杂志》

（Journal of Natural Ga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上发表了题名为《用于钻井优

化的耦合机器学习模型的评估》（Evaluation of coupled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for 

drilling optimization）的文章9。 

钻井优化可以为油气项目提供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在油气价格较低的环境中。

钻井优化通常是通过优化油井的钻速（ROP）来实现的，但这通常不是最好的策

略。另外两种策略（或模型）可用于优化钻头扭矩（TOB）响应以减少钻头振动

或机械比能（MSE）以减少钻头使用的能量。研究人员基于几个准则对这三个模

型进行评价。ROP 模型、TOB 模型和 MSE 模型均采用随机森林算法的数据驱动

方法建模，并以钻压、流量、旋转速度和岩石强度等参数作为输入参数。利用元

启发式优化算法对钻井模型进行优化，计算出最佳的钻头钻井作业参数。由于这

些模型是可以计算交互效果的耦合模型，所以通过机器学习可以进一步开发这些

模型。结果表明，对 ROP 模型进行优化后，ROP 平均提高了 28%，但同时增加

了 MSE 和 TOB，这是不可取的；但是对 MSE 模型的优化研究，使得 ROP 的增

加幅度较小，大约 20%，并伴随 MSE（15%）和 TOB（7%）的下降，这会延长

钻具寿命和节省钻井时间。 (郑启斌  编译) 

                                                             
8 F. Buckley, L. Cottee. A Gas-Risking Workflow for Top-Hole Drilling Studies[C]. in: 3rd 

Applied Shallow Marine Geophysics Conference. (2018) 

来源：http://earthdoc.eage.org/publication/publicationdetails/?publication=94479 
9 Chiranth Hegde, Ken Gray,Evaluation of coupled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for drilling 

optimization[J], Journal of Natural Ga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56,(2018), PP: 397-407 

来源：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87551001830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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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佛龙公司研究非常规油藏的压裂改造方案 

2018 年 8 月，雪佛龙公司的研究人员在《石油工程师协会论文集》（Society 

of Petroleum Engineers）上发表了题名为《一种新的非常规油藏开发压裂改造方

案及不确定性分析》（A Novel Workflow for Fracture Reconstruction and Uncertainty 

Analysis for Unconventional Reservoir Development）的文章10。 

裂缝网络对评价油藏采收率和优化水力裂缝油藏生产具有重要影响。学者对

裂缝不确定度分析和预测后建立了一种新的工作流程。在新的工作流程中，多种

裂缝模式实现是通过地质统计分析完成的。原始裂缝网络则是利用地质力学工具

建立的。然后对裂缝网络进行重构，并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和历史匹配。针对在这

个工作流中创建的不同裂缝分布形式的实现，他们成功保持了裂缝的连续性，以

及从基质到裂缝的连接。生成的网格可进一步用于处理模拟，以确定裂缝诱导网

络中的裂缝几何形状、高度增长和支撑剂的输运。 

在研究工作中，研究者使用嵌入式离散裂缝模型（EDFM）来捕捉裂缝的真

实几何形状，将每个裂缝平面嵌入到矩阵网格中，并由单元边界离散化。他们研

究了工作流中如何模拟复杂水力裂缝网络的系列油藏模拟实现，还研究了在维持

裂缝网络连续性的同时，在平面和复杂裂缝构型下实现不同裂缝。研究内容还包

括网络几何形状响和裂缝性质对储层整体性能的影响。 

从不确定度分析结果看出，裂缝连通性和网络内部电导率分布决定了储层的

整体性能。通过调整裂缝连通性，可以很好地匹配油藏生产历史。研究对多重裂

缝网络的建模，被认为可以通过地质统计学分析裂缝连通性重建实现可靠的生产

预测。这样将嵌入式离散裂缝模型（EDFM）应用到裂缝相关模型仿真中，能为

研究多重裂缝实现提供了一种强大且有效的手段。(郑启斌  编译) 

中国石油大学等机构研究方位电阻率随钻测井的灵敏度分

析和过程反演 

2018 年 9 月，中国石油大学学者联合青岛海洋科学技术国家实验室学者、

国际石油工程师协会成员在《地球物理学与工程学报》（Journal of Geophysics 

and Engineering）上发表题为《方位电阻率随钻测井的灵敏度分析和过程反演》

（Sensitivity analysis and inversion processing of azimuthal resistivity logging-

                                                             
10 Liang B., Du S. A Novel Workflow for Fracture Reconstruction and Uncertainty Analysis for 

Unconventional Reservoir Development[C]. In：Society of Petroleum Engineers. (2018) 

来源：https://www.onepetro.org/conference-paper/SPE-19179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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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drilling measurements）的研究成果11。该项目受中国学术委员会（2016064

50052）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674131、41474100）的资助。 

研究者提出了一种系统的方位电阻率随钻测井的灵敏度分析方法，通过分析

可以获得方位电阻率测量（ARM）对各种地层参数敏感度的清晰图像，以及优

化的参数值界限及反演初始值。为了实现 ARM 过程反演，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快

速准确而且规范化的高斯-牛顿反演方法。研究者采用了一些策略优化和加速反

演：（1）深度滑动窗口将三维地层结构划分为一组近似“缝合”的一维层状模型，

该方法特别适用于横向不连续地层的解释；（2）秩一更新法概算雅可比矩阵加速

反演过程。通过实例验证了反演方法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并进一步论证了在地质

导向和储层导钻中 ARM 反演处理的优缺点。(孔明  编译) 

北师大开展基于震动声波传感器方法的岩石钻井信号特征

研究 

2018 年 9 月，北京师范大学学者联合中国石油大学学者在《应用声学》

(Applied Acoustics)上发表了题为《基于震动声波传感器方法的岩石钻井信号特征

分析》（Analysis of signal characteristics from rock drilling based on vibration and 

acoustic sensor approaches）的研究成果12。该项目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1675019）、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ZR2017BEE06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

费专项资金（17CX02011A）和学校项目（YJ201601077）的资助。 

岩性识别在石油钻井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调查岩性与钻井产生的震动

声波信号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开发了一套凿岩震动测量系统，并在室内进行

了相应的钻井实验。他们使用震动传感器和特殊宽频声波传感器两种方法区分在

不同类型岩石中钻进时所产生的特定时间-频率特征，并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了直

观比较。研究者特别设计了一种声音聚焦装置以辅助宽频声波麦克风在钻井过程

中检测特定信号，通过时域和时频分析研究不同类型岩石信号特征的差异。结果

表明 4 种岩石的振动频谱特征和声谱特征均存在显著差异，为利用特征模型进行

岩性识别提供了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得益于专门设计的声音聚焦装置，声传感

器方法表现出比振动传感器方法更好的信噪比。(孔明  编译) 

                                                             
11 Wang L, Li H, Fan Y L, et al. Sensitivity analysis and inversion processing of azimuth

al resistivity logging-while-drilling measurements[J]. Journal of Geophysics and Engineering,

 15 (2018) pp: 2339-2349. 

来源：http://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742-2140/aacbf4/meta 
12 Qin M, Wang K, Pan K, et al. Analysis of signal characteristics from rock drilling based on 

vibration and acoustic sensor approaches[J]. Applied Acoustics, 2018, 140:275-282. 

来源：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3682X1731174X?via%3Di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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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万格国际研究所研究地质导向交互决策支撑系统 

2018 年 9 月，OnePetro 网站报道了挪威斯塔万格国际研究所学者联合斯塔

万格大学学者，在国际石油工程师协会挪威研讨会上发布的题为《地质导向操作

的交互决策支撑系统》（An Interactiv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Geosteering 

Operations）的研究成果13。 

研究者介绍了一种系统化的地质导钻工作程序，它可以自动整合先验信息和

实时测试结果不断更新具有不确定性的地质模型，并在决策支持系统（DSS）中

采用最新的模型预测结果。DSS 通过评估生产潜力与钻井和建成风险以支持地质

导向决策。 

在该工作程序中，井中地质解译的不确定性通过多重地质实现来表示。依据

随钻测井（LWD）结果采用几何卡尔曼滤波（EnKF）对地质实现进行实时更新，

进而修正钻头前地质情况的预测。对于每次地质导向决策，在 DSS 中输入最新

出现的地质不确定性因素，它权衡钻头前完整的井轨迹防止出现重大不确定性因

素，并给出转向修正或者停止的建议。优化后的井轨迹和不确定性因素会通过图

形界面呈现给 DSS 用户，该界面允许决策的交互式调整，利用高级动态编程算

法大约在几秒钟内就可以得到决策建议。 

研究者用人工模拟案例展示了 DSS 的优点。在具有多个潜在目标以及解译

明显不确定的复杂油气藏中导钻时，DSS 非常有利于作出无偏的高质量决策。此

外，DSS 还具有重新权衡和调整目标的能力使得在钻进时可以改变目标。 

这个新颖的 DSS 为地质导钻提供了一种新的范例，一方面它弥合了地层评

价研究进展的储层成图的差距，另一方面又增强了钻井过程的自动化。   

(孔明  编译) 

智慧公司研究提高钻探效能的概率优化指数 

2018 年 9 月，《石油技术杂志》（JPT）上发表了题为《用于提高钻探效能的

概率优化指数》（Probabilistic Drilling-Optimization Index Guides Drillers To 

Improve Performance）的文章14，该文章评述了智慧公司（Intellicess Inc.）和阿

帕奇公司（Apache Corp）研究人员在 2017 年国际石油工程师协会欧洲离岸石油

展览会上发表的题名为《用基于概率控制的钻探优化指数提高钻钻探效能》（A 

                                                             
13 Alyaev S, Bratvold R B, Luo X, et al. An Interactiv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Geosteering 

Operations[C]. In: SPE Norway One Day Seminar. (2018). 

来源：https://www.onepetro.org/conference-paper/SPE-191337-MS 
14 原文标题：Probabilistic Drilling-Optimization Index Guides Drillers To Improve Performance 

来源：https://www.spe.org/en/jpt/jpt-article-detail/?art=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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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 Probabilistic Rig-Based Drilling-Optimization Index To Improve Drilling 

Performance）的研究成果。 

文章提出用贝叶斯网络计算钻探效率和钻探优化的量化指标，将钻井功能故

障、自动钻机功能故障和机械比能（MSE）跟踪识别综合到一个单一的标准化量

中，钻机技术人员可以利用该量化值调整控制参数，并在钻头重量/旋转速度图

上获得一个活动锥来辅助完成任务。 

该方法将钻具表面上获得的实时测量结果、推导所得参数及其他资料信息

（如岩石强度等）整合到一个概率框架中，它可以处理资料及过程中固有的不确

定因素。测量及推算出的参数被编码成一组指示某特定物理属性位置或属性趋势

及移动的概率特征值，这些特征值可以用于推测多种钻进故障及最佳钻井条件，

最终结果是每次钻井活动都是计算优化钻井指标。由于其整体特性，该指数包含

各种功能故障及非最优钻井速率因素。贝叶斯网络是宽容的，它允许一些数据丢

失，其他故障也可以很容易地添加到指数中，并且可以很容易地集成到一个决策

支持系统中。 (孔明  编译) 

装备研制 

中国石油大学等机构研发流体分析的 NMR设备 

2018 年 9 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哈佛-

石大联合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联合在《微孔与介孔材料》（Microporous and 

Mesoporous Materials）上发表了题名为《用于实时钻井流体分析的新型 NMR 设

备》（A novel NMR instrument for real time drilling fluid analysis）的文章15。该项

目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 21427812)、国家“111 工程”(B13010)、中石化

(P13091)资助。 

论文介绍了一种用于现场钻井液核磁共振实时分析的新型仪器。随钻定量检

测钻井液中的油气有助于油藏质量的表征和油藏产能的评价。石油工业对钻井液

含油量的实时检测有着巨大的需求。为满足连续定量分析的要求，新设计的综合

核磁共振系统由钻井液自动取样装置、小型核磁共振传感器、光谱仪、主控制器

和无线数据通信等子系统组成。自动取样装置从井返排水的管流中连续定量提取

钻井液样品，并清除直径大于 1mm 的岩屑，以减少测量过程中的干扰。小型核

磁共振传感器是基于 Halbach 磁铁实现的，重量为 20 公斤，工作频率约为 20 兆

                                                             
15 Sanguo Li, Lizhi Xiao, Xin Li, etc. A novel NMR instrument for real time drilling fluid 

analysis[J]. Microporous and Mesoporous Materials. 269, (2018), pp : 138-141 

来源：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38718111730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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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该系统能够在恶劣环境下进行远程控制和数据采集。该仪器已在多口井进行

了全面测试，并成功地发现了含油和含气地层。(郑启斌  编译) 

斯伦贝谢公司推出 xBolt加速钻井服务 

9 月 4 日 epmag 消息，斯伦贝谢推出 xBolt 加速钻井服务16，可简化随钻测

量（Measure While Drilling，MWD）和随钻测井（Logging While Drilling，LWD）

测量程序、改善数据传输，并使油藏井眼定位更精确，钻井时间最大化。 

长期以来， MWD 和 LWD 已经证明了其在实时测量和传输关键地层数据方

面的价值。通过在钻井过程中定期传输测量数据，MWD 和 LWD 提供有关井位、

工具定向、岩性指标、储层含量、地质力学和钻井优化等方面的有价值信息，提

高井眼稳定性，优化井位，帮助运营商解决钻定向井的复杂性问题并制定高效正

确的决策。随着生产商寻求通过降低整体井建设成本、提高井眼定位质量来优化

油田经济性，提高数据传输速度和确保井筒放置精度的服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重要。 

陆地作业生产者通常会根据区域、目标地层和井况，在泥浆脉冲（MP）或

电磁（EM）遥测中选择数据传输方法。EM 遥测技术使用 EM 波以非常高的速

率传输数据，可以在泵关闭时完成数据采集和传输，这有助于消除测量等待时间。

MP 遥测技术使用泥浆系统中的压力脉冲，将井下数据传输到地面，适用于 EM

预测信号较弱、更深更复杂的地质。 

EM 和 MP 遥测模式都具有独特优势，因此选择传输模式可能具有挑战性，

尤其是当选择一种遥测模式时，将失去替代模式的优势。斯伦贝谢新推出 xBolt

加速钻井服务，克服了些挑战，并为运营商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加速钻井服务具有三种配置，可在一个工具中提供多种数据传输选项：（1）

信号友好区域的超快速 EM 遥测；（2）可靠、高速的 MP 遥测，可实现更深、更

复杂的间隔；（3）灵活、冗余双遥测配置，支持任一模式。钻机可在不到 1 分钟

的时间内，实现三种模式间的切换。 

加速钻井服务能够使用全部和方位角图像伽马射线功能，在 165 摄氏度（329

华氏度）的温度下显示床层交叉和边界，支持地质导向决策。改进的成像能够实

现更精确的转向，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滑动，从而提高钻井速度并减少井间距离，

实现更平滑、曲折度更低的轮廓。该服务揭示了钻井过程中的地层倾角，为每天

增加的总钻井进尺和更精确井位提供了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 

加速钻井服务的双遥测配置采用最新的 EM 和 MP 技术，提供单一、灵活的

                                                             
16 原文标题：Maximizing The Potential Of MWD And LWD 

来源：https://www.epmag.com/maximizing-potential-mwd-and-lwd-171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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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使用 EM 配置时，解调速率消除了测量时间，实现了高达每秒 16 位的数

据传输速率。由于没有活动部件，它还可以承受高浓度的漏失循环材料，显着降

低了部件故障的风险。对于更深和更复杂的间隔，MP 遥测模式使用强大的正交

相移键控（QPSK）技术，在相同的时间单位内传输更多数据，以提高信号强度

并消除钻井噪声。通过以高达每秒 4 比特的传输速率提供 LWD/MWD 数据，与

每秒 0.5 比特的行业标准相比，MP 遥测配置使得测量时间比传统方法快 4 倍，

以实现显着增加底部钻井时间。(周洪  编译) 

斯伦贝谢公司推出新的 MEMS陀螺测量服务 

8 月 28 日，斯伦贝谢在 Offshore Northern Seas（ONS）推出了 GyroSphere

微机电系统（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MEMS）陀螺随钻服务17。为了响

应勘探开发企业的需求，GyroSphere MEMS 陀螺随钻服务提供更快、更坚固的

陀螺测量随钻工具，提高钻井效率和可靠性，同时降低钻井风险。 

作为 MEMS 技术在现场钻井陀螺测量领域的首次应用，GyroSphere 传感器

比传统系统更快地执行陀螺仪测量，并且不必在运行间重新校准。固态技术使

GyroSphere 传感器能够承受钻孔过程中的井下冲击和振动。此外，GyroSphere

服务可将陀螺仪测量不确定性降低 45％，从而更准确地测量较小油藏目标。 

GyroSphere 服务已通过北海、厄瓜多尔、非洲和俄罗斯的广泛测试和现场试

验并得到证实。GyroSphere 服务使俄罗斯客户能够从现有结构进入油藏，避免了

井眼相碰，消除了传统陀螺测量实施的钻井风险。(周洪  编译) 

哈里伯顿公司将压裂机器人应用到油田数字化中 

8 月 21 日，据 WorldOil 报道，机器人可以用来做油田压裂18。机器人已经被

用于真空地板、制造汽车和进行心脏手术。现在，哈里伯顿公司(Halliburton Co)

想把压裂技术加入到机器人的工作清单中。 

这家全球最大的页岩油和天然气开采技术供应商，对按钮式压裂的有一个美

好的愿景。其目前而言，这家总部位于休斯顿的承包商推出了一项新服务，将有

助于朝这个方向发展。 

                                                             
17 原文标题：Schlumberger introduces new MEMS gyro surveying service 

来源：
https://www.worldoil.com/news/2018/8/28/schlumberger-introduces-new-mems-gyro-surveying-s

ervice 
18 原文标题：Fracing robots in the works as oil field is digitized 

来源：https://www.worldoil.com/news/2018/8/21/fracing-robots-in-the-works-as-oil-field-is 

-digit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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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伯顿公司的 Prodigi AB 服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测试，包括西德克萨斯

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二叠纪盆地。该公司的 Prodigi AB 服务利用数据和计算机编码，

将水泵自动调高至必要水平，以便将地下的水、沙和化学物质喷射出来，释放被

圈闭的碳氢化合物。 

在休斯敦哈里伯顿年度技术会议期间，负责哈里伯顿新压裂服务的 Gale 表

示，该行业发展的新领域是自动化勘探开采，因为数字技术正盛行于油气行业，

所以人们的期望值很高。通常情况下，工人必须手动加水泵速度，这可能导致效

率低下和延误。油井进行自动化压裂之前，已经使用自动化钻井平台进行了钻井。

（段力萌 编译） 

哈里伯顿公司发布自动化软件改善油井压裂 

8 月 24 日消息，哈里伯顿公司（Halliburton）宣布近期将推出一款自动化软

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压力泵的人工手动功能，实现部分自动化。 

哈里伯顿公司钻井生产力战略业务经理 Scott Gale 表示，自动化软件服务

Prodigi AB 只需一键操作，将有助于提高油藏增产效果，同时缓解令人沮丧的筛

选结果问题。新技术背后的总体目标是“一致性”。 

负责增产加压的工作人员采用不同的工作方式，这意味着某些质量定义参数

可能会受到影响。这些个人细节也带来了数据质量挑战，进而影响确定优化驱动

因素的高级分析计划。Gale 表示，克服这些问题的方法是通过系统自动化来控

制增产压力。通过消除一些可变性，并且更加一致地完成这部分工作，系统可以

实现更快的学习曲线。 

作为该项服务的一部分，哈里伯顿公司将使用特定位置的参数，可能包括岩

石质量数据，以形成每口井压裂的定制方法。这涉及到使用实时测量来提供控制

和调整泵率的算法。哈里伯顿公司指出，这种“自适应速率控制”最终能提高裂

缝导流能力。 

目前，自动泵送技术已在全球 250 多口井的压裂阶段应用，包括中国和沙特

阿拉伯的一些油井。哈里伯顿公司没有透露使用新软件的泵车或车队数量，但表

示它在美国和阿根廷页岩油田中应用活跃。哈里伯顿公司不需要在其泵机上增加

任何传感器或其他硬件来启用这项服务，这意味着只需下载软件就可以将自动化

功能扩展到所有泵。(高国庆  编译) 

哈里伯顿公司推出更加先进的井下图片生成服务 

9 月 4 日消息。全球的勘探与生产运营商正在寻找方法，以降低油井建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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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同时优化油井布局并增加产量以最大化其整体资产价值。在新开发中，由于

地表地震数据的固有局限性，优化井位的主要障碍是储层位置和结构的不确定性。

传统的基于电阻率的地质导向工具对距离钻孔最远 5 米（18 英尺）的床边界敏

感。该范围有时不足以及时检测重要的结构特征以做出适当的转向决定19。 

Halliburton EarthStar 超深电阻率服务利用电磁（EM）波传播技术解决这些

挑战，以照亮和绘制距井筒 60 米（200 英尺）以上的储层和流体边界，这是当

前行业标准研究深度的两倍。它为操作员提供了更清晰的周围储层环境视图。在

深水油田和成熟油田中，这项技术通过地质测量、地质导向和地理制图，帮助操

作者最大化资产价值，并为未来的油田开发制定计划。 

不只是工具 

EarthStar 服务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是一项综合服务，包括专有的 RoxC 地

质导向软件和训练有素的地质导向专家。该服务为操作员在钻井作业全流程中提

供油藏洞察力。RoxC 软件提供两个主要功能：使用自定义反演过程处理 EarthStar

数据，并在二维反演平面上以图形方式显示结果，以及用于解释结果的各种质量

控制功能。 

实例研究 

在北海成熟的碳酸盐岩油田，操作员部署 EarthStar 服务帮助识别被注水开

发绕过的残余油藏。该服务展示了其远离井眼绘制电阻率边界的能力，通过增强

油藏探测能力和为性能设定新的行业基准，显著帮助运营商最大化资产价值。 

另外，北海一个新开发的油田使用传统地质导向技术很难将油井靠近油藏的

顶部。EarthStar 服务可以轻松地对油藏的顶部表面进行地理处理，使操作员能够

更准确地预测井的倾角和位置变化。帮助运营商缩短了开发油田的时间，同时提

高了波及效率和可生产储量。（丰米宁 编译） 

中国石油测井公司自主研发过钻杆测井系统提效显著 

9 月 3 日，中国石油测井公司大庆分公司应用自主研发的过钻杆测井系统，

已在大庆、吉林、海拉尔、长庆等地区完成 98 口测井任务，提高测井时效显著。 

过钻杆测井系统有存储式测井和电缆模式测井两种模式，特别适用于小井眼

井、井况复杂井、大斜度大位移井、长水平段短技套井水平井等多种疑难井。对

于一些井况复杂井，这套系统能够在井身条件复杂或较差的情况下完成施工作业，

解决了电缆测井无法进行测井施工的难题20。 

                                                             
19 原文标题：Clearer Downhole Picture Emerges 

来源：https://www.epmag.com/clearer-downhole-picture-emerges-1713251 
20 来源：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8/09/07/001703992.shtml 

https://www.epmag.com/clearer-downhole-picture-emerges-1713251


智能导钻专项研究团队                                             智能导钻快报 2018 年第 09 期 

17 

在水平井施工中，特别是水平段较长、技套较短的水平井，用传统湿接头对

接工艺施工需要多次对接，不仅施工时间长,而且存在一定工程风险。使用这套

系统只需一次下井即可完成全测量段测量，提高测井时效明显。以 1500 米水平

井段水平井为例，全井作业时间 25 个小时左右，较传统工艺提高时效 60%左右，

且由于无电缆下井，极大地降低了工程风险。 

目前，过钻杆测井系统在长庆探区已完成 11 口井施工作业；吉林探区应用

这套系统的 22 口井，测井一次成功率均达 100%。 

专利信息 

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

查中心公开页岩气大位移水平井随钻地质导向方法 

8 月 24 日，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

中心公开了基于二维地震资料的页岩气大位移水平井随钻地质导向方法，具有方

法创新、思路严谨、应用简单、分析结果准确可靠的特点21。 

随钻地质导向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综合导眼井钻探资料、区域地质资料和水

平井设计相关资料对钻遇地层和主要穿行目的层进行精细划分，确定各阶段标志

层；以二维叠后时间剖面、叠加速度资料为基础，利用 Discovery 综合地质解释

系统进行精细解释，对目的层进行精细追踪对比，落实目标区构造形态，进行井

眼轨迹调整，实现水平段地质导向。（周洪 编译） 

产业动态 

美 洲 

美国原油产量上升至历史最高水平 

8 月 31 日，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公布的两份月度报告显示，6 月份美国原油的日产量增长了 23.1 万桶，达

到创纪录的 1067.4 万桶，增幅为 2%22。此前，EIA 将 5 月份的日产量估值上调

                                                             
21 原文标题：Method for guiding shale gas large displacement horizontal well while drilling 

based on two-dimensional seismic data, involves determining bit position, and combining 

geological and drilling data to realize drilling track in target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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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dSearch&qid=1&SID=8DI5kTMyzxRb8BWrDiM&page=1&doc=5 
22 原文标题：US Crude Production Rises To Record As Drilling Climbs I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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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000 桶，为 1040 万桶/天。 

美国的原油产量一直在增长，不断接近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根据路透社的

一项调查，沙特阿拉伯 8 月份的原油产量为 1050 万桶/天。俄罗斯 7 月份的原油

产量为 1120 万桶/天，预计在 8 月份将继续保持这一水平。 

全球原油市场一直在密切关注美国的原油产量。美国原油产量攀升以及中美

贸易关系紧张对全球原油需求影响重大，原油市场一直担心供应过剩。 

得克萨斯州陆上原油产量的增长直接导致美国原油产量的攀升。该地区原油

日产量增长了 16.5 万桶，达到 440 万桶/天，增幅为 3.9%。此外，墨西哥湾的原

油日产量也上升了 15.4 万桶，达到 170 万桶/天，增幅为 10.3%。 

一个月前，美国的原油和炼油产品出口量开始上升。本月原油出口量增长了

近 20 万桶/日，创下了 220 万桶/日的新纪录，是去年 6 月份的两倍多。据《石油

供应月报》报道，6 月汽油需求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3.2 万桶/天，增幅为 0.3%。 

根据 EIA 的产量报告，美国本土 48 个州的天然气产量在 6 月份升至 908 亿

立方英尺/天的历史最高纪录，高于 5 月份的 899 亿立方英尺/天的前纪录。 

作为美国最大的天然气产地，得克萨斯州 6 月的天然气产量增长了 1.5%，

达到 239 亿立方英尺/天。宾夕法尼亚州是美国第二大天然气产地，6 月天然气产

量上升了 2.2%，达到 165 亿立方英尺/天。自 2009 年以来，美国超越了俄罗斯，

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邓阿妹 编译） 

美国削减两个石油钻井平台 

9 月 7 日消息。由于钻井数量在过去三个月停滞不前以及原油价格上涨，美

国能源公司连续三周下调石油钻井平台。通用电气公司贝克休斯在其每周报告中

表示，钻井工人在截至 9 月 7 日的一周内削减了两个石油钻井平台，总数减少到

860 个23。 

超过半数的石油钻井平台位于德克萨斯州西部和新墨西哥州东部的二叠纪

盆地，这是美国最大的页岩油田。本周活跃单位下降至 484，这是自 8 月初以来

最少的。哈里伯顿公司（Halliburton Co.）和斯伦贝谢（Schlumberger）两家钻井

公司本周都警告说，二叠纪的管道瓶颈将减缓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增长和投资。 

作为未来产量的早期指标，美国钻机数量在 7 月份增加 3 台，6 月份减少 1

台后，8 月份增加了 1 台。由于预计 2018 年的石油价格高于前几年，能源公司

一直在提高产量，因此钻机总数比一年前高出 756 台。 

                                                                                                                                                                               

来源：https://www.epmag.com/us-crude-production-rises-record-drilling-climbs-texas-1714826 

23 原文题目：US Oil Rig Count Drops By Two   

来源：https://www.epmag.com/us-oil-rig-count-drops-two-1715201 

https://www.epmag.com/us-crude-production-rises-record-drilling-climbs-texas-171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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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投资银行的能源专家、Simmons＆Co.的分析师 Piper Jaffray 上周预测，

石油和天然气钻井的平均总数将从 2017 年的 876 台增加到 2018 年的 1,031 台，

2019 年为 1,092 台，2020 年为 1,227 台。到目前为止，美国活跃的油气钻井平台

总数平均为 1,016 台。这使 2018 年的总数保持在 2014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平均

为 1,862 个钻井平台。大多数钻机用于生产石油和天然气。（丰米宁 编译） 

Transocean钻探公司收购钻井平台是必要的整合 

9 月 4 日消息。随着石油钻井行业的经营状况不断变化，行业分析师对越洋

钻探公司（Transocean Ltd.）在 9 月 4 日以 27 亿美元收购 Ocean Rig UDW Inc.

的决定并不感到惊讶24。 

Wood McKenzie 的首席分析师 Leslie Cook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随着利率回

升，保持钻井成本下降的需求推动了对提高效率的新型钻井平台的需求。

Transocean 通过收购 Ocean Rig，对优质资源进行整合，成为具有竞争力的日价

提供行业优质钻井平台。 

Rystad Energy 的油田服务研究高级分析师 Liz Tysall 表示，通过收购，

Transocean 已成为海上钻井行业整合的市场领导者。此次收购增加了 9 个高规格

的超深水钻井加上两个正在建设中的和两个恶劣环境下的半潜式钻井平台。 

此外，该交易还增强了 Transocean 的曝光率，以及利用超深水市场提高其活

跃度。 

根据Transocean首席执行官 Jeremy Thigpen表示，过去几个季度稳定的油价、

精简海上项目成本和储备更换的需求，导致了离岸活动费用的增加，因此增强钻

井船队，提高钻井效率十分必要。公司未来将继续探索市场机会，以进一步加强

其钻井船队。（丰米宁 编译） 

西卡点能源公司证实了 Cambo 油井测试的成功 

8 月 23 日，西卡点能源公司（Siccar Point Energy）已成功完成 Shetland 西

北部 Cambo 油田 204/10a-5 评价井的试井作业25。   

西卡点能源公司初步钻探了一个垂直先导孔，确认了超过 100 英尺的油柱，

                                                             
24 原文标题：Analysts: Transocean's Acquisition Of Ocean Rig Necessary Consolidation 

来源：https://www.epmag.com/analysts-transoceans-acquisition-ocean-rig-necessary-consolidatio

n-1714871 
25 原文标题：Siccar Point Energy confirms Cambo well test success 

来源：https://www.worldoil.com/news/2018/8/23/siccar-point-energy-confirms-cambo-well-test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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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预期的净含油量高 58 英尺。广泛的测井和取证，确认了高质量的多达西油藏，

其中有 23 种原料（API）油且岩石物理性质比预期的要好。 

随后钻出了一段 1612 英尺的水平截面以进行延伸测试。在进行了最初的油

井清理工作后，这口井在 10 天的自然流量测试中获得了成功。在未来几周内，

将对测试结果进行全面评估，因为在钻井平台离开后，可以远程获得进一步的压

力累积数据。初步结果令人鼓舞，表明油井具有良好的油藏产能和持续的流动性。 

这口井的成果将被纳入 Cambo 油田开发计划，并暂停井以作为未来开发井。 

今年早些时候，壳牌在 UKCS 许可证 P1028 和 P1189 中获得了 30%的非运

营工作权益(结合 Cambo 的发现)，在 P1830 中获得了 22.5%的非运营工作权益(包

括贝莱德的前景)。2019 年，Blackrock 公司还计划在附近的 Blackrock 远景区开

发一座探井。 

2018 年 5 月 23 日，Siccar Point Energy and Shell 在石油天然气管理局的第

30 轮授权许可中获得了额外的战略区域，扩大了他们在大 Cambo 地区的部署面

积。这个新的许可区域包括 Tornado 天然气区域发现以及多种勘探前景，并为

Cambo 油田的开发提供附属的开发机会。（段力萌 编译） 

钻石海上钻井公司采用区块链技术使采油成本大幅降低 

9 月 1 日，当钻石海上钻井公司（Diamond Offshore Drilling）宣布将在海上

钻机上安装区块链时，引起了巨大反应。钻石海上研发部经理 Harris Reynolds

表示：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巨大反应已经超过过去 3 年的任何产品开发情况26。 

用于钻井的区块链技术来自石油行业之外、且没有经过现场测试的工业应用

技术，但其价值巨大，因为该技术可以使每个人都看到相同的钻井现场，能大幅

降低开发成本。该区块链软件开发了一个同步视角，可以让不同管理者同时看到

海上项目的计划、预测成本、进度、个人表现等许多方面并跟踪事件的发展。 

目前，钻石海上钻井公司的区块链服务主要包括：（1）供应链和物流公司的

显示订单和当前状态；（2）良好规划的实际进度与计划时间和事件；（3）监控建

造成本和预算；（4）动态的显示项目发展路径中面临的瓶颈；（5）跟踪并监控关

键性能指标。（魏凤  编译） 

Shearwater 收购了 Schlumberger 的海洋地震采集业务 

8 月 22 日，Shearwater GeoServices Holding AS 与斯伦贝谢(Schlumberger)已

                                                             
26 原文标题：Can Putting Blockchain on Drilling Rigs Really Get Everyone on the Same Screen? 

网址：https://www.spe.org/en/jpt/jpt-article-detail/?art=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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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宣布，它们已就 Shearwater 收购 WesternGeco 海洋地震采集资产和业务达成

最终协议，双方预计将于 2018 年第四季度完成交易27。   

Shearwater GeoServices 将以全球、以客户为中心、以技术为驱动的海洋地球

物理服务提供商的身份运营合并后的业务。Shearwater 公司将拥有并运营一支由

14 艘装备齐全的地震船组成的船队，提供包括 3D、4D 和海底地震(OBS)在内的

全方位采集服务。Shearwater 将继续开发并提供高质量的处理和成像服务以及展

示软件。该公司还将拥有一系列专有的流光技术和处理软件，可以有效执行地球

物理调查并提供高质量的数据。 

Shearwater 首席执行官 Irene Waage Basili 表示，此次合作是将两家企业优势

结合起来，创建一家具有稳固的财务和战略平台、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全方位服

务地球物理公司。交易完成后，Shearwater 将拥有近 600 名员工，并在全球所有

主要海上流域开展业务。 

根据协议条款，Shearwater 将收购 10 艘高端地震采集船，包括 7 艘 3D 船和

3 艘多用途船（MPV），满足日益增长的 OBS 市场需求，12 套带备件的全套流

光船以及 2 艘源船。拟议的交易还包括 WesternGeco 专有的海洋地震技术，以及

挪威和马来西亚的开发和制造设施。（段力萌 编译） 

伦丁公司成功完成了挪威井评价及生产测试  

8 月 27 日消息，斯德哥尔摩伦丁石油公司（Lundin Petroleum AB）宣布，其

全资子公司挪威伦丁石油公司（Lundin Norway AB）已成功完成了挪威北海乌特

西拉高地（Utsira High）PL338 上 Rolvsnes 地区发现的评估井 16/1-28S 和生产测

试28。亮点包括： 

（1）成功确认了裂缝性和风化性基底油藏的良好产能。限制产量 7000 桶/

天；证实连通到有效的油量。 

（2）Rolvsnes 地区的资源大幅增加。总资源范围由原来的 3 百万桶油当量

增至 16 百万桶油当量，增至 14 至 78 百万桶油当量；为了更好地了解油藏长期

产能，需要进行延长试井。 

（3）消除潜在的风险。计划 2019 年进行 Goddo 地区勘探。据估计，Rolvsnes

地区和 Goddo 地区预计的总潜在资源超过 250 万桶油当量。 

                                                             
27 原文标题：Shearwater acquires Schlumberger marine seismic acquisition business 

来源：https://www.worldoil.com/news/2018/8/22/shearwater-acquires-schlumberger-marine- 

seismic-acquisition-business 
28 原文标题：Lundin reports successful appraisal well, production test on Rolvsnes 

来源：https://www.worldoil.com/news/2018/8/27/lundin-reports-successful-appraisal-well- 

production-test-on-rolvs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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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口评价井位于离挪威伦丁操作的 Edvard Grieg 平台约 3 公里处，是

Rolvsnes 油田发现的第三口井。主要目标是确认在裂缝性和风化性基底油藏中钻

探的水平井的商业产量，类似于目前在 Edvard Grieg 油田北部开采的水平井。 

该井在储层段水平钻探，遇到了 2500 米的裂缝性风化基岩。该油藏进行了

广泛的数据采集和采样，包括为期 10 天的生产测井测试和井底流体采样。最大

限制产量达到 7000 桶/天，5 天主流期保持在 4200 桶/天。测试结果表明，储层

产能良好，与含水层压力支护带来的可观含油量相供给，这对 Rolvsnes 的商业

采收率具有积极作用。 

需要更好地理解这种油藏类型的长期生产行为，并正在评估各种选项，以进

行水平评价井的扩展试井。Relvsnes 地区被认为是对 Edvad Grigg 地区的潜在纽

带。这口井是由中海油服（COSL Innovator）的半潜式钻井平台钻探的，在完成

了钻井作业后，该钻井平台就停产了。 

Rolvsnes 地区取得的积极成果消除了相邻 PL815 许可证上类似的趋势预期

风险，该许可证计划于 2019 年在 Goddo 油田开发一座探井。据估计，Rolvsnes

和 Goddo 预期的总潜在资源超过 250 万桶油当量。Lundin Norway 是 PL815 的运

营商，有 40%的开采权益。这些合作伙伴分别是Petoro、Lime Petroleum和Concedo，

各站 20%。  (高国庆  编译) 

油气生产商利用虚拟现实培训模拟系统提高现场作业的效

率和安全性 

9 月 6 日消息。两年前油价跌至 20 美元低点时，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解雇

了经验丰富的员工，关闭了非盈利井，以降低运营成本29。今天，随着油价回升，

许多公司已经开始增加资本投资，并恢复一些被推迟的项目以增加产量。钻机和

加工厂是复杂的设施，要求有经验的操作人员在偏远地区昼夜不停地操作。在经

历低迷期之后，许多油气公司面临着恢复失去的有经验的工人和重新雇佣新员工

的巨大困难。在油价低迷期间，有经验的员工离开了公司，许多优秀的实践和知

识都丢失了。老龄化和退休劳动力加剧了有经验员工的短缺问题。 

对操作人员培训不足是油田发生重大危险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导致生产停

工，甚至危及工人安全。必须对现场操作人员进行充分培训，不仅要有效地操作

和维护设施，而且要按照适当的程序按时处理与安全有关的操作，以最大限度地

                                                             
29 原文标题：Improve field operations performance and safety with VR training simulation   

来源：https://www.worldoil.com/news/2018/9/6/improve-field-operations-performance-and 

-safety-with-vr-training-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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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非计划停工，这对于实现整个项目的 ROI 至关重要。对新员工进行培训可

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达到这种水平。由于操作人员的错误，公司每年都会在

生产中损失数百万美元。 

根据 EY 的一项研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可以通过采用虚拟现实（VR）技

术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变动，并缩小其未来的人才储备需求。这将有助于提高公

司保留机构知识的能力，这些知识能够解决行业中快速老化的劳动力问题。 

VR技术帮助操作者缩短学习时间和过程 

传统的课堂培训通常是在枯燥无味的环境中进行的，影响了培训的效果。将

新员工培训从课堂转变为偏远地区的在职培训从降低生产率、提高培训成本和增

加安全风险的角度来看，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在不影响培训效果的前

提下，压缩学习时间和过程对于企业在瞬息万变的能源环境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随着 VR 技术的不断进步，企业已经开始采用该技术来提高培训的有效性。 

与传统的课堂环境不同，VR 沉浸式培训系统促进了设备与环境以及接近实

际情况的模拟情景之间的交互，在培训过程中加速了知识和最佳实践的传递。

VR 培训系统帮助操作者实践最佳操作程序，在安全和受控的课堂环境中提高自

己。通过这种培训，操作者能更早地起床，更好地保持知识，更好地在生产现场

开展作业，维持生产现场的高效率。 

结合虚拟现实和过程仿真创建真正的沉浸式培训环境 

将三维虚拟工厂漫游环境与过程控制的动态仿真无缝衔接为操作者提供完

全沉浸式培训环境是吗， 至关重要。受训人员可以获得与后端控制室相连的现

场导航和处理实际设备的实际经验，准确地模拟设备与实际现场的过程控制之间

的相互作用。这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虚拟学习环境，它使人员做好准备，在任何“假

设如何”的场景中正确地行动和交流，支持最佳实践的捕获和知识转移，提高了

效率，减少了代价高昂的操作错误或设备维护。它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包括：

（1）使在职培训成本和时间降低了 30-40%；（2）使运营商停工恢复的启动时间

缩短了 15-20%；（3）帮助运营商节省了 3%的设施维修费用。（邓阿妹 编译） 

欧 洲 

英国石油和贝克休斯对墨西哥湾海上平台进行全面分析 

9 月 5 日消息。英国石油公司与贝克休斯合作开发的新分析系统已在墨西哥

湾的四个海上平台上全面运行。该系统通过自动化检测设备故障，把即将出现的

故障告知工艺工程师，使其可以采取行动以避免停机或安全风险，并通过系统完

成大部分维护和操作报告。公司称其为“工厂运营顾问”，它使用传感器分析和

数字双工技术，以提高生产力和对每个平台状态的可视性。英国石油公司上游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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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部主管哈什米表示，该项工作将通常在海外完成的决策和分析转移到陆上办公

室30。 

数以百万计的数据点 

为了消除 BP 墨西哥湾资产的低效率，运营顾问系统每天必须监控超过 1.55

亿个数据流。这些数据集来自公司平台内运行的 1,200 件设备上的 60,000 个传感

器。 

排序传感器 

在离岸场景中，一切工作最重要的关键之一是不断检查数据来源——设备传

感器，以确保准确性。这项工作使用分析来填充具有数据间隙，突出显示一组相

互关联的传感器内部并不一致的原因。运营顾问系统让操作员更加了解生产过程

中涉及的机器的内部工作情况。（丰米宁 编译） 

普劳尔能源公司结束了挪威近海西格伦评价井的钻探工作 

8 月 16 日，WorldOil 上新发布的文章中提到斯塔万格（STAVANGER）-普

劳尔能源公司（Equinor Energy AS）-生产许可证（PL）025 的运营商，在 15/3-4 

(Sigrun) 石油和天然气的发现上完成了 15/3-11 的钻探评估井31。 

这口井位于北海古德龙（Gudrun）油田东南约 10 公里处，在斯塔万格以西

约 225 公里处。该井的目的是描绘中侏罗世（Hugin 地层）三个储层区的 15/3-4

发现。该井在 Hugin 地层遇到了约 35 米的总油柱，其中约 15 米厚的砂岩层质量

差。没有遇到油水接触面。对划界后发现可采油当量的初步估计值为 1.1 

MMscm-2 MMscm。该井未进行地层测试，但已进行了大量的数据采集和取样。 

这一发现在 1982 年布伦特集团中侏罗世储层岩石中得到证实。在钻探

15/3-11 井之前，该运营商对该发现的资源估算值为 0.3 MMscm-1.4 MMscm 可采

石油当量。生产许可证 025 中的许可证持有者将评估 Gudrun 油田潜在的盈利能

力。这是 PL 025 的第九个勘探井。该许可证于 1969 年获得了 2-A 轮许可证。 

钻井 15/3-11 钻探到海面下 3,991 米的垂直深度，并在中侏罗世的 Sleipner

地层终止。现场的水深为 109 米。该井已被永久堵塞并被遗弃。该井由深海卑尔

根公司（Deepsea Bergen）钻探，该公司现在将在北海北部地区 630 号生产许可

证下钻探 35/10-4S 探井。（段力萌 编译） 

                                                             
30 原文标题：BP and Baker Hughes Go Live with Big Analytics on All Gulf of Mexico Platforms 

来源：https://www.spe.org/en/jpt/jpt-article-detail/?art=4578 
31 原文标题：Equinor concludes drilling of Sigrun appraisal well, offshore Norway 

来源：https://www.worldoil.com/news/2018/8/16/equinor-concludes-drilling-of-sigrun-appraisal 

-well-offshore-nor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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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长庆钻井总公司高效钻井显成效 

9 月 5 日，川庆钻探长庆钻井总公司 50053 钻井队在苏里格气田已完井 12

口，同比钻井周期缩短 3.03 天，钻机月速度提高 17%，并有望创气井常规井 16

开 16 完历史最优指标32。 

今年年初以来，长庆钻井总公司面临市场价格进一步下挫，单井结算下降、

物料价格上涨、工作量大幅回升及保障任务繁重等多种因素复杂交织的局面，加

大钻井提速、优化生产组织力度，单井精打细算，力争快打、多打、打好，努力

在结算“天花板”和成本“地板”之间扩大创效空间。截至 8 月底，公司完成钻

井进尺 508.7 万米，同比多打 69.5 万米，其中水平井增加 31.4 万米，增加的进

尺数相当于近 80 座珠穆朗玛峰叠加高度。 

没有最快，只有更快。上半年，结合设备、井段和地层情况，这个公司强化

排量、钻压、转速等钻井参数，找到不同参数之间最优组合，整体机械钻速 20.9

米/时，同比提高 3.2%，其中气井常规井、油井水平井提升 20%，技术提速贡献

进尺累计 27 万米，同井深比其他钻探公司平均少用 3.36 天。 

针对致密油、小井眼井等新增重点项目复杂井型，公司大力推进水平井“一

趟钻”技术，优化提速配套技术，紧抓机械钻速、滑动效率等钻井指标，总结井

眼轨迹控制规律和钻具组合的适配性，优化钻井液体系，打出提速攻关组合拳。

国家级致密油示范区 74 口水平井钻井任务提前完成，小井眼平均钻井周期 12.55

天，最短钻井周期 6.8 天。 

激发基层队伍生产创新活力，调动每位员工积极性。公司在各个区块设立提

速项目小组，核算各支队伍收入、物料消耗，形成进尺米费与队伍绩效工资挂钩，

主动精打细算，降低物料消耗。在区块推进提速模板，将区块历史最优施工指标、

基本指标、施工推荐技术和工艺形成区块提速技术清单，鼓励队伍瞄准最优钻井

周期，打破纪录，营造“比学赶超”的氛围。上半年，钻井队累计刷新区块技术

指标纪录已达到 83 个。 

加强生产组织，减少等停时间。通过推广大井组、工厂化作业方式，加强区

块内队伍和资源协调力度，着力减少井队“拆搬安”次数，上半年搬迁时间同比

减少 30%。同时，加强与油田、测井、固井等各方的沟通力度，提前安排队伍，

做好工况和路况畅通工作，确保施工队伍无缝对接，减少意外等停时间，生产时

率达到 92.7%。 

                                                             
32 来源：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8/09/12/0017044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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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油田钻井上产步入“快车道” 

9 月 7 日，在南堡 3-2 平台上，两部钻井高高耸立，冀东油田勘探开发建设

工程事业部员工正在开展例行检查33。该部已开钻 34 口井，完井 32 口，进尺达

到 12.4 万米。 

勘探开发建设工程事业部牢固树立“早开钻、早完井、早投产、早见油”的

工作理念，具体做好钻前—搬迁—钻井—测录井—完井—投产等各个工作环节的

紧密衔接，实现单井项目精细管理、整体提速、快速建产。 

围绕钻井生产提速，工程事业部提前组织套管、水泥、套管头等开钻物资到

井，避免钻井等停。针对不利天气，制定针对性措施，提前备用套管、水泥等开

钻物资，确保人工岛钻井施工进度及完井进度不受影响。 

加强投产提速。针对井场受限等难题，增加吊车和板车，加速腾井口进度，

确保投产及时开工；针对各区域井场条件，优化作业方式，缩短井口占用时间，

争分夺秒抢投新井。针对大井组投产，创新施工模式，采用两部设备进行批量化

投产作业，缩短建井周期，各环节实现了无缝衔接。 

实现技术提速。工程事业部钻井过程中优化钻具组合，推广水力振荡器、清

洁钻杆、井壁修整器等新工具和技术工艺，减少定向托压，提高复合钻比例，提

高机械钻速。在小井眼侧钻水平井固井施工中，应用了膨胀式尾管悬挂器，保障

了油田首口 5 寸半套管开窗侧钻水平井顺利快速完井。 

实施钻机区域专打，总结提速经验和模板化的施工模式。针对南堡 3 号岛井

丛排钻井模式，实施无候凝工厂化钻井，最大限度促进钻完井提速、缩短建井周

期、减少泥浆排放；针对南堡 3-2、高尚堡的浅层水平井、小井眼侧钻水平井，

成立现场钻井、地质小组，对定向、泥浆、地质导向、完井施工全过程把控。 

青海钻井公司垂直钻井助英西提速 

9 月 5 日，西部钻探青海钻井公司首次引入垂直钻井技术，在 40919 队承钻

的英西狮 41H2-2-413 井二开井段成功应用，应用井段较邻井平均机械钻速提高

37.5%，钻井周期提前了 15.95 天，在新技术助力英西提速、建产的道路上迈出

了新的一步34。 

狮 41H2-2-413 井是一口设计井深 3985 米的水平井。青海钻井公司瞄准垂直

钻井技术用于大倾角地层、山前逆掩推覆体等高陡构造易斜井段钻井，达到主动

防斜、解放钻压、提高钻井速度的特性，与定向井公司合作，在英西区块首次引

                                                             
33 来源：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8/09/12/001704404.shtml 
34 来源：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8/09/12/0017044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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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垂直钻井技术，用于降服二开井段的提速拦路虎——井斜。 

为确保垂直钻井技术在狮 41H2-2-413 井的成功运用，技术人员完善技术方

案，精心做好施工前的技术交底工作。此外，进一步强化入井前的检查调试，顺

利在 2000 米至 3444 米井段完成垂直钻井技术的首次运用，克服了地层倾角大、

井身质量难控制的难题，全井段最大井斜控制在 0.6度至 0.2度,最高日进尺达 250

米，达到了控制井斜、解放钻压、加快钻井速度的目的。 

研究快讯 

[1] 2018 年 9 月，德州农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动态系统测量与控制》（Journal 

of Dynamic Systems Measurement & Control）上发表题名为《利用计算效率动力

程序控制井下钻井过程》（Control of Down-Hole Drilling Process Using a 

Computationally Efficient Dynamic Programming Method）的文章，该项研究受美

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动力系统分部（the Dynamic Systems Division of ASME）资助。

文章具体详见： 

http://dynamicsystems.asmedigitalcollection.asme.org/article.aspx?articleid=267

7607&journalid=117 

 

[2] 2018 年 9 月，贝克休斯的研究人员在《石油工程协会论文集》（Society of 

Petroleum Engineers）中发表了题名为《使用随机 FORESTS ROP 模型在二叠系

钻井参数的优化》（Optimizing Drilling Parameters Using a Random Forests ROP 

Model in the Permian Basin）的论文，论文内容详见： 

https://www.onepetro.org/conference-paper/SPE-191796-MS 

 

[3] 2018 年 9 月，阿瓦士沙希德-尚兰大学的研究员在《电气工程基础研究》

（Fundamental Research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上发表了题名为《用频率-时间

分析处理变密度测井信号的新方法》（A New Approach for Processing the Variable 

Density Log Signal Using Frequency-Time Analysis）的论文，论文内容详见：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2F978-981-10-8672-4_66 

（郑启斌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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