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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成功的深水作业方案

深水油气是非常规环境下的常规资源，深水油气作业因其所

具有的高风险和高回报特征而倍受业界关注。由于深水作业项目

涉及的范围广、复杂性高，因此，其成败往往取决于是否具有合

理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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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壳牌公司在建造 Mars 大

型深水张力腿平台过程中就断定需要

对设施方案实施较大的调整。进行方

案调整的目的是利用一些最新的完井技

术成果使每口井的原油产量超过原设

计方案中的最大单井产量，即 1750 米 3/
日（11000 桶 / 日）。幸运的是，Mars 小

组的专家们来自多个工程专业学科，他

们意识到了设置总体项目参数的重要性，

使壳牌公司能够对大型浮式平台在建

造过程中实施必要的调整 [1]。

壳牌公司的这一经历向我们清楚

地展示了如何对项目的开发进行整体

规划，即将从储层模拟到完井策略，再

到投产及以后的工作视为一个整体来

编制规划。在规划阶段便对开发工作

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加以考量，使作业

公司更有可能在部署和作业阶段开始

之前或在部署和作业进行当中实现作

业方案的调整。

在项目启动、钻井、完井或生产过

程中，随着新的储层信息、现有技术或

相关参数信息的逐步获得，这一灵活性

可能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一旦作业开

根据最新的
三维储层模型设计

一口新井

在钻井过程中
加载和解释
LWD数据

使用新数据
实时更新
三维模型

利用最新的
三维模型设计后续
作业步骤（完井及
下一口井方案）

^ 重复流程。油井在开发过程中需要经常性地对项目规划实施微调。钻井专家先利用三维储层模型

选择井位、目标层段和井眼轨迹。随后，在电缆和 LWD 测量过程中对模型进行更新，根据最新的

信息进行调整。该流程将在整个开发钻井过程中反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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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如果规划不完善或不全面，那么工

程人员便可能无法对关键参数如井位、

完井方式、油井尺寸或油田配置等进行

调整或采取相应的措施，从而无法实现

最佳开发效果。而这一不足往往会导

致某些不利的后果，如影响最终采收率、

降低产能及显著增加投资和作业成本

等。

比起技术革新，引入合理的深水

项目规划实践可能更需要文化方面的

转变。因为上游工业过去常常将各项油

田开发作业视为独立的作业，由各方面

的专家独立实施完成。更糟糕的是，作

业公司、承包商和服务公司长久以来一

直倾向于根据一些过时的或太泛泛而

没多大用处的规划来开展作业。这种作

业模式使他们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处理

各种问题，而不是针对潜在问题及可能

的解决方法作出事先规划。深水环境

下作业风险高，概念设计和投产之间的

时间跨度可能长达十年，今天的作业人

员已不再愿意选择那些无法根据环境

变化做出相应调整的责任划分和静态

规划作业方式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各专业的专家能够以一种更长远、更具

整体性的观点来进行项目规划，就显得

尤为重要。

例如，在开始钻井工作前，作业

人员往往需要先考虑好开发储层的最

佳完井方式。这种以油藏为中心的技术

应用十分普遍，而一个周密规划的最终

目标是项目总体的盈利能力。在这种情

况下，油井产能成了作业人员选择完井

方式所要考虑的唯一因素 [2]。其他还需

考虑的因素包括一些对成本敏感的因

素以及与总项目成本、修井、油井寿命、

出砂和流动保障相关的风险因素。

最近几年，虽然许多钻井和完井

工程师在制定一体化程度更高的项目

方案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深水项目

规划要求将该实践从建井部门扩大到

整个工程范围内，从早期勘探到最终投

产，同时利用每个中间步骤优化程序。

因此，典型的深水项目规划不仅应

包括以下几个因素，而且还应该考虑各

因素间的相互影响：

● 地下储层模型

● 驱油策略和井底位置

● 油田开发方案

● 井设计工程技术

● 修井技术

● 管线和平台的设计和安装

从实用角度而言，工程人员应该

在勘探阶段就开始做出规划。一旦通

过地震数据解释完成储层描述，工程

人员就可以在钻井过程中利用诸如电缆

测井、随钻测井（LWD）作业和动态测

试之类的工具采集目标层的岩石物理

信息（前一页图）。其后，通过将储层

基质、流体性质和产能数据相结合，便

可以为油田整个寿命周期内的各项开发

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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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水钻井设备。能在超深水环境下开展钻井作业、由动力定位的复杂设
备相对较少。据报道，这些设备的建设和配套成本可能高达 7.5 亿美元。尽

管近期有不少新设备开工建造，但仍然供不应求。水深 1800 米（6000 英尺）

以上区域的钻井投资费用通过设备租赁费能够很好地体现出来：这一租赁

费用通常为 100 万美元 / 日。（照片由 Transocean 有限公司提供）。

3. 射孔密度是指每直线英尺井眼范围内的孔眼

数量，以孔 / 英尺（spf）来表示。射孔相位

是指孔眼偏离井下仪器串轴线的角度。因此，

当相位为 30º 时，每个孔眼之间间隔 30º。

4. Iledare OO ：“Profitability of Deepwater Petroleum 
Leas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US Gulf of 
Mexico Offshore Region”，SPE 116602，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丹佛，2008 年 9
月 21-24 日。

5. Mouawad J 和 Fackler M ：“Dearth of Ships Delays 
Drilling of Offshore Oil”，http://www.nytimes.
com/2008/06/19/business/19drillship.html（2008
年 12 月 11 日浏览）。

业界所指的超深水深度是指大约 1800米（6000
英寸）以上的深度。

储层井眼轨迹就是上述技术决策之

一。由于高储层驱替效率（即利用尽可

能少的井以最合适的速度产出最大体积

的油气）是确保深水项目规划盈利能力

的关键，因此工程人员应在项目开展的

早期就将油气井的角度和水平位移情况

确定下来。但在整体项目规划中，还必

须考虑包括油气井与储层最大接触面积

在内的一系列因素。使油气井与储层保

持最大接触面积是应用大位移油气井最

常见的驱动因素。另外，这些深水井的

完井设计还应考虑如何获得最佳的长期

流速（产量），这要求作业人员在以下两

方面实现平衡：一是通过谨慎的生产实

践提高最终采收率，二是通过高流速提

高即时回报率。

这些决策既受现有钻井技术和相关

完井配置的约束，又能反过来推动现有

钻井技术及相关完井配置的发展。作业

公司可以通过钻一些大位移井、大量的

直井、多分支井、智能井或上述几种类

型井的组合或其他的一些钻井方式来对

油田进行开发。实际上，在钻探井、评

价井和开发井过程中，随着储层模型因

新油气井的信息的加入而得到不断优化，

所有诸如井位、完井类型和流量之类的

开发参数都可能需要进行调整。

在油气田的整个寿命周期内都会

用到实时数据，并在确认或调整油气

藏假定参数时需采取相应的行动。例如，

岩石应力信息的完善会影响诸如射孔

密度和相位及防砂系统选择之类的重

要细节 [3]。孔隙度、渗透率和流体性

质模型在更新后不仅可以生成钻井和

完井程序，而且还为工程人员的流动

保障和设备设计重要决策提供基本输

入数据。深水项目的流体参数建模本

身就比陆上或浅水区域的流体参数建

模复杂得多。经济方面的因素决定了

深水环境下的多个储层（储层性质常

常各不相同，且不断变化）必须共享

设施、输油管线和其他基础设施。

由于因复杂性引起的风险的存在

以及涉及大量潜在储量，深水开发项

目在经济方面比多数其他勘探开发项

目更敏感。美国矿产资源管理局对从

墨西哥湾一个租赁矿区获得的数据实

施分析后认为：海水越深，风险和回

报率也越高 [4]。从三者之间的这一关

系可以看出：在水深超过 3050 米（10000
英尺）的区域开展作业的风险是巨大的，

即使一个看似很小的失误也可能会使

项目迅速丧失盈利能力。

当前深水远景区极高的成本主要由

两项费用构成：即设施、输油管线和其

他基础设施所需的成本以及昂贵的租赁

费。租赁费指的是承包商为了获取合理

的钻机投资回报而必须收取的按日计算

的租金。一台能够在超深水环境下开展

作业的钻机，仅建造费用一项就高达 5
亿美元左右（左上图）[5]。因此，此类

钻井船的日分摊费率（指的是任何一项

作业所需的日费加其他所有设备和服务

成本）高达一百万美元左右或每小时近

42000 美元。深水环境下的建井成本通

6. 采油成本是作业公司将油气采至地面所需的

总成本，通常以美元 / 桶油当量来计算。

7. Cullick AS，Cude R 和 Tarman M ：“Optimizing 
Field Development Concepts for Complex Offshore 
Production Systems”，SPE 108562，发表在 SPE
欧洲海上油气大会暨展览会上，阿伯丁，

2007 年 9 月 4-7 日。

8. 有关反演的更多信息，请参见：Barclay F，
Bruun A，Rasmussen KB，Camara Alfaro J，Cooke 
A，Cooke D，Salter D，Godfrey R，Lowden D，
McHugo S，Özdemir H，Pickering S，Gonzalez 
Pineda F，Herwanger J，Volterrani S，Murineddu 
A，Rasmussen A 和 Roberts R ：“地震反演技术

及其应用”，《油田新技术》，20 卷，第 1 期（2008
年春季刊）：4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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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体化储层描述工作流。斯伦贝谢公司拥有一支由岩石物理师、地质师、地球物理师和反演专家等组成的多学科团队，致力
于新储层的评估。该多学科作业团队通过对地震道和测井数据实施属性分析和反演来获得辨别油气、评估岩石性质和描述裂

缝系统所需的声波和弹性参数。该团队还与地质力学专家和油田开发规划专家开展合作，通过提高地面地震速率等级来对钻

井隐患实施钻前地震评估并对孔隙压力体进行计算。利用测井、钻井测量和修井过程中采集的井数据对最初的储层描述结果

进行完善。

常占采油总成本的 50－ 60%，其中钻井

和完井成本各占一半 [6]。一个油气田的

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本开支通常在 10
亿美元以上 [7]。

尽管这些绝对成本已经非常高昂，

但建井成本通常还包括 24% － 27% 的

非生产时间（NPT）（即被动性的工作模

式所造成的时间损失）。海底设备和生

产设施的安装一般会造成 30% － 35%
的 NPT。考虑到其中所涉及的投资，这

些 NPT 显然代表着大量的成本，这也

是作业公司将减少 NPT 视为一个主要

作业目标的原因。

本文对深水项目规划过程中涉及

的诸多明显及并不十分明显的参数进行

了研究。在某些情况下，深水项目是一

个包含从地震勘探到油气田废弃整个

过程的风险项目，而有时深水项目则十

分具体，如测试、固井或某一大型作业

项目的某一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墨

西哥湾、西非和北海地区的深水作业实

例论述了深水作业公司和服务公司必

须对这种恶劣环境下的作业持有长远

整体观念的原因以及他们是如何基于这

一观点来开展作业的。

自下而上

深水项目本质上是受油气藏排驱

方式驱动的。工程人员必须事先充分了

解储层，才能优化井位，并就井筒尺寸、

防砂、人工举升、射孔及钻井、完井和

开采程序的其他各个方面制定可靠的

决策。同时，作业人员还必须就井口类型、

输油管线和管汇配置以及将使用的主平

台类型等问题进行决策。

与其他所有建模系统相似，如果

深水项目规划的第一个步骤出现错误，

那么它将危及随后所有的决策。深水油

田开发最早的规划步骤出现在从地震测

量到储层模拟这一阶段。

研究人员早在 20 多年前就已经开

发了一些不错的油气藏模拟程序，但在

这 20 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输入数据

的收集整理及油气藏模拟结果分析却

一直都是非常艰巨的工作。由于预处理

工具和后处理工具之间不匹配以及许多

数据转换和数据格式化步骤需要人工

进行又异常耗时，作业公司时常规避那

些通常较为繁琐的模拟作业，甚至在制

定关键性的开发业务决策时也是如此。

今天的软件能够清楚地区分地震

数据与储层建模界面，从而克服了通往

最佳实践的障碍。现在，地学家通过将

地震数据与所有可以获得的岩石物理

数据相整合，利用反演和储层建模模拟

来对储层性质进行解释和量化。上述

程序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地震数据和

储层数据进行整理以用于反演，然后将

其纳入储层描述工作流中。测井记录和

垂直地震剖面可以为作业人员提供经

校正的地层性质参数，从而使作业人员

可以对反演模型实施井震关联处理和

检验 [8]。

这一实践的目的是通过对诸如孔

隙度、砂泥岩体积、密度和含水饱和度

之类的岩石性质进行评价来描述储层，

并预测储层岩性和流体分布的信息（上

图）。

钻井测量

地面地震

测井

反演专家

油藏工程师

岩石物理师 地质师

地球物理师 岩石分析专家

储层描述

裂缝描述

数据优化

孔隙压力预测

地质灾害

• 偶极声波
• 密度
• 地质，储层
• 井眼地震

• 随钻地震
• 声波

油井服务

• 压裂设计
• 微地震

• 地震立方体，测线
• 地震道集
• 地震速度

储层作业

• 油田开发规划
• 储层建模
• 岩石力学建模
• 井筒稳定性和规划
• 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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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工
程技术

钻井作业
实际
与计划
对比

最终
井报
告

经验
教训

范围
风险

关键的历
史数据

再规划

TD

共享地层模型          规划                 实施，实时监测，再规划              评价

G&G,
RE, PE

邻井

^ 采用合理的角度。角度仅扩展到 30º（左）的地震道集的质量要低于数据优化后的地震道集质量，

数据优化后的地震道集的角度可扩展到 54º（右）。数据优化后就可以较为准确地确定密度。

^ 规划的优化。共享地层模型是合作型油井规划的基础。地学家（G&G）、油藏工程师（RE）和采

油工程师（PE）就是以该共享地层模型为起点确定海底作业目标的。工程人员可以利用邻井对比

数据或从油藏分析软件获得的模拟数据，通过该模型获得各种不同深度下的孔隙压力和岩石破裂

强度资料。钻井工程师将这些数据与油井目标结合后用于概念设计。得到的输出数据可以辅助工

程人员就钻机选择、钻井工程技术风险和概率时间和成本估算等问题进行周密的工程技术决策。

作业公司一边进行钻井作业，一边根据实际钻井动态对作业实施优化。当每口井到达总井深时，

作业团队将所获得的经验教训与邻井数据相结合，然后利用更新后的数据修正概念模型，规划下

一口井。在整个开发井钻井阶段该流程将不断重复进行。

某作业公司在墨西哥湾深水区域

钻了三口井，这三口井的钻井结果各不

相同，后来向斯伦贝谢公司求助帮其管

理后续井的钻井风险和成本。部分后续

井的钻井作业获得了成功，但对另外一

些颇有潜力的地层实施钻井后却只钻

遇了残余气，并未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

油气，这说明仅仅依靠地震振幅数据还

难以辨别油气藏。

可以利用振幅随炮检距变化（AVO）
的程序评估密度来解决上述难题。为了

确定储层中的天然气含量，地学家必须

首先建立岩石密度和流体密度模型，为

此要求地学家具有辨清地震道集远角

变化的能力。这一信息反过来也能使解

释人员进行一项包括密度在内的三参

数AVO反演计算。通过三参数反演处理，

能够得到三个输出结果，分别为相对声

阻抗、切变阻抗和密度体积。

利用邻井的测井资料获得地层的

岩性和流体类型信息，然后结合不断变

化的天然气含量数据进行模拟，以了解

地震 AVO 图像所受到的影响。随后，工

作流会将模拟结果与反演后的地震数

据体（声阻抗、切变阻抗、密度体积和

泊松比）进行比较，所获得的结果是生

成岩相和流体饱和度预测数据体的基础。

地学家可以利用这些概率性的数据体，

结合统计上的不确定性，更好地预测储

层质量和分布情况。

这些评估要求地震道集内的数据

达到一个相当大的角度范围。本实例中，

斯伦贝谢作业团队能够将可用的地震角

度从 30º 扩大到 54º，从而能够准确地确

定密度（左图）。利用已钻井的测量数

据对地震获得的孔隙度和含油气饱和

度储层性质进行了校正，从而证实了地

震相预测的准确性。

利用这一传统方法无法获得的信

息，作业公司在事先未钻井的情况下便

确定该远景区不具有开采价值。然后，

再利用地震获得的储层测量数据评估

油气田中的其他远景区，并通过根据风

险和商业成功可能性的大小对钻井井

位进行排序来管理开发作业。

在利用地震数据进行储层描述后，

就可以在储层建模中纳入地球物理、

地质和油藏工程信息，从而建立一个

地层模型。油藏工程师可以利用该模

型预测驱油方式及设计注水方案。钻

井和采油工程师则可以利用该模型设

计井眼轨迹 [9]。

最新型的此类工具（如 Petrel 地震

- 模拟软件）可以让地震和地质力学学

科部门生成共享软件，利用该软件可以

获得较为准确的地下图像。这些图像比

独立利用其中任何一门学科设计的软件

所获得的图像都要准确。地震解释和地

质模型出现的变化都易于级联到油藏模

拟模型并返回。生成这些软件包的工作

流使地震数据在了解储层动态方面发

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左下图）。

地面工作

作业人员对目标储层了解得越深入，

出现无经济开采价值油气、流动保障问

题、早期见水、出砂及流体组分变化之

类的意外的可能性就越小。同样，一个

规划良好的油田总体开发策略（包括完

井配置、井位、处理设备类型和尺寸及

修井决策等）也是提高油气最终采收率

的关键。

这是因为规划不佳的后果通常只

有在接近油气田目标寿命末期时才能被

觉察到。当油田因为修井或作业成本高

于剩余储量价值而被过早放弃时，作业

者会损失掉大量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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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体化生产模型（IPM）。雪佛龙公司负责超深水 Jack 油田规划的工程师利

用一个五步骤的工作流建立起一个油田开发一体化生产模型。在框架设计阶段，

作业团队对项目的目标、时限、已知条件、假设条件和可交付成果等内容进

行了描述。当所有有关部门都对这些输入数据有所了解后，在建模阶段就可

以生成地下、井筒和网络模型。通过将油藏 - 分离器模型数据与测井、岩心、

流体样本和其他测量数据相比较可以开展静态的质量控制（QC）。在初始化

阶段，软件将油井（物质平衡或模拟）模型与它们所对应的地面设施模型联

系起来，然后运行这一建立起联系的系统以检查模型是否收敛可求解。初始

化后，整个系统开始运行，运行要贯穿整个预测阶段。在预测阶段结束时，

在动态 QC 步骤期间，软件会绘制分离器、管汇、井口和井底的动态压力和

温度反应曲线，借助这些曲线，作业团队便可了解海底增压器、井口和井底

的作业压力和温度。随后将对包括水处理能力、油井最大压降和最小井底压

力在内的油田程序和限制条件实施检测，检验它们是否与模型一致。

建模

动态QC

静态QC

决策分
析师

模拟人员

流动保障
工程师

IPM

油藏工
程师

采油工程师 设备工
程师

中级管理

制定框架

初始化

模拟

物质平衡

只有消除各工程学科之间严格划

分所带来的隐患，才能避免上述风险。

过去，油藏工程师一般比较关注井的数

量、布井方式和采收机制；采油和完井

工程师比较关注油井设计方面的问题；

而地面设施工程师则比较关注海底布置、

设施尺寸和平台设计问题。

然而，这些表面上似乎无关联的

各部门必须了解生产活动之间的联系以

及由此所带来的项目经济性影响，而不

是一味地开展独立作业。项目经济效益

是由整个系统的物理限制条件所决定的。

只有每个学科都认识到自身将对其他学

科产生怎样的影响才能全面发挥其功能。

参与油气田开发工作的每个成员或每个

团队都必须基于同一个预测系统来开展

作业。

其中的一类被称为一体化生产模

型或一体化资产模型（IAM）的预测系

统包含了各油气田子系统（储层、油井

和设施）的动态链接模型 [10]。

在开发规划阶段及作业开展之前，

资产小组利用这些一体化模型对项目

中拟定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展开分

析。IAM 与传统的油田开发实践完全不

同，传统实践更倾向于以资本开支为中

心，注重旨在降低成本的改进。传统方

法的一个常见隐患是工程人员无法全面

量化变化对系统产能的影响，从而导致

项目设计可能无法达到最佳设计要求。

相反，IAM 利用油藏模拟模型计算

流体流动动态和压力分布，随后在地下

耦合点（即油藏模型中的井位）将这些

数据输入油井模型，从而能够确定井底

条件。井底条件的作用是充当一个用于

计算地面耦合点（即井口、油井模型与

地面设施联接处）的流量或压力的边界

条件 [11]。

工程人员利用井 - 地边界条件的相

互作用关系来计算每口井的生产系统回

压。随后通过系统将所计算到的值传送

到油藏。软件将对该程序不断进行迭代

计算直至整个网络达到平衡。计算结果

可以为流体从储层流入油井，再从油井

流入地面系统，然后再流向销售点这一

过程求得稳定的解。IAM 技术正是以这

种方式对流体流动计算过程中地面系

统的反应加以考虑的 [12]。

雪佛龙公司的工程人员以一体化

生产管理作为预测工具，通过位于墨西

哥湾深水区域 Jack 油田的一个井筒模

型将海底模型与地面网络联系起来。他

们利用一个稳态模型对井筒中的温度和

压力变化进行了评估。地面网络模型由

一系列海底和地面单元构成，包括管汇、

海底泵、井口、立管、输油管线和分离

器等。地面模型和海底模型在井底节点

处相连接 [13]。

雪佛龙公司的模型由一个五步骤

工作流所组成（上图）。这五个步骤包括：

● 确定目标、时间范围、已知条件、假

设条件和可交付成果等相关问题

 ● 建模

● 根据静态环境下获得的数据对油藏 -
分离器模型输入数据实施质量检测

● 将地面模型和地下模型相链接

● 在动态环境下对整个系统的预测全

过程实施质量检测

当全部工作流步骤完成之后，该一

体化项目模型就确定出海底增压技术与

井底人工举升技术相结合将是开发该

油藏产能的最佳技术。

9. Hopkins C ：“Go Beyond Reservoir Visualization”，
E&P，80 卷，第 9 期（2007 年 9 月）：13-17。

10. 有关一体化资产建模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Bouleau C，Gehin H，Gutierrez H，Landgren K，
Miller G，Peterson R，Sperandio U，Traboulay I
和Bravo da Silva L：“一体化资产管理系统方法”，

《油田新技术》，19 卷，第 4 期（2007 年冬季
刊）：34-48。

Chow CV，Arnondin MC，Wolcott KD 和 Ballard 
ND ：“Managing Risks Using Integrated Production 
Models ：Applications”，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52 卷， 第 4 期（2000 年 4 月 ）：

94-98。

11. Tesaker Ø，Øverland AM，Arnesen D，Zangl 
G，Al-Kinani A，Torrens R，Bailey W，Couët B，
Pecher R 和 Rodriquez N ：“Breaking the Barriers －
The Integrated Asset Model”，SPE 112223，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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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一项利用实验设计的二次研

究使雪佛龙作业团队得以确定关键的人

工举升系统参数 [14]。作业公司在考虑了

安装时间、海底增压入口压力、电潜泵

功率和设置深度这些问题之后认为电

潜泵功率是各种不同采油机制下最重

要的设计参数。

随后作业公司将注意力从一体化

方法转向了模块化方法（即只利用井筒

模型），该方法将为 Jack 油田注水设施

的设计提供支持并能够计算各种不同

平台压力和注入速度下的最佳采收率。

作业人员利用井筒模型将平台压力转

化为井底压力（BHP）。作业团队根据计

算出来的采收率圈定边界结果认为只有

在一定范围的 BHP 和注入速度下才能

获得最大采收率。21000 psi（144.7 MPa）
的 BHP 并不可行，因为拟定的高速注

入和平台压力要求限制了所适用的压力

的大小。另外，模拟结果表明，在一定

的采收率响应下，降低注入速度不会导

致明显的产量损失 [15]。利用经过完善的

一体化模型对输油管线数量、海底增压

泵数量及平台的位置进行了优化。

安哥拉深水实例

大陆架以外那些沉积在海底陡坡、

沟壑和峡谷中的含油气层与浅水区的含

油气层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开发这样的

油气田要遵循适用于深水油气藏开发的

特殊的项目规划。由于这些含油气层位

于温度接近冰点的水中，作业人员面临

着一些与水下输油管线、泥线井口和管

汇相关的流动保障问题。于是，作业人

员在整个从油井到地面的流动路径的关

键点位置设置了海底监测仪器。监测数

据输入流体模型后能够让工程人员提

前采取措施预防结蜡或水合物堵塞现

象的发生（下一页图）。

由于水合物、蜡和沥青质沉积可能

会对项目的经济效益产生不利影响，因

此流动保障是许多深水项目规划的一个

主要考虑因素。例如，BP 公司位于安

哥拉深水区第 18 号区块内的西部地区

开发（WAD）项目，由于五个油田相距

甚远，同时储量规模相对较小，因此项

目规划人员特别关注流动保障和系统产

能方面的问题。

在规划阶段，工程人员将数值方

法与工程软件相结合对 IAM 中的多相

热水力动态进行了评估 [16]。这样做的目

的是为了避免天然气水合物在跨越冰

冷海床的输油气管线中出现凝固而造成

流动问题。

在对 WAD 海底系统实施热力分析

过程中，作业公司考虑了利用常规的湿

度隔离、双层组合保温管系统和绕性管

道方案来确定生产输油管线系统内最冷

处温度下降到水合物形成点所需的时间。

该参数被称为冷却时间，指的是在计划

外关井之后，在水合物产生之前留给作

业公司采取应对措施的时间。

同时，分析人员还利用 IAM，针对

多种油田结构进行了产能计算，并对不

同的油管和输油管线尺寸、环形输油管

线和海底多相增压对产能造成的影响进

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使 BP 公司可

以将有代表性的生产数据资料与资本

和作业成本模型相结合，从而可以进行

全面的经济评价，筛选公司的作业方案。

渐变还是变革

面对深水作业所带来的独特挑战，

石油工业界作出的反应并不只局限于大

量的程序上的变化。它还在一段相对较

短的时间内在钻井和采油工程硬件方面

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正如壳牌 Mars
平台项目向我们证明的那样，新技术的

突破速度曾一度使工程师们几乎跟不

上其发展的步伐。

这些新的仪器和程序的涌现，加上

经济方面的要求（即以尽可能少的油气

井开发深水油田），尤其使完井工程师

们难以认定他们在整个项目范围内提供

的解决方法是否是最佳方法。使用最有

效的设备的努力也随着从项目开工到完

井设置之间的时间的流逝而遭到失败，

因为这段时间通常超过 5 年，在这段时

间里仪器设计和有效性可能发生了根

本性的变化。

为了解决上述难题，专家们设计

了一些用于定量分析井筒 - 储层相互作

用的模拟技术。这些技术使工程人员

可以根据地面和井底特征及当前的技

术现状对每口井进行规划。在开展所

有这些活动的同时还需考虑相关的地

质、钻井、储层评估和采油作业方面

的特点及限制。

其中一项技术进行井设计的方式与

加工工业处理工程设计问题的方式非常

相似。处理厂利用进出流量进行设计，

采用一个流程图捕集处理过程。随后该

流程图就可以作为详细设计、部件规格

和其他考虑因素的设计依据 [17]。

工程人员利用该技术将井设计划分

为概念设计和细节设计两个阶段，两者

之间相互补充。概念设计阶段包括一些

突出关键性的地面和海底属性对井结构

的影响的简单的流程图。多学科小组对

这些属性进行审查，这样做可以为重要

的井设计组成单元（如井轨迹、地层完

井和井筒组件）提供一些替代选择方案。

井轨迹是根据区域地质特征、储层

性质和钻机的钻进能力来制定的。地层

完井是指井筒和储层之间的界面，完井

配制取决于岩性、岩石的力学性质、粒

度分布及完井过程中的限制条件等因素。

井筒组件是所有油井结构的重要

构成单元，尤其在那些事后修井成本

高、技术难度大及有时常规技术并不能

满足要求的深水环境下，井筒组件更为

关键。要为一项特定的完井作业选择合

适的作业技术，其中的一个方法是按照

功能来将现有硬件设备划分成四种类型，

即封隔器、阀、泵和传感器，然后再利

用简单的结构图区分出每种设备的最佳

类型。

14. 实验设计是统计学的一个分支，用于描述利

用最少的尝试达到统计信息最大化所应开展

的实验方式。

15. Ozdogan 等人，参考文献 13。

16. Watson MJ，Hawkes NJ，Pickering PF，Elliot J 和

Studd LW ：“Integrated Flow Assurance Modeling of 
Angola Block 18 Western Area Development”，SPE 
101826，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

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2006 年 9 月 24-27。

17. Sinha S，Yan M 和 Jalal i  Y ：“Comp let ion 
Architecture ：A Methodology for Integrated Well 
Planning”，SPE 85315，发表在 SPE/IADC 中东

钻井技术大会暨展览会上，阿联酋阿布扎比，

2003 年 10 月 20-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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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而非补救。深水作业环境下的流动保障策略是生产作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诸如多相流量计、分布式

温度传感器、压力和温度计、SMC 海底观测系统及安装在流动路径上的电潜泵监测器（下）之类的监测仪器可

以为作业人员提供实时或近实时数据。作业人员将该数据流输入流体性质预测模型中用于进行固相沉积、腐蚀、

流变学和热动力学预测。规划小组利用这些模型生成包括设施、出油管线和井筒模拟软件在内的流程模型。随

着时间的推移，对不断变化的参数所展开的连续监测形成了一个循环回路，这些参数包括流体数据、流动模型

和实时测量数据（上）。该回路能够推动调整策略的优化，应尽可能早地被纳入到生产系统设计中。采用这一设

计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采用过多的化学剂处理所造成的最糟糕的环境状况的可能性。同时，监测和模拟也

可以为作业人员就制定最合理的主动性预防措施或采取补救技术（包括热力学、化学或机械方面）进行决策提

供信息支持，防止堵塞和其他影响流动状况的出现，从而避免实施费用高昂的钻机修井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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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 /kh > 0.25

^ 完井技术。复杂深水开发环境下的大多数井都在海底完井，每口井都对总产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简化后的决策树显示，

基本地质和储层属性被用于大致确定适当的井筒角度：小斜度到直井或大斜度到水平井。了解必要的油井角度和延伸范围

信息可以为作业公司就钻机性能和定向钻井要求进行决策提供帮助。对于较小的区域构造，通常利用小斜度井或直井就足

以开采储层。这样利用次优设备可能就足以满足开发钻井作业的要求，而这些设备的费用也相对较低。对于较大的区域构造，

井筒斜度的大小取决于地层渗透率和流体流动性这两类次级参数。

选择程序从对基本地质特性和储

层属性的评价开始，这些属性会限制

井眼轨迹类型的选择（上图）。类似的

实践可用于确定多分支完井、增产措施、

防砂和人工举升等海底井筒配置的合

理性和类型。

生成的概念井设计可用于更详细

的分析，然后将分析结果纳入到项目

工作流中。该工作流可对生产井动态、

初步经济分析和详细设计进行定量评

价。

北海深水实例

随着水下井口越来越多地被选作

深水完井设计，作业公司正努力通过

减少修井次数来控制成本。要进入位

于水深几千英尺以下海底的井口需要

投入高昂的成本，同时面临一系列技

术上的不确定因素，而应对这些挑战

实际上正是人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

发智能完井技术的最初动机。尽管远

程井下监测和作业技术以及更成熟的

完井技术已经大大降低了钻机作业的

频率，但利用钻机开展深水井修井作

业还是不可能被完全取代的（下一页

图）。

作业人员经常对修井、产量和成

本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而且也取得

了明确的论证结果。一般情况下，利

用即时补救措施修复故障组件可以提

高产量，但同时也会增加作业成本。

而较少或滞后开展检修作业虽然成本

较低，但却会减少产量和收益。

作业人员所面临的挑战是开发一

个能够平衡上述两种选择的方案，通

常的做法是将修井工作划分为三种策

略：即时修井、基于动态分析基础上

的修井或大规模的修井作业（即在一

个油田内按次序实施多口井的修井作

业）。为了使该策略在整个项目周期中

均切实可行，要求在前期工程和设计

（FEED）阶段包含主动维修这一项，而

不是将其降级为常规的“在必要时维

修”。

壳牌挪威公司曾利用修正后的三

阶段维修策略降低其 Ormen Lange 项

目的修井成本。该项目是挪威首个海

底深水开发项目，位于 Kristiansund 西

北 120 公里（74 英里）处。在 FEED 阶

段，规划人员制定了一个用于评估未

来各种策略的修井、维护和修井成本

的模拟方法。风险成本包括修复一个

特定组件所需的直接成本及故障所导

致的收益损失。该方法使作业人员可

以评估整个项目周期内不同修井策略

的影响 [18]。

总体而言，采用此类建模模拟技

术的作用是将修井、维护和修理作业

引导到最能体现这些作业价值的区域。

这一模拟技术同时也对项目中最易导

致风险成本出现的关键设备组件予以

关注。这些风险成本指的是由生产井

故障引起的收益损失及修井费用。专

业人员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优化设计、

增加设备可靠性或发明一些更智能化、

成本更低的故障设备修理方法，从而

降低风险成本。

18. Er iksen R，Gustavsson F 和 Anthonsen H ：

“Developing an Intervention，Maintenance and 
Repair Strategy for Ormen Lange”，SPE 96751，发

表在 SPE 欧洲海上油气大会暨展览会上，阿

伯丁，2005 年 9 月 6-9 日。

19. Eriksen 等人，参考文献 18。

20. 有关 Jack 油田的更多信息，请参见：Aghar 
H，Carie M，Elshahawi H，Gomez JR，Saeedi 
J，Young C，Pinguet B，Swainson K，Takla E 和

Theuveny B ：“试井新技术及其应用”，《油田

新技术》，19 卷，第 1 期（2007 年春季刊）：
4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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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规模修井。采用多功能海上平台无钻机修井作业模式的成本要远远低于深水钻机修井作业的成

本。小规模修井作业通常用于对远程作业船提供支持。这些船只用于对水下采油树、输油管线或管

汇的控制器或传感器进行更换或重新设置。小规模修井作业同时也为利用电缆或连续油管（如图所

示）实施安全阀维修、射孔或连续油管洗井等无钻机井下作业提供了便利。目前，这些类型的修井

作业仅限于在水深 500 米（1500 英尺）左右的条件下进行。

最后，当项目发展到作业阶段时，

此类策略常常可以帮助作业公司不断

更新模型中的预测信息。例如，在

Ormen Lange 项目中，模型最初是根

据油田规划初步评估结果建立起来的，

而随着项目的发展，为了为设备配置

提供支持及预测项目动态，壳牌挪威

公司作业小组不断地优化了模型，并

将其应用在了经济评价中 [19]。

未来的发展

深水环境作业对石油工业上游的

影响比先前任何一种环境变化所带来

的影响都要大，它迫使石油工业上游

部门改变其业务方式。这种文化上的

转变是由深水作业的巨大回报和巨大

风险引起的，但也许更可能是由从远

景区的开发决策到投产之间前所未有

的时间间隔长度造成的。作业人员不

可能在这样长的一段时间范围内准确

预测油气价格和全球经济状况。作业

人员必须在无常规经济基本面可资参

考的前提下做出关键性的投资决策，

如果按照常规的经济基本面判断，项

目必须获得更多的短期投资回报才可

行。

同样，尽管过去十年来石油工业

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在深水环境

下采油仍然面临着诸多技术方面的挑

战。正如作业公司曾经在明知他们无

法实现经济开采的前提下依然购买了

水深超过 2300 米（7500 英尺）的矿区

租赁权一样，今天他们还是要求服务

公司和钻井承包商们定制一些工具，

帮助他们将作业深度扩展到 3050 米以

上，使他们能够在更深水域的压力和

温度环境下开展作业。

例如，斯伦贝谢公司的工程人员

最近被要求为雪佛龙公司的 Jack 油田

测试井开发一种专用的射孔系统 [20]。

要求根据套管尺寸及在作业过程中将

在该超深水井中面临的特殊井底压力

条件对现有仪器进行再设计。最后，

斯伦贝谢公司的工程师们开发出了一

套独特的组合仪器，该仪器能够在 172 
MPa（25000 psi）压力环境下开展射孔

作业。

随着超深水远景区作业从勘探阶

段进入测试和开发阶段，作业公司将

会不断提出此类要求。但值得关注的

是，斯伦贝谢公司的工程人员用了九

个月的时间才在为雪佛龙公司墨西哥

湾 Tahiti 深水油田而开发的类似仪器

基础之上完成所需系统的开发、鉴定

和质量检验。就该任务而言，九个月

的交付时间相当短，但同时也清楚地

表明，在复杂、恶劣的深水作业环境下，

要想避免由技术缺陷引起的代价高昂

的项目延迟，作业者必须具有一种长

远的眼光。

要具备此类长远眼光，作业者需

要建立起一种规划文化，不但注重短期、

细节设计，同时还对一体化工作有着

长远的打算。                                   － Rv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