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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新技术

新技术在帮助勘探与生产行业提高油气勘探与开采效率方面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的许多技术创新在帮助行业提

高作业效率的同时，也更注重环境保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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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Phase，ClearPhase，EcoLibrium，EverGreen，
F l e x S T O N E ， F U T U R ， I R M A ， M a x i m u s ，
Monowing，PhaseTester，ProMotor，Q-Marine，
Q-Marine Solid，REDA，SmartWeir，SpeedStar 519 
SWD 和 WhaleWatcher 等是斯伦贝谢公司的商
标。

AQUALIBRIUM，CLEANCUT，ISO-PUMP，RECLAIM
和 HAMMERMILL 是 M-I 公司的商标。

RPA 和 TORR 是 ProSep 公司的商标。

TCC 是 Thermtech 公司的商标。

X-BOW 是 Ulstein 集团的商标。

现如今，对地球资源的管理是一

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任何破坏地球自

然环境的作业，无论是蓄意还是无意

识的，都被看作是不可接受的。诸多

行业的企业已开发出了能够减轻环境

影响的新技术。

油气行业受到了多方质疑，尤其

在环境影响管理方面。好莱坞塑造的

以井喷为代表的石油勘探形象在许多

人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并且一些重大事件，如墨西哥湾的

Macondo灾难事件，虽然很少发生，

但也加深了人们的印象。然而，油气

行业在改善环境管理方面已取得了巨

大进步，在过去的几年间，该行业已

显著加大了“绿色”开发的步伐。

通过更高效地利用资源，油气行

业已找到了降低对这些资源依赖性的

途径。通过减小地面占地面积、减少

排放并采用更环保的化学制品，油气

公司正在努力降低对生态系统的不利

影响。在油气勘探与生产的过程中，

行业活动已减少了废料（如流体或钻

屑）的排放量，并找到了更好的方法

加工和处理这些废料。虽然没有哪种

单一技术能够解决所有环境问题，但

即使很小的改进也能有助于降低对环

境的不利影响。

对满足规定要求以及停止或降低

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渴望，推动了新产

品和服务的开发，但在许多情况下，

某些基本性能特征（如地震拖缆噪声

水平）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改善。

通过从整体着眼技术的用途，并综合

考虑其对环境的影响，采用基本科学

与工程原理的工程师们通常能找到

更好的解决方案。例如，M-I SWACO
（斯伦贝谢旗下公司）在考虑对页岩

储层的返排水进行处理时，仔细分析

了整个作业过程，决定不建造大型集

中式废水处理中心进行废水处理，从

而避免卡车往返集中式处理中心所造

成的环境影响。这就促使其开发出了

现场废水处理技术。

作为一家油田服务公司，斯伦贝

谢已开发了多款产品与服务，帮助作

业者降低勘探与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环

境影响。作业公司以及油气行业内的

其他公司见证了此类活动的进行。本

文重点介绍了勘探与生产行业在降低

环境影响方面取得的一些重要技术进

展与应用情况。

地震勘探作业

在远景区，地震评价通常是首个

集中作业的勘探与生产活动。目前，

地球物理公司的环境意识是海上与陆

上地震勘探的一个关键要素[1]。

海上地震采集勘测产生的环境影

响可分成四大类：声音、液体、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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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固体。船体本身或采集过程都可能

产生上述环境影响。通过逐一解决这

些问题，油气行业可消除或减轻环境

影响 [2]。挪威船级社（DNV）作为一

个独立的基金会，致力于保护生命、

财产和环境，该基金会制定了CLEAN-
DESIGN的船级符号，其中的条款规定

了降低船只空气排放、海中排放和船

体意外事故所产生的环境影响[3]。2009
至2010年间，西方奇科启用了6艘具备

DNV CLEAN-DESIGN船级符号的新船，

使其成为拥有此类地震勘探船的最大

船队。

西方奇科还采用了高品质船用轻

1. Gibson D 和 Rice S ：“在地震作业过程中更好地

履行环保责任”，《油田新技术》，15 卷，第
2 期（2003 年夏季刊）：10-21。

2. Fontana PM 和 Zickerman P ：“Mitigating the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of Towed Streamer Seismic 
Surveys”，First Break，28 卷， 第 12 期（2010
年 12 月）：57-63。

3. DNV 风险管理：“CLEAN-DESIGN”，http://www.
dnv.com/industry/maritime/servicessolutions/
classification/notations/additional/clean-design.asp
（2011 年 6 月 7 日浏览）。

柴油（MGO），虽然此类燃油大大增

加了成本，但与许多其他地震勘探船

所使用的重燃油（HFO）相比，具有

十分明显的环境优势。与采用MGO的
地震勘探船相比，采用HFO的船只大

约要多排放9%的温室气体和800%的硫

氧化物，而后者是产生酸雨的主要因

素。对于未来燃料中的硫含量，国际

海事组织的新法规给出了更加严格的

规定。

西方奇科通过合理的路线设计控

制船用燃料的消耗量，从而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在勘测点间航行期间，路

线设计会考虑季节性和区域性洋流动

态及天气状况。同时还采取各种措施

努力保持水动力效率，包括磨光船只

螺旋桨来优化推进、喷涂船体以防止

海洋动物依附其上、主动的库存管理

从而减轻船只负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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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采集。在进行地震勘探过程中，勘探船要拖拽许多条海上地震拖缆。在宽方位角地震勘探中，多艘勘探船要同时作业（插图）。每艘勘探船拖
拽10条8公里长的拖缆。西方奇科的Magellan勘探船（插图中靠前的位置）采用X-BOW船体设计，在航行过程中可实现更高的燃料效率。

^ 固体填充拖缆。西方奇科海洋地震勘探船上的一名地震勘探队员正在部署Q-Marine Solid电缆。

新式三维地震采集勘探船可配

置12条或更多海上地震拖缆，每条拖

缆长8公里（5英里）（上图）。为了

保持拖缆间的联络测线间距，要在

地震排列的前面放置转向器，采用

Monowing单翼偏转器可显著提高作业

的能量效率。与采用传统转向器技术

的船只相比，使用该技术的船只每天

可少消耗6000－8000升（1600－2100加
仑）的燃料 [4]。此外，采用Q-Marine
平台的高级海上地震拖缆减少了阻力

（很大程度上由于其比传统拖缆的直

径小），这也有助于降低燃料消耗。

一次地震勘探可包含大约30000
个采用Q-Marine单传感器技术的传感

器。这些海上检波传感器包裹在一层

坚固的密封聚氨酰外壳中，使其隔绝

于海洋环境并防止其受到下放和回收

过程中产生应力的损坏。为了在水面

下方6－8米（20－26英尺）间保持中

性浮力，在拖缆中填充了煤油基液

体。

拖缆偶尔会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损

坏，最常见的原因包括鲨鱼袭击、与

商业捕捞设施间的相互碰撞以及拖缆

与水下物体之间的碰撞等。拖缆外壳

的平均使用寿命约为3年。

1991年，西方奇科位于挪威卑尔

根的生产设施通过研究发现了一种新

型塑料外壳，该外壳能在损坏无法修

复时被回收利用。大多数损坏外壳都

可翻新重复使用一次，这就为拖缆增

加了3年的平均使用寿命。第二次回收

的外壳通常用作其他用途，如用作小

船或码头的碰垫。这种将材料改造用

作其他用途的方法可将其有效使用寿

命再延长8至10年，因此可将聚氨酰材

料的使用寿命延长到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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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鲸鱼探测。鲸类物种的叫声具有明显的频率特征，如鲸鱼的叫声
（上）。在地震采集过程中，连续分析来自地震和IRMA定位系统的声信
号，以检查与这些声频谱的相关性。通过采用波束成形技术（产生来自
阵列的相长干涉，该阵列与信号方位角以及其他位置的破坏性干扰相一
致），WhaleWatcher系统可对声信号进行三角测量，以获得生物距离和方
向数据。在该实例中，水深为250米（820英尺），探测到鲸鱼在30米（98
英尺）水深处，距离船只5公里（3英里）。

4. 西 方 奇 科：“Environmental Excellence in Marine 
Operations”，http ://www.westerngeco.com/
services/marine/ecomarine.aspx（2011 年 6 月 7
日浏览）。

5. Groenaas HSG，Frivik SA，Melboe AS 和 Svendsen 
M ：“A Novel Marine Mammal Monitoring System 
Utilizing the Seismic Streamer Spread”， 论 文
D047，发表在第 73 届欧洲地学家和工程师协
会大会暨展览会上，奥地利维也纳，2011 年
5 月 23-26 日。

压载流体向海中泄漏是拖缆外

壳发生击穿损坏的一个可能后果。即

使该流体的化学配方使其能够快速蒸

发，对环境的影响很小，但也要立即

向各自的监管机构报告所有泄漏事

故。非流体拖缆具有零泄漏且无激突

波（与流体沿着管子纵向振动相关的

压力波）噪音的优势。西方奇科开发

了Q-Marine Solid地震拖缆系统，在

外壳刺穿时无需担心出现液体泄漏事

故。除了这一环境优势外，该固体拖

缆系统还拥有十分明显的作业优势：

•  始终如一的压力与拖缆浮力提升了

声学性能。

•  在外壳刺穿时，该系统更不容易受

到水侵入和电力问题的影响。这样

就可缩短技术停工期并减少小船维

修作业的次数，从而降低现场队员

的风险。

•  固体凝胶特性有助于简化拖缆制造

过程。

该固体拖缆材料是一种专有胶体

材料，由西方奇科和斯伦贝谢英国剑

桥研究中心特别针对拖缆共同研发。

该胶体材料已经过大量测试，适用于

包括北极在内的环境最敏感的地区。

该胶体在加热时为液态，当冷却至环

境温度时形成凝胶。此外，在地震勘

探队员收放拖缆产生的压力下，该凝

胶具有自我修复以及坚固耐用的特性

（前一页，下图）。在制造或维修的

过程中，该凝胶具备化学稳定性且不

会圈闭气体。与其他固体充填拖缆相

比，这些特质可改善其噪声特性。

Q-Marine Solid拖缆下放后，可获

得与高标准Q-Marine技术相一致的结

果。单传感器记录技术以及利用这些

单传感器数据进行的噪声衰减处理，

结合Q-Marine Solid拖缆采集技术，可

实现卓越的信噪比特性。Q-Marine技
术还可应用于其他领域：探测附近的

海洋生物。

海上地震采集作业采用气枪发射

声信号，但对于海洋生物而言，气枪

是一个噪声源。全球许多地区都已制

定了各种规章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小

地震勘探对海洋生物的影响。勘探船

上配备有专门的观察人员，以观察海

洋生物。然而，只有在海洋生物浮出

水面时，观察人员才能发现其踪迹，

而其何时浮出水面却无规律可言，这

就使得对海洋生物的追踪变得十分困

难。此外，观察员的效率还受到天气

和日光的限制，他们只能大致估测海

洋生物距地震船的距离。

为解决这些难题，西方奇科开发

了一种鲸鱼探测技术，可与地震采集

系统相结合[5]。WhaleWatcher无源声

波监测技术可在地震作业过程中实现

远程观测。鲸类动物通过高频咔嚓声

进行回声定位，并发出中-低频声音

进行交流。这些声音与水下检波器以

及拖缆沿线上IRMA定位系统（采用调

制声源的固有测距）中传感器的灵敏

度范围重叠。对这些数据进行频率分

析，可识别不同生物的特有叫声（上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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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力铣床。TCC HAMMERMILL系统通过摩擦加热，将污染流体从固体物中清除。将钻屑或其他废
物送入铣床内。一组快速旋转臂迫使废物紧靠铣床内壁。旋转臂末端的锤子通过摩擦对废物加热。
废物是该系统中最热的部分。油和水在数秒内蒸发，排入冷凝室后收集液体。固体废物会在铣床内
停留数分钟，在离开加工铣床时被处理干净。

在地震作业中，由于检波器阵列

具有大范围的区域覆盖面，因此能准

确确定动物的距离与方位。Q-Marine
单点检波器地震采集系统的单传感器

配置能够实现信号分析。船内安装的

航行显示器实时显示海洋生物的位

置，可在能见度受限时连续可靠地探

测并追踪鲸类动物。当海洋生物靠近

地震源周围的禁止区域（通常为500
米（1640英尺）时，观察人员可利用

WhaleWatcher系统的信息做出必要的

作业决策，如暂停作业等。

在陆上作业中，植被通常会受到

地震采集的长期影响。利用灌木清除

机（而非推土机）可减轻对植被的影

响，该方法不会破坏植被根部，使植

被能够更快速恢复。此外，必须保护

沙漠中脆弱的沙丘，在北极地区要十

分注意避免破坏永冻层 [6]。在这些地

区以及其他脆弱环境中，需要谨慎制

定作业规划，最大限度地减少潜在破

坏。

最近，在巴罗岛完成了一次限

制因素很多的陆上地震勘探作业，该

岛是位于西澳大利亚海沿岸一个50公
里（31英里）的自然保护区。该自然

保护区是多个动物物种的栖息地，这

些物种在其他地区已无迹可寻。该岛

屿以及周围的海域，包括珊瑚礁，都

是重要的筑巢和产卵地。其下方是

Greater Gorgon气田。要将开采的气体

转换成液化天然气运送到市场，在该

过程中会产生二氧化碳。

Gorgon项目的作业者是雪佛龙公

司，作业内容包括将二氧化碳注入至

该岛下方深层的含盐水储层中。该碳

存储项目的监测计划中包括四维地震

勘探[7]。虽然在2009年进行的基准测量

覆盖范围达到135公里2（52英里2），

但政府许可仅允许使用25公顷（0.25公
里2，即0.1英里2）地表面积用于采集

作业，对这样规模区域的勘探地表面

积通常是该面积的十倍。

西方奇科与作业者一起动员地震

设备，完成了此次勘探。所有设备在

运往岛上之前都要经过熏蒸消毒，以

避免意外引入外来物种。直升机将设

备搬运至岛上的炮井位置，勘探队步

行至13284个接收点，总计约42000公里

（26000英里），人工布署总计约20万
公斤（44万磅）的地震设备。炮井钻

机和其他设备都放置在支撑架上，以

最大限度地减小对植被的破坏。

此次勘测作业成功采集了数据，

并取得了出色的安全记录。勘探过程

中，勘探队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对植被的干扰面积实际上还小于政府

许可规定的19公顷（0.19公里2，即0.07
英里2）[8]。

降低钻井对环境的影响

钻井是油气田勘探开发中另一项

重要作业，勘探与生产行业已成功减

少了钻井作业产生的环境影响。通过

应用先进技术与创新作业实践，油气

公司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钻井作

业对环境的影响。这些进步的核心在

于作业公司认识到，高效勘探和开采

油气资源与减少作业环境影响的目标

是相辅相成的。

钻井液与废物管理技术的不断发

展为作业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最

大限度减少废物的产生或循环利用废

物，从而降低对井场内外的影响。旨

在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防止引入入

侵物种问题的计划同样以最小化勘探

与生产作业影响为目标。

由于钻井液与钻屑通常占钻井

废物的绝大部分，因此它们一直是废

物管理工作的重点。通过调整钻井液

与固控设备，可高效清除井筒内的钻

屑。随着钻井液中细碎钻屑的增多，

其效率会大大降低，因此要么减少钻

井液中的碎屑量，要么对钻井液进行

处理并更换，这两种方法最终都会产

生更多的废物。高性能钻井液可减少

产生的废物量，在循环至地面的过程

中削弱岩屑的破坏作用，同时能够提

高机械钻速并减少非生产时间与井眼

冲蚀情况。

循环再利用是针对钻屑与多余

钻井液的另一个重要废物管理方法。

一般的固控设备无法清除这些碎屑固

体。过去，作业者有两个选择：要么

对含碎屑的钻井液进行处理，要么使

用更多的基液对钻井液进行稀释。新

的回收技术可在清除碎屑后重复使用

水基泥浆（WBM）中的水，从而实现

闭环系统并消除采用泥浆池储存泥浆

的情况。

在成功处理WBM中碎屑固体的基

础上，M-I SWACO开发出了RECLAIM
处理装置。该装置采用化学增强固体

清除流程，以清除非水流体中的大部

分碎屑 [9]。这一过程利用表面活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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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代化学品的进展情况。对于挪威北海地区的勘探与生产作业而言，化学品被分为四大类别：绿
色（产生极少或零环境风险）、黄色（可接受）、红色（通常不允许排放到海中）和黑色（禁止排
放）。自2000年以来，由于在更低危害材料开发方面的不断努力，斯伦贝谢的作业中已大幅减少了
红色和黑色类化学品的使用量。其它还在使用的红色类添加剂主要用于防止固井失败。水泥中加入
的这些添加剂进入海洋环境的风险极小。2010年，对化学品进行的重新分类导致黑色类添加剂使用
数量稍有增加。目前正在开发替代添加剂，以满足低低风险环保要求。（所列数据为每年年初的数
据）。

6. Bishop A，Bremner C，Laake A，Strobbia C，Parno 
P 和 Utskot G ：“北极油气资源潜力：挑战与

解决方案”，《油田新技术》，22卷，第 4期（2010
年冬季刊）：36-49。

7. Scott KC，Parker DJ，Cairns A 和 Clulow B ：
“Setting New Environmental，Regulatory and 

Safety Boundaries ：The 2009 Gorgon CO2 3D 
Seismic Baseline Survey，Barrow Island，Western 
Australia”，SPE 132931，发表在 SPE 亚太石油
与天然气大会暨展览会上，澳大利亚昆士兰
州布里斯班，2010 年 10 月 18-20 日。

8. Scott 等人，参考文献 7。

9. Geehan T，Gilmour A 和 Guo Q ：“钻井废物处理

前沿技术”，《油田新技术》，18卷，第 4期（2006
年冬季刊）：54-67。

10. 土壤改良剂是诸如化肥或肥料等的添加剂，
农民用其改善土壤质量，种植更高品质的农
作物。

11. 蠕虫培养技术利用各类蠕虫来分解有机废
物。

12. Geehan 等人，参考文献 9。

削弱钻井液的乳化状态，采用絮凝剂

将碎屑固体凝聚成较大的颗粒体。通

过传统离心技术将这些大颗粒体清

除。通过RECLAIM流程可实现对基液

的重复使用，从而实现经济与环保目

标。

流体回收的另一个方法是利用热

力技术处理钻井液涂层固体，以清除

并回收利用基液。热力技术通过将基

液与钻屑分离，来降低岩屑对环境的

影响。TCC HAMMERMILL系统可使固

体上的油涂层蒸发，而不会破坏钻井

液的有机馏分。

系统内的加工铣床为滚筒形状，

长度与直径均为1米（3.3英尺）。带

有一组锤臂的旋转轴使固体废物摩擦

生热（前一页图）。在开始清理之

前，操作员向滚筒内加入沙子并给旋

转轴通电。锤头迫使颗粒紧靠滚筒内

壁，使其摩擦生热。在沙子被加热

后，注入钻屑。钻屑中的流体在高温

下蒸发并排入冷凝室进行回收。

处理后的钻屑非常干净，可直接

处理或用作建筑填料。除了清洁钻屑

外，TCC HAMMERMILL系统还可用于

清洁储油罐底层的污物与油泥。处理

后的钻屑含油量不到总石油烃含量的

1%。

利用土壤管理技术与生物修复技

术将钻屑转换成一种土壤改良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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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WBM以及合成基泥浆的另一种

回收与再利用方法[10]。该技术已应用

于多个地点，结合了多种工艺，如种

植、堆肥和蠕虫培养等[11]。

处理与清除方法还应该与其他废

物管理方法进行结合应用。此类处理

方法常常需要将废物高效安全地运送

至集中废物处理设施。CLEANCUT钻屑

处理系统可在钻屑运输与存储的过程

中，使其隔离于周围环境。通过气动

方式将钻屑从振动筛输送到ISO-PUMP
存储与运送压力罐。将钻屑从海上运

送到陆上进行处理成本很高，因此作

业者通常将钻屑注入至经评估具有适

当封闭和容量的地层，或注入至油气

田侧翼[12]。

油气行业在改进技术从而减轻钻

井废物对环境影响的同时，还不断提

升流体本身的环保质量，在流体其中

添加多种化学剂，每种化学剂在钻井

液混合物中都具有其特定的用途。近

年来，钻井以及其它作业中使用的许

多流体都已换成此类混合物，能够在

更好地进行作业的同时，降低环境影

响。

绿色化学

绿色化学的基本宗旨是鼓励设计

产品与工艺，用低危害化学品替代高

危害化学品，同时确保具备相同的功

能。在许多情况下，提升产品的环保

性能也可降低出现相关职业健康风险

的可能性。

绿色化学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对

环境有害并在使用时会排入环境的组

分。第二项重要的任务是要在生物降

解、生物积累、生物富集和毒性等方

面达到高水平环保标准。

生物降解能力是衡量生物体活

动对有机物质分解的程度。生物积累

是一个通用术语，是指生物体（如鱼

类）通过呼吸、进食以及皮肤接触等

方式，积累的有机化合物。生物富集

是指生物体仅从水中摄取各种物质。

毒性表示某种物质能够对某物种造成

不良影响的程度。

绿色化学已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了

多年，在某一学科中为满足特定环保

目标获得的新发现也被迅速应用于其

他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

国家环境保护局针对水基钻井液排放

增加了一项急性毒性规定限制。新制

定的较低限值促进了页岩抑制剂与润

滑剂的快速发展，进而取代了那些不

符合毒性规定的传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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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arPhase装置。在离开三相测试分离器后，含有残余油的水进入ClearPhase处理装置（上）。
水流经一系列RPA可再用石油吸收床，以聚结水中的小油滴。RPA吸收床采用了TORR脱油技术，该
技术的使用得到ProSep公司的许可。在吸收床内，油形成较大的油滴，并在流经容器时，在吸收床
的下游端被分离。这些较大的油滴更容易从水中分离出来，漂浮在下一个沉降室的顶部。水流经五
层RPA吸收床，每层都从中清除更多的油。该装置的水处理能力取决于最初水中的含油量以及流量
（表格，下）。表格中的数字代表出口处平均水中含油量（ppm，按体积计算）。

在北海地区，勘探与生产作业的

很大一部分都是围绕开发和使用对环

境无害的化学品而开展的。通过将环

境评估作为产品开发过程的第一步，

已实现了这一目标。除自主开发外，

斯伦贝谢还同所有主要化学品供应商

密切合作，开发更环保的化学品。作

为化学品的使用者而非生产者，斯伦

贝谢制定了具体目标，即使用的化学

品不仅要符合高环保标准，还要比被

替代的产品具有相同或更好的性能

（前一页图）。虽然人们普遍认为环

保改良型化学品无法达到与被替换产

品相同的效能，但EcoLibrium系列绿

色油田化学品成功地保持了高性能标

准。

处理清井液

在新井完钻后，部分钻屑与钻井

液会留在井筒、炮眼以及生产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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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通过临时开采来清除钻屑与钻井

液。可同时测量采出液体和气体的流

量以确定油井和油藏的产量与储量。

该过程中采出的废物包含大量海水、

油和气，必须对其进行处理，以尽量

减少环境影响。勘探井和评价井通常

没有固定设施来处理这些废物，因此

需要采用便携式处理系统。

目前，根据需要可在系统中综

合使用多项技术，用于清井与试井作

业。该系统的核心是CleanPhase测试

分离器。该分离器采用SmartWeir相
分离技术优化油层高度，能够在清井

作业中处理大量液相流体，在试井

作业中处理大量油相流体[13]。此外，

PhaseTester便携装置可在清井与试井过

程中准确、连续地评价水、油和气体

流量。在有可能将流体回注到同一地

层或是其它地层的情况下，无需进行

排放就可对油气井产量进行测试[14]。

可利用ClearPhase移动试井排放

装置对采出水进行进一步处理，使其

符合排放标准（左图）[15]。即使在流

量高达5000桶/日（794米3/日）的情况

下，该处理系统也能将水中含油量从

20000 ppm降至20 ppm以下（按体积计

算）。这符合甚至好于大多数油气生

产国的水排放要求标准。如果该装置

在预计流量下的处理能力无法达到当

地规定的处理标准，则可将废水输送

至第二套处理装置进行处理，从而使

其符合环保标准。ClearPhase装置内

部使用的聚结介质可重复使用，因此

水处理过程不会产生如滤液等的任何

副产品。

在清井和试井作业中，当没有生

产管线时，必须要在一段时间内将油

和气通过火炬烧掉。燃烧器的设计可

实现碳氢化合物的完全燃烧，阻止尘

埃和烟尘的产生，从而最小化燃烧过

程产生的环境影响。例如，EverGreen
排放物燃烧器是一个单头、12喷嘴的

燃油器，用于陆上和海上试井与清井

作业，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影

响。喷嘴阵列设计可优化气体的进入

量，到达火焰核心，进而实现完全燃

烧。与压缩空气补给的燃烧器相比，

该燃烧器吸入的周围空气可提供60倍
的氧气量，促进完全燃烧。燃烧器端

头装配有自动截流阀，防止在燃烧初

期与末期出现油泄漏现象。EverGreen
燃烧器可高效燃烧各类油，包括大多

数稠油与蜡质油。在含水量高达25%
的情况下，该燃烧器也能有效运作，

因此十分适用于清井作业。

高效生产

环绕套管外侧的水泥环是每口井

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水泥充填套管

周围的空间，不仅在井筒与邻近地层

之间，还在井下不同地层之间提供一

个屏障。水泥环可防止油气和咸水沿

着井筒流入其他地层，尤其是流入产

层之上数百或数千英尺处的淡水层。

虽然水泥固井作业一直以来都是标准

的行业实践，但服务公司仍在不断开

发新型水泥与固井技术，以改善层间

隔离效果。对储气井而言更是如此。



512011 年夏季刊

^ 改善Nizhnevartovsk地区某井中的举升效果。第三方品牌的电潜泵在分别运行92天、457天和61天
后进行了几次更换。在第三次故障后安装了REDA Maximus装置（红色圆点），产量明显提高。在
运行890天后，该装置被取出进行定期停机维护。检查发现只有轻微磨损，因此对该装置进行维护
后又在该油田的另一口井中使用。

13. Sims P：“新一代分离器”，《油田新技术》，22卷，
第 3 期（2010 年秋季刊）：50-54。

14. Hollaender F，Filas JG，Bennett CO 和 Gringarten 
AC ：“Use of Downhole Production/Reinjection 
for Zero-Emission Well Testing ：Challenges and 
Rewards”，SPE 77620，发表在 SPE 年度技术大
会暨展览会上，美国得克萨斯州 San Antonio，
2002 年 9 月 29 日 -10 月 2 日。

15. Arnold R，Burnett DB，Elphick J，Feeley TJ III，
Galbrun M，Hightower M，Jiang Z，Khan M，
Lavery M，Luffey F 和 Verbeek P ：“水管理－变

废为宝”，《油田新技术》，16 卷，第 2 期（2004
年夏季刊）：26-41。

16. Bary A，Crotogino F，Prevedel B，Berger H，Brown K，
Frantz J，Sawyer W，Henzell M，Mohmeyer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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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 N-K，Stiles K和Xiong H：“地下储存天然气”，

《油田新技术》，14 卷，第 2 期（2002 年夏季
刊）：2-17。

Brown K，Chandler KW，Hopper JM，Thronson 
L，Hawkins J，Manai T，Onderka V，Wallbrecht 
J 和 Zangl G ：“智能井技术在地下储气库中的

应用”，《油田新技术》，20 卷，第 1 期（2008
年春季刊）：4-17。

17. 有关 FUTUR 水泥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Bellabarba M，Bulte-Loyer H，Froelich B，Le Roy-
Delage S，van Kuijk R，Zeroug S，Guillot D，
Moroni N，Pastor S 和 Zanchi A ：“确保实现长

期层间封隔”，《油田新技术》，20 卷，第 1
期（2008 年春季刊）：18-31。

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天然气越来

越受到业界的青睐，部分原因是与其

它化石燃料相比，天然气燃烧产生的

二氧化碳更少。然而，由于天然气能

量密度较低，与石油相比其存储更加

困难。靠近天然气消费中心的地下衰

竭储层可满足天然气存储的大容量需

求[16]。气井承担注入与开采的双重任

务，因此与存储层一样，气井在高压

与低压状态间变换。此外，储气系统

的使用寿命可比气田的寿命长很多。

因此，气井周围的水泥必须能够承受

极端的压力与温度变化，并且必须

经久耐用。与常规水泥相比，FUTUR
活性固化水泥可提供更可靠的解决方

案 [17]。FUTUR混合物中有一种特殊成

分，该成分能够在与油气接触时，生

成一种自愈合密封剂，通过膨胀封闭

水泥中的裂隙或流动通道，确保水泥

环的完整性。

对许多地层而言，压裂都是经济

高效开采油气所必须的一项技术。美

国的非常规气远景区Marcellus页岩就

属于此类地层。井筒压裂过程要使用

大量的水，这些水有一大部分要在作

业结束后回流至地面。某作业公司每

周压裂5口Marcellus井，每次作业平均

用水15万桶（24000米3）。该公司每周

要从这些作业中回收约12.5万桶（2万
米3）水。作业公司承诺重复利用这些

水，以保护淡水资源，并减少往返井

场间载水卡车的交通运输量。

M-I SWACO为该作业公司提供了

AQUALIBRIUM水管理服务，以清除回

流液中的悬浮固体颗粒。在对几种设

备进行试验应用后，M-I SWACO专门

设计了一套系统，能够满足作业公司

的水处理技术要求。在该气田布署了

两套处理设备，气田开发过程中的水

处理量约180万桶（28.6万米3），因此

免去了从当地供水的需要。

油井投产后，作业公司都力争高

效作业，以提升经济效益，这在许多

情况下，还会带来一定的附加环境效

益。例如，由于地层压力下降或是含

水量增加，许多井都需要利用某种形

式的人工举升进行开采。改善电潜泵

（ESP）的作业效率同时延长其运行

寿命，不仅可以减少将液体采至地面

所需的能量，还可降低修井的频率，

这些都能帮助减少不利的环境影响。

以位于俄罗斯Nizhnevartovsk地
区的一口井为例，该井使用了第三方

的电潜泵进行开采，产量约为650米3/
日（4100桶/日），大大低于其潜在产

量。该井经历了频繁的电潜泵故障与

修井作业。利用配备有综合ProMotor
系统的REDA Maximus电潜泵替换了

上述电潜泵（下图）。ProMotor装置

在工厂装配，并充填了一种高电容率

油，为作业者节省了在井场安装ESP
所需的时间，并消除了井场人为干

预出现差错的可能性。此外，在工

厂装配Maximus马达、保护器和综合

ProMotor装置可增加系统的可靠性，

并简化ESP系统的安装过程。在西伯

利亚冬季极其寒冷的环境下，或在任

何可能对安装质量产生不良影响的环

境中，上述特点就成为明显的优势。

ProMotor装置采用高效REDA工厂填片

式压缩泵。该新型设计通过将泵级产

生的所有轴向推力传递至高承载保护

器轴承上，来延长泵的使用寿命，并

且与常规压缩设计不同，该设计在井

场的装配过程中无需固定电泵轴。

该井产量提高到1100米3/日（6900
桶/日），较之前的产量增加了70%。

在经过890天的稳定生产后，该装置

被取出进行选择性修井作业，发现马

达和电潜泵上只出现了细微的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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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层干热岩的地热开发系统。通过在井中注水（蓝色）对深储层进行压裂。
生产井（红色）钻入压裂地层。注入水在从注入井流入生产井的过程中吸收热
能。在地面对这一热能进行回收，并在处理后将水回注到地层中。

18. 功率因数是 AC 设备的有效功率与视功率的
比值，视功率是电路电流与电压的乘积。电
路中的电抗负载影响该系统中的无效功率水
平。

19. Barclay I，Pellenbarg J，Tettero F，Pfeiffer J，
Slater H，Staal T，Stiles D，Tilling G 和 Whitney 
C ：“善始也要善终：对弃井和平台退役通常

做法的审视”，《油田新技术》，13 卷，第 4
期（2001/2002 年冬季刊）：28-41。

20. Abbas R，Cunningham E，Munk T，Bjelland B，

该装置被重新组装并用新油维护，然

后安装在该油田的另一口井中。与之

前的泵相比，使用该电潜泵提高了产

量，延长了使用寿命，可节省更多的

能源，同时降低了环境风险。

通过开发泵速与油层产能相匹

配的变频器解决了人工举升井的效率

问题。SpeedStar 519 SWD低压变频

器（LVD）采用集成正弦波滤波器。

该系统可在较低的温度下帮助马达更

高效地运行，产生更少的振动，从而

延长井下系统的运行时间。与一般的

LVD相比，几乎为一的输入功率因数

也确保了更高的效率[18]。更高的效率

以及因而实现的更低成本作业可帮助

延长井的开采期限，从而可开采更多

的资源，避免了钻更多井所带来的成

本与环境影响。

在油田开采的末期要进行油田

废弃处理。全球各地的当地法规各不

相同，但基本原则都是要防止井筒泄

漏而污染地面或淡水层[19]。在井筒内

充填水泥可解决这一问题。例如，

FlexSTONE水泥就是一种长期层间隔离

解决方案[20]。该水泥能在油田应力变

化的情况下抵抗裂化作用。其在设计

上具备可膨胀的特性，杜绝了可能导

致隔离失效的体积收缩影响。

还要将井场恢复至其自然状态。

某些地区（如美国墨西哥湾）的海上

作业规定中，允许将作业平台推倒，

用作海洋生物的人工礁栖息地。其他

地区（如北海）则要求在油田开采期

结束后拆除平台。

未来展望

目前各方正在不断努力开发可再

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燃

料等。然而，大规模开发可再生资源

以满足全球能源需求需要各种创新技

术，而这些技术的开发需要几十年的

时间。在此期间，化石燃料仍将作为

主要能源来源。化石燃料的使用会产

生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因此

需要继续开展二氧化碳捕集与储存工

作。

枯竭油气藏和深层盐水层非常适

合用于储存二氧化碳。勘探与生产行

业已掌握向上述地层注入二氧化碳的

技术，并具备相应的监测技术以确保

二氧化碳不会发生运移。

在开采地热这一巨大潜能的资源

时，需要采用油气作业中使用的类似

的技术。在世界许多地区，热水资源

已成为一种宝贵的能源[21]。深层干热

岩是另一种地热资源，目前正在进行

技术研究以攻克有关技术障碍。同样

需要利用油田技术方法来开发这种资

源（左上图）。需要钻深井，对岩石

进行压裂，然后注水并开采。随后收

集水中的热能，并对水进行处理后回

注到地层[22]。

对于新技术进步与发展而言，不

断研究并了解勘探与生产作业的潜在

环境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在淘汰使用

公认的危险物质以及减少对环境的整

体影响方面，业界已取得了许多重大

进展。勘探与生产工程师正在努力通

过使用基础技术实现环保目标，并将

继续寻求副产物回收与再利用方法。

勘探与生产行业只有在减少环境影响

方面坚持长期承诺，才会在能源开发

的道路上继续取得成功。           －M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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