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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井场支持

石油行业正在经历一场理念变革。现在，为现场作业提供支

持的专家再也不必非得亲临井场。为了及时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斯伦贝谢增加了作业支持中心的数量，使其覆盖全球各大战略区域，

并涵盖各个专业领域。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勘探开发行

业采纳了一种可以使现场数据从偏远

井场传输到其他区域进行评估和处理

的技术。但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这种传输方式

才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 [1]。互联网遍

及全球，并且采用标准化通信协议，因

此 IT 工程师可以轻松配置用于数据传

输的场所。尽管如此，当时昂贵的 IT
成本以及业界因循守旧的惰性却限制了

这种能力的发挥。当前，这种与成本相

关的障碍已经不复存在，钻井和作业观

念正经历着演变，变化正在悄然地发

生着。

经验丰富、能够解决当前的勘探

开发难题的专家数量有限，这是推动

上述变化的动力之一。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加速培训新人并培养他们与现有

专家开展知识交流的能力。不仅如此，

常规工作方式对专家而言是一种障碍：

派专家到井场不仅耗费时间，耗费资源，

而且还可能引起旅途和井场相关风险。

同时，在一个井场开展作业的专家也很

难兼顾其他井场的项目。

另外一个棘手问题与油气开采日

益增加的复杂性有关。例如，在一项作

业过程中可能需要岩石物理、地球物

理和油藏工程方面的专业技术，但要想

真正在每个井场都配备这些学科的专

家是不切实际的。以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所开发的技术为基础，远程支

持为所有井场配备必要人员提供了一

种切实可行的方法 [2]。

斯伦贝谢是远程支持业务的先驱，

并且继续致力于这项技术的研究和开

发。OSC 作业支持中心就是远程支持理

念的重要延伸。OSC 作业支持中心位于

全球各战略区域，配有多学科专家小组。

这些多学科专家小组具有与被支持区

域相应的作业经验。这些支持中心是全

球支持网络的核心，将人员和公司的知

识管理系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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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处的远程支持是指通过链接至其他位置的

远程通信链路提供的支持。远程支持广泛应

用于监测、修井或对井场作业进行直接控制。

3. 托管环境是指存放在安全位置的服务器，并

采用最佳 IT 实践（诸如冗余服务器、通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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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IT 小组提供全天候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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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17 卷，第 4 期（2005/2006 年冬季刊）：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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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地区开展作业的斯伦贝

谢专家也拥有丰富的专业领域知识和

工作经验，他们在解决某些特定井场

难题方面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一旦

OSC团队有需求，他们就可以通过同

一个全球支持网络提供专业技术支

持。

需要利用专用硬件将钻井设备与

支持网络相连接。井场数据被传输到

托管环境下的安全服务器中 [3]。这些

服务器对用户浏览数据具有严格的安

全控制和管理控制。不管数据是由卫

星传输，还是由诸如光纤之类的电缆

传输，数据传输对局部损失及不稳定

传输速度都很敏感。为了避免数据损

失及减少不稳定性，服务器中的软件

将自动验证和缓冲信息，查询丢失的

数据包并自动从井场服务器中重新发

送数据[4]。

在OSC中心，来自各井场的信息

被呈现在多个计算机显示屏中，从而

有助于一个专家同时为多个井场提供

支持。除了监测之外，当前还有一部

分作业可以自动开展或通过远程控制

进行。

OSC支持使作业质量优化成为可

能，即使在常常出现意外事件的高频

888888::::0000000000 9999::::00000000000000000000

777::000000000000
666666:::::0000000000000000

13:00 11444::00000 1111555:::000000 111166:00000000 171717771 :::::::0000000000000000000

10:00

11
00

10
11

10
10

1 1100101110101

11
00101110101

1100101110101



50 油田新技术

度钻井作业阶段也是如此（右图）[5]。

本文对一些可以利用远程支持提

高作业质量、降低井场风险及为现场

人员提供经济有效的替代方案的背景

进行了重点介绍。通过两个研究实例

对不同服务领域提供的支持进行了介

绍。在第一个实例中，作业人员依靠经

验和合作解决一项高难度钻井作业所

面临的难题。第二个实例着重介绍了

加拿大、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专家与英国

设得兰群岛附近开展海上作业的专家

之间所开展的一项多方实时合作。

专家提供更多服务

专家是公司重要的资产，其专业

知识来源于多年的工作经验及整个职

业生涯中所经历的严格培训。当前，

由于需要由高级专业人员组成的多学

科团队对高难度的勘探开发项目进行

设计和实施，因此专业人员需求很

一月

FE人数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月  份

每
月
的
服
务
质
量
事
件

FE
人
数
和

OS
C服

务
请
求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0

1

2

3

4

5

OSC服务请求 服务质量事件

^ 关键绩效指标。2006年，墨西哥OSC中心通过从陆上向墨西哥湾地区的工程师提供经验支持而
减少了服务质量问题（黑色）。现场工程师（FE）数量（蓝色）增加了40%。OSC服务请求的数量

（红色）表明全年度的钻井活动不断增加。

^ 作用类似的控制中心。NASA任务控制中心（右）的多学科团队可以监测从国际空间
站传回的多项实时数据。视频会议可以增进交流，有助于地面的多学科团队了解空间站

的情况。斯伦贝谢的OSC中心（左）和客户OSC中心（上）与NASA任务控制中心的许多

设计原则都是相同的（照片（右）由NASA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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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尽管在尽力招募或对员工进行培

训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目前向现场

提供专家服务仍面临一定的困难。

远程支持为业界提供了一种解决

方案：专家可以不必亲临那些位于偏

远区域的井场就可以同时开展多项作

业。当前应用已经十分普遍的协同技

术能使多个区域的专家相互交流，以

团队形式开展合作，并与各相关方保

持联系。集中所有相关方的意见可以

增进交流，加强了解，这在制定决策

以及整个项目开展过程中非常重要。

每个支持井场都配有训练有素的

斯伦贝谢工程师及OSC专家。其工作

方式与NASA的任务控制中心类似。在

NASA控制中心，大批具有专业技能的

专家为太空宇航员的工作提供支持，

而将整个专家组都送往太空是不切实

际的（前一页，下图）。

优化工作环境

对支持钻井作业的油田专家和

作业人员而言，一种有效、合乎作业

目的的工作环境至关重要。此类设施

设计过程中必须考虑从中心位置获得

支持的作业工作的类型及其他诸如团

队规模、团队内学科组成及作业频率

和持续时间之类的因素。为了确保最

大限度地发挥效率，斯伦贝谢对其内

部设施及那些为客户建造的设施组建

了一个内部协作环境设计（CED）团

队。

CED团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了解

OSC中心将开展的作业及所需技术。

了解清楚之后才能将设计程序从理念

付诸实施（左上图）。人体工程学不

仅考虑坐落位置和屏幕位置这些要

素，而且还应考虑每个团队成员从事

OSC作业的过程及他们是如何与其他

团队成员相互交流。OSC中心中的每

一项作业（包括井场监测、报告打印

及客户会议等）都需要经过评估。

一般OSC工作流围绕着所需的合

作水平开展工作。工作站可能按岛屿

形式安排，为了优化各小组之间的交

流，这些工作站通常是按学科分组。

同时还考虑到电视和电话会议方面的

要求，并将其结合到相应的会议室和

工作站中。如果需要开展诸如深入的

储层建模合作之类的任务，那么就需

要在设计中考虑专业的三维可视化软

件。

在专为交流设计的环境中，要

特别关注对噪声和各种干扰的控制。

在一个较大的开放区域，可以通过在

经常合作的同事之间维持视觉联系的

同时保持一个私人工作空间做到这一

点，也可以利用隔墙板、顶板和地毯

削弱背景噪声影响，防止噪声在开放

区域中传播（右上图）。

由于在一天之内许多情况都会

发生变化，因此，CED团队对工作空

间的设计进行了优化以方便24小时内

的支持作业。优化涉及换班、重复任

分析和定义

CED设计流程
反
馈

理念设计

详细设计

实施

^ 设计流程。CED团队的工作流程涉及深入分
析、创造性和人体工程学专业知识。这种流程

能够研究各种替代方案，并逐步改进，以便获

得最佳设计结果。通过这个流程，OSC团队可

确保所有考虑因素都能够得到分析。

^ 阿伯丁OSC中心的工作站配置。将工作站分组布置既有助于团队内部成员的紧密合作，又便于和
邻近团队沟通。这种布局可以加快OSC中心的支持作业和工作流程的进度。

5. Karr GK，Landgren KM和Fleury SG：“End to 
End Drilling Collaboration Intrastructure”，SPE 
107574，发表在SPE数字能源大会暨展览会

上，休斯敦，2007年4月11-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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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间休息、纸质文件处理、电话

呼叫及坐在计算机屏幕前关注工作等

（上图）。在详细分析工作任务和照

明需求之后，CED团队会提出若干光

源建议：环境光照，向上照明（将天

花板作为漫射体）、向下照明及工作

面照明等。

为了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顺畅

交流，在选择技术时需要综合考虑性

能、兼容性、稳定性及易操作性等指

标，对应用的软件和硬件实施标准化

处理，这些都非常重要。

采用统一标准可以减少因不兼容

或培训等问题而导致的交流中断。不

管OSC中心是供斯伦贝谢还是供客户

使用，在OSC中心的设计期间都必须

考虑标准化问题（下图）。

斯伦贝谢OSC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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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丁OSC中心工作站的人体工程学设计。作业人员可以在该工作站中方便地同时监测多项钻井作业。为了避免疲劳，设计人员对身体姿势和设
备触及距离实施了优化。同时，该工作站还为诸如笔记本和电话之类的辅助设备及文书工作保留了空间（根据Pheasant S的资料修改：Bodyspace：
Anthropometry, Ergonomics and the Design of the Work，第二版，伦敦：Taylor & Francis有限公司，1996年）。

^ 全球OSC中心。大多数中心都位于地区中心位置，以便向这些地区提供支持，但部分中心（如Rosharon OSC中心）为多个国家开展的作业活动提供
支持。全球基础设施不仅使每个被支持地区都可以获得多学科专业知识，而且还可以为一些具体的难题提供专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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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最好的仪器和工具

监测井场事件及提供远程支持、

修井和控制作业过程中都需要数据支

持。在大多数井场，用于解释井底环

境的数据源自各种渠道，包括服务公

司和钻井承包商等独立公司。必须综

合考察分析这些数据才能了解事件的

准确情况。例如，在防砂完井作业

中，输入数据可能包含诸如组合位

置和大钩负荷之类的钻机信息以及泵

压、流速的实时信息，甚至还可能包

含流体物性等信息（下图）。

提倡提供井场数据的公司遵守井

场信息传输标准（WITS），以便提

高不同软件之间的数据共享能力。应

用WITSML规范可以进一步缓解数据

共享问题，该规范采用了XML编码，

是WITS的一个延伸[6]。为了尽量减少

数据损失和网络链接中断问题，斯伦

贝谢开发了一种安装在井场的自动网

络设备。因为这种设备外部结构像一

个黑匣子，而且可以自动执行任务，

所以被称为黑匣子。该设备适用于

WITS与WTTSML格式及专用的数据格

式。黑匣子可以输出安全、压缩后的

WTTSML数据流。

一旦数据被压缩成安全的数据流

后，就可以通过卫星网络或电缆网络

远程下载这些数据。卫星网络和电缆

网络的数据带宽不同[7]。

数据带宽表示其在一定时间内

所能传输的最大信息量，可以将其与

道路通行能力作一个简单的类比。例

如，一条道路的限速与网络数据速度

相似，只是网络数据的速度单位不是

诸如钻压和组合位
置之类的钻机数据

InterACT井场数据采集

通过卫星、地面或
光纤网络进行通信

随钻测井和随钻测量数据

高速处理模块

钻机数据布线箱

OSC中心，客户支持中心或特定支持区域

^ 钻井作业数据从钻机传送到桌面的实例。钻机传感器采集的信息由工作间内的一个网络箱传输。随钻测井和随钻测量数据由一个能够解码泥浆脉冲
数据的高速处理模块处理。井场InterACT硬件以不同格式接收钻机传感器和运行数据并实时将其转化成WITSML格式。随后通过钻机的通信网络将数据

流传送到OSC中心、客户办公室或漫游用户手中。

6. WITSML规范由Energistics全球集团管理。更多

信息请参见：Energistics，http://www.witsml.
org/witsml/Default .asp?（2009年3月3日浏

览）。

7. Groner J，Gutman L，Halper M，Maness F，
Robertson L，Sullivan J，Williams DG，Harvey 
T，Robertson C和McPherson I：“全球信息网

络”，《油田新技术》，14卷，第2期（2002
年夏季刊）：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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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单位时间内的距离，而是每一单

位时间内的数据传输量，一般为比特/
秒，现代网络速度一般可达千兆比特/
秒。道路中的车辆数量相当于被传输

的数据体，如果数据总量超过网络传

输能力，那么就将出现交通阻塞。正

如可以利用提高限速或增加车道解决

交通阻塞问题一样，提高网络速度以

及增加网络线路同样可以减少网络阻

塞。

与大型或远程钻机的通信大多数

是依靠VSAT卫星实现的。VSAT通信

速度曾经只有64 Kbps，但如今却已经

超过了512 Kbps[8]。尽管这样的速度足

以实时传输大多数井场数据，但却无

法满足许多新型井眼成像仪需要的数

据传输速度，也无法传输有线钻杆产

生的海量数据。有线钻杆的井场带宽

要求达到10 Mbps[9]。光纤网络具有出

色的数据传输能力，可以轻易达到10 
Mbps的速度，并能够经济有效地支持

数倍于10 Mbps的速度。老井场及大多

数陆上钻机要么通过地面网络联系，

要么通过光纤网络联系。现在，混合

通信技术的应用日益增多，从而在24
小时的工作时间内实现性能与成本的

平衡。

不管采用哪一种通信方法，都可

以通过分布在全球各地的服务器中心

接收数据。这些服务器的网络能力足

以支持其各自区域的所有数据流。欲

进入斯伦贝谢InterACT连接、合作和

信息系统等，用户必须登录服务器，

根据数据所属公司的规定获得授权。

InterACT系统利用各种安全技术控制

数据访问，包括128位安全套接字层

（SSL）加密、二进制数据压缩以及

防止恶意攻击（如跨站点脚本攻击）

的专用安全工具[10]。

周密规划优化钻井实例

在挪威北海海域的几个油田中，

储层生产导致地层压力下降，白垩岩

层出现压实现象[11]。当压实作用引起

的差异运动导致套管剪切时，就可能

对这些油田中的井筒造成破坏。某作

业公司已经找到了一种可以延长生产

井寿命的方法，就是在套管剪切之前

使周围地层产生更多的侧向移动，可

以通过增加现有井筒直径达到这一

点。再入已钻井眼时，扩大井筒的能

力有时受上部套管尺寸的制约。因

此，需要利用一种可以穿过狭窄的上

部套管并往下进一步扩大井筒的技

术。

尽管可以利用井下扩眼技术增大

井筒直径，但在钻井过程中应用该技

术却易于加大振动和冲击[12]。而且，

该技术一般涉及两步：先钻出一个狭

窄剖面，然后进行井下扩眼。尽管随

钻井下扩眼可以节省大量钻机时间，

但却会引起其他钻井问题[13]。

作业人员曾试图对该区域实施

钻井和井下扩眼联合作业，但并未成

功。所报告的大多数问题都与白垩层

钻井作业所固有的状况有关，如由卡

滑引起的高度振动[14]。在不得不多次

将钻机起出井眼之后，钻井承包商决

定分别实施钻井和井下扩眼作业。

在试图对下一口井实施钻井和井

下扩眼联合作业时，斯伦贝谢将一个

专家组集中到了阿伯丁OSC中心内。

此外，来自LYNG钻井公司（斯伦贝

谢的子公司）和史密斯服务公司的专

家也与斯伦贝谢专家组开展了紧密合

作。该研究实例记录了他们的研究工

作。

专家团队的钻井优化工程师和钻

头工程师先对包括客户提供的邻井资

料在内的所有现有相关信息实施了全

面分析。斯伦贝谢知识管理系统中的

具体信息为作业人员提供了大量有价

值的其他类似钻井环境下的井下扩眼

作业信息[15]。

根据研究结果，斯伦贝谢确认冲

击和振动是两个最重要的井底问题。

优化钻头和井下扩眼器之间的平衡和

相互作用将会缓减这种冲击和振动。

根据 LYNG钻井专家和史密斯服务公司

井下扩眼器专家的意见，对底部钻具

组合（BHA）进行了重新设计。

OSC团队知道即使在优化了BHA
的条件下冲击和振动仍将是个难题，

因此，位于阿伯丁作业中心的钻井专

家对整个钻井项目实施了监测。钻井

作业过程中并未出现重大问题。但即

使出现问题，专家的支持也可以确保

不会损失宝贵的时间。

在对所有现有数据实施详细的分

析之后，在多区域专家的合作及整个

钻井作业过程中持续的支持下，这口

新井仅用了两次起下就同时完成了钻

井和井下扩眼作业。

远程试井实例

设得兰群岛位于苏格兰北部大约

100英里（160公里）处。在该区域作

业的一家加拿大公司与AGR石油服务

公司签订了合同，授权其钻进和管理

该群岛东北部（该油气区的恶劣气候

条件严重制约了开采作业）的一口评

价井。

该项目本身就面临一些技术难

题：试井设计必须遵守北海的规定，

而且根据邻井资料分析，设计还必须

考虑较大的储层压力和流量变化范

围 [16]。同时，邻井数据也使AGR公司

对射孔作业后洗井程序的效率有些担

心。此外，设计油管柱和地面测试系

统时必须考虑使井口流压保持在泡点

之上。

此外，还应考虑通信方面的因

素。作业公司、AGR公司和测试服务

公司在加拿大、伦敦和阿伯丁都有办

公室，因此，必须确保每个区域都可

以获得数据，这要求实现多个多路通

信技术，使数据传输和通信都能以最

快速度进行。

斯伦贝谢利用ArchiTest软件通过

多项地面测试设计开展了多相流动水

动力模拟[17]。模拟参数包括通过试井

装置的最大期望流速和压力损失。模

拟结果符合AGR公司的技术规范。斯

伦贝谢拟定了一个包括中途测试的两

层测试系统。中途测试所用设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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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IRIS智能遥控作业系统的复式阀工

具、补偿石英压力计、油管传输射孔

和海底及地面设备（下图）[18]。

诸如即时通信和电话视频会议之

类的实时通信工具只能部分解决AGR
公司在多个国家同时利用试井数据这

一难题。斯伦贝谢分析软件可以在开

展其他工作的同时使数据直接外输，

这样在刚开井时就可以进行动态评估

和模拟工作，从而减少了钻机时间，

增加了动态评估时间。

为了能够快速应对测试程序的变

化，AGR公司要求进行不间断监测，

并可随时获得专家支持。阿伯丁OSC
中心为了满足AGR公司的这一需求进

行了专门配制，包括为该项目指派专

业人员和专家，并建立全天二十四小

时的轮班制度。为了安全传输数据并

对数据访问进行不同程度的控制，专

家组采用InterACT通信系统，使远离

井场的各相关方也能监测工作进展。

在完井之后开始射孔之前，阿伯

丁OSC中心的数据采集专家对DART海
上数据采集和报告系统的软件设置、

传感器系数和数据传输设置远程启动

了质量控制检测流程。这套系统安装在

井场，用于采集井底和地面测试数据并

井口

软管

隔离阀

左舷火炬臂

天然气管汇

EverGreen
燃烧器

液体

流入储罐

流出油罐

左舷

右舷

左
舷

右
舷

气

气

油

气

油燃烧器

右舷火炬臂

EverGreen
燃烧器

气

油燃烧器

水

压力安全阀

压力安全阀

压力安全阀

压力安全阀

节流管汇

低流量天然
气计量滑架

蒸汽
换热器

缓冲罐

输油泵

油管汇

船上放喷管线

分离器

^ 地面测试设备。试井是一项复杂、很有挑战性的作业。试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进行，因此需要选择合适尺寸的设
备，并妥善考虑设备在不同温度和压力条件下的安全性、排放能力和流动系统。对于海上作业而言，常见的地面试井

系统包含500多个合格组件，这些组件通过一个临时完井管柱与储层相连。完井管柱可以使油气流往地面后与井口对接

（左上）。分离器（右上）的作用是将多相流动转换成油、水和气，以便单独测量。EverGreen燃烧器（左下）用于处理

多余流体。

8. 某些情况下，VSAT技术的支持速度可以高达

4兆比特/秒。

9. VSAT不仅能传输仪器和钻机数据用于远程支

持和分析，也能发送电子邮件、互联网及电

话数据。

10. SSL最初是由网景公司开发的。其最新草

本于1996年发布：SSL.3.0规范，http://www.
freesoft.org/CIE/Topics/ssl-draft/3-SPEC.HTM
（2009年3月3日浏览）。

 跨站点脚本攻击是一个黑客术语，代表模仿

一个可信赖网站的恶意网站。该网站通常将

可信赖网站下载到其所属的一个框架内，对

那些输入个人信息而并未察觉到安全隐患的

用户实施监听。

11. 有关白垩岩层更多的信息，请参见：Doornhof 
D，Kristiansen TG，Nagel NB，Pattillo PD和Sayers 
C：“压实和沉降作用”，《油田新技术》，

18卷，第3期（2006年秋季刊）：32-50。

12. 井下扩眼器可以有打开和关闭这两种状态。

井下扩眼器关闭时直径较小，一般小于钻头

直径，但打开时的直径可以大于钻头直径。

因此，可以在套管下钻进一个较大直径的井

眼。这一点是常规钻井作业所无法实现的。

井下扩眼器一般用于增加储层接触面及平整

粗糙的井筒表面。

13. D e w e y  C H和M i l l e r  G C：“D r i l l i n g  a n d 
Underreaming Simultaneously：A Cost-Effective 
Option”，SPE 36462，发布在SPE技术年会暨

展览会上，丹佛，1996年10月6-9日。

14. 卡滑通常与钻头设计及较大的井筒摩擦力有

关。应对方法一般包括降低钻压、提高钻

速、洗井及增强泥浆润滑性等。

15. Drnec ML，Balci B和Etkind J：“New Shared 
Organization-Learned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 
Provides a Knowledge Hub for Integrated Reservoir 

Optimization”，SPE 77226，发表在IADC/SPE亚
太地区钻井技术大会上，雅加达，2002年9月
8-11日。

16. 有 关 北 海 规 章 的 更 多 信 息 ， 请 参

见：英国油气环境法规， h t t p : / / w w w .
ukooaenvironmentallegislation.co.uk/Contents/
Tables/Welltest_table.htm（2009年2月22日浏

览）。

17. 有关试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Ruscev M：

“The High-Tech World of Testing”，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59卷，第9期（2007年9
月）：34-36。

18. 有关测试设备的更多信息，请参见：Bersas 
K，Stenhaug M，Doornbosch F，Langseth B，
Fimreite H和Parrott B：“定向射孔新技术”，

《油田新技术》，16卷，第1期（2004年春季

刊）：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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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数据传送到InterACT服务器。

随着各种数据的获得，相关方开

始从阿伯丁、伦敦和加拿大同时监测

试井作业。尽管射孔作业是在工作时

间以外进行的，但试井专家和相关方

仍然通过安全的InterACT连接从家中

监测到整个作业过程。同时，阿伯丁

的OSC作业专家也监测了试井过程并

与现场人员保持联系，确保作业的顺

利进行。

射孔作业完成之后，考虑到初始

流动阶段的卸载进度及按照北海规章

要求，作业公司在监测过程中关闭了

油井。作业公司根据试井程序要求继

续采集初始压力恢复数据。直到第二

天，当加拿大和英国的关键人员继续

实施远程监测时，才再次开井。

在主要流动阶段，AGR公司的技

术人员参加了在阿伯丁举行的一次会

议，与OSC技术人员一起对油井动态

进行了讨论。在利用分离器获得多个

台阶状产量变化后，斯伦贝谢的油藏

工程师利用实时生产数据实施了正演

模拟。技术人员利用不稳定流动分析

技术对表皮因子和渗透率做出了较为

准确的预测。

根据实际的分离器流速测量数

据、不同油嘴尺寸下的井口压力数据

以及完井管柱图，工程师计算了井底

流压（BHFP），随后利用垂直流动特

征关系外推，计算出不同油管尺寸下

的井底流压。作业人员通过绘制实际

流速测量图和计算的BHFP数据对地层

参数进行交叉检验，从而生成一个理

论向井流动动态关系（IPR）图。IPR
曲线与油管柱流速分析数据共同被用

于验证储层流动动态（左上图）。

在考察主要压力恢复期的油井实

际动态之后，AGR公司考虑将试井程

序延续至达到作业目标为止，但这一

措施将会增加项目成本[19]。随后，根

据预期的储层参数和流动阶段的解释

结果，斯伦贝谢建议对压力恢复进行

正演模拟。

模拟结果令人鼓舞，从而使AGR专
家对测试作业的成功完成充满信心。

最终不仅使作业公司节省了6个小时的

钻机时间，而且还按计划圆满完成试井

作业，实现全部目标。数据被传输至模

型和解释软件，而且整个过程中可以随

时获得专家支持，这两个因素为作业

公司节省时间做出了贡献。

新业务投入应用

2007年底，斯伦贝谢为其得克萨

斯州Rosharon的防砂业务（SMS）建

立了一个OSC中心。在该中心启用之

前，要想使所有SMS作业区域都配有

现场专家难度极大。此外，SMS市场

不断扩大，出现许多新业务区域，增

大了对专业技术的需求。显然，需要

利用实时技术充分利用公司共享全球

信息和专业知识这一传统。

为新业务区域提供专业知识非

常重要。Rosharon OSC中心的专家现

产量，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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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向井流动动态
多种油嘴尺寸的实际
流量数据

第四级－
交互式指导和

培训：通过电话
或视频会议与现场沟

通，为现场作业提供培
训和指导。

第三级－实时监测和干预：与各井场保持
实时联系并对泵送数据和钻机数据进行监测。

支持团队介入现场作业，并与井场负责人合作，
确保作业的顺利进行或找出事故根源，迅速找到解决

方案。

第二级－现场支持：为每一项作业提供人员和设备方面的后勤管
理，并对作业准备情况实施深入细致的分析。

第一级－作业分析：为详细审查作业规划和程序而组织会议。与会人员包括所有
作业人员、防砂工程师和相关的全球专家团队。专家团队包括固井、防砂、增产、连

续油管和设备以及作业安全等方面的专家。

^ 向井流动动态关系。可以利用NODAL产量分析方法评估具体系统内的多个离散点。分析人员通常
可以通过结合向井流动和垂直举升流动动态，利用试井数据准确预测油井的生产动态。

^ 四级SMS工作流。防砂服务（SMS）中的四个级别分别侧重作业分析、现场支持、实时监测和干
预及交互式指导和培训。这些工作流有助于开发新的防砂应用作业、减少服务质量事件数量及降低

其严重性以及为优化动态提供帮助。在每个阶段，全球各地的专家都与井场作业工程师互动，为其

提供指导并共享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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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可以提供这种支持。为了使他们

的介入正规化，OSC团队建立了一个

四级工作流程，包括作业前规划、为

现场需求提供资源、在监测及干预过

程中提供专家指导以及总结经验教训

（前一页，左下图）。这个四级工作

流程是一套积极主动的支持方案：在

作业开始前便确定技术难点；在专家

的指导下，现场人员可以更快地发现

意外事件，并及时解决问题或减轻其

影响。

将新技术引进到现场时，开发该

技术的专家主动参与到该技术的应用

中，为作业人员更快地了解仪器性能

及为设计优化提供帮助。有鉴于此，

来自斯伦贝谢工程、制造和维护部门

的相关专家在新仪器试验过程中利用

Rosharon OSC系统采集可能加快仪器

商品化时间的信息。

自Rosharon设施投入使用以来，

受其支持的现场区域数量和作业数量

迅速增加，其中涉及该系统的所有四

个级别（右图）。

未来的发展

远程支持为油田项目提供了更多

的专业技术。近30年来，远程技术已

经发展到任何现场都可以从全球任何

地区获得支持的水平。

目前，许多公司都已经在其电子

邮件和电话工作流中纳入了即时通信

服务。这是另外一种可以加强井场项

目相关部门之间交流的方法，是缩短

项目周期、实现预期目标的一种可靠

方法。

尽管视频会议可能会因为用户

和企业软件的统一而很快得到更多应

用，但截止目前，这种通信媒介并未

被广泛采纳。公司视频会议系统的成

本极高，且极为复杂[20]。

然而，那些专门为用户而开发

的网络摄像头则既便宜又容易操作。

网络摄像头可以用于记录个人资料，

现有技术可以使其开展一对一会议

及六方会议。通过应用诸如O f f i c e 

Communicator 和Lotus Sametime之类的

软件，这一简单方法正在成为企业工

作流程的一部分。目前，网络摄像头

已经集成在许多笔记本电脑甚至上网

本中，因此全球各地的现场工程师可

以利用他们所熟悉的即时通信工具分

享经验和观点。

同时，视频发布技术也正在快速

发展 [21]。互联网上的社交场所如广受

欢迎的YouTube 和Flickr网站允许用户上

传他们的视频和照片，并利用网站专

用的合作技术共享这些视频和照片。

在安全的企业环境中，这种能力可能

造就一种革命性的工具，从而快速传

播最佳实践并为动态评价提供帮助。

例如，在未来的油田环境下，

工程师可以登录知识管理系统，查找

与裸眼井砾石充填相关的信息。查找

结果包括技术报告、公告牌、博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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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haron OSC作业。自2007年8月启用以来，Rosharon OSC中心引进入四级工作流，为全球各地的
防砂作业提供支持。截止2008年年底，专家团队共提供了57次同行审查会议（蓝色），49次现场支

持（绿色），8次监测作业，45次干预（总计53次，紫色），以及11次指导和培训课程（棕色），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提高现场团队的经验水平。

19. Aghar H，Carie M，Elshahawi H，Gomez JR，
Saeedi J，Young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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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一般情况下，包括所有硬件和人工成本在

内，一个10人使用的企业视频会议系统的成

本高达10万美元。

21. “视频发布”这一术语代表允许上传和储存

视频并在小组内部共同分享视频的一种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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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如何与现场专家联系的信息。同

时，工程师也可以接收一些包括培训

记录和专家访问之类的视频信息。

如果说在过去十年业界重点关

注数据管理方面的问题和机遇，那么

未来十年业界将会重点关注知识管理

（上图）。勘探开发行业的数据来源

多种多样。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是如

何充分利用这些数据。智能自动系统

可能是一种可使现场用户充分利用合

作系统内数据的有力方法。假设一口

井正在进行钻井作业，一位OSC钻井

工程师为其提供支持。在油井可能遭

遇井漏风险的情况下，软件可以快速

发现风险并为钻井工程师和井场的其

他工程师提供知识管理系统中的相关

信息。同时，系统还可以发现具有相

关经验的技术人员。利用诸如多路即

时通信之类的合作工具，钻井工程师

可在OSC中心、现场工程师、推荐的

专家及必要的其他决策人员之间召开

网络会议。

毫无疑问，最令人振奋的变化

还未来到。除了数据、知识和合作之

外，斯伦贝谢剑桥研究中心的科学家

正在研究一种自动化技术，这种技术

能够利用一系列传感器数据（尤其是

来自钻头处传感器的数据）对钻井作

业实施井底控制。该技术未来的一个

方向可能是一些预编目标程序、具有

自适应控制的井底钻具组合，能够根

据预加载模型或实时模型对传感器数

据做出快速反应。与飞机的自动导航

系统相同，自动化响应系统能够处理

大多数的钻井情况，仅在难度较大的

情况下需要干预。初期试验应用结果

表明自动化系统可以提高钻井速度。

并非只有石油行业界面临专家稀

缺、需要提供全球服务支持的挑战。

飞机引擎供应商劳斯莱斯公司也面临

这一挑战。该公司开发了一个能够广

泛应用远程监测和干预的业务模型。

该公司的作业人员从英国Derby的一个

作业室中可监测全球各地3500多架喷

气式发动机，无论飞机在天上飞行还

是停在地面上[22]。专业工程师根据传

感器读数了解发动机状况，并根据现

有及预计使用情况预测发动机的稳定

性。公司在最佳时间主动地对发动机

进行维护，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发动

机的运行时间。为了能够继续向已经

饱和的市场提供发动机组件，劳斯莱

斯公司改变了其业务模式，除远程服

务之外，以其他任何形式提供该业务

都是不切实际的。

同样，汽车行业也彻底改变了

车辆维护方式。设置在整个车辆系统

中的智能传感器可以检测到潜在问

题，并在需要维修时向驾驶人员发出

警报。在车间，汽车技师利用专业计

算机设备连接至车载计算机，下载传

感器数据并随后读取软件所诊断的问

题及问题产生的根源。在确定问题之

后，系统自动出现一个软件建议的部

件清单，以便用户订购。

井底仪器的自我诊断能力十分有

限，可能需要完全拆卸后才能找出问

题的根源。尽管仪器上安装了许多传

感器，但所有传感器都是为提供油田

相关数据而服务，并没有一个传感器

直接报告仪器状况[23]。可以在地面管

理配有报告仪器状况的计算机和传感

器组件的仪器。仪器在井底时进行问

题诊断和干预有助于延长井下仪器的

运作时间，避免起钻作业。

例如，钻井工具可能报告其正处

于过热状态，甚至还可能提供一个诸

如卡滑之类的诊断。根据这些信息，

司钻或自动钻井系统可以通过降低钻

压或旋转速度进行干预。这些新功能

将有助于作业支持中心对各地的所有

在用仪器和工具进行监测，并扩展其

服务范围。                                     －M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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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伦贝谢知识管理系统。知识管理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当前所采用的
仪器可以对信息进行分类，并在斯伦贝谢所有员工之间实现信息共享。技术

是促进合作的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其中视频是一种共享视可视化信息的新方

式。同时，网络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为知识管理系统增加了新功能。

22. “Britain’s Lonely High-Flier”，The Economist 
O n l i n e （2 0 0 9年1月8日），h t t p : / / w w w.
economist.com/displayStory.cfm?story_id=12887368
（2009年6月25日浏览）。

23. 可以根据现有的震动和扭矩传感器读数判断

仪器状况或是否出现故障，但经常无法获得

确定结果。这种情况与根据已驾驶的里程和

大致油耗推测油罐中的剩余燃料相似。而更

有用的传感器则类似于汽车上所用的传感

器，这种传感器在部件出现故障时及时向用

户发出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