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 油田新技术

北极油气资源潜力：挑战与解决方案

数十年来，石油行业一直在北极进行油气勘探开发，但是并

未完全掌握这一地区的石油储量。北极的环境非常脆弱，气候极

其恶劣，可以作业的季节很短。因此，要想在这样一个偏远地区

成功作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恰当选择现有技术以及开发出

更高效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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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很久以前，人们就开始关

注北极地区，不仅是出于对未知世界

的好奇，北极的动物皮毛、羽毛等也

深深得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这些财富

使得人们不远万里来到冰天雪地的北

极。此外，欧洲探险家们也盯上了遥

远的亚洲大陆巨大的财富，但是南海

航线路途漫长，充满艰险，这就迫使

他们努力寻找另一条道路，于是他们

将自己的视线转向了北方。

早在 16 世纪，在一张神奇的地理

图（下一页图）的指引下，探险家就

开始沿着北美北海岸寻找一条通向太

平洋的西北通道，沿着欧亚大陆北海

岸寻找一条北海航线。19 世纪末，探

险进入北部区域的最高纬度：北极。

这些意义深远的探险和发现进一步催

生了一批科研机构和企业。石油时代

即将到来，勘探家们将他们的目光也

转向了更加遥远的北极，去探寻宝贵

的油气资源。

在北极进行油气勘探、开发与生

产，与那些近北极地区以及其他严寒

气候地区所面临的困难相同。本文回

顾了北极的首次油气发现，介绍了最

近对其油气储量的评估，还探讨了目

前的解决方案以及应对这些挑战而开

发的一些新技术。

首次发现

在勘探与生产行业中，人们对

北极有着各种定义。它的地理定义

是指：地处北极圈以北、纬度大于

66°33′44″ N 的地区。其广义上还包括

类似北极地理环境的区域，例如极寒

气候地区，以及那些有永冻层、浮冰

和冰山的地区。这些广义定义包含了

广大的区域，如俄罗斯的西西伯利亚

和库页岛、加拿大北部地区以及美国

的阿拉斯加，这些地区均有着悠久的

油气勘探与生产历史。

在北极海岸平原，阿拉斯加本土

的因纽特人早已发现过油苗。在 1867
年以前，阿拉斯加领土归俄罗斯拥有，

第一批报道在阿拉斯加半岛发现油显

示的西方人就是俄罗斯移民 [1]。19 世

纪末 20 世纪初，阿拉斯加首次成功进

行了勘探与生产作业，但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才发现首批具有商业价值的

大型油气田。然而，所有这些成功的

尝试都是在阿拉斯加南部进行的，十

年后才在阿拉斯加第一次发现了北极

具有商业价值的油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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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rch 12, 1968, ARCO and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Jersey drilled a well that tapped 
North America’s largest oil field and the 18th- 
largest in the world—the Prudhoe Bay field on 
Alaska’s North Slope.2 British Petroleum drilled a 
confirmation well in 1969.3 An early estimate for 
the field was 1.5 billion m3 [9.6 billion bbl] of 

recoverable oil. By today's estimates, from the 
4.0 billion m3 [25 billion bbl] of original oil in 
place (OOIP), 2.1 billion m3 [13 billion bbl] of oil 
can be recovered with existing technologies. The 
field also contains an estimated 1.3 trillion m3 
[46 Tcf] of natural gas in place in an overlying gas 

cap and in solution with the oil, of which about 
736 billion m3 [26 Tcf] are classified as recoverable.

Moving Prudhoe Bay oil to market required 
the operators to solve a variety of problems, from 
climatic and technological to environmental and 
legal. Completion of the Trans Alaska Pipeline 
from Prudhoe Bay to Valdez, Alaska, constructed 

> Septentrionalium Terrarum Descriptio—“Description of the Septentrional (Northern) Lands.” Created in 1595 by Gerardus Mercator, this map presents a 
realistic depiction of Northern Europe, along with imaginary coasts of Asia and America and fantastic mysterious lands at and around the North P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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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tentrionalium Terrarum Descriptio－“Description of the Septentrional（Northern）Lands”。Gerardus Mercator于1595年绘制了这张地图，该地图真实描绘了
北欧，以及想象中的亚洲、美洲海岸和神奇的北极地区。

1968 年 3 月 12 日，美国新泽西州

阿科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钻了一口井，

就是这口井在阿拉斯加北坡地区发现

了北美最大、世界排名第 18 的油田－

普拉德霍湾油田 [2]。随后在 1969 年，

英国石油公司又钻了一口证实井 [3]。之

前估计普拉德霍湾油田的可采油储量

为 15 亿米 3（96 亿桶）。目前的评估是

40 亿米 3（250 亿桶）的原始地质储量

（OOIP），以现有的技术，可采储量为

21 亿米 3（130 亿桶）。此外，在上覆

气顶及原油中大概还有 1.3 万亿米 3（46

万亿英尺 3）的天然气，其中大约 7360
亿米 3（26 万亿英尺 3）为可采储量。

要想将普拉德霍湾的石油输送到

市场，需要作业者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从气候、技术问题到环境和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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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贯阿拉斯加管道。该管道系统由阿拉斯加北海岸延伸至南海岸，长度800英里（1300公里），管
道直径4英尺（1.2米），由阿拉斯加管道服务公司管理，该公司隶属于BP管道（阿拉斯加）公司、康
菲运输阿拉斯加公司、埃克森美孚管道公司、Koch阿拉斯加管道公司和优尼科管道公司。（图片版
权归BP石油公司所有）。

^ 北极星（Polarstern）号科考船在东格陵兰岛近海科学考察航程中。（图片版权归Alfred Wegener极
地与海洋研究所的Hannes Grobe所有）。

纵贯阿拉斯加管道在 1974 到 1977
年进行建设，管道从普拉德霍湾油田

通向阿拉斯加瓦尔迪兹，从此拉开了

普拉德霍湾油田石油开采的序幕（上

图）。

在阿拉斯加东部的加拿大北极区，

本土居民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发现了油

苗，甚至还利用石油沥青封堵船上的

裂缝 [4]。1789 年，西方人首次报道了

在马更些河岸发现了油苗渗出。20 世

纪 20 年代，又相继发现了一些近北

极的油田，但是加拿大第一个真正的

北极油气田是 1969 年 Panarctic 石油

公司在加拿大北极群岛中的梅尔维尔

岛上发现的 Drake Point 气田。根据

目前的估计，该气田拥有天然气储量

1530 亿米 3（5.4 万亿英尺 3）。1974 年，

Panarctic 石油公司在加拿大北极区

的卡梅隆岛上又发现了第一个油田－

Bent Horn 油田。尽管该油田规模相对

较小，但它是加拿大北极区唯一投入

商业生产的油田。1997 年，Bent Horn
油田被废弃，但从 1985 到 1996 年，从

Bent Horn 油田共开采出 45.316 万米 3

（285 万桶）的原油 [5]。今天，在加拿

大北极区，天然气被认为是最有前途

的油气资源，专家预计在马更些三角

洲－波弗特海盆地以及北极群岛的一

些盆地地区拥有最丰富的天然气储量。

格陵兰岛位于加拿大东部，是丹

麦的一个自治地区，目前还未对其进

行大规模勘探（左下图）。格陵兰岛

大部分区域处在北极圈以北，岛屿约

80% 被格陵兰冰盖覆盖，这些冰盖厚

度一般大于 2000 米（6600 英尺），很

大程度上增加了勘探的复杂性。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油价的飙升，在

西格陵兰岛近海才进行了第一次大规

模地震勘探，这些地区大部分处在北

极圈内 [6]。然而直到 1978 年也没获得

任何发现。1976 至 1977 年，共钻了五

口探井，但都是干井。自从 1992 年在

格陵兰水域第一次发现油苗后，对格

陵兰岛的勘探又开始继续。1993 年所

钻的 Marraat-1 井，显示地层大量含

油。此后，又进行地震勘探和航空地

球物理勘探，分别在陆地和海上又钻

了几口井，发现一些含油气潜能的构造，

并且观测到了陆上油苗和海上浮油 [7]。

然而至今，在格陵兰岛没有发现任何

具有商业价值的油气田 [8]。

与格陵兰岛毗邻的冰岛可能也拥

有一定的石油储量 [9]。1981 年，冰岛

和挪威同意划分冰岛和 Jan Mayen 岛

之间的大陆架，并同意联手绘制 Jan 
Mayen 山脉海底资源图 [10]。1985 年进

行的一次地震勘探和后来进行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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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测确定了冰岛大陆架的两块区域可

能拥有商业价值的油气储量。在冰岛

东部和东北部的 Dreki 地区，巨厚的

大陆地壳可能存在侏罗纪和白垩纪烃

源岩，在地质上与挪威和格陵兰岛油

气盆地十分相似。冰岛北部大陆架上

的 Gammur 盆地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沉

积盆地，大概只有 900 万年，曾报道

在该盆地发现天然气溢出 [11]。2009 年，

冰岛针对 Dreki 地区勘探开发进行了

第一轮招标，第二轮招标将于 2011 年

开始。然而，目前的勘探结果表明，

发现油气储量的可能性很小。

挪威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和

出口国之一，其所有石油储量都位于

挪威大陆架上，主要分布在三个海域：

北海、挪威海和巴伦支海，但只有巴

伦支海域属于北极地区。20 世纪 70 年

代早期开始在该地区进行地震勘探，

挪威议会同意在北纬 62 度以北地区进

行钻井，随后在 1980 年进行了勘探钻

井。1984 年，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发现

了 Askeladd、Albatross 和 Snøhvit 气田，

统称 Snøhvit 开发区 [12]。Snøhvit 开发

区是目前世界上最北端的海上气田，

据估计，其天然气可采储量为 1940 亿

米 3（6.8 万亿英尺 3），凝析油可采储

量为 1800 万米 3（1.13 亿桶），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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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提到的北极油气田（红色圆点）以及其他位置。

液可采储量为 510 万吨（5300 万桶）[13]。

在巴伦支海域的其他地区，勘探还

在继续。挪威与俄罗斯都认为这一地

区的油气生产潜力很大（上图）。Kara
海、巴伦支海及其东南部 Pechora 海，

是目前俄罗斯北极地区勘探最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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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1983 年，在巴伦支海发现

了俄罗斯北极地区第一个海上油气田

－ Murmanskoe 气田 [14]。据估计，其

天然气可采储量为 1220 亿米 3（4.3 万

亿 英 尺 3）[15]。1986 年， 在 Severo-
Gulyaevskoe 凝析气田，发现了俄罗斯

北极地区第一个海上油田，据估计，

^ Yamburg凝析气田的一台钻机。该油田于1969年发现，1986年开始生产。（图片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
股份公司提供）。

其石油可采储量为 1140 万吨（8400 万

桶）[16]。至今，在 Kara 海、巴伦支海

和 Pechora 海已经发现了 15 个油气田，

其中包括三个超大油气田（Shtokma、
Rusanovskoe 和 Leningradskoe），不过

至今都尚未开采。

在 Pechora 海域 Prirazlomnoe 油田

预计在 2011 年开始生产，据估计，该油

田可采储量为 5860 万吨（4.3 亿桶）[17]。

东部的 Laptev 海域、东西伯利亚海域

和 Chukchi 海域虽然勘探程度不高，

但是前景不错。

俄罗斯几乎所有已开发油气田都

在陆上，许多重要油田，包括大型油

田，都在北极圈以北。例如 Yamburg
凝析气田是世界上第三大气田，估计

储量为 4 万亿米 3（141 万亿英尺 3）（左

图）[18]。二战期间的 1943 年，在俄罗

斯急需石油的情况下，勘探家们首次

在这一偏远地区进行了普查。随后勘

探活动暂停，直到 1959 年才得以继续。

1962 年，在西西伯利亚北部靠近 Taz 
Estuary 的地区，发现了俄罗斯北极地

区的第一个油气田－ Tazovskoe 气田。

据估计，其天然气储量大约有 2000 亿

米 3（7.06 万 亿 英 尺 3）[19]。1965 年，

又发现了 Zapolyarnoe 凝析气田，这是

俄罗斯北极地区的第一个油田，也是

世界上第六大气田，天然气可采储量

为 2.7 万亿米 3（95 万亿英尺 3）[20]。然而，

在这样一个环境恶劣的地区，从发现

到投产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尽管 45
年前就发现了这一凝析气田，但直到

2001 年才开始投入生产。

北极石油储量估计

自从在北极地区获得这些早期发

现以来，勘探家们一直想知道北极油

气资源的具体规模，以及这些资源在

不同盆地和国家的分布情况。对北极

石油储量的估计取决于所采用的参数

和方法，并且会随着新数据的获得和

其他评价方法的应用而变化。2000 年，

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通过对七个

研究最为深入的油气盆地进行评估，

得出以下结论：占地球表面积 6% 的

北极地区拥有全球 25% 的未发现油气

资源。此后，随着数据的更新和对北

极油气资源的不断认识，对其储量的

评估也在不断更新。

2008 年 5 月，美国地质调查局通

过使用一套地质分析和类比模拟概率

17. Offshore-technology.com ：“Prirazlomnoe Oilfield
－ Barents Sea，Russia”，http://www.offshore-
technology.com/projects/Prirazlomnoe/（2010 年 9
月 3 日浏览）。

18. Sandrea R ：“Equation Aids Early Estimation of Gas 
Field Production Potential”，Oil & Gas Journal，
107 卷，第 6 期（2009 年 2 月 9 日）：34-36。

19. Tutushkin A ：“Yamal-Nenets Autonomous District 
Opens for Foreigners”，Kommersant  173（891）
（1995 年 9 月 20 日 ），（ 俄 文 ），http://www. 

Kommersant.ru/doc.aspx?DocsID=117850（2010 年
9 月 7 日浏览）。

20. Sandrea，参考文献 18。

21. Bird KJ，Charpentier RR，Gautier DL，Houseknecht 
DW，Klett TR，Pitman JK，Moore TE，Schenk 
CJ，Tennyson ME 和 Wandrey CJ ：“Circum-Actic 
Resource Appraisal ：Estimates of Undiscovered Oil 
and Gas North of the Arctic Circle”，美国地质调
查局数据资料，2008-3049（2008 年），http://
pubs.usgs.gov/fs/2008/3049/（2010 年 2 月 4 日
浏览）。

22. Gautier DL ：“Results of the US Geological Survey 
Circum-Actic Resource Appraisal（Cara）” ，发表
在 3P 北极：极地石油潜力大会暨展览会上，
莫斯科，2009 年 9 月 30 日 -10 月 2 日。

23. Charpentier RR ：“Uncertainty in USGS Estimates of 
Undiscovered Arctic Petroleum Resources”， 发 表

在 3P 北极：极地石油潜力大会暨展览会上，
莫斯科，2009 年 9 月 30 日 -10 月 2 日。 

24 .  Konto rov ich  AE，Epov  MI，Bu rsh te in  LM，
Kaminskii VD，Kurchikov AR，Malyshev NA，
Pr ischepa OM，Safronov  AF，Stupakova AV
和 Suprunenko OI ：“Geology and Hydrocarbon 
Resource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in Russian Arctic 
Seas and the Prospects of Their Development” ，
Russian Geology and Geophysics，51 卷，第 1 期
（2010 年 1 月）：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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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极地石油潜力大会暨展览会上，莫斯科，
2009 年 9 月 30 日 -10 月 2 日。 

25. 据估计，北冰洋原始地下储量超过 900 亿吨
（6600 亿桶）油当量的可能性为 90%。

26. 北极冬季的平均气温是 -34ºC（-30ºF），夏季
平均气温是 3 － 12 ºC（37 － 54ºF）。

27. 泰加林是一种以针叶林为主的生态系统。北
部泰加林气候更寒冷、风更大，因此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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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完成了一项新的评估－“环北极

油气资源评价（CARA）”[21]。据估计，

北极未发现的常规油气储量的总和大

概为 143 亿米 3（900 亿桶）石油，47.3
万亿米 3（1669 万亿英尺 3）天然气和

70 亿米 3（440 亿桶）天然气液－总计

为 655 亿米 3（4120 亿桶）油当量（右

图）。这些储量大概占据全球未发现

天然气储量的 30%，占未发现石油储

量的 13%。因此，美国地质调查局在

2000 年对评估进行了修正：预计未发

现的天然气储量将更大，但未发现的

石油储量却只有先前估计的一半。

当然，对于像北极这样一个勘探

程度很低的地区来说，任何一项评估

都不是最终的，CARA 评估结果也招

来进一步解释及批评。一方面，有些

人认为，尽管北极未发现的石油储量

对相关国家的利益相当重要，但是这

些储量可能还不足以改变目前世界石

油生产的区域格局 。此外，一项针对

CARA 评估风险的后续评价表明在北

极地区基本不可能有大的油气田 [23]。

而另外一项针对俄罗斯北极地区

石油和天然气潜能的评估表明北极各

盆地共同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超

级盆地之一 [24]。科学家利用原始石油

/ 天然气地质储量与沉积盆地充填特性

之间的随机回归关系，并考虑了这些

盆地的地质年代，对北冰洋大陆架上

欧亚沉积盆地的油气资源进行了概率

估计。这项评估表明，在 21 世纪的后

半叶，北极石油超级盆地有可能提供

与波斯湾或西西伯利亚盆地群相当的

能源 [25]。

无论这些估计的具体结果如何，

有一点非常明确，即北极的石油储量

足以吸引业界开展勘探活动，从而对

油田服务产生需求。后面几节介绍了

各公司如何克服在发现和开发北极油

气藏时所面临的挑战。

后勤与环境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在北极工作

的主要挑战就是天气太寒冷。确实，

北极地区全年的大部分时间气温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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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A 2008评估结果概要。上图标出了最有可能找到未发现（YTF）常规油气藏的区域（上）。柱高
代表未发现的油气储量，以十亿桶油当量为单位（红色代表气，绿色代表油）。每个柱底部的位置大
概就是盆地的位置。下面的图表给出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北极地区未发现的资源量、类型和位
置。数据表明，这些资源的大部分是天然气，并且位于俄罗斯。

低。要在低温环境下开展作业，公司

必须拨出额外预算，用于包括保暖工装、

防冻燃料和汽油到专门设计的设备和

车辆等。

不过，北极也并非总是那么寒冷，

温度随地域和季节的不同而大幅度变

化。除了北极的中心盆地和格陵兰岛

内，在北极所有其它地区，夏季的平

均气温高于 0ºC [26]。在比较温暖的地区，

当气温对人员和设备都比较合适的时

候，地面没有积雪和结冰，地下部分

解冻。但在温暖的季节，北部地区的

泰加林、森林 - 冻原及冻原会变成几

乎无法通行的沼泽地 [27]。

由于这一特殊地貌再加上人烟稀

少，要修建永久性道路或者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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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根本无法修建。很多陆上勘探活

动只能在冬季进行，原因之一就是道

路的问题。在冬季，当温度降到低于

至少 -20 ºC（-4 ºF）时，地面被冻得足

够坚硬，可以支撑重型卡车和设备。

此外，经常需要将临近河流湖泊

中的水浇在地面上，建造冰路。只要

条件许可，一般都是在靠近铺路材料

（水）的地方沿冰冻水路铺设冰路。

对于冰路的厚度和强度以及驾驶

及安全都有特殊要求（上图）[28]。此外，

为了穿过冰冻河流和池塘，还要修建

冰桥，在冰冻的海上修建海冰道路。

^ 橡胶履带震源车。宽履带和橡胶轮面结合使用，在脆弱的北极冰面上产生的压力较低，损害较小。

^ 薄冰的危险。一辆运载柴油燃料的Super-B-Train卡车在马更些河冰面上行驶时，在接近加拿大西北
地区的Fort Providence时压碎冰面。这辆卡车的重量超过60000公斤（132300磅），是马更些河冰最大
承压负荷4000公斤（8800磅）的15倍之多。（图片由加拿大西北地区Yellowknife的Jeffrey Philipp和CBC 
News提供，参考文献28）。

斯伦贝谢在加拿大西北地区使

用所有这些类型的冰路，连接其在

Inuvik 的基地和马更些三角洲 - 波弗特

海盆地的作业现场。大多数最南部的

道路沿着马更些河铺建，北部的许多

河流和湖泊则架冰桥通过。在 Inuvik
到 Tuktoyaktuk 的路上，最北部的支路

是一条沿着波弗特海 Kugmallit 湾沿岸

的海冰道路。

需要认真考虑道路和运输问题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北极的环境极其脆

弱 [29]。北极的土壤，尤其是冻原，特

别容易受到破坏。地震勘探作业的影响，

如钻机、震源车和记录车等遗留下来

的痕迹，可能会存在数十年 [30]。为了

能够全年持续进行地震勘探，西方奇

科在阿拉斯加北坡引入了第一批具有

橡胶履带、低地面压力的卡车（左下图）。

这些卡车具有宽橡胶履带和一套新的

驱动系统。常规履带车在转弯时会固

定一边的履带，同时使另一边的履带

移动。这样，固定不动的履带会沿地

面拖动，经常会破坏地面。而具备新

驱动系统的卡车在转弯时两边的履带

都移动，只是一边的速度大于另一边，

从而减少了对地面的破坏。

西方奇科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来减

小对环境的影响。例如将油滴盘或者

吸附材料置于停止卡车的下部，防止

烃类物质滴落和溢出从而污染积雪。

之后，这些吸附材料与其他废弃物在

一个由计算机控制的高温焚烧炉内现

场处置。另一个注重细节的例子是使

用木桩而不是塑料和金属标志来指示

炮点和检波点位置。如果不注意将木

桩丢在了野外，木桩的生物降解速度

远快于其他材料。这些以及其他措施

大大降低了对敏感的北极环境的破坏。

勘探挑战

除了基础设施和后勤工作面临巨

大挑战外，使用常规技术在北极进行

勘探可能非常困难。地面凹凸不平和

近地表的非均质性会影响地震测量结

果。在北极，这些问题将更加严重。

由于冰川的冲蚀和沉积，导致地貌特

征极其复杂，其中包括冰碛、湖泊、

山脊，并且岩性变化非常快。解冻区

可能导致体波低速失真，而冰盖可能

导致地震波产生弯曲，形成大振幅、

短波长的弯曲波。而在存在永冻层和

季节性冰冻层的地面上，冻层和融化

层之间常有突然过渡的变化 [31]。这些

过渡变化往往导致岩层的弹性特性在

水平和垂直方向发生巨大且迅速的变

化，需要对地震波旅行时差进行校正，

即所谓的静校正 [32]。

使用仪器处理相干噪声的一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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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单检采集，这种方法是西方奇科

在 2002 年随 Q-Land 单检陆上地震系

统一起引入的 [33]。2008 年推出的新一

代 UniQ 一体化单检陆上地震系统专

门用于复杂地质情况和强噪声环境。

UniQ 地震系统符合北极和其他环境敏

感地区的环境要求。

西方奇科在俄罗斯北极地区实施

了一次单点试验，以说明如何识别和

去除近地表复杂性的影响 [34]。试验地

区在一平原处，位于冻原和泰加林之

间边界处。这一地区主要为冰碛，并

有许多河流、小溪与冰川湖。除了冰

川地貌特征，探区要考虑的主要地球

物理影响因素还包括温度，温度影响

地下水和地表水的状态及属性。

冰冻后水的弹性特性会发生剧烈

变化，因此，未固结沉积层中的地震

速度可能会从1500米 /秒（5000英尺 /秒）

增加到大约 4000 米 / 秒（13000 英尺 /
秒）。因此，近地表特性可能会随着季

节的变化而变化（右上图）。连续永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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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地表永冻层剖面。同时代永冻层（蓝色）在地层中的比例超过80%时称为连续永冻层，介于30%
到80%之间时称为不连续永冻层，少于30%时称为零星永冻层。层间不冻层是处于永冻层之中但常年
不结冻的地层。在连续永冻区，层间不冻层经常形成于湖泊和河流之下，这里的深水冬季不结冰，因
此下面的地层也不会结冻。残余永冻层（紫色）是当地表温度低于目前温度时形成的一层残余冻层。

^ 部分结冻湖泊（蓝色，左上）和含有不连续永冻层的冰碛层（紫色，右上）连接处地震波发生横向
变化和波形转换（下）的例子。冻层（地面）与融化层（湖泊）之间的过渡带存在很强的浅层反射
层，需要进行静校正（插图，下）。在具有冻层的地面放炮产生的首波（黑色箭头，上）在浅层（绿
色）的表面上会发生折射。在浅层中传播时（红色箭头），面波在地下以瑞利波形式传播，在湖泊冰
（白色）中以伪拉姆波的形式传播。

区中的厚永冻层具有高地震速度的特

点。然而在较大的湖泊和河流中，深

水区被冰盖隔离，可能常年都保持液态，

所以会形成低速异常。在间断分散的

永冻区和具有较厚季节性冻层的区域，

冻层和非冻层之间的过渡带使地震波

的传播更加复杂。

探区位于永冻区的南缘，应该没

有连续的永冻层。不过，可能会有残

余永冻层。残余永冻层在横向上的非

均质性很强，代表目前或过去的地面

排水系统。通过在近偏移距进行加密

采样，对冻层和非冻层之间的界面成像，

获得了有效的探测结果：残余永冻层

很有可能带来钻井问题，因为它们会

封住下面的天然气藏。并且残余永冻

层对地震数据也有很大影响，包括长

波长旅行时失真，并常常产生很强的

多次波。

测试结果为单点地震数据，能够

探测并描述地震数据属性的极端横向

变化。高分辨率折射波反映出永冻层

顶部在 100 米（328 英尺）的深度，传

播速度超过3000米 /秒（9843英尺 /秒）。

折射波在硬地中以瑞利波的形式传播，

在冰中以弯曲拉姆波的形式传播（下

图）。

永冻区地震数据处理面临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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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于近地表复杂性和陆上地震技术解决方案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Bagaini C，Bunting T，
El-Eman A，Laake A 和 Strobbia C ：“高质量陆

上地震勘探技术”，《油田新技术》，22 卷，
第 2 期（2010 年夏季刊）：28-39。

33. Ait-Messaoud M，Boulegroun M-Z，Gribi A，Kasmi R，
Touami M，Anderson B，Van Baaren P，El-Emam A，
Rached G，Laake A，Pickering S，Moldoveanu N
和 Özbek A ：“陆上地震技术新进展”，《油田

新技术》，17 卷，第 3 期（2005 年秋季刊）：
42-53。

34. Strobbia C，Glushchenko A，Laake A，Vermeer 
PL，Papworth S 和 Ji Y ：“Arctic Near Surface 
Challenges ：The Point Receiver Solution to Coherent 
Noise and Statics”，First Break，27卷，第 2期（2009
年 2 月）：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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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是在剖面的浅层部分长波长旅行

时会发生畸变。应用了大量技术来消

除这一影响，其中很多技术都要使用

井数据。

一种不需要井数据或者地质假设

的方法应用基于网格的层析方法建立

浅层的深度 - 速度模型 [35]。该方法经

过测试，适合处理在俄罗斯西西伯利

亚地区采集的地震数据。

永冻层导致的地震波畸变分两步

进行校正：第一，地学家针对含有永

冻层的浅层建立了高分辨率模型；第

二，地学家在永冻层下识别出一个浅层，

并将最终的深度 - 速度模型与现有的

井数据联系起来，并在所选择的层位

之上，使用常速度场或是梯度速度场

计算替换的静校正量。地质剖面浅层

部分的最终高分辨率深度 - 速度模型

与井数据匹配得很好（左上图）。这一

速度模型可用于全深度偏移或者在计

算长波长静校正时作为一个标准。在

西西伯利亚案例中，从永冻层校正后

模型中产生的地震剖面得到了地质意

义上的实际层位，而未校正的模型得

出来的图像却存在假象（右上图）。

由于在北极进行勘探费用极其高

昂，并且作业时间也很短，因此斯伦

贝谢公司专注于应用综合技术，对勘

探目标进行优选。例如，PetroMod 含

油气系统模拟软件能够模拟整个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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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成像点层析成像多次迭代后的最终速度模型
及三维地震数据体。浅层剖面中间部分为低速区
（红色）。

^ 永冻层引起静校正误差的地震剖面（上）和对应的时间切片（下 ）。永冻层导致假象，引起未校
正的剖面上（左上）反射层看起来是弯曲的。永冻层校正后（右上），这些层位变平。2440毫秒处的
时间切片显示校正前（左下）的凹凸现象以及校正后（右下）轻微倾斜层。2440毫秒（上）处的黄线
表示时间切片在地震剖面上的投影。

历史时期烃类物质的生成、成熟和聚

集，从而帮助评估盆地的潜能 [36]。其

输出结果是三维地质模型，可从区域

级完全扩展至远景区级。通过这类模拟，

可以在现场作业前提高评估勘探风险

的能力，从而将时间和精力集中在那

些具有巨大勘探潜能的地区，忽略那

些成功几率较小的地区。

斯伦贝谢和 USGS 共同承担了一

项研究，将区域级盆地与含油气系统

模型（BPSM）与远景区级模拟进行综

合。这项研究旨在帮助地学家分析阿

拉斯加北坡地区和 Chukchi 海域含油

气系统，这一区域既包括勘探程度非

常低的地区，也包括了拥有大量已知

储量的区域。研究区面积为 27.5 万公

里 2（10.6 万英里 2），包括 400 多口井

的数据资料。

模拟结果表明，油气充注过程很

快－从地质年代表上来看如同瞬间完

成。如果没有在油气运移之前或者在

开始运移时形成圈闭，那么油气很有

可能会散失掉。

从 Shublik 烃源岩上部两个不同区

域的事件图可以看出，圈闭形成和烃

源岩成熟的相对时间是影响勘探风险

的主要因素（下一页图）。在普拉德霍湾，

圈闭在油气生成、运移和聚集前几

百万年就已形成，从而形成大规模油

气聚集。另一方面，阿拉斯加 Br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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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斯加北部两个地区的事件图表。普拉德霍湾（上）的事件年代表表明Shublik烃源岩产生的油气
积累时机有利。如果圈闭形成于关键时刻（黑色）之前，那么时机就是有利的，关键时刻是指50%以
上的油气形成、运移和聚集的时间。油气在中白垩纪运移的时，已经形成了很多圈闭，从而捕获运移
流体。在南部Brooks Range山麓（下），事件发生的时机不利。然而，尽管圈闭可能形成得太晚而未能
捕获白垩纪时期形成的油气，但能够捕获二次运移的油气或者从其他地方被驱替过来的油气（红色阴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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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 山麓一口井的事件图表明，地

层圈闭存在重大的时间风险，地层圈

闭的形成时间大概与 Shublik 地层中油

气生成、运移的时间相同。另外，构

造圈闭也存在高风险，因为构造圈闭

只能被那些来自更老的构造圈闭中或

者从其他区域驱替出来的二次运移石

油所充填。

北极钻井作业

北极地区无论陆上还是海上的钻

井作业都相当复杂。其中最主要的挑

战就是永冻层，因为积聚的天然气水

合物可能会聚集在永冻层内或永冻层

之下，这会给钻井作业带来极大的风

险 [37]。当钻遇天然气水合物地层或是

这种地层之下存在游离气时，极易发

生危险的气涌事故 [38]。

天然气水合物地层大多数钻井事

故都与天然气水合物的分解有关。受

到影响的天然气水合物会变为体积扩

大 160 倍的游离气。一般情况下，当

钻井作业或温暖的钻井液改变地层沉

积物或钻屑中天然气水合物的压力或

温度体系时，就会发生上述情况。当

天然气水合物的温度平衡被打破，常

规井控方法如增加钻井液密度等几乎

无效，这是因为此时产生天然气的动

力是热失衡，而非压力失衡。最糟糕

的情况是，天然气水合物的分解速度

如此之快，以至于会替换井筒钻井液，

导致静水压头降低，使大量游离气进

入井筒。在马更些三角洲和北阿拉斯

加地区遇到的钻井问题就是部分由于

这一原因导致的 [39]。

由于天然气水合物可能会给钻井

作业带来风险，因此业界在大多数地

区通常的做法是尽快钻穿天然气水合

物地层，以稳定地层和下表层套管。

而在北极，低温钻井液能够有效保持

天然气水合物的稳定性。因此，当发

生问题时，一般的策略是降低机械钻速，

将含有天然气水合物的钻屑循环出井

筒。最近的措施是在钻井液中添加化

学药剂，以稳定地层和钻屑中的天然

和天然气在高压低温条件下结合而形成。

关于天然气水合物更多的信息，请参见：
Birchwood R，Dai J，Shelander D，Boswell R，
Collett T，Cook A，Dallimore S，Fujii K，Imasato 
Y，Fukuhara M，Kusaka K，Murray D 和 Saeki T：
“开发天然气水合物”，《油田新技术》，22 卷，
第 1 期（2010 年春季刊）：18-33。

38. Yakushev VS 和 Collett TS ：“Gas Hydrates in Arctic 
Regions ：Risk to Drilling and Production”，第二届
国际海洋和极地工程会议文集，1 卷，美国
科罗拉多州 Golden ：国际海洋和极地工程师
协会（1992 年 6 月）：669-673。

39. 加 拿 大 能 源 矿 产 资 源 部：“Report of 

Investigation of Events Culminating in a Blowout of 
Gas at Gulf et al Immiugak N-05”，加拿大安大略
省渥太华：加拿大能源矿产资源部，1989 年。

Schofield TR，Judzis A 和 Yousif M ：“Stabilization 
of In-Situ Hydrates Enhances Drilling Performance 
and Rig Safety”，SPE 38568，发表在 SPE 技术
年会暨展览会上，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
奥，1997 年 10 月 5-8 日。

40. Ohara T，Dallimore SR 和 Fercho E ：“JAPEX/
JNOC/GSCMALLIK 2L-38 Gas Hydrate Research 
Well，Mackenzie Delta，N.W.T. ：Overview of 
Field Operations”，SPE 59795，发表在 SPE/CERI
天然气技术研讨会上，卡尔加里，2000 年 4
月 3-5 日。

气水合物 [40]。

可利用随钻下套管（CWD）技术

来改善在北极环境中的钻井作业。这

项技术是将套管当作钻柱，在套管底

部连接钻头进行钻进，直到钻达目深

度，然后进行固井 [41]。对于复杂层段，

CWD 技术可使作业者一趟钻完成钻进

和下套管作业，对钻井液的排量要求

相对较低，从而避免引起井眼扩大。

35. Zarkhidze A，Yanchak D，Grechishnikova T和May R：
“Correcting Long-Wavelength Traveltime Distortion 

in the Presence of Inhomogeneous Permafrost Using 
Grid-Based Tomography”，文章 H010，发表在第
68 届欧洲地学家与工程师协会大会暨展览会
上，奥地利维也纳，2006 年 6 月 12-15 日。

36. Al-Hajeri MM，Al Saeed M，Derks J，Fuchs T，
Hantschel T，Kauerauf A，Neumaier M，Schenk 
O，Swientek O，Tessen N，Welte D，Wygrala B，
Kornpihl D 和 Peters K ：“盆地和含油气系统模

拟”，《油田新技术》，21 卷，第 2 期（2009
年夏季刊）：14-29。

37. 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像冰一样的物质，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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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海上生产的人工岛。这一沉箱式人工岛（CRI）位于波弗特海上。（图片版权归埃克森美孚公
司所有）。

由于排量较低，因此可以使用更小、

更轻便的钻机设备，降低了搬运钻机

时对冰层最小厚度的要求，从而延长

冬季作业时间 [42]。

在北极海上钻井遇到的井下复杂

问题和陆上钻井遇到的井下问题是一

样的，但是在水面上遇到的挑战更严

峻。因为在北极水面无冰的季节很短，

环境十分恶劣。强海流、猛烈的暴风雪、

多年的积冰、浮冰，而且在某些地区

还有冰山，所有这些都会增加在无冰

水面进行钻井作业的风险 [43]。为了应

对这些挑战，海上的钻井和生产设备，

例如钻井船、钻井平台以及水下设备，

必须极其坚固。在浅水区，在由砾石

或冰建造的人工岛上进行钻井作业，

是目前最为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

砾石岛是在夏季挖掘砾石并进行

填充建造的。在北极地区，可以在冬

季用卡车将砾石运送到现场，在冰盖

上挖一个大洞，将砾石倒入。用冰建

造的岛不如砾石岛稳定，前者相对较薄，

只能承受较轻的负荷，而且需要确保

周围的冰不发生横向运动。

除了用各种材料建造人工岛外，

各种沉箱或挡水结构也被用作钻井设

施。例如，埃克森美孚公司在北极作

业中使用了砾石岛、冰岛、沉箱固定

岛（CRI）、混凝土岛钻井系统（CIDS）
以及 Molikpaq 和单个钢制钻井沉箱

（SSDC）系统（上图）[44]。与常规砾

石岛相比，CRI 结构需要的砾石少、

价格低、建设速度快。CIDS 是一种可

以重复利用的以砾石为基础的结构，

可进一步降低建造成本。配备大量仪

器的 Molikpaq 钻井和生产平台是一个

钢沉箱，内部填充颗粒材料 [45]。SSDC
将冰加固的改装超级油轮安装在一个

移动的钢结构平台上，可常年进行钻

井作业。

水位越深，建造人工岛的土方工

程量就越大，费用就越高，建造难度

也就越大。在这一地区进行钻井作业

的一个替代方案就是钻大位移井。这

两种方法可以结合使用。最近 BP 公

司的 Liberty 项目便是一例，该项目预

计耗资 10 亿美元，将对储量高达 1 亿

桶（1600 万米 3）的油藏进行开采 [46]。

Liberty 油田位于阿拉斯加近海的

波弗特海障壁岛内，水深20英尺（6米）。

这一项目将利用 BP 运营的 Endicott 油
田的基础设施，该油田于 1987 年开始

投入生产。BP 计划应用最先进的大位

移井开采 Endicott 以东 6 英里（10 公里）

的 Liberty 油田。这些井将从 Endicott
的卫星钻井岛开钻，为此需要对该钻

井岛进行扩建（下一页图）。通过这些

大位移井开采原油，无需新建钻井岛

和铺设海底输油管线。预计 Liberty 油

田将日产原油约 4 万桶（6360 米 3）。

北极固井与增产作业

北极地区的固井作业面临极大的

挑战。水泥凝固过程中通常伴随水泥

成分发生水化反应而释放热量。其他

地区的固井作业可忽略这种放热性，

但在北极这一特性却很重要，因为释

放出的热量将导致永冻层融化。井筒

周围产生液态水，导致之前坚硬稳定

的地层变得疏松、不稳定。如果永冻

层含有天然气水合物，那么这些水合

物会分解，释放大量甲烷，导致危险

情况的发生。井筒周围的这些复杂状

况会影响井的完整性。由于永冻层的

厚度从不到 1 米（3 英尺）到 1500 米

（5000 英尺）不等，如果固井不当，则

很长一部分井眼可能被损坏 [47]。

针对这一问题，斯伦贝谢研发了

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ARCTICSET 水泥，

这种水泥是针对低温永冻层专门设计

的。水泥的组分经过精心设计，水泥

固化时水化反应的放热量达到最低。

ARCTICSET 水泥不会冻结，但在环境

温度低至 -9ºC（16ºF）时能够固化并形

成足够的强度。这种水泥具有如下特

点：自由水分离度低、渗透率低、耐

温性好，并且泵送时间和凝胶强度可

以控制。水泥中还添加了防冻剂，确

保在水泥发生水化反应之前混合水不

会冻结。ARCTICSET 配方适用于各种

条件，包括需要使用低密度水泥的井

和需要在水泥中添加堵漏材料的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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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P公司Endicott 海上油田（上）。图中近处的主生产岛与卫星钻井岛和海岸通过砾石堤道相连，并且
沿堤道向岸上铺设了一条输油管道。将对卫星钻井岛进行扩建以开发Liberty油田。下图为BP海上油田
Northstar岛上生产所用加固结构的近景照片。（图片由BP公司提供）。

恶劣寒冷的气候同样给增产作业

带来困难。水力压裂和基质酸化面临

同样的后勤和环境安全挑战，但在供

应物资尤其是化学品的处理和储存方

面，各自面临不同困难。水力压裂是

一项复杂的油田服务，它需要设备来

运输、储存水和化学品，配制压裂液，

混合支撑剂与压裂液，泵送压裂液至

井下并对压裂过程进行监测。为了提

高这些环境条件下的作业效率，斯伦

贝谢的工程师针对西西伯利亚地区（包

括北极地区）的作业设计出了专用压

裂车 [48]。

41. 一些 CWD 技术在注水泥之前将井底钻具组
合收回；其他一些系统则需要连同钻头一起
进行固井，也可使用可钻钻头通过磨铣作业
将其去除。关于 CWD 更多的信息，请参见：
Fontenot KR，Lesso B，Strickler RD 和 Warren 
TM ：“套管定向钻井技术”，《油田新技术》，
17 卷，第 2 期（2005 年夏季刊）：44-61。

42. Vrielink H，Bradford JS，Basarab L 和 Ubaru 
CC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Casing-While-
Drilling Technology in a Canadian Arctic Permafrost 
Application”，IADC/SPE 111806，发表在 IADC/
SPE 钻井会议上，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
2008 年 3 月 4-6 日。

43. 多年积冰在至少一个融化季节中仍会保留下
来，可能会比第一年的积冰厚得多，而且一
般随时间不断增厚。

44. 埃克森美孚公司：“Arctic Leadership”，（2008
年 5 月 ），http://www.exxonmobil.com/corp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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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lSTREAK聚合物水化系统适用于西西伯利亚冬季寒冷的气候。与以前的连续混合系统不同，
GelSTREAK系统使用的是干聚合物，可以制成浓度高达6千克/米3（2.1磅/桶）的线性凝胶，排量高达6.4
米3/分钟（40桶/分钟）。车上的储存罐可以容纳1810千克（3990磅）的聚合物干粉。聚合物的水化作
用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流体的剪切作用，因此水化罐有五个搅拌舱，每个搅拌舱的体积为23.8米3（150
桶），流体会按照先进先出的顺序依次通过这些搅拌舱。设备操作自动进行，由FracCAT计算机辅助处
理装置远程控制，其中FracCAT是PodSTREAK系统的一部分。

GelSTREAK 凝胶连续混合水化车

安装在俄罗斯产六轮驱动卡车底盘上，

引擎动力为 400 马力，运输十分方便，

比 PCM 精确连续搅拌器的体积小（上

图）。

这套系统使用 CleanGEL 无碳氢

化合物聚合物基压裂液：经过精炼能

快速水化的干瓜尔胶，其分子量高于

常规凝胶，因此具有更高的线性和交

联凝胶粘度，可将聚合物浓度降低

20%[49]。使用更少的聚合物对于压裂

作业是有益的，因为这样减少了沉积

在裂缝面上的滤饼和流体清理后支撑

剂充填层内的聚合物残留。斯伦贝谢

已经研发出一种简化、高效的压裂液

（YF100RGD 交联水基压裂液），这种压

裂液适用于西伯利亚压裂液准备后勤

和气候等条件。其中 RGD 是“少量瓜

尔胶延迟”的缩写，意思是需要少量

的瓜尔胶就可达到给定的压裂液粘度，

并且交联作用被延迟，从而在压裂液

泵入时减小摩阻压力。

GelSTREAK 车产出的线性凝胶将

被输送到配有防冻装置的 PodSTREAK
压裂液混合、监测和控制系统中。这

套系统由操作员进行控制，可以连续

混合压裂需要的所有化学品。

针对俄罗斯北极某油田的基岩

酸化作业专门设计了一套系统 [50]。

Kharyaga 油田位于北极圈以北 60 公里

（37 英里）俄罗斯 Timan-Pechora 地区，

该油田的作业者道达尔公司认为其中

一口井的表现欠佳。该油田的主要产

层是泥盆纪碳酸盐岩地层。该井的采

油指数从先前的 6.5 米 3/ 千帕秒（2.8
桶 / 日 /psi）降低到 2.5 米 3/ 千帕秒（1.1
桶 / 日 /psi）。这口井在储层位置井斜

为 40º，射孔段全长为 40 米（131 英尺），

井底静态温度为 42ºC（107ºF），储层渗

透率在 20 － 50 mD 之间，产出原油的

API 重度是 40 度，石蜡含量较高（17%
正链烷烃），析蜡温度为 29 ºC（84ºF），
因此要考虑原油与处理液是否配伍等

问题。使问题更加恶化的情况还有：

地表温度低，处理井段长，只能通过

电潜泵（ESP）进行返排以及原油中

含 H2S 等。由于计划的修井作业不允

许进行即刻返排，因此客户选择了无

聚合物酸处理液，以避免地层损害。

道达尔公司选择了 VDA 粘弹性转

向酸来均匀泵入处理液，选择了 DAD
动态酸分散体系来进行酸化增产作业。

VDA 处理液适用的温度范围较广，在

泵送至井下的过程中能保持理想的低

粘度。
49. 瓜尔胶是一种从瓜尔豆属植物的种子中提取

出来的亲水聚合物，易于分散在水和各种类
型与矿化度的盐水中。其在水中扩散可以通
过硼砂交联起来，形成凝胶，称为线性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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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ful Acid-Fracturing in Adverse Conditions ：

Lessons Learnt and Integrated Evaluation in the 

Kharyaga Field”，SPE 102475，发表在 SPE 俄罗
斯石油与天然气技术会议暨展览会上，莫斯
科，2006 年 10 月 3-6 日。

51. McIntosh SA，Noble PG，Rockwell J 和 Ramlakhan 
CD ：“天然气海上运输”，《油田新技术》，20
卷，第 2 期（2008 年夏季刊）：5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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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酸的消耗，处理液的粘度迅

速增大，并且变为自转向（上图）。处

理液粘度增加后可以减缓形成主要的

溶蚀孔洞，从而使处理液转向对其他

未处理储层进行增产作业。VDA 酸处

理液中没有聚合物，对地层没有损害，

因此清洗井眼要比常规酸化作业更加

容易。

由于在酸化处理之后要较长时间

关井，所以不能选择含有任何固相或

聚合物的处理液体系，因此道达尔公

司选择了 VDA 体系。此外，封堵球

转向技术也被排除在外，因为射孔孔

^ VDA粘弹性转向酸的流变性变化。在20%的盐酸中，VDA处理液的粘度低于3毫帕秒（左）。一旦盐
酸与碳酸盐岩发生反应，VDA处理液的粘度会迅速增加，反应结束后VDA处理液变成凝胶（右）。

^ 经DAD动态酸扩散体系处理过的碳酸盐岩样品。酸液通过产生有利于原油
流动的较大通道来提高岩石渗透率。

眼数量太大（超过 600），不能确保这

类转向的效率。另外，返排液要通过

ESP 进行，要求使用可溶性封堵球，

但其可靠性不如非溶性封堵球。聚合

物基交联酸处理液体系会造成残余地

层损害，所以也不是理想选择。而且，

这种处理液体系与铁离子交联，处理

后沉淀下来的铁化合物很难处理，在

含 H2S 的情况下（本油田原油中就含

H2S）尤其如此。

在酸化处理之前先泵入了一种互

溶剂作为前置液，然后将 VDA 处理液

与 DAD 处理液交替注入井下。DAD 酸

外相乳液中含有一种分散稳定剂，经

常在基质酸化处理之前作为前置液使

用。其作用是用来除去油性石蜡沉积，

同时溶解酸溶性矿物（左下图）。对目

标井酸化处理 14 天后进行了返排，没

有出现事故，处理后的采油指数为 4.6
米 3/ 千帕秒（2.0 桶 / 日 /psi），比以前

提高了 84%。

未来的发展

尽管技术、气候和环境等因素会

对北极地区的油气生产产生影响，但

最终决定因素是盈利能力。在全球未

发现油气资源中，北极地区占有的比

例很大。尽管这些油藏相对比较集中，

但是大多数很难开采。气藏的问题更

加突出，因为天然气比石油更难运输。

液化天然气（LNG）技术的发展

使得消费者可以使用到偏远地区运送

来的天然气，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在低、

中纬度建立的 LNG 工厂才充分体现出

这种技术的优势。在 21个 LNG工厂中，

只有挪威 Hammerfest Melkøya 岛的一

家工厂地处北极地区。位于阿拉斯加

Kenai 和俄罗斯库页岛的其他工厂同样

地处气候恶劣的地区 [51]。

无论怎样，影响未来北极油气

开发的决定性因素似乎是全球对能

源日益增长的需求。要满足这一需

求，需要开发所有能够开发的油气资

源，无论其地理位置如何。随着科技

的不断发展，全球的消费者将来也许

会用上来自遥远北极的油气产品。                                                                                                                                               
                                                               － V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