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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斯伦贝谢1927年在法国Pechelbronn测得第

一条电阻率测井曲线以来，电缆测井技术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如今，测井包括了裸眼井和套管井中的

储层描述、油藏监测、修井以及机械服务等。虽然

其名称仍叫做电缆测井，测井仪器的传送方法得到

扩展，包括先进的电缆产品、钻杆、爬行器以及独

特的过钻头技术等。

在斯伦贝谢，有关如何平衡大而广泛的投资组

合的决策很复杂，但其核心要求对基本的两类技术

进行讨论：一类是旨在打开新的作业领域的革命性

技术，另一类是提高测量精度、改善效率或降低作

业成本的改进性技术。

在这两类中，革命性技术对时间更为敏感。必

须对他们的引入进行仔细管理，以确保每项技术能

够应对客户当时面临的挑战。这些创新常常是冲破

先前阻碍的唯一手段。革命性产品的引入有助于进

入新的市场，而且这类技术应用一旦取得成功，随

之而来的会有很多改进性技术，每一改进性技术都

是对原有技术的改善和细化。

在二十世纪中期，斯伦贝谢电缆测井部门推出

了几项关键的改进性技术，即Scanner*岩石与流体

描述服务。该系列服务的目的是满足关键岩石物理

和地质力学测井仪器的要求—Rt Scanner*，Sonic 
Scanner*和MR Scanner*服务。每项产品都是创新性

的，都来自类似的前一代技术，使客户能够更加详

细地对重要的井下地层的岩石物理和地质力学特性

进行分析或扫描。

客户长期以来依赖于斯伦贝谢研发能够满足

当前需要的技术并将其推向市场，包括在那些可能

是最具有挑战性的领域的作业：低渗透率地层、深

水、非常规油气藏和稠油等。这些新的解决方案正

在拓宽传统测井服务系列的能力。

低孔隙度、低渗透率非常规储层的孔隙度和

饱和度等岩石物理评价需要对基岩密度进行准确评

价，基岩密度随地层矿物不同而变化。然而，确定

矿物的常规方法并不是与有机质成熟度水平或地层

矿化度、密度或电阻率无关。因此，作业者必须进

行昂贵且费时的取芯作业并进行实验室分析，以获

得必要的矿物数据。

随着对非常规资源开采的加强，改善这些远景

区储层描述一直是斯伦贝谢电缆测井工程投资组合

的重中之重。因此，公司在今年正在适时引入创新

改进性技术革命

型技术，用于岩石物理和油藏应用。

新型Litho Scanner*能谱服务的精度空前，可提

供元素（尤其是镁）重量比参数，以及独立的总有

机碳输出结果，用以定量分析油气储量；这些测量

结果对于复杂岩性的岩石物理模拟至关重要。Litho 
Scanner测量可给出矿物以及经有机质含量校正的骨

架密度，从而使得在全球范围内确定非常规储层的

孔隙度成为可能，不需要进行广泛采样和进行实验

室分析。

另一种电缆传送的油藏评价仪器同样令人印象

深刻，本期《油田新技术》专门做了介绍，该仪器

可能是自MDT*模块式地层动态测试器平台诞生以来

影响最大的仪器。Saturn* 3D径向探针将探针的效

率与双封隔器扩大的作业范围相结合（参见“电缆

地层测试技术新进展”，第32页）。该技术把地层

测试拓展到以前无法应用的流体和储层环境。自从

2012年引入以来，在全球得到普遍应用；Saturn探针

在6大洲的19个国家得到了成功应用，包括陆上和海

上。

在斯伦贝谢电缆测井部门，我们喜欢把自己看

作是测量的先锋。在勘探与生产行业继续突破油气

勘探阻碍的过程中，随着革命性以及改进性技术的

引入，斯伦贝谢将继续致力于满足客户的需求。

Catherine MacGregor
斯伦贝谢电缆测井全球总裁

法国Clamart

Catherine MacGregor是斯伦贝谢电缆测井总

裁。在1995年以一名现场工程师的身份加入Sedco 
Forex公司以来，先后在欧洲、亚洲以及美国等地

的斯伦贝谢钻井与测量部门担任多项管理和市场职

务。在2007年初，她成为斯伦贝谢人事总监，同年

年底被任命为斯伦贝谢有限公司人事副总裁。2009
年起开始担任现职。Catherine在巴黎中央理工学院

获得通用工程和航空与航天工程学位，并获得热力

学和热传递高级研究毕业文凭。她的工作地点在法

国Cla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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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填补人才短缺的空白

为了跟上油气工业快速发展的步伐，石

油技术专业人员必须接受有效的培训。石油

技术培训一种有效的方法是采用能力管理以

及通过实践进行学习的综合方法，以加速学

习过程并提高技能水平。

14 构造导向—通向高产能之路

水平井钻井技术不断提高，这些技术改

变了作业公司油气井规划和钻井方式。构造

导向技术整合了深探测电阻率测井仪和高分

辨率成像LWD仪器的数据，帮助作业公司更好

地了解构造复杂的储层，并以主动方式优化

地质导向。

《油田新技术》是斯伦贝谢公司

出版的季刊，该刊向油田专业人
员介绍石油勘探与开发中的技术
进步。斯伦贝谢公司将该刊分发
给其雇员和客户。

只列有地址的作者是斯伦贝谢公
司或分公司的雇员。

© 2013 斯伦贝谢版权所有。未
经事先书面许可，本出版物的
任何部分都不得以任何的形式
或手段，如电子、机械、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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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进性技术革命

投稿：Catherine MacGregor, 斯伦贝谢电缆测井全球总裁

油田新技术按季度发行，在美国
印刷。欲求电子版的英语、西班
牙语、汉语及俄语文章，请访问
www.slb.com/oilfield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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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电缆地层测试技术新进展

作业者利用常规电缆地层测试器获取压力

测量结果和流体样品面临诸多挑战。在裂缝性

油气藏、低渗透率岩石以及未固结地层中遇到

的挑战尤为突出。工程师最近开发出了一种新

型仪器，能够在这些困难环境中获得地层测试

结果，而且还能在稠油油藏中进行有效采样。

42 全方位海上地震成像技术进展

海上地震数据传统的采集方式是地震船在

目标区域上方沿一系列直线航行，采集地震资

料。然而，沿连续环形曲线激发，可以采集到

全方位的反射波资料，同时几乎没有非生产时

间。本文通过印度尼西亚、巴西、安哥拉和墨

西哥湾等地的案例，说明了在诸如盐下及其它

复杂地质条件下采用环形激发方法能够获得更

好的地震成像资料。

47 投稿人

封三 《油田新技术》下期内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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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与生产公司在投入资源对其现有员工进行培训的同时，
也在招募更多的人才。斯伦贝谢的一项培训计划正在帮助这样的
公司对其人才进行管理，并通过评价、开发和跟踪员工的技能和
能力加速对员工进行培训的过程。目前，正在通过提供地学和石
油工程课程，综合培训计划以及能力评估和开发等服务，填补下
一代石油技术专业人才的空白，与此同时提高现有员工的技能水
平。

填补人才短缺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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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项工作都要求一定的技能和

知识。在石油天然气行业，技能和知

识往往都是通过在岗培训得到积累和

提高的。然而，因为变化一直都在发

生，即使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也可

能会感到能力有一定的欠缺。在当今

高速发展的勘探与生产领域，作业者

需要采用多学科综合的方法进行勘探

与生产，需要高度重视开发新的远景

区所需的新技术和应对变化的策略，

而且开发环境常常是以前被认为无法

进入的区域。对于勘探与生产工程师

以及科学家而言，这些都是充满创新

机遇与转变方式的时刻。这些环境要

求新员工和现有员工都要扩大知识面，

进一步提高技能水平。

除了要面对资源开发使用新技术

和新方式的挑战外，勘探与生产公司

还必须填补石油技术人员（PTP）结

构变化造成的经验和人员的短缺，其

中许多专业人员作为“队伍大变动”

的一部分而离开工作岗位 [1]。许多在

上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进入该

行业的专家都到了退休的年龄。美国

生育高峰的一代人使这一情况更加复

杂化，生育高峰是指 1946 年到 1964 年

之间新出生人口大增。生育高峰期出

生的第一批人在 2011 年时年龄已达到

65 岁，根据预测，未来 10 年内美国高

达 50% 的能源专业人员将会退休 [2]。

与此同时，年龄在 32 至 50 岁之间经

验丰富的职业中期人员不具有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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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和未来全球专业技术人员的变化。PTP 按年龄段的百分比变化说明了“队伍大变动”的尴尬
局面。年龄在 55 至 59 岁之间人员的退休率为 20%，60 至 64 岁为 90%，65 岁及以上为 100%。勘探
与生产行业的流失率为 1.4%。（根据 Rostand 和 Soupa 等人的资料改编，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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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油技术专业人员指的是地学家和石油工程
师。地学家包括地质师、地球物理师和岩石
物理师。石油工程师包括油藏、钻井、完井
和生产工程师等。

有关队伍大变动更多的信息，请参见：Coton 
S ：“The Great Crew Change ：A Challenge for 
Oil Company Profitability”，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63 卷， 第 4 期 (2011 年 4 月 ) ：
58–59。

Rostand A 和 Soupa O: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Talent”, SBC Energy Perspectives (2011 年夏季刊 ): 
48–51。

2. Tennant J: “Making Informed Human Resources 
Decisions Based on Workforce Outlook,” World Oil，
233 卷 , 第 9 期 (2012 年 9 月 ): R127–R132。

3. 人才指的是在某一特定领域或行业掌握相关
知识、专长和技能的人员。

Rousset J-M, Bismuth P 和 Soupa O: “Technical 
Talent Shortage Could Begin to Limit Growth”, 
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63 卷 , 第 6 期 

(2011 年 6 月 ): 46–49。

Olson B, Klump E 和 Kaskey J: “Dearth of Skilled 
Workers Imperils $100 Billion Projects,” Bloomberg 
(2013 年 3 月 7 日 ), http://www.bloomberg.com/
news/2013-

03-07/dearth-of -sk i l led-workers- imper i ls -100-
billionprojects.html (2013 年 3 月 7 日浏览 )。

Huizer  TJ 和 Portner  F :“Bui ld ing a  Talent 
Engine,”SBC Energy Perspectives (2013年第1学期 ): 
4–9。

代表性，因为在上世纪 80 和 90 年代

繁荣 - 萧条周期时的雇佣率较低。

尽管公司在招聘年轻的人员接替

退休人员，许多较为年轻的员工经验

有限，接受的培训不足，因为在预算

紧张的情况下，公司会削减培训费用。

其结果是知识缺失导致人才短缺（前

一页图）。一些公司已经报告了由于

人才短缺造成某些项目延期的情况 [3]。

这样一来，一些作业公司要求经验相

对欠缺的 PTP 在没有给其时间获取必

要技能的情况下来承担起导师和经理

的责任。和他们的前辈相比，较为年

轻的员工还必须在其职业生涯更早的

时期承担复杂工程项目的责任。在这

样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制定强化培训

和技能开发计划。

人员结构的变化、新科技的加速

引入以及缺乏经验等综合因素促使勘

探与生产公司对其培训和开发计划进

行重新评估。此外，公司还希望在资

深专家仍在岗时把他们的现有知识更

好、更快地传授给新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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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地质考察。在美国犹他州 Thompson Canyon 的 Desert 组和 Castlegate 砂岩露头，野外考察组组
长（左起第二）正在向培训学员介绍如何将观察到的岩石露头转换成地质剖面并应用在 Petrel 勘探
与生产软件平台模型中。此处露头的起伏约为 100 英尺（30 米）。

^ 培训计划。培训学员与斯伦贝谢专题专家（中）正在对论 NExT 培训计划中的钻井作业进行讨论。

目前的培训计划项目强调加速开

发专业知识并快速将其传递给年轻的

PTP，但常常都是采用传统的课堂式

学习环境，这样的方法往往忽视利用

实际数据和工作流程进行实践和学习。

在当前快速变化的勘探与生产环境下，

具备这些熟练技能对于取得成功至关

重要。要想快速发挥他们的作用，年

轻的 PTP 必须熟练掌握其专业知识，

并具备对其工作组和业务来说非常重

要的数据、工具和工作流程实际应用

的技能。

加速石油技术知识学习的挑战在

于如何最大限度提高其效率、实用性

和效果。NExT 出色培训网络（Network 
of Excellence in Training）是斯伦贝谢

旗下的一家公司，通过把学习实践与

能力管理相结合来应对这些挑战。该

方法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  主题学习

•  了解技术

•  利用实际数据进行实践

通过一系列学习和实践来完成上

述培训任务，包括课堂授课、导师指导、

研讨班、实例学习、现场考察、参观

实验室以及工程和制造设施、专家指

导和辅导以及在岗培训等（左图）。

这些培训工具的具体组合根据每个客

户的需要以及要达到的技能水平而定。

学习实践强调分析思维以及通过

传统学习方式和运用综合技术和数据

进行实践培训的结合来积累经验 [4]。

目标是缩短具备自主能力的时间，把

新招募的 PTP 培养成能力强、能独立

进行决策的人才，从而为公司取得成

功做出贡献 [5]。

对于专项培训，NExT 使用能力评

估与管理制定课程、评价标准和达到

的水平，以确保培训有效、有针对性

并取得预期效果，满足企业招募人才

的需求以及员工胜任工作获取知识和

技能的需求。这些培训计划根据勘探

与生产的相关专业和每项业务的工作

职能进行定制。能力管理使用具体技

能要素和每一级别各工作岗位所需技

能水平矩阵进行管理。培训与开发人

员使用这一矩阵评价员工的能力，识

4. 学习实践是一种基于问题进行学习的形式。
有关基于问题进行学习更多的信息，请参见 : 
Galand B, Frenay M 和 Raucent B: “Effectiveness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ree Levels of Knowledge Struc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28卷 , 
第 4 期 (2012 年 7 月 ): 939–947。

5 .  S o u p a  O :“B e n c h m a r k i n g  I n d u s t r y  Ta l e n t 
Needs,”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62 卷 , 
第 7 期 (2010 年 7 月 ): 28–30。

6. Bowman C, Cotten WB, Gunter G, Johnson JD, 
Millheim K, North B, Smart B 和 Tuedor F: “The Next 
Step in Collaborative Training,” 《油田新技术》，
12 卷 , 第 2 期 (2000 年夏季刊 ): 30–41。

7. 如果培训项目的学分被 Heriot-Watt 大学认可，
一些培训参见人员还可以获得该大学授予的
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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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描述。工作描述矩阵包括技能单元、技能要素以及熟练水平等内容。此处只给出了矩阵的一部分。技能单元是指诸如油藏工程基础的工作职能概述。
技能要素是技能单元的子集，如油藏开采地质。每个技能要素都有必须具备的熟练程度（黑色圆点），具体取决于工作岗位、所需技能单元以及培训
人员的经验水平。矩阵还包括了每一级别和熟练水平下对每一技能要素的具体定义（未给出）。将这些具体参数纳入其中能够降低评估的主观因素。
每个学员进行自我评估（对钩），在 SME 对选定学员进行面谈后进行调整（X）。最终调整后的评价水平与要求水平的偏差表示学员技能能的空白（绿
色）。在没有偏差颜色标注的情况下，说明学员达到了所需的技能水平。

–4 – – –

别技能空白，进行课程设计以填补这

些空白以及验证培训的效果等。

本文介绍了 NExT 培训计划，该

培训计划项目旨在填补人才短缺的空

白，并说明了如何针对具体客户制定

相应的培训项目，并提供衡量培训效

果的方法。能力管理以及综合培训项

目的实际案例说明了 NExT 方法是怎

样制定和实施培训项目的。

背景

2000 年，斯伦贝谢公司和三所

提供石油研究课程的大学联合成立

了 一 家 被 称 之 为 NExT（Network of 
Excellence in Training）的有限责任公

司。这三所大学都与能源工业有着密

切的联系，分别是美国 College Station

的得克萨斯 A&M 大学、美国 Norman
的俄克拉荷马大学以及苏格兰爱丁堡

的 Heriot-Watt 大学，这些大学将其教

育能力与斯伦贝谢公司专业人员的作

业经验相结合，为 NExT 机构提供培

训与开发专业技能人才 [6]。目前这一

合作关系仍在继续。

2010 年，斯伦贝谢公司从这三所

合作大学购买了商务所有权，但保留

了其教员队伍。此外，NExT 还在其教

员队伍中增加了斯伦贝谢公司的石油

技术专家和来自其他一些咨询机构的

业界知名专家。

NExT 为 50 多个国家的勘探与生

产公司提供服务。这些服务包括三大

类：石油与天然气课程、能力管理服

务以及培训计划等（前一页，下图）。

NExT 培训课程目录包括 420 多项

课程，其中有技术与软件课程、综合

培训课程、软件认证，在某些情况下

还包括攻读硕士学位的学分等 [7]。能

力管理服务包括初步评价、能力空白

分析、针对员工能力空白制定课程和

培训计划，以及通过培训之后员工能

力提高的定量考核等。

能力与空白

NExT 培训计划通常是针对客户的

业务目标和技术难题而制定的。NExT
团队首先根据每项工作职能针对具体

客户要求建立具体的能力培训目录和

矩阵。然后进行能力评估和空白分析。

得到的结果将给 NExT 专家建议优先

考虑的培训和开发计划提供所需的资

料，然后推荐相应的执行计划。

为明确工作职能，NExT 主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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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管理。能力管理是对客户公司目标以及业务需求响应的过程。NExT 
SME 及公司代表收集基于当前公司和业务目标的技术需求信息。他们使能
力架构与技术需求相一致，然后制定出能够代表项目和职位能力要求的流
程和工作描述。公司与 NExT 一起对其员工进行评估，并对所需技能水平
与实际技能水平之间的空白进行评价。最后，NExT 和公司一起设计短期
内填补这些空白的路线图，并制定长期职业发展计划。随着公司业务的变
化，人力资源部门应该对模型进行重新调整。

^ 熟练水平及其定义。

（SME）与公司相关人员合作，以了

解其业务和技术需求。然后，他们起

草公司内工作岗位以专业学科为基础

的能力培训矩阵。矩阵由技能单元、

技能要素以及每一领域（知识与专长

领域）所需的熟练技能组成（上图）。

能力矩阵中每一技能要素有五个

熟练水平：意识、知识、熟练、高级

和专家（上图）。为了减少评估中的

主观因素，矩阵中包括了每一技能要

素、级别和熟练水平的特异性。工作

专家

描述指出了领域内该项工作技能要素

所要求的熟练水平。核心能力是指完

成工作或应对业务和技术挑战至关重

要的要素。其他要素被称为补充能力。

SME 然后进行能力评估，以确定

个人实际知识和技能水平，并与具体

工作所要求的知识、技能以及能力水

平进行比较 [8]。参加培训的学员填写

自我评估调查问卷，针对每一技能要

素钩选出他们自己认为具有的能力水

平。自我评估后，对结果进行汇总和

分析，选出能够代表调查问卷结果的

部分参加培训人员进行面谈，对自我

评估结果进行核实和调整。

最后进行空白分析，将个人的评

估熟练水平与工作职能所要求的水平

进行比较。如果评估的水平低于要求

的水平，课程制定人员将重点考虑这

些技能空白方面的培训。当评估水平

高于要求的水平时，则被标注为强项。

空白分析结果是推荐优先培训课程和

计划的基础，旨在填补技能空白并提

高培训人员的能力水平（左下图）。

重新定义独立公司

小型独立石油公司的特定通常是

扁平化组织结构，几乎没有纵向组织

结构。这些公司的商务模式很简单—

即通过勘探、开发和开采增加更多的

储量。一般来说，大多数员工的工作

涉及寻找最终可能成为发现的勘探远

景区和远景构造；制定和实施油田开

发方案；执行生产或油藏分析任务，

以期提高或维持现有油气田的产量。

这些工作任务的重点是为公司增加和

开采储量。随着小型独立公司取得成

功而不断发展壮大，其员工人数在增

加，公司最终也要实行一定程度的纵

向组织结构。为此，公司必须了解自

身具有什么人才，以及如何使用好这

些人才以便更有效地进行业务管理和

实现利润最大化 [9]。

美国的一家独立石油公司认识

到在人才开发方面遇到了难题。公司

当时发展迅速；其员工数和探明储量

在 5 年内都翻了一番。为了适应这一

快速发展的需要，公司在其人力资源

（HR）部门内成立了人才开发部，负

责招聘、开发和管理人才。

8. 知识是一项工作所需要的事实、概念、语言
和方法的综合。技能是指积累的经验以及工
作中完成任务所需的知识。能力是指完成工
作固有的才能。执行能力是在某一具体熟练
水平上开展工作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的综合。

9. Sanghi S: “Building Competencies,” Industrial

Management，51 卷 , 第 3 期 (2009 年 5–6 月 ):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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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开发步骤。从左上方逆时针方向起，人才开发从建立能力模型开始—把能力与业务需求相一
致的工作描述相结合（1）。公司必须吸引合适的人才（2），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受业务需求与
能力模型相统一的影响，帮助招聘职业生涯中期人才以及刚毕业的学生。人才开发的关键是技能评
估和人才职业发展（3）。利用能力模型，公司对现有人才进行评估，确定能力水平方面的空白，
并根据空白制定培训方案，为员工发展制定计划。最后，提供这一过程，公司发现、开发并培养其
未来的领导人才（4）。测量点（M）找出必须进行量化以确定发展进度的问题。

^ 对培训人员进行空白分析。每项工作都要求员工具备一定熟练水平的技能（黑色圆点）。对一组
学员进行能力评估，并对其最终调整后的评估得分进行综合和平均处理（X）。学员熟练水平的空白（蓝
色）和强项（绿色）提供了制定培训目标所需的数据，以提高该组学员技能，并发现公司内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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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部门的第一项任务是对员工技

能的现有水平进行评估，评估每个员

工的技能组合并确定公司组织结构内

具体的工作角色（右图）。该部门还

需要了解存在的技能空白，并制定和

开发与业务目标相一致的技能组合。

人力资源部门开展该流程工作，旨在

吸引、开发和留住公司人才，并培养

公司机构内部的技术带头人。人力资

源部门还需要发现具有技术领导能力

的人才，建立结构体系以便把资深员

工的知识传递给年轻的员工。

人力资源部门要求能够用一些可

量化的参数来确定这一流程的商业价

值。商业价值可以是直接或间接效益

的形式出现。直接效益包括加速人才

开发以及进一步留住公司内具有关键

技能人才。间接效益包括赋予员工掌

握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权利。

该公司找到 NExT 来寻求人才管

理方面的帮助。NExT SME 与公司的

SME 一起确定公司组织结构中每一领

域的工作描述和能力矩阵。

该流程的第一步是让早期职业生

涯的员工（具有 1 到 7 年工作经验的

员工）完成个人自我评估，SME 针对

每一参加人员完成技能评估报告。人

力资源部门为 SME 小组提供每个参加

人员背景信息，包括工作分配、经验

年限、受教育水平以及培训地点等。

这一背景信息帮助该小组将参加人员

的技能水平与业界要求的技能水平进

行比较。该小组然后进行技能评估面

谈，从而使其对参加人员自我评估报

告进行更新（右图）。然后，NExT 与

公司 SME 联合小组针对每一参加人员

制定多年培训相对计划。计划包括课

程、研讨班、学习实践、自学以及在

岗辅导项目工作等。

通过能力评估过程，公司将工作

职能与其业务目标进行统一，编制出

所需工作描述，确定熟练水平要求，

制定培训与发展路线图，建立起人才

评估和培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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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白分析。该图对某公司的一组生产工程员工空白分析结果进行了汇总，
指出需要强化培训来消除这些空白（蓝色）。分析结果还表明，完井部门
的一些技术人员的强项最突出（绿色）。对于每一项生产工程技能来说，
条线给出了评估与要求技能之间偏差的 4 项统计参数，即最大、最小、平
均（红色圆点）以及中位偏差。零偏差表明技能要素的评估水平与要求的
水平一致。正偏差表明是强项，即评估水平高于要求的水平。负偏差表明
是空白，即评估水平低于要求的水平。条线上的方框表示偏差的集中趋势；
当中位偏差小于平均偏差时，方框为黑色。当中位偏差大于平均偏差时，
方框为灰色。偏差比较分散是由于被调查人员的背景和经验各不相同而造
成的。

–4 –3 –2 –1 0 1 2 3 4

Gap
Strength

至此，公司已经掌握了员工目前

和将来开展工作需要哪些技能。公司

了解了现有其员工的基本技能，据此

制定出了旨在填补这些技能空白的培

训计划（上图）。

随着该独立石油公司的发展以及

自身重新定位，人力资源部门制定出

了将其人才与业务目标相一致并进行

管理的路线图。能力矩阵将提高公司

培养和奖励优秀人才的能力，并优化

其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能力。员工对公

司组织结构内的绩效驱动因素有了更

全面的了解，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规

划职业生涯。

最大化提高软件应用水平

当公司经历快速发展阶段时，他

们有时需要对其组织结构进行调整，

以适应其扩大的规模和业务活动。北

美地区某中型独立石油公司在寻求扩

大作业活动和增加熟练技术和管理人

员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少的困难。该

公司还希望采用最先进的油田和软件

技术。在这一过程中，该公司认识到

进行有效软件培训的必要性，因此为

其员工提供了大量培训机会。

应用最新的软件技术是提高 PTP
勘探以及作业和资产团队效率和生产

力的一种手段。为了更好地发挥软件

技术带来的效益，员工除必须具备很

好的技术基础外，还必须掌握使用公

司软件产品的技能。该公司找到 NExT
帮助其评估公司培训环境，包括组织

结构、所用技术、提供培训的类型、

员工现有能力以及技术需求等。

在开始评价时，NExT 与公司管

理层进行了交流，以了解组织结构、

其目当前业务展望和未来技术预期。

NExT 对这些预期赋予参数，以制定矩

阵（衡量标准）来对经验丰富的员工（具

有 10 年及以上行业经验）进行评估。

大多数参与调查的员工在公司工作了

10或以下，但行业经验都在 10年以上。

对其中一组员工进行了调查，确定出

他们掌握公司软件技术和流程的现有

水平。该公司原先认为经验丰富的员

工对技术都很熟练，但调查结果表明

在技能和能力方面存在一定的空白，

NExT 据此制定了进一步改善的目标。

评估结果还表明，现有技术培训

计划为公司带来的效益并非如预期那

样（下一页，右上图）。自我评估结

果表明高度熟练掌握软件使用的人很

少。之后的面谈证实了这些发现。一

些 PTP 仅使用了软件提供的基本功能，

由于他们没认识到或是或没掌握软件

的功能，因此这些 PTP 没有使用其他

应用软件。

调查结果指出，公司软件培训计

划基本上不能满足员工的技术需要。

员工的软件熟练水平应该与专业领域

经验相一致，必须制定有针对性培训

计划以填补评估与预期软件熟练水平

之间的空白。通过营造新员工勇于寻

求帮助以及经验丰富的员工乐于帮助

和辅导年轻员工并向其传授知识的环

境，还有助于知识传递。

调查和面谈识别出了员工对组织

结构现状的担忧，他们的学习、能力

和软件使用，以及有关软件技术的标

准实践等。

调查和面谈结果指出，由于公司

缺乏对软件应用的长远规划，导致软

件使用比较混乱。NExT 建议采取以下

战略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  合理调整工作流程，使其与公司策

略以及行业最佳作业实践相一致

•  使用对公司业务至关重要的软件以

及被公认为是勘探与生产行业标准的

软件提供实践课程

•  建立使软件与资产类型和工作流程

相适应的指导原则

•  建立推荐软件使用的技能标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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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评估的软件熟练水平和与技术匹配情况。某公司的 50 名地学人员参加了自我评估调查，了
解他们的软件熟练水平和对软件在其工作流程中的作用。圆形的大小对应参加调查的人数。圆形的
颜色和数字代表软件熟练水平的评价得分（左）以及在工作流程中的作用（右）。从经验方面来看，
软件熟练水平较低。然而，被调查人员却认为软件对其工作而言较为适当。这些发现表明，软件熟
练水平较低是培训不够造成的结果，而非软件不适当的原因。

^ 培训 KJO 投入的回报。能力模型和衡量数据提供了评估技能水平的标准，确保培训有针对性。学
员的能力从其初步评估以来的提高范围为 18% 至 47%。这一结果使公司对培训效果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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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熟练能力水平的定义如下：无意识 0，意识 1，
知识 2，熟练 3，高级 4，专家 5。

工作流程和学科进行

•  提升和培养资产队伍内的技术权威

专家人才，以进行知识传递，并协助

同行间培训，鼓励员工取得技术成就。

在实施各种建议后，该公司看到

了培训投入带来的明显回报。

加速学习

2000 年，阿美海湾作业公司与科

威特海湾石油公司成立了 Al-Khafji 联
合作业公司（KJO），负责沙特阿拉

伯和科威特边境之间的沙特 - 科威特

中间区的联合作业并实行油气产量平

等分成。然而，该联合作业公司严重

缺乏训练有素的 PTP。为了加速其对

勘探 PTP 的培训，KJO 与 NExT 签订

了合同，帮其制定新员工以及职业生

涯中期的工程师和地质师的综合培训

计划。

NExT 制定了两相培训计划，一

项是在 3 年内针对 20 名新员工的培训

计划，另外一项是在两年内对 20 名

职业生涯中期 PTP 的培训计划。这两

项计划都是从分析参加培训人员的能

力开始，之后进行空白分析。这些分

析数据构成了制定综合学习课程的基

础，包括理论和软件课程、在岗培训

（OJT）、研讨班、现场考察、专家辅导、

项目以及项目管理培训等内容。这些

计划包括了对培训效果进行核实，以

衡量参加培训人员能力的提高情况。

新员工培训计划重点是对 7 名工

程师和 5 名地学人员进行油气藏地质

学培训，对 8 名工程师进行地面设施

作业培训。目标是培养能够熟练进行

作业的半自主专业人员。为期 3 年的

课程从第一年开始时的 100% 课堂培

训到第三年结束时的 90% 的 OJT。在

每一主题领域打好核心能力的基础是

第一年培训的目标。培训包括导师指

导和自我学习以及现场考察等内容的

综合。在第二年，通过高级课程、同

行和专家辅导以及开始 OJT 项目等，

将培训重点转向提高每一学员主要专

业领域的核心能力。到第三年结束时，

预计学员能够达到开展工作所需的熟

练水平和自主能力，在专家的指导下

全面参与 OJT，负责分配项目任务。

新员工培训计划于 2010 年 10 月

1.55 2.04

1.55 2.01

1.50 2.21

1.61 1.90

开始。在头一年主要提供授课型培训

后，学员的能力从意识水平的 1.55 提

高到知识水平的 2.04（下表）。[10] 三

年后，预计学员的能力将达到熟练水

平 3。
根据头一年培训积累的经验教

训，NExT 和 KJO 将对新员工的培训

计划进行调整。能够对这些培训计划

进行调整说明了 NExT 培训体系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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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新的计划不是头一年培训开始

时提供授课型课堂培训，最后主要以

OJT 结束，而是从一开始便将课堂授

课与实践培训进行结合—开始时 60%
为课堂培训，结束时 80% 为 OJT。参

加培训的人员表示，课程交替进行并

参加实践培训效果更好，还将有助于

学习和保留课程教材。2013 年期间，

KJO 计划招聘 30 名毕业生；这些新员

工将按调整后的培训模式接受培训。

职业生涯中期员工的培训计划主

要包括对 7 名地学人员和 9 名工程师

进行地质和油藏工程方面的培训，对

4名工程师进行钻井工程方面的培训。

目标是把参加培训的人员培养成具有

自主能力的专业人员，具有高级到专

家级水平进行作业，负责制定全油田

开发计划。NExT 培训专家制定了为期

两年的课程，从 100% 课堂学习开始，

到 100%现场辅导结束。在第一年期间，

学员学习基本课程，以填补小组内知

识的空白，并结合其专业知识在多学

科综合项目上进行合作。此外，单独

课程还填补了需要教育和实用知识方

面的空白。

在第二年期间，每位学员在与导

师和 KJO 管理人员咨询后都被分配参

加三个综合油田开发培训项目之一。

NExT SME 设计的每项综合油田开发培

训项目持续大约 4 个月时间。在开始

的两个星期，学员对项目进行初步评

估，并参加项目管理课程。在接下来

的 7 周内，学员参加与油田开发规划

相关的理论和工作流程方面的课程，

包括油气藏地质与地球物理、地面设

施、产量预测以及现场作业和维护。

在最后的 8 周时间，学员根据总开发

计划的一系列数据制定出油田开发项

目规划。学员制定出最终项目规划，

并向 KJO 管理人员进行汇报。在这些

培训项目结束后，预计每名职业生涯

中期的学员都积累了更多的知识，成

为对资产团队有贡献的一员。

职业生涯中期员工的培训项目于

2012 年完成。该项目后续的培训计划

是 KJO 专家人才发展计划（STDP），

主要针对至少具有 7 年行业经验的高

潜力本国员工。STDP 是一项基于能力

的开发计划，目标是把熟练掌握学科

知识的员工培养成专家。在这一新项

目中，根据能力水平对每名参加人进

行评估后加入本计划，之后 KJO SME
对该学员个人发展计划的每个阶段都

进行评估。

新员工和 STDP 计划对于 KJO 来

说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计划填补了由

于经验丰富员工退休或其他原因离开

而造成的知识和技能空白。对 KJO 来

说，这些计划帮助建立 PTP 领导队伍，

把年轻合格的 PTP 培养成具有熟练水

平的 PTP，使其能够独立工作，从而

减少公司对外部专家的依赖。

页岩远景区非常规人才

沙特阿美公司与NExT进行合作，

共同培训和开发针对非常规天然气资

源（UGS）的 PTP。该公司承诺加速

开展一项培训计划，为 UGR 小组培训

工程师和地学人员。该培训计划强调

使参加培训人员融入相关资产小组，

该小组的每一名成员都有其核心专业

能力，而且还熟悉其他成员的专业知

识。

典型的培训计划都是从评估学员

的能力水平开始。然而，在本例中，

候选学员都参加了页岩气地学与工程

一般课程的培训。根据对他们课程学

习的评估，选取了一组地学人员和工

程师进行 UGR 培训。

对学员进行了基本能力评估，以

评价其对页岩气地质和工程知识掌握

的情况。评估后，学员开始 UGR 培训，

20% 的时间进行学习，20% 了解技术，

60% 的时间进行在岗培训。

培训计划开始时以 UGR 技术基础

为重点。该课程包括导师指导课程，

涉及页岩远景区地质、地球物理、岩

石物理、地质力学、油藏工程、油气

井工程、完井与增产、开采工程以及

水管理等内容。

在完成课堂培训后，地学以及石

油工程学员将重点转向其核心技术，

虽然通过交叉学科培训小组之间彼此

了解了对方的技术。这样的培训确保

了所有参加培训人员了解每一技术学

科的作用，因为交叉学科合作是进行

UGR 开发和管理的关键。

培训计划的核心是OJT实践培训，

本计划延长了该项培训的时间。学员

利用页岩远景区数据组以及课堂和软

件培训学到的知识执行任务。将学员

分成地学和工程小组，在斯伦贝谢各

设施间轮换参与不同并行项目。

通过 OJT，学员参加了如下培训：

•  在业内页岩气专家的监督下利用油

气藏数据参与以项目为基础的培训

•  到制造中心现场参观，了解裸眼井

测井仪器、井口设备、钻头以及其他

技术

•  现场地质考察，观看页岩露头并将

其与软件地质模型进行关联

•  观看现场作业

•  参加非常规页岩资源技术的专门培

训

在参加 OJT 后，各小组重新组合

在一起以资产小组的形式参与综合设

施和页岩远景区资产管理项目。每一

资产小组成员共同承担项目成功和失

败的责任，并综合使用理论和软件对

数据进行分析，了解了非常规天然气

资源的经济评价方法。

培训结束时，每一资产小组对综

合项目进行评估，提交报告以详细说

明如何进行资产管理。每一小组将其

报告汇报给行业 SME 评审小组，后者

为前者打分。

培训结束后，对每名学员进行能

力再评估，以考察并核实其在页岩远

景区地学和工程等方面水平提高的情

况。通过再评估了解到学员技能水平

得到提高，说明 UGR 培训计划的投入

得到了回报。

多学科学习

沙特阿美公司的培训计划强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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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领域页岩培训计划。这一为期 12 周的培训计划（左）由地学和工程两个并行部分组成。培训综合了多项内容，包括理论、数据分析与解释（右）、
现场作业参观、野外地质考察、实验室和项目参观等。培训的顺序自下而上进行。地学人员和工程师开始时一起学习页岩气远景区基础知识。之后他
们的学习路径分开几周。在培训计划的最后，学员重新回到一起学习页岩气远景区经济评价方法，组成资产小组共同参与试验项目。最后，这些小组
向行业 SME 进行汇报，后者对学员项目评价和建议进行打分。

开发页岩远景区所需能力的培养。除

常规的导师指导培训外，该培训计划

还让学员了解了相关技术、现场作业

以及在岗实践等，最终让学员参与到

实际项目当中。这一具体培训计划将

使沙特阿美公司加速提高其 PTP 开发

UGR 资源的能力。

与沙特阿美公司的情况不同，北

美许多公司的页岩气远景区业务已进

行了多年。尽管如此，一些公司仍需

要提高其员工页岩气远景各方面技术

的能力。根据沙特阿美培训计划的参

加人员以及导师的建议和反馈，在与

北美地区公司的 SME 顾问讨论后，

NExT 设计了一项为期 12 周的多学科

页岩培训计划，预计在 2013 年第四季

度推出（上图）。该 12 周培训计划的

每一部分都是一个综合实践学习的模

块。此外，公司客户还可为其员工提

供页岩气远景区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附

加 OJT。
制定和加速进行石油技术培训计

划的解决方案是使其效率、实用性以

及效果最大化。NExT 使用学习实践与

能力管理相结合的方法来实现这些目

标，并帮助填补勘探与生产行业人才

短缺的空白。学习实践把基于客户业

务目标的模式与技术挑战相结合，能

力管理确保培训高效、有针对性并取

得好的效果。使用这些方法可以让各

种规模的勘探与生产公司步入人才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并提高其 PTP 熟练

掌握业务知识的能力。              —RCN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