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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达尔CEO：油企
未来发展的5大关键词
安全、天然气、降本、新能源、价值共享和非洲是道达尔公司未
来发展的重点。当面对全球能源问题时，
道达尔CEO Patrick Pouyanné对未来的发展道路非常清晰。
《石油圈》整理了他在CNBC和Energy Boardroom专访中传达
的理念，相信会对整个行业的发展带来一定启示。

来自 | CNBC&Energy Boardroom
编译 | 白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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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达尔CEO在接受CNBC独家专
访时，畅谈了降本、新能源发展以及公
司未来投资的情况。同时，他在接受Energy Boardroom专访时也不例外，除了
强调降本、投资新能源计划外，还对道
达尔公司在安全、资产管理、项目投资
规划等更多方面做了详细阐释，以下便
是他在专访时所讲的主要内容。
运筹帷幄：道达尔中期战略
Q&A：在谈到道达尔中期战略
时，您常提及四个关键词：安全、项目
交付、成本和现金流。道达尔早前已
经宣布了严苛的降本计划，受作业地
区政局动荡和低油价的影响，当前来
看最困难的两个方面应该是安全和现
金流，这其中，您最担心哪方面？
安全将是道达尔长期持续关注的
焦点，而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我们
有足够的财务弹性，足以克服现金流等
相关问题。
道达尔在也门有勘探开发作业，
该国一直存有安全威胁，但无论如
何，像道达尔这样的国际大公司不会
让其员工处于危险之中。当反叛势力
接近位于也门的LNG设施时，我们在
安全有序地关停作业后，不仅安全撤
离了外籍人员，而且还疏散了所有当地
员工。另外，我们也在库尔德斯坦和利
比亚面临着安全威胁时，我们也转移了
工作人员。
我们已经意识到，如今
安全可能会严重威胁
公司的未来，
如发 生
在墨西
哥湾的
深水地
平线悲

剧，因此，我们将作业的安全性放在最
重要的位置。作为石油业的一员，我们
使用着先进复杂的技术和装备，并时刻
警惕那些可能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重
大影响的安全事故。
几年前，削减成本在油气行业很少
见，但如今，削减成本几乎是每个石油
公司必须采取的一项措施。但实际上，
我们不该忘记在涉及买卖时，妥善管理
个人开销和现金平衡点至关重要，从这
一角度来说，这种“削减成本的危机”
可能非常有益。因此，我们也正利用此
机会，在适当的领域实施降本。
最后，关于现金流，由于我们的收
入与油价息息相关，55美元/桶和120美
元/桶的油价对道达尔的影响截然不
同。因此，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
对当前的市场波动，道达尔有足够应对
危机的财务能力，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主
要的项目。
审时度势：优化能源结构
Q&A：像道达尔一样，许多国际
石油公司（IOCs）似乎是“强者恒强”，

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我完全不赞成“强者恒强”这种观
点！世界能源格局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短期内，大的公司规模可能会避免我们
走向失败，但我们必须保持谨慎态度，
认清市场的变化。看看15年前世界上最
大的50家公司，如今有一半已经消失在
大众视野中了。能源行业在过去15年里
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油价波动、非常规能源的意外出现
以及各种能源形式之间的竞争，共同催
生了行业的结构性改变。例如，超深水
或页岩油气的出现便是对高油价作出
的反应。
能源是人类活动必不可少的资源。
我相信，未来世界仍然需要化石能源，
然而，我们也有责任解决由化石燃料造
成的碳排放问题。
为了减少碳排放，我们将持续开发
天然气。天然气发电厂的碳排放量只有
燃煤发电厂的一半，比燃油发电厂少1.5
倍。作为一家油气公司，我们可以通过
开发LNG项目为减少碳排放做出贡献。
所以，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道达尔

与Sunpower合作投资了太阳能项目。
2040年的能源结构将与今天截然
不同，道达尔投向太阳能领域的30亿美
元资金定将增值。作为一家大型油气公
司，我们有责任优化未来的能源结构，
并帮助提高能效。
深水和天然气：项目投资两大方向
Q&A：关于项目交付，未来几年
有哪些主要项目将开始运行？
我们正处于加大投资的阶段，所以
对我们来说，项目顺利交付非常重要。从
2012~2016年，道达尔平均每年的投资额
高达250亿美元。这些投资的回报前景非
常乐观，因此，我非常重视项目交付。
自2015年初以来，我们已经推出了
四个新项目，包括俄罗斯的Termokarstovoye陆上气田项目，将会有约660万方/天
的天然气和2万桶/天的凝析油产能，总
产能可达65万桶油当量/天。
我们投资计划中的每一个项目都至
关重要。
位于Shetland群岛西北约125公里处
的Laggan和Tormore油田对道达尔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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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关键，道达尔拥有80%的权益，并
进一步加大了投资开发潜在资源的力
度。虽然糟糕的天气环境造成了项目的
延迟，但这些油田开发代表着英国油气
业的未来。
我们还投资了在Queensland州的
Gladstone液化天然气项目，旨在从煤层
气中生产液化天然气（LNG）。这个项目
巩固了道达尔在澳大利亚市场的地位，
并丰富了我们在非常规天然气领域的
专业知识。我们也参与了Ichthys LNG项
目，毫无疑问，LNG将是利于公司增长
的战略投资领域之一。
目前，我们正在安哥拉、刚果和尼日
利亚进行一系列深水开发项目，位于这
三个国家的项目分别是Kaombo、Moho
和Egina项目。
总体来说，为了公司的发展，道达
尔将大力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深水项
目，如非洲或巴西项目；另一方面是天然
气和LNG项目，如澳大利亚或与Yamal
合作开发俄罗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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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道远：未来发展关键词
Q&A：当前的关键词是：安全、
现金流、成本和项目交付，未来道达尔
的发展关键词将是什么？
我认为是：安全、天然气、可再生能
源和价值共享。
毫无疑问，安全将是我们持续关
注的主要议题！我这次提及天然气，
是因为天然气占世界能源结构的四分
之一，其增长速度超过石油，就碳排
放来说，它仍然是当今最清洁的化石
燃料。目前，全世界仍然有人无法获得
或只能拥有有限的能源。因此，能源
需求将持续增长，即使像道达尔这样
的公司已经在投资可再生能源，却仍
然无法满足全球的能源需求。目前，道
达尔生产等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而十
年前两者比例为65/35。
谈到可再生能源，我们目前在太阳
能领域的投资高达30亿美元，未来几
年内投资将稳步增加。相比其他国际
石油公司，道达尔将继续保持太阳能

领域的领先地位。多年来，国际石油公
司和国有石油公司对新能源均持保守
态度，我认为，道达尔有责任面对气候
变化带来的挑战，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
案。太阳能领域发展潜力巨大，与公司
追求高利润增长的承诺并不矛盾。除了
太阳能，我们还在认真考察生物燃料领
域的机会。
另一个关键词是价值，持续创造价
值并与利益相关者分享是我们的最终目
标，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股东，还包括
公司员工、作业国家和当地社区。
最后，我还想把“非洲”也作为关键
词之一。我相信非洲大陆代表着道达尔
公司未来的发展和前进方向。道达尔在
地中海的上游和下游业务稳步发展，我
坚信，我们与非洲大陆有着良好的历史
渊源，公司将借非洲的人口增长和发展
机遇而不断壮大。
因此，安全、天然气、可再生能源、
价值和非洲是道达尔关于未来发展的
五大关键词！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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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90后

油企未来离不开他们！
被称为80后、90后的一代，代表着与网络、计算机科学高速发展同时长大的一代，
是在21世纪后成年的一代。你知道这一代人将会对石油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吗？
这一代精英群体有什么共性呢？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作者 | Julianne Geiger
编译 | 张强

当今的原油市场，我们看到的都是
这样的一幅景象：沙特阿拉伯、伊朗和
OPEC的官员为了控制原油市场而各执
一词；低油价导致许多产油国风光不
再；石油巨头们的债务飙升，而借债人
似乎正在失去耐心；沙特的石油产量正
在创造新的记录，而伊朗的产量已经几
乎恢复至制裁前的水平；美国的钻机和
雇员数量越来越少，但是页岩气产量却
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美国页岩商中的
幸存者正在不断缩小规模，减少投资；
而沙特阿拉伯为了保住市场份额，不惜
一切代价，苦苦挣扎……对于产油国们
来说，这是真正的苦日子。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已经成为职场
主力的80后90后们，也就是年龄在二十
岁至三十五六岁的这类人群。在国外，
他们被称为“千禧一代”。在美国，根据
BrookingsInstitution的预测，截至2020年，
美国的成年人中，每3人就有1个是千禧一
代。房地产、零售业、金融、互联网、旅游
等行业争相讨好8000万千禧一代。在中
国，很多80后90后精英也已进入中国最顶
级的企业家圈子。更懂年轻人，绝对不是
一句只是说着玩的空口号。
也许，石油巨头们应该向其他行业
学习一下，如何面对80后90后的职场精
英们。如果忽视了这一重要的细分市
场，石油行业将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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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惊人的撤资运动
如今，我们已经见证了多起发生在
石油巨头身上的撤资行动。所谓撤资运
动，就是指投资者停止对石油公司的投
资，而石油巨头们不得不关闭门店或者
改变策略。尽管这些投资者并不全是由
千禧一代组成，但是受其影响十分大。
总的撤资规模难以估计，尽管难以
达到Bill McKibben所宣称的3.4万亿美
元那样大的规模，但实际数字仍然十分
惊人。
80后90后精英们在想什么
虽说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是反对
石油的，但是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一下
这些80后90后究竟在想什么。
想要更多的选择权
他们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受教育程度
最高的一批人。尽管受教育程度并不等
同于智慧，但是受过教育的80后90后在
购买商品之前会对其进行充分研究。此
外，这代人的人员结构组成十分复杂，
因此他们的需求也非常多样化。这就意
味着能源行业有必要重视这个细分市
场。比如生产出可以使用不同能源或者
同时使用多种燃料的汽车。对于能源
行业来说，我们不仅要为低油价而重新
调整策略，还要考虑年轻人的需求。他
们不仅是能源行业的消费者，也是投资

人。为了年轻人而改变策略是一种明智
的选择。
希望能够从事一份能让自己始终
保持热情的工作
很显然，这对石油行业来说并不
是一个好消息。瑞杰金融集团分析师
Pavel Molchanov表示，尽管石油公司
如今正在大举裁员，但是在过去的15年
间，石油行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越来
越小。工科专业毕业生更倾向于进入土
木、计算机和生物医药行业，而不是石
油行业。在他们眼中，石油行业的工作
不仅太辛苦、危险性高，而且看起来也
不太风光。
大部分的80后90后都希望工作在
一家更加环保、更加安全的公司。随着
他们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好，石油公司在
招聘员工的时候将会面对更多挑战。如
果想要吸引这些年轻人加入，石油公司
要做到更加透明。他们热爱自由喜欢跳
槽，对于铁饭碗的看法与前几代人截然

不同，这导致石油行业在招聘技术人员
时遇到了更多的困难。此外，由于石油
行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招聘新员工，
这将会导致公司和员工之间的差距越来
越大，老员工的知识和技能很难有效地
传递给公司新员工，因此石油公司必须
为此寻求新的解决方法。
消费习惯更加爱憎分明
80后90后虽然不会直接买卖石油，
但是他们却会购买汽油。如果某家石油
公司，如Exxon公司，遭到了司法部的
调查，那么接下来，他们很可能拒绝购
买这家公司的汽油。此外，这家公司的
招聘、采购或者投资等行为也会受到影
响。这代人大都对品牌十分忠诚，因此
石油公司必须谨慎处理漏油、排放欺诈
和司法欺诈等负面新闻。如果公司品牌
名声太差的话，那么这家公司必将被他
们所抛弃。
更加依赖互联网
大部分情况下，现代年轻人很少观

看电视广告，而是通过网站、手机、新媒
体等途径获取信息。因此，公司在开展
营销活动的时候，必须考虑社交媒体，
而社交媒体总是不停变化的。对于石油
公司来说，抓住年轻人眼球的最好办法
就是雇佣部分80后90后，让他们通过社
交媒体来宣传石油公司。
有条件地参与政治
对于个性十足的80后90后，除非某
件事或某个人他们很感兴趣，否则绝不
会被动的参与投票。对于石油公司来
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吸引他们的兴
趣，而不是催促着他们接受。
虽说短期内，我们很难找到一种
能够替代石油且稳定可靠的能源，80
后90后也不太可能对石油行业产生致
命的影响，但是石油公司过去那种做
事方法必须改变，只有改变，才能继
续生存。未来，能否了解并满足80后90
后不断产生的新需求，将是石油公司
成败的关键。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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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油价冲击
深水油气开采是否值得坚持？
由于低油价的冲击，全球的深水油气开采项目受到影响，该文对低油价下深水油气市场进行了分析，
并对深水油气开采趋势进行探讨。

作者 | Julianne Geiger
编译 | 张强

近两年油价的持续低迷，一些大型
超深水项目实施难免不受到影响。资本
支出（CAPEX）和运营支出（OPEX）的
增加进一步给预算施加压力，迫使一些
油气公司削减预算，并推迟深水项目的
审批。目前，更多的目光集中在油气行业
标准化，寄希望于成本控制以保证深水
开发项目的实施。
Douglas-Westwood预计：受拉丁美
洲和西非深水油田开发项目以及东非新
开发项目的驱动，2016年后的深水项目
资本开支会逐渐增加。然而，短期来看，
油价引起的项目延迟，对增长率放缓造
成的影响比去年同期预计要大。

深水区域费用支出情况
（2010-2019）
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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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项目经济性
深水油气市场需要大量持续性基
础设施投资。油价长期维持在80美元/桶
（WTI），可以保证大多数深水项目的开
发。对于当前的低迷油价，一些项目也
并没有停工，如马士基的Chissonga和埃
尼的Sankofa等深水项目。

1%
5%
2%

33%

2010-2014

31%

6%

16%

深水项目前景
深水勘探和生产（E&P）作业主要
受以下多种供需因素驱动：
1.需要弥补陆上和浅水盆地产量下
降的缺口；
2.是否具有发现大型油气藏（如东
非地区）的潜力；
3.深水开发项目的经济可行性。
随着陆地和浅水油田开发后期产
量的下降，深水油气开发变得越来越重
要。过低的油价加剧了行业的担忧，引
起业内公司开始重新审视标准并重新协

32%

3%

35%

1%

商合同。大型深水项目，如东非海上大
型天然气田，以及最近安哥拉海上Orca
油田的发现，都需要资金密集型的解决
方案，但不管怎样，这些项目依然可以
带来巨额的投资回报。

5%
3%

2015-2019

非洲

亚洲

澳大利亚

东欧&前苏联

中东

北美

西欧

拉丁美洲

项目运行情况
过低的油价带来了项目执行上的困
难，这很可能会导致深水项目大范围的
延迟及取消，特别是在北海等高资本支
出的地区。在西非和巴西，由于要严格
执行当地的标准，但由于缺乏行业经验
的工程师，因此加剧了项目交付的时效
性问题。
市场总结
Douglas-Westwood预计，与20102015年相比，2015-2019年的深水油气市
场资本支出将增长近69%，累计支出为

支出/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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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支出组成

全球深水资本支出情况

2010

2100亿美元。资本支出增长主要集中在
非洲和美洲，两者占总资本支出的82%。
尽管北美地区资本开支在未来几年将减
少，但该地区仍然是深水油气开发的关
键地区。
短期内低油价将会直接缩减深水项
目的审批数量，进而减缓深水油气市场
的发展。预计到2018年，深水基建项目也
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深水资本支出预
计在短期内将受到限制，如果后期油价
复苏，深水资本支出才会逐渐增加。
此外，钻机需求量减少也将影响资
本支出的增长。近年来，深水钻井平台
需求量不断刷新纪录，使得钻机订单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大量钻井平台投
入市场，预计需要长期的需求增长才能
消化掉这部分多余的钻机。
长远来看，深水项目还是有所期待
的，即使油价持续下跌，油气公司也只
是推迟项目，而不是取消项目。低油价
环境下支出的进一步减少，受影响最大
的是北美地区。

深水油气钻完井的成本支出达到了
81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花费在海底完
井。DW预测，2015年－2019年深水钻完
井的资本支出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3%
。拉丁美洲的钻完井资本支出最高，但是
其花费的钻完井时间也更多，因此，钻井
数量最多的地区仍将会是非洲。
浮式生产系统（FPS）是深水资本
支出的第二大领域，占总资本支出的四

分之一。FPS资本支出主要受巴西影响，
世界上FPS总资本支出的一半来自于巴
西。FPS中最主要的是FPSO，预测占有
FPS支出的80%。DW预测FPS资本支出的
年复合增长率将会达到12%；然而，低油
价环境会使生产商重新评估项目开发计
划，最终可能会造成项目延期开发。
海底设备（海底基础生产设施和
SURF）的资本支出将会占据全球深水开
发支出的三分之一。海底基础生产设施
支出由生产井的数量而定；因此，海底设
备和钻完井资本支出的总量预计在20152019年之间达到310亿美元。无论是硬件
数量还是资本支出，非洲将会成为海底
设施生产的最大市场。花费在SURF的支
出也主要由海底油井数量决定；与海底
硬件设施的资本支出相近，SURF的资本
支出将达到280亿美元。
同期，管道建设资本支出将会达到
150亿美元。2015-2019年，主要体现在西
欧的Polarled项目和中东的SAGE管道项
目的资本支出。
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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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成本的不断提高，这将会对运营
商进一步施加压力。除了新油田开发的必
要资本支出，运营商还必须维护现有资产
和性能不佳的设施，延长现有资产的生产
寿命。影响维修改造和运营支出的主要因
素有设施使用时间、海上平台规模和复杂
程度、新平台以及价格等。
2014年，浅水及深水油田的MMO服
务需求规模达到了950亿美元，DW预测
2015-2019年，由于设施老化、维护成本
等，这一数字还会继续增长。
MMO市场要比那些由资本支出决
定的市场更为强劲。与钻井和油田开发
不同，油价的波动通常不会对运营和维
护费用造成影响。这主要是由于MMO
对于维持现有的生产水平至关重要，这
将会保证海洋石油运营商的收入流。
深水油气开采趋势
尽管欧佩克限产小幅提振了油价，
国际上对于深水开采前景褒贬不一，大
多数人对于深水开采仍持悲观态度，尤
其还受到了页岩油等非常规油气的冲
击。但从目前形势来看，并没有到如此
尴尬的处境。
1.短期内，由主要设备所收取的关税
情况来看，同大规模页岩油开采相比，深
水开采具有更好的每加仑油气回报率。
2.长期来看，油气行业会寻求更多的
方式，使得深水开采具有更佳的经济可
行性和更低的项目风险。
3.从深水产业整体来看，深水油气
开采起码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消失，更
为可能的是，在未来几年内深水产业会
经历几年的艰难时期，并会逐步回暖。
深海油气开发决定了未来国际能源
的战略格局，对于油气资源不断增长的
需求将会更多转驾到深水油气的需求
上，进而需要更多的技术创新。为了更
好的抓住这一契机，我国力求为深水油
气工程建设与深海资源开发带来的机
遇，推进我国深水能源开发利用技术与
装备水平，深海能源大会的举办具有不
可忽视的地位。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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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大分析告诉你
油价为何还将上涨
自OPEC达成冻产协议后，油价持续看涨，这为OPEC成员国继续保
持团结增加了些许动力。近期，WTI原油已突破50美元/桶，美国原
油库存也再次缩减。相关数据表明，油气市场的乐观情绪在日益增
长。那么，油价能否维持50美元/桶的水平线上？

作者 | Evan Kelly
编译 | 徐文凤

据报道，OPEC八年以来首次达成
了减产协议。虽然不能保证俄罗斯会
全力配合执行OPEC的冻产计划，但目
前来看，俄罗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愿意与OPEC合作。
沙特减产

然而，
《华尔街日报》表示，此举
并不意味着沙特争夺油气市场份额的
国家战略有所转变。虽然王储同意减
产，但这并不代表沙特会无底线冻产。
沙特减产是自夏季需求峰值后正常的
产量回缩，所以冻产对于沙特来说，影
响不大。

政府计划取消税收抵免和其他激励措
施，但行业内相关人士警告称，此举将
会扼杀阿拉斯加这只“油气金鹅”。

沙特阿美市值突破两万亿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世界上
最大的石油生产商——沙特阿美，为
促进该公司2018年的IPO（首次公开募
股），其公布了2015-2017年财务状况的
细节。沙特阿美的财务状况一直笼罩着
一层神秘面纱，但为了上市，该公司需要
为投资者提供更透明的财务报表。据报
道，本次准备上市的份额仅占沙特阿美
股份的5%，由此沙特官方估算，该公司
市值将达两万亿美元。
“油气金鹅”的爱与痛
近期，Caelus能源有限公司宣布
了阿拉斯加北海岸蕴藏着60亿桶原
油的重大发现。这一“世界级”油藏
有可能是阿拉斯加近十年来最大的发
现，其产能可达到20万桶/天。然而，
该项目需投入大量资金，且就目前油
价来看，毫无利润可言。并且，此项目
到2020年才能正式投产，需要数年时
间进行开发。
与此同时，阿拉斯加油气行业2014
年收益为74亿美元，但2017年将下降
86%至仅仅10亿美元。由于收入骤减，

英国允许水力压裂
水力压裂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
由于环保人士在油田扎营抗议，英国石
油公司Cuadrilla Resources曾一度需要武
装警察戒护才得以前往Balcombe页岩油
田，进行测试性开采。但令人颇感意外
的是，在该公司多年的争取下，英国社区
与地方政府大臣推翻了地方规划委员会
的决定，授予Cuadrilla Resources水力压
裂的权利，即允许该公司在英格兰北部
开采页岩气。
钻探计划的支持者们表示，近十年
来，英国天然气产量持续下降，而采用
水力压裂的方式开采气田将使天然气
产量下降的压力得到缓解。但Cuadrilla
称，开发页岩气田需要天然气价格维持
在6美元/百万英热左右，但目前气价还
远远达不到这一要求。
巴西石油垄断时代将终结
巴西国会投票决定允许其他国际
企业对该国盐下油层进行投资。多年
来，只有巴西国有石油公司才能运营盐
下油层项目。但由于国有企业深陷债务
危机，巴西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国际投资
公司。彭博社称，此举是巴西自1997年
石油法案后，对投资者做出的最有利转
变，这一变革也会终止巴西国有石油垄
断的现象。
俄罗斯石油将向私有化过渡？
近期，俄罗斯国有石油公司Rosneft
接管了Bashneft绝大部分股权，这是俄罗
斯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国有资产出售计

划。Rosneft将以5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政
府股份，以此为政府国库注入现金、缓解
俄预算赤字。Bashneft股份的出售曾一度
被认为是俄罗斯石油向私有化过渡的标
志，但从目前结果看，该国石油资产将进
一步集中到大型国有油企中。
天然气市场紧缩
亨利中心预计，由于天然气产量持
续走低及新燃气电厂建成带来的需求量
持续增长，天然气价格将在2017年上升至
最高水平，达到3.147美元/百万英热。相
比天然气曾经供过于求的现象，未来天
然气将面临供不应求的紧缩压力。
联合国批准航空碳排放协议
日前，联合国批准了国际航班削减
温室气体排放协议，这也是第一项针对
于航空碳排放的国际协议。该协议要求
国际航班于2020年前降低碳排放量，但
是只要航空公司购买碳抵消，他们也可
以继续增加排放量。尽管碳排放协议
已生效，但由于航空燃料替代品十分稀
少，未来航空碳排放量将呈现继续攀升
的趋势。
“十艘油轮”石油产能过剩的标志
但是，除油气行情向好发展的趋
势外，油气 市场仍 然 存 在一 些不利
因素影响油气稳定。彭博社报道，目
前英国最大油田— —北海油田附近
堆 叠着至少 十 艘油轮，而除 去该油
田正常维修外，超 过一到两艘 油轮
抛锚等待装运货物的现象是不同寻
常的。这表明，原油浮动储量正在增
加，布伦 特原油市场 供 过于求 的局
面仍 在 加剧，市场可能依然 处 于疲
软状态。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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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佛龙CEO：在可预见的未来
油气仍将不可替代
油气未来的发展态势到底如何？新能源的发展、严格的环境政策、大量的裁员、持续的低油价，无不牵动
着每个石油人的心。让我们听听雪佛龙董事长兼CEO John Watson对油气行业未来的看法！

作者 | John Watson
编译 | 周诗雨

全球经济发展依然依赖于石油业
近日，我接受了LinkedIn执行主编
Dan Roth的采访，主要谈论了油气行业
当前的诸多问题。如今，石油行业已经
有70家公司破产，到处都是利润下降
和大批裁员。Dan很怀疑，雪佛龙是否
还对人才有吸引力，尤其是对”千禧一
代”(1984-1995年出生)。
对于身处油气行业之外的人来说，
这个问题问得很合理。而对于业内人士
而言，我们深知我们正在开发和生产的
油气产品对于世界经济不可或缺。因
此，即使我们现在需要在低油价的环境
中披荆斩棘，我们仍对未来充满信心。
我在雪佛龙任职的35年中，见识过
五次油价跌幅达到甚至超过50%的窘
境。在最近的一次下跌中，油价在短短
6个月的时间内从115美元/桶出头的高点
下跌至不足50美元。当油价下跌时，行业
会撤回投资，并根据作业量进行裁员。
我们这个行业做的是一个长期的业务，
所以，我们知道供求关系最终都会恢复
平衡，油价也将重新回到一个稳定的范
围。全球的经济发展还是要依赖于石油
行业。
我们生产的石油产品促成了能够带
给我们光热的能源、运输、机械化农业、
现代通信、保护我们身体的医疗体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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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许多让我们彼此联络和消遣娱乐的电
子设备等的发展。石油给我们提供了其
他轻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原料，从蜡笔的
加工到隐形眼镜的制造，更不用说我们
修建道路和跑道的基本材料都出自石油
的提炼物。
目前，世界上50％以上的能源来自
石油和天然气，另外近30％来自煤炭（
见图1）。在过去的150年里，化石燃料使
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与其
他能源相比，化石燃料储量丰富、可依
赖、能量利用率高、易存储，除了用于动
力发电供能和燃料外，还能提供多种多
样的高价值消费产品；除此之外，经过

超过一个世纪的不断发展，化石燃料拥
有了配套的遍布全球的炼油厂、管道、船
舶和配送系统等基础设施。
能源结构转型 还需要时间
然而，尽管当今的能源市场已具有
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但世界上仍有12亿
人没有电力，还有超过27亿人仍在燃烧
如木材、作物残渣和粪料等固体燃料来
烹饪食物。为这些人提供像我们一样的
这种现代化生活方式，提供能够负担得
起的、可依赖的能源，是全球经济增长
和稳定的关键。
在过去的150年里，化石燃料促成了

全球能源种类消耗图
支出/十亿美元
100%

预测
氢能

可再生能源

核能

90%
80%

天然气

70%
60%

石油

50%
40%
30%
20%

煤炭

10%
0%

生物能
1870 1880 1890 1900 1910 1920 1930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2030 2040

the future

人类生活水平最大的一次提升。考虑到
我们目前的技术，在未来几年内，我们
所需的能量将大于我们能用可再生资源
生产的能量。随着人口增长、收入增加，
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正在努力争取我们
今天拥有的生活水平，大多数的预测都
认为到2040年全球能源的需求将增加
1/3，甚至更多。我们清楚的意识到，为
了满足这些需求，我们需要石油、天然
气、煤炭、可再生能源、核能等各种形式
的能源。
尽管根据IEA的新政策（基于目前
和预计的碳排放政策计算），可再生
能源的使用量将增加，但我们预测，到
2040年石油和天然气仍将占全球能源需
求的50%。即使在IEA的“450情景”中，
油气仍占了总量的44%，而煤将占到16%
（“450情景”中号召所有的国家采取清
洁能源新政，使投资永久的转向抑制温
室气体排放增长所需要的低碳科技）。
尽管装机容量在快速增长，但截止
2040年，在总的一次能源需求中，由风
能和太阳能提供的，预测仍将只占到3%
。尽管与如今不到1%的份额相比，这已
经有很大飞跃了，但预测也明确表示，如
果没有颠覆性技术突破，那么既要满足
发达国家的需求，又要提高发展中国家

的生活水平，单靠可再生能源是无法提
供足够多经济可靠的能源的。
石油业转型 一直在路上
比尔•盖茨在他2016年公开信中指出，
能源对于摆脱贫困来说至关重要。
“如果
我只能许一个愿望来帮助最贫困的人，那
便是找到一种便宜、清洁的能源来驱动
我们的世界”，他写道：
“你可能会疑惑，
人们不就是想努力保持健康，找到足够的
食物吗？难道这一点不一样很重要吗？没
错，这一点当然重要，盖茨基金会也一直
在通过辛勤的努力来帮助他们。但是能源
可以让这些事情变得更加简单。它意味着
医院可以运转，学校能有照明，人们可以
使用拖拉机种出更多的粮食。”
盖茨预测，世界将在未来15年内实
现清洁能源技术的突破。雪佛龙一直支
持不断研究新兴技术，以求找到这种突
破。但当我们还在进行这种探索时，世
界将继续需要如今这些不同类型的能
源。这并不意味着在此过程中效率和环
境无法得到改善。石油行业与政府、大学
合作，在推进技术发展方面的努力有目
共睹。我们行业希望能够更高效的使用
能源，同时解决亟待处理的环境问题。
从我孩提时代至今，汽车尾气排放

量已经减少了之前的98％，尽管数量并
不是很多，电动汽车也已经从一个简单
的创新想法发展成了我们日常的一类交
通工具。
与此同时，油气工业在继续寻找更
多的资源和方法，以实现更多能源更有
效、更经济、更安全的开采。仅在过去十
年内，我们就利用创新的技术将美国从
能源稀缺国转变为能源富有国。
然而，如果没有在正确的时期里任
用合适的人从事合适的工作，这一切将
无法实现。即使在如今的这种商业环境
中，我们仍继续聘用、发展和培训我们
的员工。人口统计资料显示，未来5-10
年将出现大规模的退休潮，我们必须确
保我们拥有必要的人才，才能继续推进
我们行业的发展。
在长期的转型过程中，能源部门已
经有了不小的改变，未来这种改变还将
会一直持续。但这种改变必须满足我们
经济和环境发展的重点，这就意味着油
气行业仍将非常重要。在可预见的未来
里，油气燃料仍将是能源经济的基础，
将点亮世界、维持工厂的运行、驱动交
通运输系统。为什么人们愿意加入雪佛
龙，投身石油行业，那是因为我们的产
品会使人类生活更加美好。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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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10大石油
公司60年后路在
何方
当所有主要油井开采完毕后，石油巨头们将面临
何种结果？破产！这并不是正确答案。
他们会继续在可盈利项目上投资数十亿美元，
以实际行动打消我们的疑虑。那么石油巨头们的
未来究竟将如何发展？

来自 | Quora
编译 | 邢振宇

Ryan Carl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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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工程师Ryan Carlyle
未来六十年，石油公司依旧会持续
进行钻井和采油作业。但是，石油公司
的规模会逐渐缩小，并且几乎只能采集
非常规类石油，如焦油砂和页岩油。显
然，这需要更高端的设备、更先进的技
术和更多的成本，但这些在未来完全不
成问题。
虽然易开采的石油储量越来越少，
但据目前需求预测来看，现有的石油资
源足以支撑至少一百年。石油公司不断
追寻新的核心技术以保证巨额利润，但
实际上，油企大部分研发费用都集中用
于如何开采非常规石油，而不是研究如
何取代石油。他们在地热钻井和水钻井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这方面工作的所
得利润是微不足道的。
石油作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其替
代品十分有限，因此油价会继续上涨，
直至其他昂贵商品生产线在油价面前也
显得低廉。
深海石油市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但目前，油企将投资重点放在开采深海石
油上是不划算的。因为最新的数据显示，
当前油价在40-50美元/桶区间，而加拿大
焦油砂价格则为65-75美元/桶。
1990年至今，油井的石油储量平均
开采率为10%。当然，根据修复技术不
同，油井之间会出现较大差异。而高油
价不仅能使新资源更加具有经济可行
性，还能刺激半枯竭油井增产。所以在
当前油价下，单一油井的产量可能是
1990年的两倍。若油价再次上涨，估
计许多号称“已枯竭”的油井可能会
安装更高端的恢复生产设备，以焕发
新的活力。
油价上涨还会引起需求下降，因为
电力产业会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且运
输业也会寻求其他储能媒介。在边际供
给增加和需求下降的双重影响下，我们
期盼看到的是稳定的、石油消费逐渐降
低的一个阶段，而不是普遍认为的断崖
式下跌。这样油企将会有数十年的时间
来改善他们的商业模式。

Matt Bennett

Richard Ottolini

Guy Maslen

地球物理学家Guy Maslen
六十年后，部分石油公司将会消失，
另一部分将会在毁灭性变革中生存下
来。这有些类似于数码相机的诞生对柯
达公司和富士公司产生的影响。
石油资源是否会枯竭还没有定论，
但随着科技发展，已探明石油储量似乎
越来越多，并且其发现速度快于需求增
长速度。而值得牢记的是，由于鲸鱼油逐
步枯竭，石油业初始发展的目的就是为
油灯提供燃料，汽油在当时只是废品。其
后，电力行业的发展才使石油业日渐辉
煌，所以需求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从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石油业将会
有以下几种发展趋势，即石油将会被用作
化工原料；部分石油公司会向新能源领域
转变，如雪佛龙和道达尔分别在地热领
域和太阳能领域加大了投资力度；一些公
司会将钻井和天然气方面的知识运用于
碳捕集与封存项目；奥迪公司对于二氧化
碳中性液态烃燃料的研究十分深入，油企
将是该公司在分销及扩大生产规模方面
的理想合作伙伴。我期待着未来能在加油
站内看到“碳中和”柴油泵。

Jason Hyun

软件工程师Matt Bennett
几乎这里所有的回答都注重于化石
燃料供给方面，新的提取技术和缓慢的
市场力量允许行业内进行逐渐的调整。
没有能源公司会承认他们的资产可
能会陷入困境，但明智的人肯定已经在
考虑这个问题。那些考虑多样化或者以
合并及兼并方式进军新能源行业的公
司，已经有了极大的存活机会。
Richard Ottolini
海底大陆架上存在甲烷水合物并
不代表那里存在大量油气资源，若要
强行开采，就要面临高压、高危及高昂
成本等一些列问题。所以目前，除日本
在此方面仍有一个项目在进行外，几乎
没有国家会继续对此进行投资。但部分
工业经济学家指出，在21世纪30年代，
石油行业将会迎来巅峰，到那时，甲
烷水合物可能会成为行业生产的目标。
（P.S.2010年BP在墨西哥湾发生的那起
众所周知的漏油事故，间接证明了甲烷
水合物是多么难以控制）。
麻省理工17届化学工程师Jason
Hyun
据我推断，60年后，大部分的石油
需求将会由其他能源代替。
首先，就重塑新能源公司而言，很
多油气技术甚至设备可以被赋予新用
途，最显著的是在非传统天然气方面
的开采。对于地质与油藏的理解也与
碳捕集与封存（CCS）有关，IPCC2014
报告预测，天然气和生物质发电若想达
到二氧化碳零排放，相关机构必须注
重CCS技术。
其次，部分水力压裂技术也能激发
地热资源，理论上来讲，在资源较丰富
地区，这些地热资源足够满足大量发电
需求，虽然目前在成本竞争方面它并无
优势。
最后，随着合成生物学的快速扩
张，大量下游精炼设备也会被赋予新
生命，来生产替代石油产品的生物合成
品，例如燃料、润滑油、药品、化妆品前
体、塑料前体及特种化学品等等，尽管
很难相信这些产品的产量能与目前石油
的生产率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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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esen D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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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as Azrak
传统汽车领域拥有超过30万名主攻
内燃机方向的工程师，与之相比，电动
车领域工作的工程师则少之又少。大众
公司目前研发出了一款“王牌”节能汽
车，每加仑油可以使汽车的续航距离达
到300英里，这意味着驾驶员在一年内
只需要为汽车加满一到两次油就可以，
但美国却禁止销售此款超级汽车。在努
力降低碳排放的时代，这不禁使我们感
到疑惑。
油企正呈多元化趋势发展，雪佛龙
目前已拥有风险投资部门，而在法国，
石油公司仍然是生物燃料的行业领导
者。虽然南非处于世界格局之外，但身
处其中的石油公司Sasol依然以FischerThorpe理论为依托，不断完善自己的技
术，在将煤炭转化为石油的道路上坚定
前行。巴西当地加油站的特色是提供四
种不同的燃料可供选择，包括柴油(B3)、
汽油 (E25)、可燃烧的液态乙醇 (E100)以
及天然气 (CNG)。

Shell润滑剂部门员工Giesen
Duan
基于对于壳牌的了解，我认为大部
分油企正寻求一种新方式来为公众提供
能源。壳牌拥有世界领先的研发速率，
他们正努力研发新技术，如太阳能和潮
汐能。所以，若石油储备枯竭，油企规
模可能会缩小，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其他
收益存活下去。
匿名
从供应角度来看，油气行业依然蕴
含着无限潜能。目前，我们可以使用的
石油资源仅仅是冰山一角。随着新地震
勘探技术逐渐普及、数据和地质测绘图
的大量收集，勘探会变得更加有效，若
加以时日，突破性发现将指日可待。此
外，钻井技术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油
企甚至可以从北极开采石油，这是令人
非常震惊的成就。
当然，若石油资源枯竭，我们也就
没有真正的冰山可以倚靠。石油带来的
环境问题及社会大众对这些问题的看
法是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未来几十
年，石油仍然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
但环境和利益作为鱼与熊掌，是不可兼
得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石
油公司要高举大旗，拼命挣脱自己不环
保的烙印了。英国石油公司（BP）就是一
例，深水地平线的爆炸事故，不论是从
罚款还是公众影响方面，都让BP付出了
几近破产的惨痛代价。
温室效应日趋严重，但我并不觉得
社会对这种“温水煮青蛙”的影响保持
了足够的警惕。能源结构需要更高的含
碳比例只是一种假象。因为，发电厂的
原料正逐渐由煤炭转变为天然气。若
这种情况得以持续，世界能源结构将从
以碳为基础慢慢转变到氢能源经济（当
然，生产方式与目前炼油厂的基础设施
有关）。并且，只要碳元素能在相关生产
系统中转化为固体，而不是二氧化碳气
体的形式，那么利用氢气产生电能也并
非痴人说梦。对于油企而言，突破这些
壁垒会让人感觉非常刺激，而对于石油
业的工程师们来讲，未来真的令人十分
期待。o

oilsns vol.13

23

油气·观察

站在油气业转折点 我们都该学学GE
如今，油气行业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尽管全球能源需求不断增长，但日益增高的成本管理仍然是油田服务
商和设备制造商的一大难题。数字化技术，或许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而通用电气公司（GE）则为其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来自 | World Oil
编译 | 白小明

GE全球油气技术研究中心成立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技术和服务提
供商，GE业务涉及油气等诸多领域。近
日，GE在Oklahoma市成立了新的全球油
气技术研究中心，该中心将成为GE全球
技术研究工作网络的一部分，整个网络
共有10个研发中心，超过5万名工程师，
业务遍及全球众多行业。GE油气业务
总裁兼CEO Lorenzo Simonelli表示，越
是在行业艰难时期，越应该加大技术研
究的投资，他相信，通过技术创新，GE
可以推动整个行业的快速发展。
GE新成立的研究中心正逐步成为
一个连接公司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中央
枢纽，旨在发展开放式创新技术，以便
更好地与客户紧密合作，共同研发先进
的数字化硬件解决方案。
该中心有两口模拟真实环境的试
验井，可以用于各种新技术的测试。目
前，GE正在研发更先进、更高效的人工
举升系统，研发中心配有各种设备以便
模拟真实的井下环境，这将有利于更快
制作原型设备并不断对其进行改进；另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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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该中心还有一个“流动回路”系统，
技术人员可以用此模拟真实生产环境，
以便测试新设计的部件。
数字技术将颠覆油气行业
在当前低油价的大背景下，设备的
优化、效率的提高、数据的收集分析显
得尤为重要。数字技术必将在设备优化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将真正颠覆油
气行业。GE正运用软件将各工作现场与
GE基于云技术的操作系统Predix连接
起来，然后收集分析数据以使工作更高
效（Predix系统主要用于工业互联网）。
例如，GE的工程师正在研究连接
到云端的无人机，准备将其用于检查几
百公里以外的钻井设备和油气管网；GE
与Oklahoma市州立大学航空航天项
目团队合作，研发出了无人机模型机
Raven。Raven可以精确探测气体排放，
从而低成本地减少污染物对环境的影
响，提高作业效率。
在充满挑战的油气市场，各大公司
一直在寻找立竿见影的降本增效新方

法。技术投资的多少对于建立稳健的油
气行业来说至关重要。现阶段，油气行
业面临的问题是，很难再通过技术改
变制造过程，从而促进生产力的长期发
展。将数字解决方案作为日常操作的一
部分可改变这一局面，即在操作过程贯
穿一条数字化线程，可使整个行业更精
简、高效和灵活。
北海：数字转换技术应用广泛
北海历来是整个油气行业的创新中
心，敢于采用新技术不断实践，逐渐成
为行业的标杆。由于过去几年运营成本
激增，油气行业特别是深海开发板块亟
需一种更加高效价廉的方法来管理项目
的开发和运营。在当前形势下，北海将
继续作为未来油气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开
拓者和领路人。
北海有其区块优势，可较好的显
示数字技术的优势。目前海上平台上收
集的数据主要用于异常检测和控制，
还未用于有更大价值的优化和预测。例
如，一个标准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上有

30000个传感器不断生成数据，然而，实
际上只有不到1%的数据对决策有效。
而数字化驱动创新最有效的方法之
一是通过实现资产绩效管理(APM)提高
资产的可靠性和可用性，同时减少不必
要的或计划外的停机维护。GE的APM
是一套Predix开发的软件产品，是公司
与行业互联网相连的操作系统，可将实
物资产与数字世界相连。APM连接独立
的数据源，采用先进的分析方法将数据
转化为可行的见解，同时培养跨组织间
的协作和知识管理，使总成本最小化，
企业运作更加快速、灵敏和高效。
目前来说，系统正常运行时间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要珍贵。使用APM监视和
分析性能数据可优化系统维护。换句话
说，通过以分析计划为基础来工作安排

而非被动临时的维护来减少停机时间。
这有助于运营商在真正的变革期，确保
设备的正常运转。
2015年，世界五大油气公司在物业、
厂房和设备等资产的花费约是其他销
售和管理等一般性费用的55倍。作为一
个以资产为中心的行业，油气运营商可
采用数字解决方案，实现投资回报最大
化、运行最优化、成本最低化、产能最
高化及操作灵活化的目标。
数字解决方案也可以采用高科技传
感器、井泵数据及对钻井技术的分析提
高产量。如使用全自动、快速全面的数
据视图和界面可提供更加全面的生产
过程视图。数字技术、先进的硬件和创
新服务协议为石油钻井平台增产降本提
供了机遇，同时为之前准备的关停井注

入了新的生命力。
GE已经意识到了这些应用程序对
该行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例如，结合
资产和软件知识，海上平台的维护成本
可优化达20%，整体可靠性提高3%。
除此之外，GE也将数字化用于公
司内部，在操作中开发了一系列的数字
化工具，优化精简工程、制造、供应链、
项目管理流程。目前，GE正致力于提高
自动化流程和数字化服务技术。从对
水下生产设施到先进制造业的自动化
压力测试，包括在生产线上引入协作
机器人。
为摆脱目前的低迷形势，实现产量
的提高和效益的增加，油气行业亟需一
个全面多样的方法，而数字化发展是油
气行业蓬勃发展的关键。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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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骤减！
拿什么来拯救颓废的石油业？
由于油价下跌，造成了油气勘探费用的大幅减少，仅2014-2015年两年，石油行业的投资就减少了3000
亿美元，而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却持续增加。石油行业投资情况具体如何呢？下文马上揭晓。

作者 | Nick Cunningham
编译 | 白小明

IEA的最新报告详细分析了变革
中的国际能源投资格局，称目前世界正
处在划时代的能源转变时期。油价下跌
造成油气勘探费用大幅减少，而新能源
领域的投资却持续增加。IEA执行主任
Fatih Birol在一份声明中称，
“我们看到
大量投资流向清洁能源领域，但这多半
是受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影响。然而，
由于上游削减开支且运输业仍高度依赖
石油，就长期来看，能源供应安全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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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还在持续增加。”
油气支出大幅削减
2000-2014年，油气上游投资从1600亿
美元增加到780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
12%，几乎翻了5倍。但是，2014年以来的
低油价终止了投资持续增加的势头。2015
年全球油气上游投资较上一年减少25%
至5830亿美元。今年，预计投资将继续减
少24%至4500亿美元。IEA称，2014年和

2015年是近40年来首次出现的连续两年投
资持续减少，合计减少3000亿美元，这堪
称“史无前例的现象”。
Fatih Birol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
访时称，2017年趋势可能还将延续，投
资还将继续减少，历史上我们还从未看
到有连续三年投资减少的情形。
对油气行业来说，在这些糟糕的数
字背后还蕴藏着一线曙光。IEA预计，三
分之二的支出减少源于成本收缩，这主

全球油气勘探开发投资
勘探

十亿美元

勘探［占比％］

右轴

140

20%

120

19%
18%

100

17%

80

16%

60

15%

40

14%

20

13%
12%

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00-2016全球上游投资情况

52%，尤其是业内规模较小的独立油气
公司，其资本支出更是大幅减少了72%，
即从2014年的1240亿美元减少到2016年
的35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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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投资全球占比攀升
然而，中东和俄罗斯能源投资的减
小幅度相对不大。俄罗斯和中东国家处
于全世界石油开采成本最低的地区，中
东的产油量占世界总量超过三分之一，
其上游支出却仅占12.5%（2015年该地区
为730亿美元，全球为5830亿美元），着
实让人难以置信。在当前油价低于50美
元/桶的大背景下，上述地区仍然有很多
项目处于盈利状态。IEA指出，低钻井成
本使此类地区能获得更多盈利。
实际上，低油价促进了这些产油国
的上游投资，他们需要抢占份额以提高
收入，保证财政预算。中东地区的支出
比重，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过去10年的平
均值。MEES的封底计算表明，今年该
地区投资占全球比重会相对反弹，达到
16-18%。

要归因于较低的油价、更低的设备费用
以及油服公司降价，支出减少的其他原
因是作业量减少，2015年支出共减少约
2000亿美元。2015年IEA上游资本成本
指数（IEA Upstream Capital Cost Index）
下跌15%，预计今年将下跌17%。
投资减少页岩油气仍占重要地位
IEA称，受上游削减投资影响，美国
的页岩油气和全球海上油气方面的投资
大幅下降。低油价对现金流的冲击，正
考验着美国页岩油气的债务融资投资模
式。过去2年，美国页岩油气投资减少了

勘探支出缩减幅度最大
就油气行业不同板块来看，勘探支
出缩减幅度最大。目前，油气公司更加
关注开采现有储量，而不是把钱花在风
险较大的勘探领域。2015年，油气勘探
领域投资减少30%至900亿美元，今年预
计将减少至650亿美元。据IEA称，截至
目前，勘探支出占整个上游支出的14%，
是近10年中所占份额最小的一年。
Wood Mackenzie的数据表明，随着
油气公司放弃勘探计划，2015年新增储
量为27亿桶，是自1947年以来新增储量
最糟糕的一年。预计今年该数字将进一
步缩减，截止七月底，新增储量仅为7.36
亿桶。
开采探明储量的支出也大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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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油气行业仅有少量大项目上马，开
采约60亿桶石油。该数字仅为五年平均
值的三分之一。资金支出较大的项目首
先被叫停，加拿大的油砂和巴西的深水
项目所受影响最大。
清洁能源发展势不可挡
最新公布的IEA数据，回答了许多
关于可再生能源方面的问题。全球可再
生能源发电的投资全年达到2880亿美
元，占发电总投资的70%，并且，可再生
能源发电投资是化石燃料发电投资的
2.5倍。虽然石油仍将主导运输业，但可
再生能源目前占据电力领域投资的最大
份额。
可再生能源行业的专家指出，2015
年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实际上比上一
年减少了2%。而且，自2011年以来，该领
域投资基本保持不变。但是，2015可再
生能源的发电容量却增加了三分之一，
这反映出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本大幅
降低。
化石燃料仍不可替代
可再生能源确实取得了良好的进
展，而且投资将继续向清洁能源转移。
然而，政府相关政策才是决定可再生能
源增长速度的关键因素。去年巴黎气候
协议制定的环保承诺或将有利于未来可
再生能源的发展。
但是，即便目前可再生能源在全球
电力市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且重要性
不断增加，石油仍然是运输业的主导，
而且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石油供
应新渠道的开发是杯水车薪，IEA敲响
了未来石油供给短缺的警钟。
随着支出减小的速度不断加快，规
模不断扩大，以及后续人力资源方面的
缺失，当未来油价反弹的时候，油气行
业可能将会手足无措。而且，油气上游
投资目前大多集中在地缘政治敏感地
区和安全风险极高的区域。一旦市场收
紧，油公司可能无法解决所面对的诸多
困难。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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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人的春天来了？
恐怕没那么简单
相比今年2月，原油交易量已经上升75%，油气行业也将关注重点从
如何生存转移到如何复苏。但即使这样，行业白领们的工作机会仍
少之又少。面对油价回暖，油气工人能否迎来再就业的春天？

作者 | Ernest Scheyder
编译 | 徐文凤

又一次终将结束的低潮周期？
今年58岁的Elizabeth Huber是名冶
金工程师，20个月前，她失去了检查油
管的工作。尽管油田高管们正想办法提
升产油量和成本预算，但Huber的未来
仍非常渺茫。她和许多失业的能源专家
一样，希望这种情况只是又一个终将结
束的低潮周期。
然而，数十位受访的行业老炮儿、
公司高管和招聘人员均表示，这次低潮
期同以往相比是不同的。劳工统计局似

乎证明了这点。在过去的25年里，能源
行业的招聘情况与油价的起伏有着密切
的关系。今年，油价已经从26美元/桶回
升到50美元/桶（6月），目前稳定在40美
元/桶左右。但即使这样，油气行业也依
然在裁员。
招聘人员担心，那些求职者——尤
其是经历过油气兴衰和即将退休的，他
们也许会对新的工作机会持观望态度。
所以即使油气行业有初步复苏迹象，很
多工作也难以恢复往常。

尽管油气行业正在复苏，但这种状
态能否长久，诸多求职者仍心存疑虑，
这种疑虑将会摧毁美国油气行业及其相
关产业超过20万个工作岗位。且疑虑维
持的时间越长，像Huber一样的油气专家
就越难回到其工作岗位。Huber表示，由
于遣散费和失业保险金已经所剩无几，
她将不得不寻找别的工作来维持生计。
40年一遇的能源低潮期
油气行业人员流失是非常严重的
问题，因为直到在下一个油气繁荣期来
临，这些流失的专家很难被替代。59岁
的Carlos Pineda是一名完井工程师，2016
年1月他从雪佛龙离职。他表示这次行
业低潮比2008年，甚至比1980年代还要
糟糕，很多年长的、经验丰富的员工都
被解雇了。
尽管一些生产商一直在考虑增加生
产和预算成本，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增加
更多的工作机会。过去的五年是页岩钻
井繁荣期，这期间美国的产油量翻了一
番。但由于油价骤降，大批油气公司在
繁荣期后背负了巨额债务，就此陷入财
政危机，这也是部分公司缩减用工量的
原因之一。
由于油价下跌、利润减少，一些公司

开始利用数据和计算机模型来不断提
高技术、简化操作，以此来节约成本。
过去，钻井和压裂新井需耗时一个多
月，现在半个多月，甚至更短时间即可完
成，这就意味着这份工作对钻井工作人
员和专家的需求量减少。
能源招聘公司Piper-Morgan Associates的负责人Gladney Darroh表示，很
多人永远不会再回到石油行业了，这次
的衰退是他40年来经历过的最严重的
衰退。
一些油气行业的蓝领工人已经在建
筑业或其他行业找到了新工作，但是石
油工程师、地质工程师和其他专家很难
在短时间内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他们
的未来似乎很黯淡。
油气行业将面临何种风险？
全球就业网站Indeed的高级经济研
究员Tara Sinclair称，蓝领工人往往能够
在失业6个月后找到新工作。但是油气专
家们在这方面则会耗时更久，因为他们
不想多年的训练和经验被浪费，何况有
足够的积蓄做后盾，也让其在寻找新工
作方面更具耐心。
过去5个月里，蓝领工人的就业率不
断攀升，然而相关数据表明，美国白领

工人再就业的比率却在持续下降。尽管
担心大规模的退休潮过后，油气行业所
面临的技术缺口将阻碍其未来发展，但
许多分析师认为，在油价回归60美元/
桶之前，油气公司仍然要减少大规模的
招聘。
目前，虽然一些油气公司可以通过
其他方式提高产油量如重新部署闲置
设备等，但招聘人员担心，他们在未来
恐怕很难雇佣到相关方面专家来进一
步刺激产量。Darroh称：
“如果两年之
后，您想聘用一位经验丰富的油藏专
家，您应该去哪里寻找呢？这将是一个
非常困难的问题”。
油服巨头Halliburton Co在过去两年
内解雇了2万名员工，该公司也在想方设
法将裁员潜藏的危机最小化。全球人力
资源副主席Mahesh Puducheri表示，每
年10万美元以上的薪资福利对于员工来
说才是强有力的刺激。
Mahesh向路透社表示，
“目前油气
价格已经开始回升，并且公司本身是没
有问题的，我们希望离开的员工能够重
回油气行业”。其他公司认为，技术人员
短缺将是一种长期风险。在市场情况仍
然不稳定的情况下，他们仍将被迫携带
这种风险走下去。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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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钻井数将成No.1？
全球油田开发深度调查
当前，全球的油气行业陷入了泥潭，然而低油价对各地区勘探开发活动的影响呈现出不均衡态势。
石油圈对各个区域主要产油国的钻井数量、产量以及储量变化进行了分析，并对这些国家的开发进行了预
测。各国情况到底如何呢？

作者 | Evan Kelly
编译 | 徐文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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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全球原油勘探开发活动最
惨淡年份之一，而且到现在也没有明显
的复苏迹象。但低油价对世界各个区域
的影响程度不一，北美区块受挫严重，
南美洲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在市场如此
萧条的当下，Apache公司在西德克萨斯
州发现巨型油藏的消息无疑为行业打了
一剂强心针。
中东仍然是原油勘探开发活动最活
跃的区域，而前苏联成员国，特别是俄
罗斯，也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为维持
产量世界第一的地位，俄罗斯不断进行
钻井作业。总的来说，2015年的全球钻
井数比2014年降低了30%。
由于去年全球原油产量增幅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3%（根据历史数据，平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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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都是1.0%到1.5%），油价也毫无意
外的持续处于低位。与此同时，全球石
油储量保持在1.653万亿桶；天然气储量
上升了0.2%，达到了7108.1Tcf.（万亿立
方英尺）。
基于这些和其它一些因素可以预
测：2016年全球钻井数将会减少28.5%，
降至51008口井。但是如果把美国排除在
外，全球的钻井数将只会下降13%。从这
个角度来说，全球的钻井数只比两年前
美国的钻井数多了4000口。同时，我们
还发现了以下一些关键点：
1.美国钻井数将会占全球总数的
28.2%，去年这一数字是40.4%，而在钻井
活动的白热化阶段这一数字是46.5%。
2.在2016年，中国的钻井数量可能

首次超过美国。预测全球四大钻井国依
次是：中国（15800口），美国（14430口）
，俄罗斯（7595口），加拿大（3515口）。
这四个国家总共要钻41340口井，占了全
球钻井总数的81%。2015年这一数字是
82.9%，2014年是86.2%。
3.俄罗斯去年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原
油生产商，产量达到了1064万桶/天；紧
随其后的是沙特阿拉伯，产量是1020万
桶/天；美国维持第三的位置不变，产量
为了942万桶/天，但是相比2014年，美国
的产量提高了70万桶/天（8%）。
4.美国原油储量还在持续增长，但
是增长速度已经放缓，并且可能在2016
年末停止增长。美国原油储量从2009
年的205.54亿桶增长到了2014年末的

399.33亿桶（数据来源：EIA），增长了
94.3%。去年增长已经放缓，大概只有
405亿桶。
以下是对于各区域的调查数据及预
测数据。
北美
去年，北美钻井活动快速减少，钻
井数减少了41%。预计今年将会减少
47.7%，降至18117口井。同时，由于20112014年北美钻井数的持续增加，16年北
美区域的原油产量将会上升4.3%，增至
1545万桶/天。
加拿大
加拿大石油行业陷入衰退之中，期
盼已久的复苏迟迟未到，行业分析师认

为加拿大的形势已经触底。尽管已经有
一些复苏的迹象，但问题是衰退还要持
续多久?
去年，加拿大原油产量提高2.9%，平
均产量达367.2万桶/天；原油储量下降0.6%
，天然气储量下降1.5%；钻井数下滑52.3%
至5286口。今年，我们预测加拿大的钻井
数要继续减少35.9%，降至3515口。
墨西哥
尽管墨西哥发现了5年来的最大油
藏，其中包括靠近Cantarell油田浅水区域
的四个新油田，但Pemex（墨西哥国家石
油公司）的勘探开发活动在持续下降。
2015年7月开采许可竞拍的结果十
分令人失望，与此相比，墨西哥在陆地
油田方面的拍卖结果就显得成功不少。
墨西哥成功卖出了25个开采合同，分别
卖给了墨西哥公司、加拿大公司、美国
公司和荷兰公司。2016年12月，该国将开
始竞拍深水区块。
但是，Pemex的合资计划和增产计
划仍然没有实现。事实上，像其他公司
一样，Pemex当前要做的仅仅是在这次
低谷中生存下去。总体上，墨西哥的钻
井数预计在今年将减少一半，产量要比
去年减少6.7%，原油储量将下降3.1%。
美国
去年，美国勘探开发活动的降幅
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而今年更是如
此，预计会创下历史记录。2015年，美国
钻井总数只有28842口，相比2014年下降
了38.9%。美最大活跃区块是Permian盆
地，即使桶油成本达到37美元/桶，该地
区开发商仍能盈利。
预计，油气储量方面，美国的原油产
量将上升8.0%，达941.6万桶/天；原油储
量将上升1.4%，达405亿桶；天然气储量
将下降1%，至365万亿立方英尺。
南美
连续的低油价沉重打击了南美运营
商，现在该区域的钻井活动已经进入了
全面衰退期。去年，钻井数已减少5.5%
，预计今年还要降低32.9%。由于2011年
到2014年，南美洲钻井数量很大，巴西

和哥伦比亚的产量在持续上升，但是上
升的速度在放缓。总体上，南美洲的原
油产量稍有提高，达到了771万桶/天。
巴西
根据官方数据，2015年，巴西的原
油产量上升了8.1%，达243.7万桶/天，这
些增长主要来源于巴西海上的盐下层系
油藏。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宣称，
一些盐下油井现在每天超额生产30000
桶的原油，是巴西原油产量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去年，由于santos盆地Petrobras旗下
Lula油田、Libra油田、Sugar Loaf油田的
一些新井投入生产，盐下系原油生产量
达到了创纪录的86.5万桶/天。
对于Petrobras的贿赂和洗钱案的调
查依然在继续，这使得Petrobras无法进
入国际资本市场。这些丑闻使Petrobras
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投资计划，同时实行
一些资产拆分项目来增加资金流。
巴西前总统Dilma Rousseff因违反
预算法案掩盖国家赤字而遭受弹劾。她
的继任者是Michel Temer，前巴西副总
统。Michel Temer来自与Dilma Rousseff
不同的政党，从而结束了左翼工人党长
达13年的掌权。
去年，巴西石油探明储量下降了
19.5%，降至130.24亿桶；天然气储量
的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82.6%，增至
30.37Tcf.。同年，钻井数增长17%，但是
2016年预计将急剧减少50.7%，总数降至
332口。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油气产业占全国GDP的比
重为25%，其政府声称他们的原油储量
为世界第一，但许多独立分析师却不以
为然。尽管如此，委内瑞拉仍然蹒跚而
行，以世界最大原油出口国之一的身份
赚取着他们的硬通货。
然而持续了两年的低油价已经严
重影响了委内瑞拉的勘探开发活动。
去年，委内瑞拉的原油产量是286.3万
桶/天，下降了大约36000桶/天，因此
有人认为委内瑞拉的原油行业即将崩
溃。2015年，委内瑞拉钻井数下降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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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今年将继续下降9%。
哥伦比亚
尽管哥伦比亚由于许可证延期发放
引起了诸多问题、叛军袭击输油管道事
件时有发生、社区被封锁、地震数据也
被窃取，但该国的上游区块正因委内瑞
拉专家的加入而蓬勃发展。这些行业老
兵为了摆脱自己国家的压迫而选择在哥
伦比亚工作。
去年，哥伦比亚的原油产量上升了
1.6%，增至100.6万桶/天；钻井数减少了
43%，预计今年会进一步减少69%，降至
21口。
尽管如此，在南美近期发现的油
藏中，哥伦比亚仍然占有相当大的份
额。2015年，GeoPark在Llanos 34区块钻
探井Chachalaca-1后，发现了一个轻质油
藏；同年9月，GeoPark在Llnaos流域发现
了另一个油田。
西欧
西欧受低油价冲击比较严重，钻
井数在2015年减少了6.2%，预计今年
将减少20.3%。由于2014年的钻井数量
多，2015年西欧地区的区域产量上升了
5.1%，达293.2万桶/天。
挪威
正如它的邻居和竞争对手一样，挪
威也正饱受持续低油价的困扰。大量的
开发项目不是被延迟就是被取消，原油
生产商也忙于保持现有油田的盈利。根
据挪威财政部的数据，石油公司的总体
投资预计将至少降低11%。
但是，一些油田项目还在继续。挪
威国油（Statoil）执行副主席Tim Dodson
表示，statoil将会继续执行在Barents海
的开发计划，必须从勘探项目中找到新
的能够盈利的开发项目。现在行业需要
做的就是从最高质量的油藏中生产高
质量的原油，因此我们要继续勘探。
在挪威第23轮拍卖许可中，Statoil在
Barents海获得了五个区块。其中一块是
在Statoil已有的区域里，其他四块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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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nts海东部，位于较偏远地区。Statsoil
预计2017年开始在新区域钻井。
总体上，挪威的钻井数在2015年增
加了14.2%，但是预计今年将减少13.7%
；原油产量上升了3.1%，平均约为161万
桶/天；由于近年一系列油藏的发现，原
油储量比去年升高了28.6%。
英国
英国官方普遍关注如何复苏英国
北海和毗邻水域的勘探开发活动。英国
原油管理局（OGA）局长Andy Samuel推
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以期活跃海上
区块的勘探开发活动。
Samuel说道：
“英国现在的监管制度
很有竞争力，这一点不需要改变。通过听
取行业意见，我们决定努力改善许可政
策混乱不清的情况，到中期阶段，我们要
逐步提高地震数据的可利用性。”
在最近的Wood Review中，其中一
个核心目标就是推进运营商与服务商
的更多合作。Samuel说：
“我们需要向
挪威模式学习，他们在技术合作上做的
很好。我们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做得更
好：保持资产完整性、降低建井成本、

数字化和数据化、老井退役等。”
同时，OGA肯定了2015年8月在
英国北海中部Culzean油田的开发活
动。Maersk集团运营的高温高压油田
是 最 近 十 年内发现的最 大 油田，在
2020年该油田的产量能够满足全英国
需求量的5%。
英国政府和运营商已经成功延缓
了英国原油产量的下降，去年英国的
原油产量增加了13.4%，平均为93,8020
桶/天。但钻井总数降低了8%，预计2016
年钻井总数将再减少38%。
东欧/前苏联成员国
为了维持高产，俄罗斯持续地增加
钻井活动，去年整个地区的钻井数增加
了4.6%。今年，东欧钻井数预计将减少
大约3%，只有俄罗斯和克罗地亚的钻井
数能大致与去年持平。同时，整个地区
的原油产量上升0.9%，达到了1364.1万
桶/天。
俄罗斯
连续十年，俄罗斯都是世界最大的
产油国之一。去年，俄罗斯的产量达1064

万桶/天（增长了1.4%）。然而，俄罗斯的
天然气产量下降了1.35%，降至581亿立
方英尺/天。
今年，俄罗斯的原油储量预计将增
加1.4%，增至854亿桶。天然气储量将保
持平稳，总计约1736.7万亿立方英尺。得
益于Rosneft的扩张，去年俄罗斯的钻井
数增长了9.9%；今年的钻井数预计将减
少1%，总计7595口。
然而，在其勘探开发领域并不都是
好消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促使欧
盟和美国开始制裁俄石油行业。这些制
裁对俄罗斯的油企及其投资者造成了
严重的冲击。自2014年3月华盛顿开始实
施制裁以来，俄罗斯最大原油公司的市
值就在不断下降。
其他前苏联成员国
去年，除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前苏联
成员国的钻井数降低了20%，只有582
口。今年，预测钻井数还会继续降低
22.7%；14个前苏联成员国的产量约下
降0.7%，合计283.2万桶/天；原油储量将
增加2.2%；天然气储量将增加0.3%。
在这些国家中，哈萨克斯坦的产量

轻微下降，从163.2万桶/天降到162.6万
桶/天。阿塞拜疆平均产量达83.4331万
桶/天，下降1.1%。陆地和海洋的钻井数
总共有196口，减少14%，接近我们去年
预测的200口井。预测今年钻井数大概
约175口井。
非洲
2015年，除阿尔及利亚外，非洲主要
产油国的钻井数目都有所下降，钻井总
数下跌19%。今年，整个非洲的钻井数
预计将下降28.2%。由于现存油田的开
发项目没能及时上线，而新项目延迟或
进展缓慢，非洲的原油产量已经连续第
二年下降。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最近几年的日子很不好
过，无法继续巩固它在国际原油行业中
起到的重要作用。作为世界上第十二大
原油生产国、第八大原油出口国，其探
明储量排世界第十一位。现在，由于投
资减少、国内冲突和腐败不断，尼日利亚
的石油产量不断减少。
今年5月，一个合资海上平台遭到袭

击，雪佛龙紧急停掉了将近9,0000桶/天
的产量。由于最近袭击事件不断，油企正
将尼日利亚三角洲的陆地和浅水油田挂
牌出售，而这一区域是尼日利亚最重要的
原油产地。转而，他们加大了对深水油田
的投资，以期远离激进分子的骚扰。
去年，尼日利亚的钻井数减少了
14%，预计今年将进一步减少36%。并
且，原油生产量预计降低3.9%，降至
210.3万桶/天；原油储量降低359亿桶；
天然气储量降幅不到1%，达到180.9万亿
立方英尺。
安哥拉
作为非洲第二大产油国，安哥拉的
产油量上升了7.1%，达到182.5万桶/天；原
油储量维持在95.8亿桶；天然气储量维
持在12万亿立方英尺。去年，安哥拉的钻
井数下降了20%，降至181口。今年，钻井
数将进一步减少25.4%，将至135口。
安哥拉第一个深水油田是在1999
年投入生产的雪佛龙Kuito油田（区块14
）。自那时起到现在的17年中，道达尔、
雪佛龙、BP、埃克森美孚已经陆续上线
了其他的深水油田，而且正在开发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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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项目。在未来5年到10年内，将有8
个海上开发项目上线，开发商和预计投
产的时间如下：Mafumeira Sul项目，雪佛
龙，2017；East Hub项目，Eni，2017；Kaombo
Â项目，道达尔，2017；Cameia项
目，Sonangol，2018。
阿尔及利亚
去年，阿尔及利亚的钻井数增加
了13%，达243口；预计今年的钻井数将
增加4.9%；原油产量将下降1.2%，降至
133.1万桶/天；原油储量约146亿桶，轻
微降低；天然气储量将升高0.8%，达到
139.9万亿立方英尺。
阿尔及利亚在过去几年内缺少新的
大型项目。最新上线的油田是El Merk和
Bir Seba。2013年，El Merk投产，在2015年
的产量达到了13.5万桶油当量/天；2015
年10月，Bir
Seba开始投产，产量为2万
桶/天，预计在2020年将会达到4万桶/天。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新产量只够弥补
现有油田产量下降的一部分。
中东
由于国家石油公司项目的稳定，中东
地区依旧是世界范围内勘探开发活动维
持得最为健康的区域。尽管如此，今年的
的钻井数还是轻微减少了1.1%，降至3325
口。去年，中东的钻井数量上升了2.7%。
考虑到沙特的现行政策，中东地区的原
油产量也毫无意外地升高了4.8%，达到
2568万桶/天。
沙特阿拉伯
2015年沙特阿拉伯的平均日产量是
1020万桶，相比2014年上升了7.4%。今年
7月份，沙特的原油产量已经达到了创纪
录的1067万桶/天。于此同时，沙特的原
油储量稳定在2611亿桶，天然气储量上
升了0.5%，达到297.6万亿立方英尺。
2015年，沙特的钻井数共计617口，
增长了20.7%。预计今年沙特的钻井数
会稍稍上涨到623口。2015年沙特阿拉
伯国家石油公司发现了5个新的油气
藏，将沙特的油气田总数刷新到134个。
它们分别是：Faskar—位于阿拉伯湾海
上，Berri油田附近；Janab—位于Gha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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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东边；Maqam—在Rub’al-Khali东
部；另外还有两个非伴生气气田。
此外，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还通过探
边钻井，在现有油田内发现了3个新气藏
和7个新油藏，增加了沙特的地质储量。
科威特
去年科威特的钻井数量增加17%，
达到了669口。今年，我们预计科威特的
钻井活动会与去年维持在同一水平；原
油产量上升4.2%，增至272.5万桶/天；油
气储量将分别维持在1022亿桶和63.1万
亿立方英尺。
科威特仍在努力使自己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产油国之一，其目标是在2020年
原油产量达到400万桶/天。然而由于上
游项目的推迟和外国投资的缺乏，科威
特十几年来一直很难提高产量。
阿联酋-阿布扎比
去年，整个阿布扎比的原油产量
上升了1.5%；钻井数达到了222口，增
长52%。预计今年钻井数会继续上涨
9.9%，增至244口；原油储量将维持在
945亿桶，天然气储量约210.4万亿立方
英尺。
作为整体来看，阿联酋的目标是在
2020年增幅达80万桶/天，总产量达到
350万桶/天，而阿布扎比正在通过增加
钻井数量来实现这一目标。现在，Upper
Zakum和Lower Zakum油田的产量分别
增长到了75万桶/天和42.5万桶/天。
伊朗
随着美国和欧盟对伊朗油气出口制
裁的解除，伊朗正在恢复产量，而其产
量恢复的主要助力是来自中石油和中石
化。此外，俄罗斯的石油公司也想参与
其中。据估计，伊朗的原油产量要想恢
复到制裁前的水平，至少需要1500亿美
元的投资。
另外，据彭博 社的数据，伊朗的
原油产量在长达五年的制裁结束后激
增。2016年9月，伊朗的产量几乎达到了
2011年的水平，接近405万桶/天。总体上，
伊朗去年的原油产量升高了2.3%；储量
增加了550万桶，达1578.95亿桶；气藏储
量稍有降低，总计1201.2万亿立方英尺。

东亚/南亚
去年，中国钻井数的剧减使整个东
亚地区的钻井数下降了22.4%。今年，就
整个东亚地区而言，这个数字预计会进
一步下降9.3%，产量将上升2.0%，达到
700万桶/天。
中国
中国的钻井数连续三年下降，2015
年，中国钻井数为1,7114口，
下降了22%。
今年预计将会继续下降到1,5800口。如
果我们对美国的钻井数预测准确的话，
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新的全球第一
大钻井国。此外，中国的原油产量将增
加3.5%，达到388.6万桶/天。但根据官方
修订后的数据，中国的原油储量将降低
21.2%，只有108.1亿桶。
上游项目还是牢牢地掌握在三个国
家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的
手中。新的油田开发计划主要集中在中
国的内陆省份，比如西北的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包括准噶尔和塔里木盆地）和

鄂尔多斯盆地（特别是长庆油田）。近些
年，这些区域通过提高钻井数量、应用
先进技术控制复杂地质情况等措施来
实现产量增长。
印度
去年印度的钻井数减少了9%，预计
将继续减少4%。今年，印度的原油产量
将降低0.5%，达到76.17万桶/天；原油储
量将上升不到1%，约55.3亿桶；天然气储
量将增加7.1%。
印尼
印尼官员宣称，2016年他们成功的
遏制住了原油产量的下跌，并且产量从
2015年的76.8万桶/天增长到2016年7月的
83.4万桶/天，增幅为6.2%。SKK Migas
机构称，去年，印尼的钻井数只有576
口，减少了56%；今年，印尼的钻井数应
该会再下降32%。
南太平洋
去年，在整个南太平洋地区，钻井

数减少了27%，今年将会继续下降41%
；原油产量将下降0.1%，达到46.14万
桶/天。
澳大利亚
去年，澳大利亚的钻井数减少了
23%，其中有40%是海上钻井。今年，预
计将继续减少42%，降至109口井；原油
产量将降低4.9%，降至32.5万桶/天；原
油储量将下降1.2%，天然气储量将上升
2.4%。
澳大利亚石油生产勘探协会（APPEA）在2016年9月上旬公布的2015-2016
数据表明：澳大利亚在陆地和海上的
油气勘探业务可以用“自由落体”来形
容。APPEA会长Malcolm Roberts说：
“
在过去两年，澳大利亚在陆地和海上的
勘探业务支出已经降低了2/3，尽管有一
些是因为勘探成本降低，但是这仍是多
年来的最低水平。海上所钻探井数几乎
是20年来的最低点，陆地探井数也是15
年来的最低水平。”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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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报告：

全球能源产量和消费量继续上涨
《全球能源供需平衡报告》和《全球能源统计年鉴》两份报告在业内的分量自不必说。
近期，国际能源机构IEA同时发布了这两份权威报告。全球能源供需情况有何变化与发展？

来自 | IEA
编译 | 张强

2016年8月底，IEA发布了《全球能
源供需平衡报告》和《全球能源统计年
鉴》两份报告，对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能源供需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报告指出，2014年全球能源产量
达到了13800百万吨石油当量（Mtoe），
较2013年增长了1.5%。其中，化石能源
占总产量的81%，比2013年低0.4个百分
点。化石能源中，石油产量增长了2.1%
，煤炭产量增长了0.8%，天然气产量增
长了0.6%，而可再生能源增长趋势更为
可观。
例如，水能产量较上一年增长了
2.5%，占2014年全球能源总产量的2.4%
。风能和太阳能分别增长了35%，共占总
产量的1%。在非化石能源中，生物燃料
和生物质废弃物总共占2014年全球能源
产量的10.2%，而核能所占份额略微增
加，达到4.7%。
2015年，全球主要化石燃料产量增
速有所下降，仅比2014年增长了0.5%。而
原油和天然气产量增速明显高于2014年
的水平（分别增长了3.0%和1.6%），煤炭
产量则减少了3.1%。
报告同时强调：过去40年间，全
球各地区的能源需求发 生了巨大变
化。197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
下简称OECD），包括日本和韩国，与其
他亚洲国家（包括中国）的能源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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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燃料增长趋势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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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家一次能源供应总量增长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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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地区各部门能源消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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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能源供应量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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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球总消费量的3/4，OECD的消费
量是亚洲国家的4倍。2014年，亚洲大
洋洲地区与亚洲国家的能源消费量仍
然占全球约3/4，但是OECD与亚洲国家
已经旗鼓相当，能源消费量分别占全球
的38%和35%。
OECD一次能源供应总量（TPES）
占全球总供应量的份额大幅下滑，从
1971年的61%下降到了2014年的38%。究
其原因，主要是亚洲国家一次能源供应
总量的高速增长。1971~2014年，亚洲国
家一次能源供应总量以每年5%以上的
速度增加（不包括生物燃料），远远高于
全球平均水平。
过去40年间，亚洲地区的能源消费
量增长了5倍。其中，煤炭仍然是最为主
要的燃料，且煤炭在总能源消费中的份
额保持稳定（1971年为29%，2014年为28%
），然而其他燃料所占份额发生了巨大变
化。1971-2014年，亚洲地区的石油消费量
占总能源消费的份额从15%上升至28%，
几乎翻倍，电能从3%上升至19%。
2014年，工业部门占亚洲地区总能
源消费的42%，较1971年增长了7倍，是
该地区能源消费大户。居民部门能源消
费量在此期间增长了120%，传统的生物
质仍然是最主要的家庭能源，同时电能
和天然气的使用量出现了大幅增长。运
输部门的能源消费量增长了12倍，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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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一次能源供应总量
消费类型以石油为主。
从全球范围来看，1971~2014年总能
源消费量增长了1倍以上。然而，各部门
的能源消费量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工
业部门消费了全球最多的能源，但2014
年的份额仅比1971年（37%）下降了1个
百分点；运输部门紧随其后，其份额较
1971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居民部门的能
源消费份额为23%。
如果只看OECD，该组织在2015
年的能源产量为4164百万吨石油当量
（Mtoe），较2014年增长了0.5%，达到
了197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能源出口量
达到了创纪录的1790百万吨石油当量
（Mtoe），较2014年增长了5.5%。能源进
口在经历了连续3年的下跌之后，在2015
年实现了3.2%的增长，而能源净进口量
较2014年基本持平。OECD 2015年一次
能源总供应量为5269百万吨石油当量
（Mtoe），仅比2014年下降了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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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能源结构来看，OECD的石油（
消费量占总能源消费的36%，较2014年
增长了1%）和天然气（消费量占总能源
消费的26%，较2014年增长了2%）使用
量双双上涨。核能消费保持稳定，2015
年的消费量占总能源消费的10%，其中
亚太地区成员的核能消费有所增加，而
欧洲成员的核能消费有所下降。美国的
煤炭消费量较2014年下降了15%。2015
年，OECD的发电量中有200TWh来自天
然气发电，导致该组织的煤炭需求量下
降了6%。
由于产量增长大于消费增
长，OECD 2015年的能源自给率上升了
79%，达到了1985年来的最高水平。值得
注意的是，2015年OECD美洲成员国实
现了自1974年来的首次能源完全自给，
其中美国的能源自给率为93%；欧洲成
员和亚洲大洋洲地区的能源自给率均低
于6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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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A
最新报告：
俄罗斯油气行业现状分析

2016年10月25日，EIA发布了最新的俄罗斯能源分析报告，
《石油圈》精选了其中油气方面的现状分析，一起来看一看，在欧盟制裁和低油价环境下，
作为世界最大原油生产国和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的俄罗斯，油气经济到底如何。

来自 | EIA 编译 | 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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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俄罗斯是油气生产和出口大国，俄
罗斯的经济高度依赖其烃类产物，鉴于
其有较高的油气产量，俄罗斯的经济增
长主要靠其能源出口，2015年俄罗斯油
气收入高达政府预算收入的43%。
根据俄罗斯能源部数据，2015年俄
罗斯是世界上包括矿场气凝析油在内的
最大原油生产国和第三大石油和其他液
体生产国（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美国），
平均产液量为1100万桶/天。同时，俄罗斯
也是2015年第二大干气生产国（仅次于美

国），产气量为22.4万亿立方英尺。
俄罗斯和欧洲在能源方面相互依
存，欧洲将俄罗斯作为其油气供应的主
要来源，2015年30%的欧盟原油进口量和
30%以上的天然气进口量都来自俄罗斯，
同时欧洲也是俄罗斯主要的油气出口市
场。2015年，俄罗斯几乎将60%的原油和
超过75%的天然气出口到欧洲。
2013年，俄罗斯消耗30.52万亿英热
（BTU）的能源，其中大部分是天然气
（53%），石油和煤炭分别占俄罗斯能源
消费量的22%和14%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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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裁和低油价的影响
经济制裁和低油价导致俄罗斯上游
行业外来投资骤减，特别是北极海域和
页岩项目投资非常困难。
2014年，美国对俄罗斯就乌克兰军
事行动和政策采取报复，实施了一系
列更加严厉的制裁。与其他手段相比，
该制裁限制了俄罗斯企业进入美国市
场，尤其专门针对四家俄罗斯能源公
司：Novatek、Rosneft、Gazprom
Neft和
Transneft。此外，该制裁禁止利用出口到
俄罗斯的商品、服务和深水开发技术、北
极海域或页岩项目；同时，欧盟也对俄罗
斯在其他方面实施制裁。
近年来，俄罗斯政府提供了特殊税
率或免税，鼓励投资难以开发的资源，
比如，北极海上和低渗储层，包括页岩储
层。许多国际公司被税收优惠和潜在的
巨大资源所吸引，与俄罗斯公司合作共
同开发北极和页岩资源。
在2012和2013年，埃克森美孚、埃尼
公司、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天然
气总公司（CNPC）都与Rosneft公司合作
进行北极地区的勘探开发。尽管2014年
3月宣布制裁，所有公司都同意在5月
与卢克石油公司合作进行页岩资源勘
探。然而，由于在今年晚些时候伊朗宣
布额外的制裁条款，2014年9月这些公
司都不再参与该项目。埃克森美孚、
壳牌、BP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与俄罗
斯公司还签署了页岩资源勘探协议。
最终受制裁影响，所有西方石油公司
都停止参与北极海域和页岩项目。
如果没有西方石油公司的参与，北
极海域和页岩资源的开发是不可能完成
的。然而在短期内，这些制裁将对俄罗斯
的生产影响不大，因为这些资源预计最
早5~10年开始生产。这些制裁措施的直
接影响是阻止西方公司计划在这些资源
中进行大规模投资。
在美国和欧盟进行制裁的同时，油
价下跌了一半以上，2014上半年平均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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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俄罗斯一次能源消耗量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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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特油价109美元/桶，到2015年降至52
美元/桶，而到2016上半年油价降为40美
元/桶。总体上，制裁和油价下跌都对俄
罗斯经济施加了压力，这使俄罗斯能源
公司为新项目融资变得更为困难，特别
是更高成本的项目，如深水、北极海域和
页岩项目。
随着油价的下跌，俄罗斯在油气方
面的收入大幅下降，国家的预算赤字也
在增长。对此，俄罗斯政府已实施并提出
了各种措施以增加收入。在过去几年里，
俄罗斯政府已多次改变了烃类资源开采
税和出口税。最新变革和对即将变革的
建议都有利于提高油气公司的税收。
除了税收，作为公司股东，俄罗斯政
府还从油气公司获取股息。2016年4月，俄
罗斯政府规定国有企业应至少支付2015
年净收入的50%作为分红，这几乎是公司
通常红利支付的一倍。石油公司反对税收
和红利的增加，他们认为这样会造成资金
从项目投资中分流。基于类似的观点，俄
罗斯石油公司协商降低派息。
2015年1月，俄罗斯政府宣布其有
意出售在几个俄罗斯公司的部分股份，

包括Bashneft石油公司和Rosneft石油公
司。Bashneft石油公司是俄罗斯十大石
油生产商之一。10月份，联邦政府以53亿
美元出售其在Bashneft石油公司50.08%
的控股权。目前俄罗斯政府拥有俄罗斯
最大的石油生产公司即Rosneft石油公司
69.5%的控股权。俄罗斯政府打算出售至
多19.5%的股份，保留其控股权。
石油和其他液体
俄罗斯大部分石油生产起源于西西
伯利亚和Urals-Volga地区，然而，西伯利
亚东部、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俄罗斯北极
地区的产油量仍在不断增长。
根据油气学报，截至2016年1月，俄罗
斯已探明石油储量为800亿桶。俄罗斯大
部分石油储量位于西西伯利亚、乌拉尔
山脉和中西伯利亚高原之间、乌拉尔伏
尔加地区，并延伸到里海。
在2015年，俄罗斯石油和其他液体的
总产量约为1103万桶/天（其中1025万桶
是原油，包括矿场气凝析油），而消耗量
约为350万桶/天［图2］。2015年俄罗斯总
出口超过700万桶/天，其中包括约500万
桶原油和其余石油产品及其他液体。
勘探与生产
俄 罗斯 的 大部 分石油生 产起 源
于西西伯利亚和Urals-Volga 地区（
表1），2014年有12%的原油产量来自
于东西伯利亚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Krasnoyarsk、Irkutsk、Yakutia、和Sakhalin）。然而在2009年这些地区的石油生产
量还不到5%。从长远来看，俄罗斯东部
油田以及俄罗斯北极地区大部分未开发
的石油储备，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俄
罗斯北部里海和Timan-Pechora未开发地
区也富含大量的油气储量。
目前大批新项目正在投入开发，短
期内这些新项目可能只是为了抵消老油
田产量的下降，并不能显著增产。应用先
进的技术和增产措施将增加现有石油
储备中的产油量。随着2015年Rosneft公

司、Samotlor油田和Priobskoye油田总开采
量超过150万桶/天，俄罗斯大部分石油都
产自西西伯利亚盆地的油田。
［表1］
俄罗斯主要油气产地
西西伯利亚
西西伯利亚是俄罗斯的主要产油
区，2014年产液量约630万桶/天，超过俄
罗斯总产量的60%。其中，Samotlor油田
是西西伯利亚最大和最老的油田之一，
油田自1969年投产。Samotlor油田在2006
年达到63.5万桶/天的后苏联时代峰值
后，产量开始下降。然而，在持续投资
和标准的提高采收率技术的应用下，从
2008-2014年油田递减率一直保持平均每
年5%，2015年递减率为3%，这明显低于
老西西伯利亚油田每年10-15%的自然递
减率。
该地区其他大型油田主要有Prio
bskoye、Mamontovskoye、Malobalyksko
ye和Prirazlomnoye。其中最新的油田是
Prirazlomnoye油田，该油田虽然1989年
就已经发现，但直到2014年才正式投
产。Prirazlomnoye油田位于北极海域，由
Gazprom公司开发。Prirazlomnoye油田产
量预期最高约10万桶/天。

2014年俄罗斯各地区的产油量
地区

［表1］

千桶/天

West Siberia

6326

Urals-Volga

2297

East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1211

Krasnoyarsk

438

Sakhalin

335

Irkutsk

259

Yakutia

179

Arkhangelsk

309

Komi Republic

263

North Caucasus

60

Kaliningrad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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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zhenov页岩层位于探明资源储层下
部，也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在上世纪80
年代，苏联政府试图通过在地下引爆小
型核装置来刺激生产。近年来，政府利用
税收优惠鼓励俄罗斯和国际石油公司开
发Bazhenov页岩储层及其他页岩油藏。
然而，页岩项目受制裁和低油价的影
响，俄罗斯公司在开发页岩资源方面取
得的进展甚微。
Urals-Volga
UralsVolga是过去最大的石油产地，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被西西伯利亚超
过。今天，这一地区成为一个遥远的第
二大石油生产地，占俄罗斯总产量的22%
左右。发现于1948年的Romashkinskoye
油田是该地区最大的油田，由Tatneft经
营，2013年产量约为30万桶/天。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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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伯利亚
随着俄罗斯传统产油区产量的下
降，东西伯利亚油田将继续扩大石油生
产。随着2009年12月东西伯利亚—太平洋
（ESPO）管道的建成，该地区的开发潜
力继而将大幅增加，这为东西伯利亚石
油提供了出口机会。
东西伯利亚 成 为国有石油巨
头Rosneft公司的生产中心，2009年8
月，Vankorskoye（Vankor）油气田的投产
显著提高了该地区的产量，是2010以来
俄罗斯石油产量增加极其重要的因素。
位于俄罗斯Krasnoyarsk区北部的Vankor
油田，是25年来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发
现，2015年，该油田产油量约44万桶/天。
该地区还有包括Verkhnechonskoye
凝析油气田、Yurubcheno-Tokhomskoye油

田和Agaleevskoye凝析气田在内的许多其
他油田。
亚马尔半岛/北极圈
这个区域位于Yamal-Nenets自治区，
横跨西西伯利亚。该地区主要以天然气
生产而闻名。原油开发对该地区来说相
对较新。尽管Purpe-Samotlor管道的建成
减少了一些运输限制，在短期内，该地区
仍面临的运输基础设施限制。Transneft
公司也在建设Zapolyarye-Purpe管道，将
Zapolyarye凝析气田与Purpe-Samotlor管
道相连通。
除了Zapolyarye天然气与凝析气田，该
区域还有VostochnoMessoyakha、Zapadno
Messoyakha、Suzun、Tagul和Russkoye油
田，这些油田都将受益于新管道增加的
运输容量。位于亚马尔半岛Gazprom公司

的Novoportovskoye油田，不再等待能连通
其和现有基础设施这样相当远距离管道
的建成。2016年5月，Gazprom公司开始从
Arctic输油码头将油从该地区海路运往欧
洲。到2018年，Novoportovskoye油田的产量
预期达约12.5万桶/天的峰值。
北高加索
北高加索地区包括老陆上地区以及
有开发潜力的海上里海地区。卢克石油
公司一直在积极勘探位于里海北部的石
油储量，并在2010年开发了Yurii Korchagin油田，2014年产量约3万桶/天。到2016
年底，卢克公司计划开发Filanovsky油田，
预计在2017年产量达12万桶/天，该地区
还发现有Khvalynskoye和Rakushechnoye
油田。该地区的开发受税收和出口税影
响严重，任何税收优惠政策的改变或取

消都可能对开发产生负面影响。
Timan-Pechora和Barents支海
Timan-Pechora和Barents支海位于俄
罗斯的西北部，这些地区的油气田相对
较小，但是这有一个开发较好的石油基
础设施项目。该地区提出开发两个液化
石油气项目，Gazprom公司的Shtokman液
化石油气项目和Rosneft公司的Pechora液
化石油气项目，都有很大潜力产出大量
的液态烃。然而，这两个项目都被无限期
搁置了。
库页岛
库页岛位于俄罗斯的东部海岸。在
库页岛东部近海地区有许多国际公司
大规模投资的大型油气田。许多库页
岛的油气田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
签署的两个生产共享协议（PSA）下开
发。Sakhalin-1 PSA由埃克森美孚持有
30%股权。PSA的其他成员包括Rosneft（
通过两家子公司），印度国有石油公司
ONGC Videsh和日本公司。Sakhalin-1 PSA
协议包含三个油气田：Chayvo、Oduptu和
Arkutun Dagi。Chayvo、Oduptu和ArkutunDagi油田分别在2005年、2010年和2015年
1月开始投产。Sakhalin-1协议主要生产原
油及其他液体，其中大部分是通过DeKastri输油码头出口。由Sakhalin-1开采的
大部分天然气目前进行回注，而少数天
然气在国内销售。
Sakhalin-2 PSA协议包含Piltun-Astokhskoye油田和Lunskoye气田这两大油
气田，包括从岛北流向岛南端的双油气
管道，这个管道组合包含一个石油出口
终端和一个液化天然气液化和出口终

端。Sakhalin-2组合成员包括：Gazprom
控股50%加一股、壳牌控股27.5%、Mitsui
控股12.5%以及Mitsubishi控股10%。当
PSA协议最初签署时，联盟里不包含任
何俄罗斯公司，与其他的PSA协议相比，
项目更偏重于联盟的利益而非政府的利
益。Sakhalin-2分别在1999年首次采油、
在2009年首次开采液化石油气。该项目
产生了严重的成本超支和拖延，而这些
问题也成为俄罗斯政府强制在当时拥有
Sakhalin-2号55%股份的壳牌和其他财团
成员出售控股权给Gazprom公司的主要
理由。
俄罗斯的石油等级
俄罗斯有几个石油等级，包括俄罗
斯的主要出口等级，乌拉尔混合油。乌拉
尔混合原油是一种Urals-Volga地区的含
硫稠油和西西伯利亚的轻质原油的混合
物，因此质量各不相同，但乌拉尔混合油
一般是中等（约31°）重度含酸（约1.4%
硫含量）混合原油，因此，一般售价低于
布伦特原油。西伯利亚轻质原油是一种
高质量原油，因此当其独立销售时更有
价值，但由于独立将其运移到市场的设
施受限也将其混合到乌拉尔原油中。
Sokol等级油由Sakhalin-1项目产出，
是一种轻质、低硫原油，API比重为36°，
含硫量为0.30%。Sakhalin混合原油包括
从Sakhalin-2 PSA协议下的Piltun和Astokh
油田的原油以及Sakhalin-3协议下的Gazprom公司的Kirinskoye天然气和凝析油气
田产生的凝析油。Sakhalin混合油是一种
轻质（45.5°API）、低硫（0.16%硫含量）
混合油。Sakhalin混合油在库页岛南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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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俄罗斯不同石油公司的产油量
公司

4041

Lukoil

1724

Surgutneftegaz

1223

Gazprom(包括Gazprom Neft)

997

Tatneft

528

Slavneft

334

Bashneft

335

Russneft

313

PSA operators

287

Novatek

120

其他

567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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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gorodnoye港口装载。
东西伯利亚太平洋（ESPO）混合油
生产于2009年后期，是多个西伯利亚油
田生产的原油混合物。该等级油通过最
近修建的ESPO管线出口中国，同时也流
经俄罗斯太平洋海岸的Kozmino港口出
口其他亚洲国家。ESPO混合油是一个超
低含硫，中等-轻质混合油，标准API比重
为35.6°，硫含量0.48%。
Gazprom
Neft公司的两个北极
油田，2014年投产的Prirazlomnoye油
田和2016年投产的Novoportovskoye
油田，二 者生 产的原油等级 相差很
大。Prirazlomnoye油田的Arctic (ARCO)等
级油是一种中等-重质（API 24°）、含硫（
含硫量2.3%）原油，而NovyPort等级油是
中等-轻质（API 30-35°）、低硫原油（含
硫量0.1%）。
行业管理
国有企业占据了俄罗斯大部分的石
油生产[表2]。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起
初是将其石油产业私有化，但在过去的
几年里，俄罗斯油气行业逐渐转变为国
有控制。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民营企
业在行业中不断增长，许多国际石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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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司试图进入俄罗斯市场，并取得一定的
成功。最近，俄罗斯石油工业合并，公司
总数量减少但国有公司数量却增多。其
中有五家公司，包括他们合资企业生产
的股份，占俄罗斯石油生产量的75%以
上，而俄罗斯国家直接控制超过50%的
俄罗斯石油生产。小公司产量增长通常
比大公司更高，但小公司在面对较低油
价时生存能力却比大公司弱。
2003年，BP公司投资TNK，成立了一
个对半持股的合资企业TNK-BP，它也是
俄罗斯主要的石油生产公司之一。然而，
在2012年和2013年，TNK-BP的合作关系
解除了，国有企业Rosneft公司获得了几乎
所有TNK-BP资产。因BP公司在TNK-BP
占股，BP公司获得了现金和Rosneft公司
18.5%的股权。在过去十年里，Rosneft公
司成为在Yukos公司资产清算后俄罗斯
的头号产油企业，而这些被清算的资产
也都流入Rosneft公司。
许多政府部门也参与了石油行业。
自然资源和环境部发布油田许可证、监
控许可协议，并对违反环保法规征收罚
款，能源部发展和实施总能源政策，经济
发展部监督关税，而财政部负责石油产
品税。

俄罗斯有两个主要的石油产品税：
资源开采税（MET）和出口税。出口税根
据原油和产品的不同而不同。2011年，俄
罗斯改变了产品出口税，使所有石油产品
的出口税都低于原油出口税，以此来鼓
励炼油产能上的投资。近年来，政府为
较难开发的资源提供了特殊MET税和免
税政策，例如，包括页岩油藏在内的北极
海域和低渗透油藏。最近增加的MET税
提高了以前较难开发资源定的MET税优
惠额。
2015年1月，俄罗斯又一次修改了石
油产品税，此前，出口税是MET税的两
倍高。这一新税收策略提高了2015年的
MET税率、降低了出口税，并为2016和
2017年提出了额外的变化，这将进一步
提高MET税和降低出口税。MET税增加
的目的是大致平衡出口税的减少，使他们
能大致保持收入中性，既不增加也不降
低能源行业的整体税。
2006年1月1日，为符合先前制定的税
收政策增加了MET税。然而，在2015年
底，俄罗斯政府通过了一项新规，推迟相
应的出口税减少。该法还大幅增加了2016
年Gazprom公司生产的天然气的MET
税。在整个2016年，再次提高油气行业的
税收的建议多次被提出。这些建议包括
扩大下一年度Gazprom公司的特别税，
进一步推迟出口税计划减少额，或降低
MET税的门槛。
炼油业
根据石油与天然气学报的数据，截
至2016年1月1日，俄罗斯共有39家炼油厂，
总原油蒸馏量为550万桶/天。Rosneft公司
是最大的炼油商，拥有俄罗斯九大炼油
厂。许多俄罗斯炼油厂年代久远，产品单
一，劣质燃料油占其产量很大一部分。以
前的税收改革鼓励企业投资升级的炼油
厂，生产更多的高附加值产品如柴油和汽
油，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2015推出的税
收改革将对还有待升级的炼油厂产生负
面影响。
石油出口

2015年，俄罗斯有大约760万桶/天的
石油和其他液体出口，包括近500万桶原
油和凝析油。俄罗斯70%的原油出口去往
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荷兰、白俄罗斯
和波兰[图3]。2015年原油及石油产品出
口收入占俄罗斯总出口收入的46%。此
外，2015年俄罗斯联邦预算收入的43%来
自油气贸易，俄罗斯需要欧洲对其的油
气需求，欧洲同样需要俄罗斯的石油供
应，2015年欧盟进口的有近30%的原油来
自俄罗斯。
2015年，俄罗斯28%的原油出口亚洲
和大洋洲，其中向中国和日本出口的份
额越来越大。出口到中国的原油逐渐越
来越多的流入到中国的独立私营炼油厂。
俄罗斯ESPO原油运往中国港口不像运
输中东原油那么远。这使得俄罗斯原油
装运可以更小型更灵活，因此也更适合
中国的独立炼油厂。由于美国、加拿大的
产油量增加，南美洲和北美洲原来从俄
罗斯进口的原油，目前大部分从美国和
加拿大进口，甚至从产量微增的巴西、哥
伦比亚和美洲其他国家进口。俄罗斯的
Transneft公司对俄罗斯输油管道网络拥

2015年俄罗斯原油和凝析油在各出口国的出口量

其他国家

32
亚太和亚太国家
中国 852

德国

589

欧洲和欧亚非OECO国家

新西兰

日本

488
波兰

438

181
168
瑞典
157
意大利
11899
98
斯洛伐克

288

韩国

167
110

亚洲其他国家

460
147

383

85 101

立陶宛

保加利亚

36 美国

匈牙利
欧洲其他OECD国家

1416
794

白俄
罗斯

芬兰

法国

［图3］

其他欧洲欧亚非OECD国家

2719
欧洲 OECD国家

有近乎垄断的地位，绝大部分俄罗斯原
油必须通过Transnef的管道系统到达周
边国家或俄罗斯港口出口。较小的出口量
是通过私有输油终端由铁路或船舶运输
出口。
俄罗斯也出口相当可观的石油产
品，根据东方集团研究会，2014年俄罗斯
出口约160万桶/天的燃料油和额外96万
桶/天的柴油。同年，俄罗斯也出口了少量
的汽油（10万桶/天）和液化石油气（6万
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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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东部主要的油气管网

正在使用的输油管道 在建的输油管道
正在使用的输气管道 在建的输气管道

Zapolyarye-Purpe
Purpe-Samotlor
Power of Siberia

Kuyumba-Taishet

East Siberia-Pacific Oceam
Taishet

TransSakhalin
natural gas and oil

Skovorodino
De Kastri

Prigorodnoye

Daqing
ALtai/Western Route

管道
俄罗斯有一个遍布全国的销售和出
口管网[表3]。俄罗斯的国有企业Transneft占有其几乎所有的国内及出入境管
网。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里海管道财团
（CPC）的管道是个例外，从哈萨克斯坦
Tengiz油田运送到俄罗斯的Novorossiysk
黑海港口。CPC管道由各公司组成的财
团所有，其中24%的最大股份额是由俄罗
斯政府所有，其在财团的权益由Transneft
代表。KazMunaiGaz（19%），哈萨克斯坦
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和雪佛龙（15%）是
财团的第二和第三大股东。另一个例外
是Transsakhalin管道，它由Sakhalin-2协议
下的联盟拥有，位于俄罗斯东部 [图4]。
港口
至少有 2 0 个 俄 罗斯港口是油气
运往包括欧洲、美洲和亚洲在内的各
个市场的出口终端。2015年四大港口
（Novorossiysk、Primorsk、Ust-Luga和
Kozmino）总计出口量约占俄罗斯海运原
油总出口量的85%。
Primorsk和Ust-Luga输油码头都位于
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芬兰湾。Primorsk
输油码头始于2006年，装载量约130万
桶/天。Primorsk码头始于2009年，装载量
超过50万桶/天。Primorsk和Ust-Luga都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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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divostok

Kozmino

［图4］

Baltic的管道系统获取原油，这些原油产自
Timan-Pechero、西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伏尔
加地区的油田。Ust-Luga港口也是出口俄罗
斯煤炭和液化石油气的主要港口。
Novorossiysk是俄罗斯黑海岸上的
主要输油码头。它的载油容量超过100万
桶/天。Kozmino位于Vladivostok附近，在
俄罗斯的远东Primorsky省，是ESPO原油
管道的终点站。该港口始于2009年12月，
最初输油容量为30万桶/天。2012年ESPO
管线二期建成前，Kozmino一直通过铁
路从Skovorodino获取原油。在2015年，将
近60万桶的原油通过Kozmino港出口，略
低于当前的输油容量。
液化烃
俄罗斯的液化烃产量预期在未来几
年内将持续增长。液化烃是指由天然气
处理厂、分馏塔、炼油厂和凝析油分离器
的生产的天然气液态产物（煤油或烷烃
如乙烷、丙烷和丁烷）和石蜡（烯烃），但
不包括液化天然气和芳烃。液化烃的生
产与天然气和石油产品密切相关。
俄罗斯出口税的变更大幅度促进了
对汽油和轻馏分生产的投资，减少了原
来炼油企业大量出口的重燃料油和柴油
的投资。为了提高液化烃的产量炼油厂

更多的使用催化裂化和加氢裂化装置。
天然气加工将导致液化烃供应量的进一
步增加，这是因为俄罗斯天然气生产商
开发出更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同时越来
越多的伴生天然气产生（目前作燃烧处
理）也与天然气加工有关。
液化石油气是一种丙烷和丁烷的
混合物，随着其在俄罗斯市场上过剩生
产，以及HGL石油化学产品的发展，许多
生产商将目标放在了出口市场。传统上，
俄罗斯液化石油气出口主要由铁路运往
欧洲。在2012年中期，俄罗斯首个现代化
液化石油气出口码头在黑海的Taman上
线，设计加压输油容量约30000桶/天。在
2015年港口的输油量不到17000桶/天，均
由铁路运输。2013年中期，俄罗斯最大的
液化石油气生产商Sibur，从圣彼得堡附
近的Ust-Luga出口了它第一批液化石油
气。作为俄罗斯第一次LPG出口，Sibur输
油终端还能够运输加压和冷却的产品，
同时它目前的运输量为5万桶/天到7.5万
桶/天。Ust-Luga输油码头和Taman一样，
能够通过铁路获取液化石油气。其余的
液化石油气由Novatek运营的凝析油分馏
和转运综合工厂现场生产。
除了直接出口，俄罗斯公司正致力
于将国内生产的液化石油气用于石化生
产，这将获得更多的利润，并最大限度
减少出口关税。2014年12月，Sibur的丙烷
脱氢（PDH）设备在西西伯利亚TobolskPolymer综合工厂试运行，它每年能生产
约51万吨聚合级丙烯，消耗约3.3万桶/天
的丙烷原料。该公司计划进一步增加Tobolsk工厂的液体消耗，提议每年150万吨
乙烯裂解，这一计划预期将于2021年底
执行。95亿的工厂原料将主要由丙烷和
丁烷组成。一些乙烷也将用于生产乙烯、
丙烯和丁烯/丁二烯，继而用于衍生产品
的生产，包括高密度、低密度聚乙烯和聚
丙烯。
Rosneft还计划在俄罗斯太平洋海岸
Kozmino输油码头附近的Nakhodka地区
建立一个主要的石油化工综合企业。新

俄罗斯主要的油气管网
状态

额定输油量 MMBBL

Druzhba

运行

2

Baltic 管道系统1

运行

1.3

Baltic 管道系统2

运行

0.6

设备

总长度英里

供给地区

目的地

备注

西西伯利亚 和
乌拉尔伏尔加地区

欧洲

1964年完成

730

连接到德鲁日巴

芬兰湾的Primorsk港

2001年完成

620

连接到德鲁日巴

芬兰湾的Ust-Luga港

2012年完成
自2006年起报废

［表3］

西部管道
2500

西北管道系统

报废

0.3

500

连接到德鲁日巴

Baltic海的Butinge、
Lithuania和Ventspils
Latvia

里海管道财团CPC

运行

0.7

940

Tengiz油田 Kazakhst

Novorossiysk和
黑海的俄罗斯

计划扩大输油容量到130万桶/天

Baku-Novorossiysk管道

运行

0.1

830

Caspian和中亚
经过Sangachal港
里海的Azerbaijan

Novorossiysk和黑海的
俄罗斯

1996年完成

运行

0.2

500

Sakhalin油田
(库页岛南部海岸)

Prigorodnoye
(库页岛南部)的太平洋海港

2008年完成

东部管道
TransSakhalin

ESP-1-目前1.2
到2020年1.6
东西伯利亚太平洋(ESPO)管道

运行

ESP-2-目前0.5
到2020年1.0

ESPO-1-1700
东西伯利亚油田，
通过连同管道
西西伯利亚油田
Yamal-Nenets 地区

Kozmino的太平洋海港
运往中国大庆的支线

270

Yamal-Nenets
和Ob Basins

连接到ESPO管道

2011年完成

300

Zapolyarye
和Yamal-Nenets地区

连接到PurpeSamotlor和ESPO管道

2016年第四季度开始商业运行
2017年预期20万桶/天

440

Yurubcheno-Tokhomskoye
油田和Kuyumba油田
连接到ESPO管道
(推迟启动到2018年)

ESPO-2-1300

China spur-中国支线－
大庆支线－660
目前0.3到2018年0.6
Purpe-Samotlor管道

运行

0.5

Zapolyarye-Purpe

试运行 0.6(可扩展到0.9）

Kuyumba-Taishet

在建

0.16

ESPO-1 (TaishetSkovorodino) 2009年完成
ESPO-2 (SkovorodinoKozmino) 2012年完成
Skovorodino-中国大庆支线
2010年完成

由于油田完井推迟，计划由
2016年启动推迟到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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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俄罗斯各公司天然气产量
公司

十亿立方英尺/天

Gazprom
Novatek

42.9
6.0

Rosneft
Lukoil
Surgutneftegaz
PSA operators
其他
总计

5.5
1.8
0.9
2.9
1.9
62.0

截至2016年1月1日，各国天然气探明储量预估

［表4］

［图5］
/兆立方英尺

俄罗斯
伊朗
卡塔尔
美国
沙特阿拉伯
土库曼斯坦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委内瑞拉
尼日利亚
中国
0

200

400

600

2014年全球燃烧天然气最多的能源国家

/兆立方英尺

［图6］
/兆立方英尺

俄罗斯
伊拉克
伊朗
委内瑞拉
美国
安哥拉
尼日利亚
墨西哥
哈萨克斯坦
马来西亚
0

500

1000

的企业将包括一个炼油厂和一个石化工
厂，年产乙烯量140万吨，石油化工厂将主
要用石脑油作为原料。
天然气
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储
量，是世界第二大天然气干气生产国。尽
管其他公司的产量一直在增长，Gazprom
公司控制着国家的天然气上游领域。
根据石油与天然气学报，截至2016
年1月1日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
气储量，1688兆立方英尺（TCF）[图5]。俄
罗斯的储量约占世界总探明储量的1/4。
这些储备大部分位于西伯利亚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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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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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amburg、Urengoy和Medvezhye油田
占俄罗斯天然气总储量很大一部分。
行业管理
国有企业Gazprom公司控制着俄罗
斯天然气上游领域，2014年产量约占俄
罗斯天然气总产量的70%（表4）。尽管
包括俄罗斯石油大公司在内的许多独
立石油公司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他
们在上游领域的机会仍十分有限。此
外，Gazprom公司在上游领域的主导地位
因其在管道天然气出口的合法垄断地位
而增强[表4]。
与石油部门相似，一些部委和监管
机构都参与了天然气行业。自然资源和

环境部颁发油田许可证、监控许可协议，
并征收违反环保法规的罚款。能源部开
发和实施一般能源政策，并负责监督液
化天然气出口。财政部负责碳氢化合物
的提取和出口税，而经济发展部负责监
督关税。
有关天然气领域的主要控制部门包
括联邦关税服务（规定输油管关税）和
联邦反垄断服务（监督市场控制权滥用
的指控，包括有关第三方接入输油管道
的指控）。
勘探与生产
西西伯利亚北部储存有大量未开
发和生产的天然气。然而，Gazprom和
其他公司正逐渐开采新的区域，例如
Yamal半岛、西伯利亚东部和Sakhalin岛。
在西伯利亚一些产量丰富的油田，包括
Yamburg、Urengoy和Medvezhye油田，都
隶属于Gazprom公司，在近几年的天然
气产量均出现下降情况。
2014年，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干气生
产国(20.4兆立方英尺)，仅次于美国(25.7
兆立方英尺)。独立天然气生产商产气量
增加，并预期在未来进一步增加。天然
气高产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公司进入该领
域，包括正寻找开发其天然气储量的石
油公司。俄罗斯政府正努力减少大量的
天然气燃烧处理并提高用于石油开采的
天然气利用量，这一政策可能导致天然
气产量进一步增加。
伴生气燃烧
在俄罗斯国内，石油生产出的伴生气
通常做燃烧处理。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
气管理局（NOAA）报道，2014年俄罗斯
大约燃烧了700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居
所有国家之首。2014年俄罗斯燃烧天然气
的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3%（图6）。许多名
俄罗斯政府的举措和政策已开始致力于
减少伴生气的常规燃烧。此外，制度变化
使第三方生产商的天然气运输和贸易变
的更容易也更有利可图。根据NOAA的估
计，从2012-2014年，在俄罗斯燃烧的天然
气平均每年下降约10%[图6]。
天然气出口
2015年，俄罗斯有7.3万亿立方英尺
的天然气出口，其中近90%都是通过管
道运往欧洲，其中包括接收大部分天然
气的德国、土耳其、意大利和白俄罗斯（

图7），其余主要作为液化天然气出口亚
洲。2015年乌克兰在俄罗斯天然气进口
量比2013年低了30%，当时乌克兰是俄罗
斯天然气第三大进口国。由于价格和支
付争端，以及两国之间关系越发紧张，乌
克兰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量减少，而从
其西方邻国购买的天然气量增加。
2015年天然气出口收入占俄罗斯总
出口收入的13%左右。虽然不像俄罗斯原
油和其他液体出口收入大，俄罗斯仍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欧洲作为其天然气出口
市场。同样，欧洲也依赖俄罗斯供应天
然气。2015年，欧盟天然气进口量的30%
以上来自俄罗斯。此外，一些国家在欧
洲，尤其是芬兰、波罗的海和很多欧洲东
南部国家，几乎所有的天然气进口都来
自俄罗斯。
自2005年中期，欧洲OECD的天然气
消耗量开始普遍平下降，促使俄罗斯转
向亚洲，并同时出口液化天然气来增加
天然气出口。在2014年实施的美国和欧盟
（EU）制裁，促使俄罗斯将重点转向东
部，2014年俄罗斯和中国签署两个管道协
议，协议规定出口量2.4万亿立方英尺/年。

2015年俄罗斯天然气主要的出口国家
［图7］

意大利

土耳其

白俄罗斯

波兰

比利时

乌克兰

日本

其他国家

法国

德国

13%

12%
8%
5%

22%

5%

23%

5%
4%
3%

23%

管道
2015年，俄罗斯的天然气运输系
统，包括约10万英里的高压管线和20
多个天然气地下储气设备。自20世纪后
期，Gazprom公司为满足新资源供应需求
加入主要的新型管道，包括在Yamal和西
伯利亚东部油田以及新的出口路线，包
括出口到中国的管道和避开乌克兰运往
欧洲的新管道。
统一供气（UGS）系统是连接西部俄
罗斯天然气管道的总称。UGS系统包括
国内管道和俄罗斯欧洲出口管道的国内
部分，但不包括俄罗斯东部的管道。2007
年，俄罗斯政府指派Gazprom公司建立
东部天然气项目（EGP）来扩大西伯利亚
东部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天然气基础设
施。EGP项目主构架是西伯利亚管道的
核心力，目前正在建设中。
第三方准入天然气运输管道
Gazprom公司是几乎所有俄罗斯的
天然气管道的唯一所有者。1999年俄罗
斯的天然气供应法要求全部天然气系
统的所有人应向给国内消费者供给天
然气的公司提供非歧视性通道。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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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给第三方进入UGS系统制定规则，
但对进入非UGS系统部分的管道没有
确立任何规则。随着2006年天然气出口
法同意将管道出口权全权授予UGS系
统的所有者，即Gazprom公司，不包括
出口输油管道。
尽管有这些法律长期存在，独立的
天然气生产商，包括许多国有石油公司
在内，最近才开始获得Gazprom公司的
国内管道准入权。联邦反垄断局（FAS）
的行动对第三方进入天然气管道更加
有利。在2008-2011年，FAS有28个对Gazprom公司侵权案件与第三方进入天然气
管道有关。由Gazprom公司输送的第三
方天然气从2010年占UGS系统流入量的
12%增长到2015年的近21%。Fas也提出了
新的法律，修正很多现有法律法规的不
足之处，包括第三方准入的管道不属于
UGS系统部分这一条例。许多最近关于
管道准入的争议都与不属于UGS系统的
东部天然气管道有关。
为使Sakhalin-1协议的天然气资源转
为资本，Rosneft公司曾提出在库页岛南
端建立远东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然而，
这一提议取决于俄罗斯石油公司是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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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Gazprom公司控制Transsakhalin天然
气管道运输天然气。Gazprom股份公司一
再否决Rosneft的管道准入，理由是输油
容量不足，因为Gazprom公司需要将现存
输油容量留给Sakhalin-2液化天然气工厂
和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Gazprom公司
而后想从Sakhalin-1项目购买天然气作为
LNG扩大供应。Rosneft公司提起诉讼，试
图迫使Gazprom公司给予管道接入权，
在2015年俄罗斯最高法院的裁决支持
Rosneft公司。
液化天然气
俄罗斯有一个独立运作的液化天然
气（LNG）出口设施，Sakhalin液化天然
气。该设备于2009运营，原设计输气容
量每年960万吨（mt）
（约460立方英尺的
天然气）。大多数液化天然气在长期供
应协议下承包给日本和韩国的买家。2011
年设施瓶颈和优化使市场容量增加到
320万吨（150 BCF），其中许多额外的液
化天然气在短期协议下或在现货市场出
售。2015年，Sakhalin液化天然气出口略
超过500亿立方英尺，运往日本（72%）、
韩国（24%）、台湾（2%）和中国（2%）。
2013年，俄罗斯修改天然气出口条

例，允许Novatek和Rosneft出口液化天然
气，打破了Gazprom公司对所有的天然
气出口的垄断。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输
气码头在规划的各个阶段存在很多提
议，包括正在建设中的第二天然气液化
设施。Yamal液化天然气，始建于2013年，
由拥有50.1%股份的Novatek公司领导财
团所有。Total和中石油各有20%的股份，
而“丝绸之路”基金(由中共政府创建的
投资基金)持有该项目剩余9.9%的股份。
三条液化生产线计划将于2017年首次上
线。三条液化生产线都将有550万吨/年
的液化天然气运输容量，他们将从位于
Yamal半岛东北部的South Tambeyskoye天
然气和凝析气田输气。
Yamal液化天然气为了从北极位置运
输液化天然气，已构建16个冰级油轮。出
口主要针对亚洲液化天然气市场，并在
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冰级油轮将从Yamal
半岛把货物向西出口亚洲，途径北冰洋
和白令海峡。在冬天，由于海路结冰影响
通航，冰级油轮将从Yamal半岛把货物向
西运到欧洲。在欧洲，液化天然气将被
装载在正规的液化天然气油轮上，途径
苏伊士运河运往亚洲。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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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ft！VisiTrak让油藏甜点
无处遁形

大斜度井、水平井越来越多，电潜泵（ESP）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大。贝克休斯推出的小曲率半径CENesis
ESP系统能够通过狗腿度高达25°/100ft的井段，性能优异，可谓是大斜度井开发商的福音！

来自 | Baker Hughes
编译 | 张德凯

当油公司们所瞄准的深水储层的
地质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时，准确有
效地钻进水平井眼对于最终的产能来
说便显得至关重要。传统的井位制定
方法包括钻试验井，但这一钻井作业
需花费上数百万的美金。
贝克休斯VisiTrak简介
贝克休斯推出了VisiTrak油藏导向
分析服务，希望通过该技术取消钻试
验井的必要性，同时提高采收率。贝
克休斯油藏导向服务产品线经理Jon
Skillings表示，借助安装在旋转导向
BHA上的浅、深、超深探测感应器，该
服务可以对井筒周围的地质情况进行
全面的描绘。感应器配备有全方位（可
观察BHA周围360度方向）和超深探测
方位角电阻率功能。将上述功能结合在
一起，即可帮助作业者对目标油藏进行
测量，使用低频电磁波对地层边界进
行最深可达100英尺的探测。
感应器收集的数据可利用半自动化
反演算法进行解释。Skillings说：
“在这
种算法中，用户可以结合以往取得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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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油藏结构和性质的地质经验，为每个
地质情况选择最合适的反演方法。”
对于挪威、英国、荷兰的深水水平
井钻井以及巴西和西非一些海上钻井这
类北海地区的作业，如果错过了油藏或
者径直穿过了油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是极其高昂的。VisiTrak油藏导向分析服
务专门针对北海地区的问题，实时进行
油藏导向，降低了不必要的成本开销。
VisiTrak油藏导向分析服务就相当
于井下的一双眼睛，实时观察着井下地
质油藏情况，作业者便可以做到以下这
些事情：
更有效地布井
传统的随钻测井（LWD）绘图导向
技术只能看到井筒往下20英尺的距离，
而VisiTrak可实时描绘出的油藏深度是
前者距离的5倍，无需大费周章地钻领
眼井来确定油藏的上下界，也无需担心
由于钻进的位置太低或者太高而带来
不必要的靶向油藏时间。
找到甜点区，并多钻一会
能够找到甜点区并待在甜点区内，
就意味着将获得更多的产量和更高的

投资回报。VisiTrak服务所提供的导向
技术可以帮助客户定位到最优的生产
区域，避免过早地钻出甜点区——在
甜点区尽可能地多钻进一段时间。
拟定更好的长期计划
如果可以看到油藏内100英尺深，
作业者便可描绘出所接触的地层、边界
和储层，从而设计出能够最大化长期产
能潜力的完井和油田管理方案。
作为贝克休斯油藏导向服务包中
的一部分，VisiTrak油藏导向服务结合
了储层评价技术、交互软件和经验丰富
的油藏专家，帮助客户对资产进行最
优化。
应用范围
1.深水；
2.含有条带状砂体的复杂地质结构；
3.水平井和斜井。
坐标：巴西海岸Carapebus
油藏
一家巴西海岸Carapebus油藏的生
产商委托贝克休斯在油藏沉积相砂1区
钻一段8½ in, 3,340 ft (1018 m)长的水平

段。该井趾部所在的区域在地震剖面
上无法分辨。
Carapebus位于Campos盆地大陆架
边缘，由一系列重力流河道沉积构成。
该油藏可分为3种沉积相，其中沉积相
1是唯一具有产能的砂体类型。但是运
营商对于沉积相1号砂体在油藏中的厚
度和分布却知之甚少。
钻井计划
钻一口12¼-in的井眼通到油藏顶
部，并入下9-in套管。然后进行90度造
斜，并在目标区域水平钻进，最后进入
下部砂体。
完 钻 井深 位于 一条横 穿井眼轨
迹的深河道砂体起点，最小净沙层厚
度984ft（300m），最小KPI长度1,509ft
（460 m）。
解决方案
贝克休斯采用了随钻测井（LWD）
组合服务，其中包括了VisiTrak地理空
间油藏导向分析服务、AziTrack深方位

角电阻率服务和LithoTrack先进LWD孔
隙度服务，来对油藏进行探测、测量和
刻画。在实时多层边界解释时还使用了
反演建模软件。
LithoTrak和AziTrak提供的密度和
伽马图像还可以提供实时的倾角测量
信息，帮助井轨迹导向的进行。在施工
前，对两口分别靶向不同砂体的邻近水
平井进行预钻井建模。
通过使用贝克休斯油藏导向服务
交互软件，结合实时反演建模软件，可
以将搜集到的数据完美地进行整合，
并可对模型进行实时的调整。
结合收集到的信息，贝克休斯可以
在不需要钻领眼的情况下将井导向目
的层位。井的趾部砂体的垂直深度为
33-46ft（10～14m）；当穿过背斜脊部
进入到下层砂体时，厚度增加到33～82
ft（10～25m）；井沿着距离砂体上表面
7 ～10 ft (2 ～3m)的位置继续钻进。
当钻遇断层或砂体边缘时，应用

反演模型的结果重新瞄准正确的油藏
砂体。钻遇净砂层总长度达到2838ft
（865 m），净毛比75%。
贝克休斯将油藏导向服务与LWD
组合服务相结合，在这种地震无法分
辨的复杂环境中成功地完成了委托钻
井任务。
应用效果
使用油藏导向服务交互软件，贝克休
斯成功实现了无领眼井水平井钻井，对目
标砂层厚度进行了成像，并沿砂体上层进
行钻进。钻遇断层后，使用实时反演建模
软件进行实时调整，导向正确的油藏位
置。最终完成水平段钻井长度3,343.2英尺
(1,019m)，砂体净毛比达75%。
使用VisiTrak油藏导向分析服务，
不仅意味着可以实现更有针对性的钻
进工作，而且以后都有可能不再需要
进行昂贵的领眼钻井来对地层进行预
探。Skillings 总结说：
“VisiTrak代表了油
藏导向技术二十年来的发展成果。”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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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摩阻降幅超40%
EasyReach轻松润滑大位移井
EasyReach大位移连续油管润滑剂可显著降低井下钻具通过水平段时的机械摩阻，使工具下入深度获得突
破性进展，并能规避摩阻锁定等问题发生，提高作业效率与生产潜能。

来自 | Baker Hughes
编译 | 姚园

大位移井具有能大范围地控制含
油面积、提高油气采收率、降低油田开
发成本等优点，具有显著的经济、社会
效益，所以大位移井已成为目前开发边
际油田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大位移井钻
井液技术作为影响大位移井成败的关
键因素，是大位移钻井技术的核心部
分，其关键技术集中在降低摩阻和扭
矩、保持井眼清洁、维持井壁稳定和随
钻防漏堵漏等4个方面。
钻井过程中，存在钻柱与井壁间无
任何介质隔开的干摩擦、钻柱与井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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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膜产生的边界摩擦和由钻井液产生
的流动摩擦3种摩擦方式。从减小摩阻
的角度出发，要尽量避免干摩擦，降低
边界摩擦和流动摩擦。实践证明，可以
通过研选高效润滑剂来提高钻井液的
润滑性能。
EasyReach润滑剂有利于连续油管
在长井筒内的延伸，相较于其他类型润
滑剂，使用较低的浓度便可提高效率并
增强连续油管作业的操作准确性。它
的问世为操作工程师提供了一种经济、
高效、简便易行的降低机械摩阻的有

效途径，帮助提高作业可预见性和改善
单井经济效益。
EasyReach润滑剂的超强性能，成
功助力贝克休斯OptiPort™多级压裂系
统在美国的推广安装，摩阻系数的大
幅降低使得环空压裂作业的影响深度
能够更加接近于大位移水平井的趾端，
避免发生连续油管摩阻锁定现象。
EasyReach润滑剂较其他常用润滑
剂具有明显性能优势，测试结果表明它
可使井下工具的摩擦系数在0.24的基
础上降低40%~60%，横向穿深可增加

120%，因此可成为大斜度长井段作业
的一件利器。此外，EasyReach润滑剂
已经广泛应用于贝克休斯OptiPort™水
力压裂系统和OptiPacker压缩式封隔器
（用于横向位移超过3050米大斜度水
平井的井下隔离）。
EasyReach润滑剂在大斜度长井段
连续油管作业中的实际应用效果表明，
该款利器可持续性降低钻具机械摩
阻，降幅为40%~60%，是传统型润滑
剂机械摩阻降幅的两倍，有力地验证
了室内试验结论。新型润滑剂与EasyReach液动锤工具联合使用可大幅增加
连续油管横向穿深能力。
在单井敞喷阶段，EasyReach润滑
剂的应用，可显著降低多级压裂作业
过程井底钻具组合上提拖曳力，从而
可顺利快速地完成起钻操作并减少多
级压裂作业间的操作时间。
特性与优点
基于先进的配方，EasyReach润滑
剂摩阻系数降幅可达40~60%，水平位
移增幅达120%。该润滑剂可在宽阈井
下温度、压力与其他井下条件下应用，
且性能显著优于传统润滑剂。
应用案例1
技术挑战
横向位移不少于1554.48米的大位
移井，需要施加超过1000磅力的钻压才
能实现封隔器坐封。
方案与结果
相较于传统型润滑剂，EasyReach
润滑剂在连续油管作业中的应用可显
著增加钻具横向位移。通过应用EasyReach润滑剂，无需液力锤或其他牵引
工具，即可使井下钻具横向位移轻松突
破3657.6米。
新型的EasyReach润滑剂显著降低
了井下工具串的机械摩阻，助力连续油
管延伸至井底，产生足够的钻压来坐封
封隔器并完成作业任务，成功使井下钻
具组合的摩擦系数降低了46%。

应用案例2
技术挑战
1.4-1/2”~7”无回接尾管完井管柱，
对2in连续油管在井筒内的横向延伸形
成了技术难题；
2.油管输送射孔深度需达到水平段
趾端，数值达到3132.43米；
3.对于水平位移达到2164.08米的
大斜度井，最小需要900磅力钻压才能
实现可重复式封隔器的坐封。
方案与结果
1.将大斜度井横向延伸连续油管工
具与EasyReach润滑剂联合应用；
2.OptiPort多级压裂系统；
3.贝克休斯公司SHADOW系列压
裂桥塞。
新型润滑剂应用后，可使大斜度井
内摩擦系数降至0.13，即便井筒横向位

3657.6
案例1 呈现的结果

应用范围
1.降低套管井作业井内钻具的机械摩阻；
2.连续油管系列作业；
3.大斜度井井筒干预 ;
4.环空压裂；
5.油管传输射孔；
6.磨铣作业；
7.测井作业；
8.酸化作业；
9.滑套开关作业。

移达到3132.43米，油管输送射孔管柱依
然可延伸至水平段趾端，并在一次下钻
期间完成10级压裂作业。当携砂液中
的EasyReach润滑剂浓度仅为1.2%时，
摩擦系数降幅达46%。
应用案例3
技术挑战
1.需要完成常规工具无法下放到位
的大斜度井井筒的清垢、酸洗以及测
井等作业；
2.连续油管工具尺寸最大可达2in，
需要克服起重机载荷难题；
3.连续油管在相对较大的井筒内易发
生螺旋屈曲，需要降低此类作业风险；
4.需要克服防砂筛管引起的摩阻增
大影响。
方案与结果
1.EasyReach连续油管大斜度井井
筒干预服务；
①EasyReach金属面与金属面间的
润滑剂；
②EasyReach液力锤工具。
2.CIRCA建模与仿真软件；
3.RotoJet高速旋转喷射工具。
通过使用EasyReach润滑剂，井下
工具的摩擦系数降幅超过40%，成功助
力井筒清垢、酸洗以及测井等作业的
顺利开展；同时，整个作业过程节省了
6小时的钻机时间，并节约了220加仑的
润滑剂，有效预防了连续油管螺旋屈曲
与井底钻具组合摩阻锁定等糟糕现象
发生。该技术运用简单易行，运营商得
以对附近单井成功地开展了类似井筒
干预的作业。
水基钻井液的摩阻问题是制约其
在大位移井中应用程度的关键问题，
有效利用润滑剂可显著改善水基钻井
液的润滑防卡性能，提高其作业能力。
针对高温潜山地层的岩屑携带、裂缝
性碳酸盐岩地层的防漏堵漏等复杂油
气藏难题，大位移井水基钻井液的优
化空间还很大，期待此项技术的进一
步发展。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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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裂技术新动态
压裂一直是油气行业增产增注的有效方式，
然而有关压裂增产的技术却也一直存在着各类问题。本期技术专题带来一场技术盛宴，
包括CARBO公司的RPM中润湿性相对渗透率改性技术等，一起来享受其中吧！

来自 | CARBO等
编译 | 张领宇

对油气藏尤其是低渗透油气藏进
行压裂改造是增加单井产量和提高可
动用储量的有效技术措施，相关压裂
工具、工艺以及评价技术也成为当今油
气田开发领域的研究热点。
压裂成败的关键—压裂球
多级投球滑套压裂是目前应用比
较广泛的直井分层和水平井分段增产
改造技术，其原理是根据地质和工艺
要求采用封隔器把油气井裸眼段分为
若干段，在需要改造的位置下入投球
滑套，在压裂施工时向井中投入压裂
球依次打开投球滑套，从而实现分级
压裂的目的。
压裂球是决定压裂是否成功的关
键因素。压裂施工完成后，传统的工序
是将压裂球返排至地面，但有时存在由
于地层压力不足或球变形等导致压裂
球卡死在通道内而无法返排至地面的
情况，严重影响油井产量。
水力压裂棘手问题—水资源耗量大
世界页岩气资源丰富，但由于页岩
地层渗透率很低，目前还没有广泛开发。
水力压裂技术是页岩气开发的核心技术
之一，广泛用于页岩储层的改造。水力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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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技术需要大量的水资源，容易带来严
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
水力压裂用水量巨大，根据地质条
件和压裂要求的不同，单一气井的作
业需要300万加仑（1.1万m3）到500万加
仑（1.9万m 3）的水量。在2011年，有超
过1.7万口水平井通过压裂作业获得页
岩气，用水量巨大，引发了人们对于是
否会引起当地水资源枯竭的担忧。
压裂增产重头戏—支撑剂
压裂支撑剂是石油、天然气工业
水力压裂过程中，随压裂液一起泵入
到地层裂缝中起支撑裂缝、增大油气
导流率的专用材料。在水力压裂总成本
中，压裂支撑剂费用占整个作业费用的
比例大，不仅代表着油气井初期耗资的
一大部分，而且决定着油气井或油田的
经济寿命; 水力压裂效果的成败，有效
期的长短主要取决于支撑剂的质量陶
粒压裂支撑剂与石英砂、树脂包砂相
比具有破碎率低、耐腐蚀、导流能力好
且性价比高的特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
油田所采用。
而大多数未处理的压裂支撑剂是
强水湿的，具有毛细管效应会将水和

水基压裂液困在裂缝的孔喉中，不仅
对储层造成二次伤害，而且不利于提高
产量和采收率。另外，不同支撑剂的导
流能力也各有所异，大大降低了压裂效
率，影响最终采收率。
针对以上三个技术方向，本期技术
专题带来了相应的三项前沿技术，分别
是增能压裂方案、Terves公司的可分解
压裂球以及CARBO公司的RPM中润
湿性相对渗透率改性技术。
Terves公司的可分解压裂球
Terves公司对外宣称，自2014年推
出第二代TervAlloy可分解压裂球以来，
已经有超过500个压裂球在北美的水平
井压裂完井中得以施展拳脚。
与上一 代可溶 性 压 裂 球金 属 相
较，新一代的压裂球由TervAlloy™镁
铝纳米复合材料制成，通过控制流体
（例如电解质）、电激励或热激励进行
分解。TervAlloy™纳米复合压裂球强
度更高，且强度保持时间更长，以保证

长时间压裂作业的实施，储存与处理
更加方便，不容易发生过早退化，已在
超过75000级的压裂作业中得以成功
应用。
高强度、可分解，这几乎是压裂球
最完美的性能啦！
增能压裂方案
水力压裂在提高油气产量和降低
成本方面都有大量的改进空间。向更
长的水平井中充填更多的支撑剂并不
一定是最明智的做法。尽管规模更大
可能会更好，但这并不能使油气井生产
达到最优化。
使用氮气和二氧化碳可大幅度降
低水资源、化学药品和支撑剂的消耗
量，克服和缓解许多传统水基压裂液
带来的相关问题。从沙特阿拉伯到南
德克萨斯州，用二氧化碳替代水力压裂
中的水一直是油气井成熟应用的增产
改造方法。
环境问题一直是压裂技术的争议

所在，增能压裂技术又能如何解决这
个困境？
CARBO公司的RPM中润湿
性相对渗透率改性技术
大多数未处理的支撑剂是强水湿
的，具有毛细管效应，可将水和水基压
裂液困在支撑剂充填层的孔喉中。这将
减小裂缝的有效长度，降低裂缝的导
流能力和渗透率。另外多相流将增加裂
缝间的压力降，从而共同降低产量和预
计的最终采收率（EUR）。
C A R B O 产 品 系 列 的 高品 质 支
撑剂已为客户带来了more space to
f low（为流动提供更大空间）技术，
并在 井的整 个生命周期内，维 持较
高的井下导流能力。如今，随着引进
R P M中 润 湿 性 相 对 渗 透 率 改 性 技
术，CA R BO产品可以帮助客户进一
步增加流动空间。
作为支撑剂专业户，CARBO公司
究竟有什么秘密武器，一起来窥探一
下吧！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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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vAlloy可分解压裂球：化百炼钢
为绕指柔

Terves公司对外宣称，自2014年推出第二代TervAlloy可分解压裂球以来，已经有超过500个压裂球在北
美的水平井压裂完井中得以施展拳脚。材质升级，性能强悍。

来自 | Terves
编译 | 姚园

压裂施工完成后，传统的工序是
将压裂球返排至地面，但有时存在由
于地层压力不足或球变形等导致 压
裂球卡死在通 道内而无法返排至地
面的情况，此时需要下钻磨铣球和球
座，否则将严重影响油井产量。使压
裂球具备可分解功能成为解决这个问
题的有效办法之一，即压裂作业完成
后压裂球可自行分解，从而可以免去
返排或磨铣工序，消除了压裂球阻塞
通道的可能性。
为适应投球滑套分段压裂需求，
可分解压裂球 需同时具备两方面特
点：一是在地层水等电解质液体中可
自行快速分解，二是在地层较高温度
下具有较大的强度。
《石油圈》曾介绍过Phenom Innovations公司的一款Wraith可降解压
裂球。该技术可在超过10 0℉的环境
下，在任何一种水溶液中完全讲解，
降解速率可根据不同条件提前设定，
为后续完井作业减少了大量的工序，
节约了作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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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Terves公司推出了第二代
TervAlloy可分解压裂球。近期该公司
宣称，第二代TervAlloy可分解压裂球
已经广泛应用，在北美的水平井压裂
完井中得以施展拳脚。本文将对该技
术的性能进行详细介绍。
与上一 代可溶 性 压 裂 球金 属 相
较，新一代的压裂球由TervAlloy镁铝
纳米复合材料制成，通过控制流体（
例如电解质）、电激励或热激励进行
分解。Ter vAlloy纳米复合压裂球强
度更高，且强度保持时间更长，以保
证长时间压裂作业的实施，储存与处
理更加方便，不容易发生过早退化，
已在超过75000级的压裂作业中得以
成功应用。
Terves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Andrew Sherman，于2015年4月22日
在卡尔加里召开的首届加拿大页岩技
术大会上介绍了此次创新成果。该次
会议由Gulf Publishing公司下属的世
界油气杂志（World Oil magazine）和
DMG Events传媒公司承办，是一届页

岩气专业人士与专家深入探讨行业发
展前景和最新技术进展的高层论坛。
Sherman在演讲中会详细阐述了
纳米复合金属材料的诸多技术特性：
比铝更轻且更强韧，当暴露在井下高
温完井液中时将以高度可控 方式完
成分解过程，化百炼钢为绕指柔，保
证井筒“畅通无阻”。
迄今为止，高强度可分解压裂球
主要应用于油田的滑动套筒完井作业
中。最近，新型压裂球应用触角延伸
至桥塞和射孔完井作业中。
依 托 新 一 代 高 强 度 、低 成 本
的 纳 米 复 合 金 属 技 术 ，贯 眼 可 溶
解 性 作业 工具 研发 步伐 大幅加
快。Te r ve s公司具备专利性的纳米
复合金 属技 术，在可溶解 金 属压 裂
球与类似特性的完井工具供应商内
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
与低 强 度 可溶性 聚合 物或 初代
可溶性 金 属压 裂球 相比，新一代镁
铝合金压裂球在投球到位过程中可
保持外形稳定且不会发生分解，抗拉

强度可达45000psi，当泵送压力超过
10000psi后可有效驱动压裂滑套或密
封压裂桥塞。
一旦投递到位，Ter vAllo镁铝纳
米复合材质压裂金属球在完井液和
井底温度（85℉-200℉）作用下可降解
为可溶性微米颗粒，利于从井筒循环
排出。压裂完井后经过1-5天，新型工
具已经完全降解，井筒“畅通无阻”，
后期无需连续油管作业。
TervAllo镁铝纳米复合压裂金属球
由五种配方加工而成，在不同完井液体
系和井底温度下的降解速率不同。两
种涂层材料使得压裂球在降解阶段可
联合开展酸化作业，或在触发媒介进
入井筒前防止压裂球的完全降解。
“ 鉴 于 Te r v A l l o 镁 铝 纳 米 复
合 压 裂 金 属 球 在 油 田中 的 成 功 应
用，Terves公司乘胜出击，与多家油田
服务公司合作，提供专利技术指导，
研发出其他类似的可溶性完井工具，
比如滑套球座、完全溶解性压裂暂堵
剂、可分解桥塞、预射孔衬管以及厚

壁短管等。”Sherman说道。
“Terves公司一直致力于研究新
型材料及应用，包括防砂筛管、提高
压裂导通性技术、遇淡水可分解的用
于海上生产井的高比重盐水以及强
度更高的小尺寸合金球（减小质量，
从而降低成本）。”他又说道。
“可分解压裂球的应用降低了后
续连续油管作业的必要性，可显著降
低运营商的施工成本。”
Ter valloy合金在盐水、酸、淡水
以及溴化钙（海上生产井所用媒介）
中，可通过可控、可靠的方式完成分
解。同时，可形成拱形支架或渗透到
工具内部（防砂）：
1.可泵送应用；
2.示踪剂/化学药剂释放；
3.pH值控制；
4.液流转向。
Tervalloy系列工具能够与当前套
筒配合使用，可加工成多种形状。金
属球和其他完井工具的加工误差均可
控制在0.003英寸的精度范围内。新型

工具的应用可减少清理井筒及循环成
本，显著节约成本并提高生产速度。
作 业 期 间 必 需 更 高 的 压
差？Ter vAlloy高强度压裂球和其他
完井工具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1.活性弹头和导弹应用；
2.高强度压裂球；
3.标准化高强度完井工具，比如
套筒、筛管和气缸；
4.桥塞、销子、阀门、杆、螺丝和
油管；
5.满足任意机械加工、挤压或冲
压方式；
6.利用压裂酸触发套管射孔；
7.可溶性药型罩/爆炸成型穿透弹
药（EFP，Explosively Formed Penetrator）；
8.可溶性增强型完井工具；
9.高密度结构性能量。
Sher ma n说：
“可降解压裂球的
应用，可避免投球不到位问题并减少
清理井筒及循环成本，从而为运营商
显著节约成本。”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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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支撑剂的秘密！
RPM画龙点睛
RPM技术通过改变支撑剂润湿性，增强支撑剂性能，改善压裂液清洁性，增加了流动空间。
经现场实验验证，RPM技术有利于提高产量和采收率。

来自 | CARBO
编译 | 白小明

随着石油开采的深入和储层条件
日益恶化，水力压裂技术在国际上虽
具有很大的争议，但却依然是当下最
热门的应用之一，支撑剂在各大油服
公司的大部分增产技术处于举足轻重
的地位。
大量油服公司及各个研发团队均
投入了大量资源，用以开发各类产品，
优化支撑剂的导流能力和渗透率等性
质。其中，CARBO公司在支撑剂技术
方面具有着无与伦比的研发和应用优
势，在业内受到广泛认可。
《石油圈》曾针对CA R BO公司
的KRYPTOSPHERE
LD超导低密
度陶粒 支撑剂进行 过 报导。文中提
到，KRYPTOSPHERE LD的使用深度
接近13500英尺，其应用的第一口井的
初始产量十分可观，24小时内天然气
产量就超过61.9百万立方英尺/天，使之
成为Utica地区到目前为止产量最高的
井之一。
但大多数油田对储层实施压裂或
重复压裂过程中，由于油藏的边、底水
以及上不高含水水层的存在，加之常
规支撑剂通常属于强水湿性，接触角
小于90°，具有毛细管效应，导致水和
水基压裂液被困在支撑剂填充的孔喉
中，减小裂缝的有效长度，从而降低裂
缝的导流能力和渗透率。另外，多相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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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征
1.将支撑剂表面改变为中润湿性，接触
角达到90°左右；
2.涂层性能稳定，耐温高达
400°F（205℃），适用于大多数井；
3.处理后支撑剂与大多数压裂液兼容；
4.适用于各种CARBO陶粒支撑剂，增
强流动性。

技术优势
1.提高石油和天然气产量；
2.改善增产后的水基压裂液的清洁性；
3.防止水基流体被困在孔喉中；
4.增加裂缝的有效长度、导流能力和
渗透性；
5.降低多相流相关的压降；
6.几乎消除了支撑剂填充层的毛细管
压力；
7.增加了凝析油产量，利于驱替出更多
凝析油。

技术应用效果
1.一年后产量增加了15%；
2.第一年天然气的产量是未处理井的
近两倍；
3.整体产量增加了15%；
4.凝 析 油 产 量 增 加 了 8 0 % ， 这 说 明
RPM技术对驱替出凝析油储量有潜在
优势。

将增加裂缝间的压力降，共同降低产量
和预计的最终采收率（EUR）。
RPM技术问世
RPM（相对渗透率改性，relative
permeability modiﬁcation）技术的设计
目的是将支撑剂的润湿性调节至中性，
防止水基流体残留在支撑剂充填层。
最终结果显示，RPM技术增加了裂缝
的有效长度，提高了导流能力和渗透
率，从而提高了产量和最终采收率。
增加流动性
CARBO产品系列的高品质支撑剂
已为其客户带来了more space to ﬂow（
为流动提供更大空间）技术，并在井

的整个生命周期内，维持较高的井下
导流能力。如今，随着RPM技术的引
进，CARBO产品可以帮助客户进一步
增加流动空间。
通过防止水和水基压裂液被困在
孔喉中，RPM技术增加了裂缝的有效
长度，提高了导流能力和渗透率，降低
了多相流效应相关的压降。综合来看，
这些支撑剂增强了流动性，从而提高了
产量和采收率。
中润湿性，毛细管压力几乎为零
通过将支撑剂充填层表面改变为中
性润湿性，使接触角达到90°左右，几乎
消除了毛细管压力，阻止水和水基压裂
液被困住孔喉中，提高了油气流动性。

RPM技术将支撑剂表面的润湿性
改变为中性，防止水和水基压裂液被
困在孔喉中，提高了油气的渗透性。同
时，RPM技术是一种在制造过程中改
变表面涂层的技术，适用于任何类型
的CARBO陶粒支撑剂。处理后的支撑
剂与大多数压裂液兼容，涂层最高耐
温205℃，可用于大多数增产井。
通 过降低 水 基压 裂液的残留
量，RPM技术改善了压裂液的清洁性，
提高了导流能力。裂缝清洁性以及因凝
胶伤害造成的导流能力下降的改善，共
同提高了裂缝的有效长度。
裂缝中的多相流压降效应会降低
产量和最终采收率。当在支撑剂充填
层存在两种相态时，它们将竞争同一流
动空间。使用中润湿性支撑剂，降低毛
细管压力，可以显著降低这一竞争过程
中的含水量，最终采出更多的原油。
油田现场大量试验证明，在支撑
剂形成的裂缝中使用RPM技术，可以
显著提高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快速回
收使用RPM技术的投资成本。
压裂是目前最具争议的技术之一。
其在增产增效的同时，却也带来了一系
列的负面影响，包括对环境的污染以及
对地层的破坏等等。但就目前的技术
现状，在暂无成熟技术代替压裂的阶
段，如何更高效地实施压裂生产，最大
化压裂效益，是当前唯一的选择。综合
技术和环境两个看似对立方向的不同
需求，优化现有产品技术性能，如RPM
技术等，无疑是对这种综合需求的最
佳解读。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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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3］

采收率翻倍 增能压裂环保又提效
氮气和二氧化碳可带来安全、对油气藏友好、节约水资源的油气井压裂增产改造方法，在优化环保性能的同
时，提高油气产量和油气采收率，经济意义巨大。

编译 | 辜富洋

水平井和水力压裂的结合使页岩革
命成为可能，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水平井
完钻。最常用的开采方法是使用水基压
裂液体系，得到足够大粘度和流速，从而
起到悬浮、携带和铺置支撑剂的作用。
然而，水基压裂液往往会滞留在低
渗透储层、致密储层、枯竭储层或水敏
性储层中。在最初，水似乎是最为物美
价廉的首选。但随着非常规油气资源开
发的兴起，压裂液对于水的那种传统
青睐逐渐消失殆尽。
尤其是在水资源短缺的地区，水的
生命周期成本显著上升。与此同时，每口
压裂井海量的耗水量通常为250万加仑
~500万加仑（甚至高达1000万加仑），这
种水平的水资源消耗量带来了严重的负
面影响，导致一些社区要求油气生产商
公开水资源消费数据，公众的环保意识
也逐渐觉醒。
增能压裂 降低储层伤害
水力压裂在提高油气产量和降低
成本方面都有大量的改进空间。向更
长的水平井中充填更多的支撑剂并不
一定是最明智的做法。尽管规模更大
可能会更好，但这并不能使油气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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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最优化。
使用氮气和二氧化碳可大幅度降
低水资源、化学药品和支撑剂的消耗
量，克服和缓解许多传统水基压裂液
带来的相关问题。从沙特阿拉伯到南
德克萨斯州，用二氧化碳替代水力压裂
中的水一直是油气井成熟应用的增产
改造方法。
致密储层，水敏性储层，煤层气以
及包括页岩油气和致密砂岩油气在内
的非常规油气藏等，使用二氧化碳或氮
气的增能压裂法为运营公司提高多种储
层油气产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
氮气替代二氧化碳对于浅层油气
藏环境中的油气井增产改造是十分有
效的。氮气压裂液体系使用100％纯氮
气替换全部的水，可产生氮化滑溜水
或泡沫，从而提高油气产量，并降低水
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此外，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增能压裂
液还可使压裂流体与非常规油气藏所
需的技术进行复配。工作液回收更快
速和彻底，有助于清理而无需抽汲，并
尽量减少进入储层的含水液体液量，
从而降低对储层的伤害。
当被注入到油气井中后，增能液体

可以在油气井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起到
提高油气产量的作用，并获得长期的高
经济回报。诸多优势使得二氧化碳或
氮气增能压裂方法逐渐被认可。
另外，这种方法还可降低水资源运
输、施工作业、以及废物处理的成本。
一个设计合理的增能压裂体系实
际上比水力压裂具有更好的经济性，
而且对油气藏的破坏更小。水基压裂
液的返排还占据了宝贵的时间，且返
排液的处理还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和成
本。增能压裂体系用二氧化碳或氮气替
代水，减少了返排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同时由于无需庞大的蓄水池，也缩减了
井场面积，并将油气开采对环境的影
响降至最低。
另一方面，使用二氧化碳或氮气的
增能压裂流体还可以提高返排液液量
和返排速度，最大程度地降低储层中
的滞留液量，同时降低压裂所需液量，
经济意义巨大。更为关键的是，增能压
裂液还可避免储层伤害，即避免“在油

气井增产改造过程中产生的一切抑制
或阻碍油气流动的储层变化。”
优化成本 提高产量
为了充分挖掘油田的全部潜在价
值，并获得最高的油气采收率，使用增
能压裂方法对增产改造过程中的每个
压裂段进行压裂是最为理想的方法。
而充分挖掘油田的全部潜在价值也意
味着必须优化生产成本。增能流体为
油气采收率的最大化提供了途径，更重
要的是，若从油田视角进行规划，这种
方法还优化了生产成本。
为了以最为经济有效的方式力争
油气井的最大估算最终储量，效能和
经济性都得考虑，或者可以说是要尽
量以最低的总成本获得最大的油气产
量。通常情况下，10年内的估算最终储
量是基于30天、60天、90天的实际产量
进行预测的。表征产量随时间的递减
曲线也是根据上述实际值绘制出来的，
用偏低、最佳和偏高估计值覆盖不确

定的区间。
起初，增能压裂液的气体购置成本
要高于非增能压裂液，但经证实，在压
裂施工作业中引入二氧化碳或氮气的
确可优化产量（增大估算最终储量）。
增能压裂液除了能够改善压裂自身的
性能外，还可强化放喷洗井，减小压裂
液在储层中的滞留，从而显著提高压裂
液的返排以及油气井生产效能。同时，
增能压裂液还可以显著提高枯竭产层
的油气产量。
最近的研究表明，从经济角度上
看，相对于非增能压裂法，使用二氧化
碳或氮气的增能压裂方案可显著提高
油气采收率。其中一项研究发现，相比
于非增能压裂法，使用增能流体的油
气井效能最多可提升至原来的2.1倍。
由于水存在有效性和处理成本高
的问题，石油行业一直专注于降低水力
压裂对水的需求量，更进一步强调了
通过低温气体和油田相关支持服务来
实现上述目标。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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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裂先进技术与装备
页岩储层孔隙度小、渗透率低，经过储层改造才能获得理想的产量，而水力压裂是
储层改造的重要手段。因此，研究压裂技术与装备对于页岩储层开发非常重要。

来自 | Baker Hughes等
编译 | 张永君 白小明等

页岩层可以作为气体的源岩和储
集岩，储层具有连续分布、低孔、特低
渗、脆性较高等特性。全球能源研究估
计，大型页岩气资源主要分布在北美、
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且这些地区页
岩气资源具有极为广阔的开发前景。
美国作为页岩气开发的先行者，在
页岩气开发方面有许多经验和先进的
技术装备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美国页岩气开发的经验表明：增产
技术尤其是水力压裂技术，对于页岩
气的开发是至关重要的。
页岩气完井
早期页岩气完井通常采用套管完
井，压裂采用可钻桥塞实现多级压裂。
近期国外逐渐倾向采用裸眼水平井多级
压裂方式完井投产。目前，国内外比较常
用的页岩完井方式主要为以下两种。
裸眼+衬管+多级压裂
裸眼多级压裂系统中，套管外封隔
器代替了水泥固井进行各层段隔离，封
隔器通常采用弹性元件密封裸眼井筒，
通过水力坐封，且生产时不需起出或钻
铣。同时，滑套在封隔器间的井筒上形
成通道，代替套管射孔。通过液压或投
入（多个）特定尺寸的启动球，滑套工
具可以实现套筒切换并打开通道。这
些球可以在两级之间实现管内封隔，因
而无需使用桥塞。
裸眼多级压裂系统的主要优点是
所有的压裂处理可以一趟管柱连续完
成，无需使用桥塞，大大节省了时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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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增产作业完成后，可以迅速返排
并投产，后期还可以钻除球座，进一步
提高产量。
套管+固井+多级压裂
这是页岩地层中最常用的一种方
式。完井时，先对水平井筒内的套管注
水泥，然后实施“桥塞+射孔”多级压裂
改造措施，即通过电缆或连续油管坐封
桥塞实现套管内的机械封隔。随后多次
重复这一工艺，在水平段上完成多级压
裂改造。当所有小段被处理完后，采用
连续油管钻除复合桥塞，使水平井筒从
跟部到端部重新连通并投产。
这种方式可以实现水平段的分段
转向改造，但每一级都要使用连续油
管、射孔枪和压裂装备进行作业，生产
费用非常高，而且作业效率低、费时。
因为上述缺点越来越多的作业者转向
裸眼多级压裂系统，但是上述方法仍
有许多优点，值得作业者采用。若克服
上述缺点，桥塞射孔技术未必不能与
裸眼多级压裂相争。
页岩气水力压裂
页岩属于一种超低渗透率储层，
渗透率多在0.001~0.01mD之间，因此
属于“纳米达西”渗透率地层，所有储
层必须经过压裂才能投产。通常美国
页岩气压裂的单井成本在500万美元
以上，是水平井钻井成本的2倍。页岩
气井多采用大规模水力压裂，通常会
加入45~450t支撑剂，压裂用液通常在
10000m3以上。

病。严重的矽肺病往往导致的结果是
残疾和死亡。
为了保持较好的作业效果，压裂中
需要用到大量的支撑剂，但硅砂类压裂
支撑剂的使用又会危害环境和人员安
全，因此，消除硅砂压裂支撑剂存在的
矽尘污染问题就十分有必要了。
本期针对“桥塞+射孔”多级压裂
工艺存在的一些缺 点隆重 推出了贝
克休斯两款广受好评的压裂桥塞 —
FLASH桥塞和SHADOW桥塞；针对使
用量高的硅砂压裂支撑剂存在的矽尘
污染问题也相应地提出了SandTec尘控
技术。

压裂液
目前，美国页岩气压裂中主要应用
了三种液体体系：液氮直接注入、注氮
气泡沫和减阻水。除了成本优势外，减
阻水能在高排量下泵入大量水和少量
支撑剂，可携带支撑剂进入更深的裂
缝网络，从而形成更大的裂缝网络和泄
气面积，现场应用效果良好。
支撑剂
支撑剂作为水力压裂的重要部分，
性能提高对于水力压裂的增产效果大
幅度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对支撑剂技

术的深人研究可望对水力压裂技术的
发展注人新的活力，对石油工业带来
不可估量的前景。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在水力压裂作
业中硅砂压裂支撑剂在单井中的使用
量呈稳步上升态势。水力压裂中支撑剂
用量巨大，且研究人员发现增加压裂
砂的使用量可显著提高单井产能。
然而，硅砂压裂支撑剂的使用会产
生矽尘污染，人在呼吸过程中如果吸
入过多矽尘会引起矽肺病，严重时还
会引起肺癌，甚至进一步引起其他疾

FLASH复合压裂桥塞
FLASH复合压裂桥塞是一款可铣
除的井筒隔离工具，直井段可用电缆下
入；水平段泵送到预定位置后，可采用
E-4电缆压力坐封工具坐封。
FLASH桥塞也可以用连续油管或
钻杆下入，然后使用J型液压坐封工具
进行液压坐封（J型坐封工具通常与连
续油管配合坐封机械桥塞）。FLASH
桥塞通常与复合材料压裂球配合使用，
压裂球坐在桥塞顶部。当上部进行增
产或其他措施时，可用压裂球隔离下
部井筒。压裂球可以随桥塞一起下入，
也可在压裂作业前投入。
FLASH桥塞的复合卡瓦由低密度
材料制成，这种设计极大缩短了钻除
桥塞的时间，同时也不会影响机械完
整性。如果使用连续油管、马达和磨铣
工具，FLASH复合桥塞在20分钟以内（
一趟钻）就能磨铣掉，当然也可以使用
普通油管、动力水龙头和修井钻头进行
磨铣。
FLASH PLUS配置：FLASH桥塞
配合特别设计的阀，在这种配置下无
需使用上述压裂球。
提前坐封风险
因为桥塞-射孔完井工艺可以灵活
地优化压裂级数，且钻完桥塞后井筒
能够保持全通径，所以复合桥塞的桥
塞-射孔完井工艺成为非常规油气公司
的首选。
但是，井下冲击可能会造成桥塞提
前坐封，而这时就需要计划外的油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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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作业。
井下的碎片、套管的变形，甚至是
振动都可能会导致桥塞在到达预定位
置之前坐封。提前坐封的桥塞必须钻
掉，如果现场没有连续油管和磨铣设
备，就会造成作业时间延长，成本增加
（提前坐封桥塞的处理成本高达50000
美元甚至更高），甚至造成HSE风险。
桥塞性能大幅提高
FLASH桥塞的部件采用了机械方
式锁定，增加了产品的可靠性；而长、
抗冲击剖面设计可以实现工具的快速
下入。当遇到冲击时，冲击力向上分散
到工具串上，而不是卡瓦上，因此，避
免了桥塞受阻提前坐封情况的发生。
到达 预定井深后，桥 塞紧紧吃入套
管，通过复合金属卡瓦稳固坐封。新型
FLASH复合压裂桥塞，结构坚固、抗冲
击性强，可以大幅降低提前坐封的风
险，避免计划外的油井干预作业。
为了减少完井时间和成本，可用
一种特殊阀门取代压裂球来引导压裂
液。这样，每级压裂可节约15分钟、150
桶水。这种可选式FLASH PLUS配置减
少了压裂作业对水的需求，因此在偏
远缺水地区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当
然也可以不采用FLASH PLUS配置，采
用传统的压裂球进行压裂作业。
FLASH桥塞的材料和卡瓦材料特
殊，因此压裂作业完成后很容易就能
够将它们磨成小块，并清除出井筒。
适用范围
1.多级非常规完井；
2.桥塞-射孔作业；
3.水平井和垂直井；
4.水源受限的井（FLASH PLUS）。
特点和优势
1.机械固定结构：增强耐用性；避免
传统固定结构可能产生的机械失效。
2.抗冲击剖面：通过将冲击力均匀
分散到上部管柱避免井下遇阻情况的
发生，满足快速下入的要求；即使在大
位移井中也能减小磨损，保持封隔器
的完整性。
3.复合金属卡瓦：将桥塞稳稳锁在
原位；采用低密度、低金属含量材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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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便于清除；卡瓦采用特殊的几何尺
寸设计，保证形成的切削碎片更小。
4.锁定特征：磨铣时锁定桥塞，避
免桥塞在底部打转；将磨铣效率提升
到最高（每级最多20分钟）。
5.一体式剪切圆环：确保坐封过程中
剪切面保持连续；避免剪切螺栓损伤。
SHADOW压裂桥塞
非常规井中，桥塞-射孔完井相对
于投球滑套系统而言，可压段数多、过
流面积大，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完井
方式。但是，使用复合桥塞通常会推迟
油井投产时间，一般是三天，有时甚至
更长。这主要是因为：生产前要用连续
油管钻掉桥塞和投球，还要将铣磨工
具和残留物输送到地面。这不仅会增
加完井时间，还可能导致下列的情况的
发生：
1.要制定备用方案；
2.HSE风险增大；
3.现场作业天数增加；

适用范围
1.非常规油气井；
2.多级桥塞—射孔完井；
3.水平井；
4.超长井。

特点与优势
1.大通径：
①压裂后不需要油井干预作业就可以
投产；
②压裂施工后可反排。
2.不需要连续油管干预：
①减少现场施工时间；
②降低完井费用；
③桥塞可放置在水平段更深处；
④适用于连续油管采购困难的偏远地区。
3.IN-Tallic 可分解压裂球：
①保证油井投产后短期内产液；
②在更高压力下压裂更多级数；
③保证桥塞的大通径设计。
4.防旋夹持装置：
如果桥塞需要磨铣，阻止桥塞在井底
旋转，提高磨铣效率。

4.工具可能遇卡；
5.桥塞放置深度受限；
6.桥塞使用地区受限。
通常来说，桥塞-射孔完井中，油井
干预作业是不可避免的。仅仅2014年一
年，北美地区就使用了25万个压裂桥
塞，钻掉它们就要花费3万多天。但事实
上，这道工序并不是不可省略的。贝克
休斯的SHADOW压裂桥塞可以帮助作
业者完全摆脱连续油管干预作业，压
裂一完成油井就可以投产。SHADOW
桥塞采用了特殊的设计结构，压裂作
业后可以继续留在井内，免除了传统桥
塞-射孔作业的磨铣工序，提高了作业
效率，增加了与储层的接触面积。
SHADOW系列压裂桥塞是一款永
久可磨铣桥塞，采用大通径设计，配合
贝克休斯的IN-Tallic可分解压裂球使
用。这样，桥塞留在井内油井也可以生
产，节省了完井时间，同时也避免了连
续油管作业的费用和风险。
其中，I N-Tallic可分解压裂球采

用了贝克休斯研发的一种先进材料—
CEM（controlled electrolytic metallic）
纳米材料。压裂过程中，IN-Tallic球可
承受较高压力，但压裂完成后遇到生
产流体会迅速在井内降解，且降解的
十分完全，这就预防了生产通道堵塞
情况的发生，也便于清除井筒残渣。INTallic球强度高于普通复合压裂球，高
压下不会变形，能够保持桥塞的大通
经设计。
SHADOW压裂桥塞通过电缆下
入，然后沿着水平井段按顺序安装，封
隔各个压裂层段，为压裂施工做准备，
工序与复合桥塞相似。SHADOW可以
用贝克休斯研发的E-4坐封工具坐封。
初始油流通道是由Alpha滑套的压力作
动阀建立的，而不是通过连续油管下入
射孔枪射孔形成的。
投入IN-Tallic压裂球封隔桥塞后，
每个封隔区域就可以独立开始压裂作
业了。可以用多个桥塞形成多个封隔区
域，进行多级压裂作业。桥塞上部和下
部也可以进行各种测试和生产作业。由
于SHADOW桥塞的设计内径较大，因
此压裂后反排作业不会受到桥塞内径
的影响。
由于SHADOW桥塞可以留在井内，
因此对于长井筒和难以购置连续油管
设备的偏远地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理
想的完井方式。与连续油管可达位置相
比，SHADOW桥塞可以放置在水平段
更深更远处，这也就扩大了储层和井筒
之间接触面积，增加了油流通道。
SandTec尘控技术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水力压裂中硅
砂压裂支撑剂在单井中的用量呈稳步
上升态势。且众多勘探公司发现增加
水力压裂作业中压裂砂的使用量可显
著提高单井产能。压裂砂有助于改善
地层连通性，促使油气流动更加顺畅。
然而，伴随硅砂压裂支撑剂用量增加而
来的是严重的矽尘污染，人体吸入的二
氧化硅颗粒与肺组织相互作用，引起炎
症、留下疤痕、降低肺部吸氧能力，引
起矽肺病。严重了还会引起肺癌，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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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威利斯顿盆地（美国）
1.实测井深25,400ft；
2.水平段长度15,000ft；

挑战

3.最深处压裂施工需要无干预作业设备。

贝克休斯解决方案

1.在无法使用连续油管的水平井段最深处，安装了30个368
型SHADOW桥塞，封隔了31个生产层段；
2.压裂施工中使用IN-Tallic压裂球密封桥塞，完成了无干预
桥塞-射孔作业。
1.避免了磨铣作业，节省了两天时间，节约了大约5万美元；
2.在连续油管无法到达位置，完成了水平段桥塞-射孔作业；

成果

3.SHADOW采用抗冲击设计，减少了桥塞提前坐封的风险。

瓜尔胶硼酸盐交联剂
自来水，20/40目砂砾
基线

Sand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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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引起其他疾病。严重的矽肺病
往往会引起身体残疾，乃至死亡。
据估计，全球油气行业水力压裂等
作业产生的矽尘污染大概会使17000名
现场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受到影响，
职业安全与保健管理局（以下简称为
OSHA）针对这一突出问题，从3年前便
一直致力于相关法规的评估工作。在
2016年3月23日，OSHA最终宣布一条强
制法规：安全作业现场中的矽尘允许
极限浓度不可大于50微克/立方米。
上文介绍了应对矽尘的新技术—
SandTec压裂砂涂层技术。该技术性能
出众，具有方便部署实施、提供全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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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保护等特点，可有效降低水力压裂
作业中砂粒转移过程中产生的矽尘污
染，降幅最高可达到99%，大幅改善了
作业现场安全性。以下将进一步介绍
这项技术，详细阐述这项技术的各项
性能。
通常情况下，常规压裂砂机械控制
系统无法在各个节点起到防止矽尘污
染的功用。但是，SandTec机械系统可
在压裂砂支撑剂表面形成微观涂层，
因此，压裂砂运移全程中都能有效控
制并降低矽尘污染强度，大幅提高现
场作业安全性。
Dave Keselica是ArrMaz公司董事

长兼CEO，他表示：
“我们清楚地认识
到研发一种有效解决水力压裂中矽尘
污染难题的创新性方案的必要性。为
了改善产品性能，我们不断寻求可持续
性解决方案，SandTec技术具备的生物
可降解性与生物再生性给出了完美答
卷，对此我们倍感自豪。”
SandTec引领了新一代矽尘控制支撑
剂涂层技术，现场应用效果符合预期要
求，应用于压裂砂以后，可以大幅度减少
可吸入性矽尘，新型技术的问世必将引
领未来水力压裂技术的全面改革。
案例分析
一家油服巨头水力压裂作业中一直

在使用传统型压裂砂机械控制系统，但
是这套系统存在诸多不足，尤其是矽尘
控制方面的性能亟待改善。因此，该油
服公司努力寻求一种既可降低矽尘污染
又可提高人员与设备使用效率的可替代
解决方案。该公司要求新型解决方案能
够在单井压裂砂作业的所有节点都能有
效控制矽尘污染，且不会影响到水力压
裂作业效果和单井产能。
为取得最优效 果，A r rMa z公司
结合了S a n d Te c 矽尘 控制的支撑剂
涂层技术和专利性的涂层应用技术
相。SandTec系统可在压裂砂支撑剂表
面形成微观涂层，降低压裂砂运移全

程中支撑剂的磨损程度，从而有效控
制并降低矽尘污染强度，提高安全性。
基于SandTec技术，用于单井压裂完井
作业的压裂砂会加上涂层，之后压裂
砂供给公司利用气动卡车运输到各个
作业点，之后作业人员通过监测器抽
样测量完井作业中的现场矽尘浓度，
避免超过允许极限浓度（PELs）。
大 量 压 裂 作业现场监测数 据 表
明，经SandTec技术加工的压裂砂在
水力压裂作业期间所产生的矽尘浓
度低于OSHA所规定的PELs，并满足
NIOSH的安全作业建议。
SandTec技术已大量应用于水力压

裂现场测试，结果证实这项技术具有
很强的兼容性。
ArrMaz公司油气部门商业经理John
Suldickas说道：
“依托SandTec技术，可
在砂矿源到水力压裂井口的全过程中有
效防止矽尘污染。且支撑剂在实际应用
中无需干燥或固化，具有生物再生性与
生物降解性，可有效解决对环境的潜在
污染问题。现场应用表明，SandTec技术
的现场应用可显著降低矽尘浓度，满足
OSHA颁布新法规要求。因此，SandTec
技术的诸多优势使其成为水力压裂作
业相关问题的理想解决方案，经济高效
地满足OSHA法规要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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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壳牌“墙裂”推荐！XACT
钻完井声波遥测系统

信息、信息、信息。在钻完井中，谁能获得更多的信息，就意味着谁就有了更锐利的眼睛，谁就掌握了主
动权。XACT公司研发的声波遥测系统便是这样一款能够赋予我们更多井下实时信息的技术。

来自 | XACT
编译 | 周诗雨

钻完井过程中对技术和作业的要
求越来越高，潜在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这种情况下，充分了解钻井过程中井眼
的实际状况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一套
好用的遥测系统能够将井底的实际情
况展现在作业者面前，供他们参考。因
此，遥测系统是钻井过程中一项非常重
要的工具。但是目前常用的数据遥测平
台，如泥浆脉冲（mud pulse）、有线钻杆
（WDP）或电磁（EM）系统都有着严重
的局限性，有的是操作上受限，有的是
带宽较低、安装复杂、应用成本高等。
这些问题都增加了上述系统在实际应用
中的难度。
有线钻杆（WDP）收集到的数据质
量较好，可能是目前的遥测信息采集技
术中综合性能最强的。但是该工艺包含
有线组件，需要专门的工具安装，组装过
程繁琐复杂，且花费甚高。
电磁（EM）平台的数据采集率相对
较低，在陆上钻井应用效果比较好。但对
储层性质依赖性比较大，很难用于海上
钻井。
泥浆脉冲遥测平台是目前最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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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下数据采集方法。限制流体流动，然后
将产生的流体压力脉冲输送到地面。但
是这种方法的数据传输速率相对较低，
且依赖于流体流动，在使用深度上也有
较大限制。该方法对钻杆运行也有一定
的影响，采用该技术后，钻柱无法进行
分布式测量、投球或者投掷刮泥器等操
作。此外，泥浆脉冲遥测法只能用在钻进
过程中，而钻井时间只占整个建井作业
的15%，完井作业时就无法继续使用这
种方法了。
海上完井效果不够好
XACT公司研究全球油公司的资料
发现：完井时缺乏实时的井下数据，在一
些关键作业中，作业者无法准确了解井下
情况，因此，导致了许多问题的产生。
相关专家们反复提到，由于缺乏井
下信息，有高达50%的海上油井的完井
效果不够好，其中的20%由于对井下了解
不够造成大量的非生产时间。而且，如果
油井有产能，作业失败要花费两三个星
期来补救，浪费了大量的作业时间。
以前，由于技术的局限性，人们不得

不接受地面的测量数据和模型与井下实
际情况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以及因之
产生的停工时间和高额延期损失。
因此，运营商非常希望有一款在任何
环境和建井的任何阶段都可以用的、更
完善的数据遥测平台，这款平台能够提高
井下实时可见性，进而降低建井成本。
声波链接节点
针对这种迫切的需求，XACT公司研
发了一款新型的遥测系统，这款系统不
仅在现有的遥测市场上有很好的应用前
景，而且以前技术在建井中无法做到的
领域也能做的很好。
XACT研发的声波遥测平台可以实
时获取之前无法测量的环境中的数据，
且对钻杆、地面设备或任何钻机组件无
任何影响，也不受深度、流体流量或地层
条件的限制。
该声波遥测系统基于钻柱内的井下
声波测量节点，形成了一套稳健的遥测
数据和感应网络。
为了获得最佳的信号强度和传输范
围，链接节点（Linked Node）的间隔会根

据井斜角调整，直井中一般间隔1,524 米
（5,000 英尺），而水平井一般为914米到
1,219米（3,000英尺至4,000英尺）。所有节
点都是全通径的，既可以安装电缆传输
工具，也可以投掷刮泥器、第三方激活球
或者防漏失材料，因此，这套设备在固井
和完井过程中也可以使用。
基于钻铤的设计
基于钻铤的节点设计为锂电池、感
应器、电子板和压电叠堆提供了充足的空
间，实现了向地面传输声波数据的目标。
除此之外，这套声波遥测系统还可
以在井下记录压力、重量、扭矩、弯曲度
和温度等参数，然后通过改装的智能钻
杆的钢体实时传输声波数据。
该技术优于传统泥浆脉冲系统的特
点是：不仅可以在钻柱底部测量，还能
够通过多个节点实时传输整个井眼和钻
柱的数据。这套系统中耦合了综合应力
和压力测量功能的分布式测量，比泥浆
脉冲、电磁技术更快的数据传输速率，都
能帮助作业者更好地认识重量和扭矩传

递过程、分段当量循环密度或不考虑循
环速度时整个钻柱的环空摩擦压力。
在钻井作业中，这些沿钻柱的测量
工作可以极大地加深作业人员对有效
重量、机械比能转移、井眼清洗、钻杆解
卡、和早期井涌检测等方面的认知。所得
到的数据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
上，都具有更高的分辨率。这套遥测系
统能够获取正确的信息、正确的时间和
正确的位置，能够完成更具有挑战的钻
井和完井工作。
数据传输到地面的无线接收器，通
过无线接收器传输到电脑，然后再进行
下一步传输。
在墨西哥湾的深水完井作业中，在压
裂头（frack head offline）上安装XACT电子
声波接收器（EAR）专利系统后，启动压
裂头时无需再浪费时间。作业中无线接收
器就能将井下数据实时传输到地面。
EAR设备可用于一系列直径的钻杆，
也可以安装在顶驱或者压裂头上，能够
实现井下声波数据包的接收和转发，然
后能够实时在地面进行解码和展示。

吃螃蟹的BP
该遥测平台首次应用是在北美的一
口欠平衡和控制压力陆上油井中。
这项技术早在2012年就引起了BP
的注意。BP决定资助该系统的进一步研
发，希望其能够广泛应用于各种复杂的
作业环境。
BP的支持使得XACT公司能够从机
械的角度更好地了解油公司在海洋钻井
中的需求，从而研发出了满足一系列深水
钻井环境的平台。
从2014年年底以来，该遥测平台已多
次应用在XACT和BP合作开发的位于墨
西哥湾的深水钻井中项目中。BP与其它
大型油公司在下衬管、固井、地层完整性
测试、下套管和完井等深水作业合作中
也都采用了该技术。
该项目的最终目标是能够在深水防
砂完井全过程中进行井下数据实时传
输，BP的各项作业见证了这一目标的进
展，并于2015年年底最终实现了该目标。
墨西哥湾防砂完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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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Man油藏压裂模拟
裂缝形态入“目”三分
BP选择了墨西哥湾一口深6,919米
的“S型”复杂深水井作为试验井。
主要目标：安全高效作业，在一定深
度上（设定深度为大于6,096米）进行声
波通讯，确定转换工具上的实时下坐重
量，整合XACT的实时数据与BP自己以
及第三方的数据网络。
最终，声波遥测平台成功完成了所
有目标。钻杆上安装了六个在井下测量张
力、扭矩、内外径压力的节点，每隔35秒
更新一次数据，这样就能够采集下钻杆
时的数据，确认下坐重量，监控防砂完井
作业中的载荷。这些数据无论是否有流
体都能够传输到地面。
声波遥测平台显示转换工具上的下
放重量与估算值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最
初地面估算值为70,000磅，而实际井下负
荷为92,000磅。
此外，当低温流体泵入钻杆后，由
于钻杆的收缩导致封隔器上负荷超过
70000磅。通过实时监测并维持井下负荷
差，在地面上进行了快速调整。
通过监控张力和负荷，不断检查井
眼与环空之间的压差，声波遥测平台还
可以确定反排位置，这又是能够为完井
作业带来的另一项好处。
因为成功完成了上述试验，XACT声
波遥测平台在不久之后将会用在更多的
完井作业中。
近日该系统也成功帮助壳牌在墨西
哥湾深水区完成了一系列井槽“复苏”工
作，得到壳牌极大的肯定。
目前，油井环境越来越复杂，钻井作
业变得越来越困难。当前面临的许多难
题都是业内前所未见的。
如果能够更好地了解井下信息，并实
时传输井下数据，那么钻井、完井、固井
以及其它阶段将节省大量的成本。这样
一款功能多样、安装简便的声波遥测系
统，能够获取更多的井下实时数据；减少
非工作时间，为行业降低数百万美元的
成本；避免修井作业，甚至解决井漏问
题，正是大家所期待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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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Man油藏版是专为压裂油藏模拟所设计的软件，可以很好地刻
画和模拟压裂裂缝网络，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裂缝网络之间的连通
性，从而更好地制定开发、钻井方案，实现更高的产量。

来自 | FracMan
编译 | 周诗雨

在常规的油气藏建模中，我们通常
将岩石假设为连续介质，但对于压裂
油气藏来说这种假设下所得到的结论
常常不太正确。长期开发方案应当基于
硬数据和严谨地分析，而FracMan油藏
版（FRED）正是一项助力压裂油气藏
开发优化的有力工具。
1.全面的数据整合能力；
2.静态模型的开发和验证；
3.原始石油地质储量和油田开发计划；
4.井位设计和提高采收率设计；
5.风险评价。
FR ED是一款综合的分析、建模
方 法，且相比于依 赖单一的建 模 范
式，FracMan将多种数据类型和概念整
合到了一个综合统一模型中。FracMan
可以提供多样化的工作流程，可以解
决以下问题：
1.基于地震属性、地质力学数据和
褶皱、断层、地层等区块特点进行裂缝
建模。
2.利用模拟的试井拟合对裂缝的
开度和渗透率进行评价。
3.应用于全油藏渗流模拟的裂缝
属性粗化。
4.Monte-Carlo 模拟法和不确定性
分析。

先进数据分析
压裂相关信息的来源途径十分复
杂，如流量测井、成像和电缆测井、露
头研究和地震勘探等。FracMan可以对
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并给出如下所列的
关键信息：
1.方位角和尺寸；
2.裂缝密度和分布；
3.开度和渗透率。
实际裂缝建模
FracMan实现了多种储层工艺的整
合，从而可以更完整地描述出整个裂缝
网络。裂缝形态、密度、渗透率是可与机
械分层、构造变形、地震性质、基岩性
质、应力、应变和曲率等关联上的。
连通性和分区评价
许多的油藏工程问题都是属于几
何学和水力学的问题。通过刻画裂缝
网络的连通性，FracMan可以对关键的
流动和采收率问题进行评价：
1.区域划分和Tributary Drainage；
2.大小、方位、应力等参数敏感性；
3.各分区区域的体积和预测采收率；
4 . 现有井和计划井的最终估算采
收率。

勘探开发井设计
一旦确定了裂 缝的 流 通 通
道，FraMan就可以对烃类采收率进行
最优化设计。其中，连通性分析工具可
以完成：
1.将生产井之间的干扰情况最小化；
2.避免注入井和生产井之间形成导
流通道；
3.以生产潜力最大的油气藏为目标；
4.评价Tributary Drainage所对应的
采收率。
渗流综合模拟
FracMan的双孔介质渗流综合模拟
器采用了有限元时间步法，可以更好地
模拟裂缝网络的几何形态。该模拟可
以用于模型验证和调整实际测井数据
得到的裂缝参数。
渗 流 和地质 力学模 拟中的 粗化
功能
FRED只需要简单的几步计算就可
以得到等效的裂缝孔隙度、渗透率和
形状因子。整个计算过程可在多处理
机工作站和多核CPU结构进行并行运
算。等效渗透率是以全张量的形式计
算的，可以反应每个网格中流动的方向
性。当需要进行全油田流动模拟时，可
以很容易地将粗化后的裂缝性质导入
到油藏模拟器中去。
Monte Carlo模拟和风险/不
确定性评价
可靠的油藏 管 理方案依 赖于准

确量化各种不确定性。通过分析随机
模型的多种结果，最大化成功的可能
性。FRED可以对油藏开发过程中的关
键因素进行统计评估，如：
1.确定“甜点区”，指导油井设计；
2.防止提采设计（EOR）
“短路”；
3.估算最小、最大和预期采收率。
由裂缝流主导的油藏性质通常较
为复杂。不规则裂缝网络形态的产能与
尺度相关，并呈各向异性，这在常规油
藏中是不会出现的。而裂缝与周围孔隙
介质之间的水力交互作用使得油藏中的
水力响应进一步复杂化。离散裂缝网络
（DFN）模型可以对这种作用机理进行
建模，这也是FracMan的核心能力。
勘探地质学得到的裂缝数据，裂缝
网络模型可以对各种水力性质进行量
化处理。根据裂缝尺度的大小，裂缝网
络模型可用于油藏模拟、试井分析或者
油藏动态评估中的水力参数预测。由于
裂缝网络的实现具有随机性，因此还可
以用于验证结果的可靠性。模型中既包
含有多孔介质中的流动，还包含有裂缝
网络中的流动，可以采用的计算方法包
括：①高计算效率的解析法，②几何形
态描述准确的数值计算方法。
确定平均油井产能和预期偏差
由于无法确定井与裂缝系统之间
的有效连通性，因此压裂油藏的油井
产能通常波动非常大。但是由于裂缝网
络模型使用的是随机建模的方法，因
此油井产能的可能分布情况是可以确
定的。油藏开发过程中不确定性的量化

是无法通过标准油藏模型实现的。
井距优化
利用压裂网络模型可以极大地提
升压裂油藏的井距优化效果。特别需
要指出的是，压裂油藏模型还可以用
于评价与连通裂缝网络长度相关的渗
透率的尺寸效应、有效泄油半径、和不
同井网形态下的裂缝各向异性。
油井增产技术评价
裂缝网络模型可以对油井增产技
术的有效性进行评价。模型可以帮助
确定所压裂的水力裂缝、多裂缝压裂、
以及沟通已有裂缝系统的成功性。在
这里，压裂油藏中渗透率和各向异性
的尺度效应尤其重要，并且是不能采用
标准的多孔介质模型或者双孔介质模
型来进行评价的。
二次采油效果评价
压裂油藏的二次开采有许多的问
题，特别是基质岩块在完全去饱和前
会被注入流体包围和分隔。通过合理
地利用裂缝网络的几何形态，是有可能
更高效地开采生产原油的。与常规油
藏模型相比，该方法可以对注入流体
前缘进行更准确的建模。
油藏模拟器输入计算
随机连续模型与裂缝网络模型一起
使用时，可以对高度压裂的油藏进行模
拟。当对压裂油藏进行模拟时，单一元素
性质的分布是由裂缝网络模型决定。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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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向风险妥协！
贝克SPECTRE桥塞
让你稳稳提效
贝克休斯推出的SPECTRE压裂桥塞是业内首款可完全降解桥塞，
在提高压裂作业效率的同时，具有良好的可靠性，
稳稳控制住了相关作业风险，堪称桥塞中的经典！
来自 | Baker Hughes
编译 | 姜智夫

免干预压裂桥塞在压后无需钻铣，
提高了桥塞/射孔连作的效率，并使得增
产处理的深度纪录不断刷新。但是当免
干预井下工具在井眼或限制空间中留下
障碍物，无论是对当下还是后续作业，都
会使施工变得异常复杂。
运营商不断地寻求提高效率的方
法，但由于现有技术的限制，又不得不向
作业风险妥协。面对这样的困境，增加压
裂桥塞的机械强度、保证其完整性以及
优化其降解能力无疑成为当前最大的技
术挑战。
标准的压裂桥塞使用铸铁卡瓦和铸
铁环或者陶瓷开关，与封隔器一块起到
密封和锚定桥塞的作用。但是标准压裂
桥塞中某些高强度材料不可降解，而降
解的材料又通常机械强度不佳，二者往
往不能兼得。
业内第一款可完全降解压裂桥塞
SPECTRE便来自于贝克休斯，高效、可靠
等性能优势使得SPECTRE一直扮演着可
降解桥塞中最经典的角色。
SPECTRE的创新设计使用了贝克休
斯研发的高强度可控纳米结构电解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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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在井下温度和矿化度环境下可按
预期速度完全降解。当遇到井筒流体时，
包括桥塞本体、IN-Tallic卡瓦系统以及密
封部件在内的整个SPECTRE桥塞组合
均可完全讲解，从而克服严苛的压裂工
况，截至目前已成功应用于超过80000段
的增产施工中。
技术优势
无需连续油管施工
在压裂施工中和施工后，联合使用
SPECTRE桥塞与Alpha滑套及IN-Tallic压
裂球，即可完全摒弃连续油管操作，这
意味着更快的完井速度以及更快的投资
收回。
在施工时，由压控式Alpha滑套首先
建立与储层的通道，而非连续油管下入
的射孔枪。IN-Tallic可降解压裂球坐在
SPECTRE桥塞的上部后启动压裂施工，
全部产层完成增产处理后直接投产，无
需干预，平均节约3天的完井时间。
避免计划外停工
与传统压裂桥塞一样，由钢丝绳下
入的SPECTRE桥塞可以灵活选择性地
布置在不同压裂层段，并实时调节下入
深度。基于桥塞独特的抗冲击设计，其下
入时的受力分布在整个工具串而非聚集
在卡瓦系统上，可有效规避因遇阻而提
前坐封的风险。
在设计深度上，桥塞的胶筒膨胀并
密封在套管上。特殊设计的IN-Tallic卡瓦
系统可以平衡套管咬合产生的的摩擦加
持力，保证桥塞牢牢锚定就位。
桥塞和压裂球的制备材料仅与产出
流体发生反应，可防止二者过早降解。
在压裂施工时，桥塞可承受的压力高达
70MPa，也可保障顺利增产。
已枯竭的油气井中，桥塞残渣残留
在其中，举升至地面十分困难，且该作业
需要昂贵的冻胶和泡沫流体方可完成，
而SPECTRE桥塞的可完全降解性恰恰
解决了这一难题。
更多触点触及更多油气层
一些盆地的作业常常需要水平侧钻超
过10000英尺（3050米）的距离，而对于大多
数桥塞/射孔连作完井来说，井眼长度通常
受限于连续油管装置能够到达的井深。

SPECTRE桥塞在压裂后无需钻出，
适用于连续油管无法触及的油气层，而
更多的段数也意味着更多的油气层和潜
在产量。另外，该桥塞还十分适用于连续
油管装置难以运输的边远地区，这意味
着有潜在机遇的油气开发区域不再受制
于物流。
增加井筒覆盖范围，减少钻井数量
因SPECTRE桥塞不受施工深度的限
制，使用该桥塞的油气井能够增加与储
层的接触，减少地面设施和成本，创造
一个更加环保和友好的施工环境。
全通径使后续作业变得简单易行
典型的页岩油气藏在短期的初始生
产周期的产出量仅占其全部可采储量的
不到10%。但通过洗井、加装人工举升
泵、化学驱油以及重复压裂等增产措施
可以提高采收率。SPECTRE桥塞使得这
些需要无阻全通径的施工变得更加容
易，且成本更低，完全无需在作业前钻开
井筒剖面或者排除桥塞的残渣。

应用案例
某经营者为了获取更多产层并提高
生产潜力，在Oklahoma的Woodford页岩
储层钻了一口大位移井。该井总深超过
22200英尺（6772米），水平段长达7109英
尺（2167米），但连续油管不能达到该井
最深处。
为了消除与桥塞相关的遇阻风险，
避免在油气井最深处进行连续油管作
业，Baker Hughes推荐在深层施工层段
安装SPECTRE可降解桥塞。综合使用
SPECTRE桥塞和复合桥塞，最终的完
井工艺设计了45个压裂层段。运营商在
该井下部层段设置并使用了10个SPECTRE桥塞，最深和最浅的SPECTRE桥
塞分别设置在22224英尺（6773米）和
20091英尺（6123米）处。设计的压裂段
跨越了总长7109英尺的水平段中的2100
英尺（640米），如果使用复合桥塞完井，
施工风险将变得很大。
当下部层段泵入流体时，地面的压

力信号显示施工流体成功地进入了每一
个压裂层段。SPECTRE桥塞利用可降解
IN-Tallic压裂球来实现分段施工，提供了
可完全降解的分段解决方案。剩余的上
部层段使用34个传统复合桥塞进行了完
井施工。
压裂施工结束后复合桥塞被磨铣
钻出，油井开始投产。在降解阶段，油气
仍然能够从SPECTRE桥塞的扩大流通
内径中流出。降解过程完成后，井筒中
未留下桥塞或压裂球残渣，井筒维持全
通径状态。
经营者使用SPECTRE桥塞，成功
处理了超出连续油管安全施工范围的
11个层段，有效地增加了油气层接触面
积和生产潜力，增产超过30%；在下部
层段消除了压后干预工序也提高了作业
效率，节省了大约8小时的完井时间。经
营者对SPECTRE桥塞的表示满意，并
计划在将来更多的油气井中使用SPECTRE桥塞。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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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高效固控：
SCREEN PULSE
用数据说话
SCREEN PULSE岩屑流体分离器，结构紧凑、设计高效、操作简单，可
带来超细筛布般的筛分效率，正在改变当前的流体回收和岩屑处理方式。
来自 | Schlumberger
编译 | 白小明

为满足日益严峻的陆上及海上油气
开发环境，运营商必须将钻井流体中的岩
屑剥去，从而减少钻井液需求量，降低钻
井成本。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运营商
需要对钻井液付出更昂贵的处理成本。
传统的分离装置可能会导致岩屑磨
损，进而影响分离效率，损害钻井液性
能。Schlumberger下属的M-I SWACO公司
推出了高性能SCREEN PULSE岩屑流体
分离器，将脉冲技术与高效筛布相结合，
将岩屑表面的钻井液轻松“剥离”，目前
已在多个区域完成应用，效果喜人。
将脉冲技术与高效筛布相结合
SCREEN PULSE系统通过自动气控
面板操作，最多可同时控制三台振动筛。
该系统采用了即插式轻便岩屑盘，安装在
振动筛最后一块筛布下方；岩屑盘上连接
一个空气阀，可以产生轻柔的吸力，在钻
井液流向振动筛出料端的过程中，将残留
在岩屑表面的钻井液“剥离”下来。
SCREEN PULSE系统除了可以提高
钻井液回收量，还可使从振动筛出来的
岩屑更加干燥。这不仅减少了废弃物处
理量和处置成本，还减少了吊车或重型
设备的作业量。同时，该分离器易于安
装，通过在筛布面下形成抽吸效应，可
以增强振动筛的性能，且兼具超细筛布
高筛分效率的所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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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钻井液回收
SCREEN PULSE岩屑流体分离器
结合了M-I SWACO公司的振动筛专利
技术和大容量轻质复合滤网技术，可带
来最佳的处理效率，提高钻井现场的安
全性，大幅降低钻井总成本。SCREEN
PULSE分离器可减少28% 的MOC（岩屑
中的钻井液残留量），同时减少10%的最
终废弃物处理量。
坐标：Texas
一家油公司在德克萨斯州南部的
Eagle Ford页岩钻井时，希望能够获得并
保持最佳的钻井工况，包括获得较快的
机械钻速，同时尽量减少合成基钻井液
损失和处理浸油岩屑的相关费用。当机
械钻速较快时，返出的岩屑尺寸很大，
因而会将大量的合成基钻井液携带至地
面。返出的岩屑需要处理，而且不能回收
利用，这不仅加大了泥浆损失，还增加了
处理成本。
选用高效的SCREEN PULSE分
离器
M-I SWACO推荐使用整体解决方
案，利用SCREEN PULSE岩屑流体分离
器帮助减少快速钻井过程中泥浆损失造
成的成本和处理费用，进而实现客户的
钻井目标。该分离器安装在MONGOOSE

PRO振动筛内，与DURAFLO可替换复合
筛布配合使用。双向作用的MONGOOSE
PRO振动筛可以回收大量的可再用钻井
液，并可随钻井工况的变化，在高排量模
式和正常模式间轻松切换。使用这种类
型振动筛和轻质DURAFLO筛布，提高
了钻井液处理能力和固控性能。
成本降低30%，共节省68,000美元
该客户在Eagle Ford页岩的两口井
均采用了这一方案，通过减少合成基钻
井液损失和降低浸油岩屑相关的处理
费用，实现了其钻井目标。使用SCREEN
PULSE后，平均每英尺合成基钻井液成
本降至24.34美元，降幅30%；单井共节约
45,000美元的处理费用，降幅13.5%；整
个工程共节约了超过68,000美元的净开
支。基于此，该客户将此项技术推广到了
其在Eagle Ford页岩的所有项目。
坐标：Neuquen盆地
一家 南美油公司在 阿根 廷 陆上
Neuquen盆地进行钻井作业，所钻地层主
要是粗矿化砂岩层和砾石层，采用水基
钻井液钻上部井眼，接着用油基钻井液
钻中间井段直到钻至完钻井深。
客户希望通过减少岩屑中的油基钻
井液残留量，来提高流体回收量和岩屑
干燥度。其最终目标是通过在第一固控
阶段使用三步干燥程序，减少次级振动
筛数量。
减少岩屑中的流体残留量
因SCREEN
PULSE分离器可降低
HSE风险，且设备结构紧凑、高效，易于
安装和操作，M-I SWACO在一口试验井
中选用了该分离器。整套系统包含一个紧
凑、轻便的脉冲控制面板和碳纤维岩屑
盘，唯一所需的外部设备是一个压缩空气
源。M-I SWACO建议至少保留一台次级
振动筛，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处理量，
提高流体回收量，形成三步干燥程序。
分离器安装在了三台同时工作的主
振动筛上。SCREEN PULSE分离器安装
在每台振动筛的最后一块筛布下，以减
少岩屑上的钻井液残留量。在试验中，工
程师记录了相关数据，包括MOC和每台
振动筛损失的油基泥浆量、最终的废弃
物处理量以及QHSE观察数据。在每日主
要钻井工况期间，收集了稳定状态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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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阿根廷
Wintershall公司在阿根廷陆上Neuquén盆地，使用水基钻井液钻几口油井。
按照钻井设计，先用水基膨润土钻井液
钻上部井段，然后使用KLA-SHIELD增
强型聚合物水基钻井液钻中部井段直到
完钻井深。初期三口井在中部井段主要
钻遇粗矿化砂岩、粘土岩层，第四口井的
中部井段钻遇了石灰岩、粉砂岩和钙质
地层；在产层钻遇了页岩和沥青质泥灰
岩。客户希望通过减少岩屑中水基钻井
液的残留量，来提高水基钻井液的回收
量和岩屑干燥度。
使用SCREEN PULSE分离器，降
低岩屑中的钻井液残留量
在钻中部井段和产层时，在已有的

Eagle Ford两口井钻井应用结果

1H

样品，进而对比已钻井和试验井的总结
报告、日报、钻井液报告（包括钻井液和
固控服务）等基础数据和结果。
增加30%的钻井液回收量
在整整11天的试验中，SCREEN
PULSE分离器连续工作超过260小时，无
非生产时间（NPT）。岩屑中的钻井液残
留量平均在30%以下，提高了油基泥浆的
回收量和岩屑干燥度。平均MOC28%，钻
井液回收量比之前最好的结果还提高了
30%以上；同时，调整后的最终处理量减
少了10%以上。由此，客户也节约了48,720
美元的钻井液回收和岩屑处理费用。

使用SCREEN PULSE分离器的井
邻井

103.60

144.50

158.50

Offset 1

Offset 2

钻至2600米时，振动筛油基泥浆损失量比邻井
少了近41方

使用SCREEN PULSE分离器的井
邻井

21

29.3

Offset 1

32.9

Offset 2

钻至中部井段大约1500米时，进行了首轮评
估，邻井采用了类似钻机、地面设备、类似
的钻井参数，钻至对比点。对比结果显示使用
SCREEN PULSE后，大幅提高了28%的流体回
收量。

三台主振动筛上安装了SCREEN PULSE
分离器。油公司的目的是评估在主振动
筛上使用SCREEN PULSE分离器的实际
情况下，岩屑中钻井液的残留量。
SCREEN PULSE分离器的组成，包括
一个脉冲控制面板和安装在振动筛出料
端最后一块筛布下、以减少岩屑中钻井液
残留量的可插入式碳纤维岩屑盘。该气动
系统将压缩空气作用于岩屑盘总成，形成
真空，提高流体回收量和岩屑干燥度。
固 相 含 量 降 低 2 8%，节 约 成 本
39,950美元
在每日主要钻井工况期间，工作人员
使用SCREEN PULSE分离器收集了稳定状
态下的样品。在现场试验中，记录的过程
数据包括：岩屑中的泥浆残留量、每台振
动筛损失的水基泥浆量、最终的废弃物处
理量以及其他观察数据。与此同时在实验
室分析现场试验数据，对比有无SCREEN
PULSE系统时主振动筛的表现性能。
SCREEN PULSE分离器连续工作
了17天，仅有17次短暂的停机时间。现
场试验结果显示，SCREEN PULSE分
离器获得的最终钻井液平均残留量为
40%。使用SCREEN PULSE分离器后，
经过振动筛的钻井液固相含量降低了
约28%，同时也提高了流体回收量和岩
屑干燥度。调整后的最终处理量节约了
超过21%。使用SCREEN PULSE分离器
后，Wintershall共节省了约39,950美元。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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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之作！
QuadPack Plus钻头
开启牙轮新模式
降低钻头成本的关键是提高机械钻速，同时提高钻头的寿命，
哈里伯顿最新一代产品QuadPack Plus牙轮钻头，具有诸多优点，
经过现场多次使用，证实是降本的利器。
来自 | Halliburton
编译 | 白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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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油气井越钻越深，钻遇的地层
岩石也越来越硬，研磨性越来越强，这
对钻头的机械钻速（ROP）和耐久性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全球钻井作业量的增
加，推高了钻机作业日费。因而钻井工程
师需要重新评估底部钻具组合设计、钻
井作业工序、钻井液及应用工况，寻求更
多降低成本的方法。
钻头费用占运营成本的比例很高，因
此钻井工程师希望所用的钻头既能提高
机械钻速，同时又具有足够长的寿命。
许多牙轮钻头厂家尝试使用了不同
的水眼设计和配置，来更好的控制液体
流动，从而提高钻头的机械钻速和耐久
性。一种通用的解决方案是将水眼安装
在特定方向以引导流体，从而形成“定向
液压”。
而在传统的牙轮钻头设计中，这
种“定向液压”的方法通常会在切削齿
附近形成湍流，抑制甚至阻碍岩屑离开
井底，并非像预想的那样将岩屑携带出
井。而这种现象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岩
屑重复循环、井眼质量受到影响、机械
钻速下降、钻头寿命缩短。
哈里伯顿称，基于液体流动优化的
最新成果，他们已经开发出了一种新的钻
头设计平台，采用工程水力学原理，利用
牙轮钻头的工作模式来克服钻头设计上
固有的流动性问题。
新技术优化了牙轮钻头的密封可靠
性和切削结构的耐久性；另外，金属密
封轴承技术的更新也提高了牙轮钻头
的寿命。
钻头服务部门彻底调整了牙轮钻
头生产线，建立了全新的性能之王——
QuadPack Plus钻头生产线。该生产线位
于公司一座屡建奇功的新工厂内，该工
厂定义了公司效率、精度和质量控制的
标准。
钻头服务部门使用最先进的研发
技术，重新设计、测试和制造了新一代
牙轮钻头，力求打造可靠性钻头之王，
并在实验室采用真实的钻井参数（如钻
压、RPM和工作温度等）进行了全尺寸测
试，对钻头设计进行微调。通过计算流
体动力学（CFD）模拟，优化清洗效率，

哈里伯顿将水力参数提升到了一个全新
的水平。
在最终的现场测试环节，数百次的
成功入井应用充分证明了QuadPack Plus
钻头在同类产品中的突出性能。
1. 独特的巴掌剖面
QuadPack Plus钻头独有的弧形巴掌
剖面特征，可以形成流动通道和升力面，
将岩屑携带出环空。
2. QuadPack Plus钻头与常规钻
头对比
计算流体动力学测试显示，QuadPack
Plus钻头可通过更大的举升力和更彻底的
循环显著改善了清岩效果。
3. 调整喷嘴方向
调整喷嘴指向主切削齿边缘，以最
大化切削齿吃入地层。巴掌间的流动通
道，为岩屑剥离井底并循环出环空提供
了有效路径。
4. 钻头下部具有更好的清洁效果
CFD测试表明，QuadPack Plus钻头可
以带来更好的井底清岩效果，避免岩屑
重复切削，从而提高机械钻速。
5. 更大、更坚固的巴掌
耐久性更强，改进的保护特征，更大
的油池增加了油脂容量。
6. 快速响应压力补偿系统
更快的响应系统，大幅减小了密封
处的压差变化，可平衡内外压力，极大地
减小了密封处应力，提高了轴承密封系
统的耐久性。橡胶膜片系统可快速实现
压力平衡。
7. 更强的密封可靠性
更高的可靠性源于密封材料更高的
热稳定性和改良的耐磨性。同时，哈里伯
顿对系统进行了重新设计，提高了钻头
抗污染侵入的能力。
8. 更大的轴承承载力
轴承面载荷分布更高效，显著增加
了轴承承载力，满足当今要求更高的作
业环境。
坐标：西弗吉尼亚州
对于空气钻井，钻头寿命和井下耐
久性是成功的关键。对传统技术而言，钻
头切削齿附近的流型为湍流，这往往会

抑制岩屑向上返出、加速钻头磨损、降低
机械钻速。
在西弗吉尼亚州的Barbour县，有一个
五口井的平台，均使用空气钻井技术。其
中两口井采用传统钻头，总进尺为1286米，
平均机械钻速为18.72米/小时；另外三口井
采用了型号为EQH45R的QuadPack Plus系
列钻头，总进尺为1654米，平均机械钻速
高达23.85米/小时，均增幅28%左右。
坐标：德克萨斯州
德克萨斯州东部的Orange县有一口
井，需要在12-1/4英寸的长表层段进行定
向钻进。油公司希望哈里伯顿能够提供
一只适合的钻头，配合马达，采用一趟钻

一套钻具组合完成直井造斜至46.1°。哈
里伯顿推荐使用12-1/4英寸、型号为EQHCIGRC的QuadPack Plus系列钻头，从测
深40.84米开始钻进，钻至测深952.50米，
用时28.5小时，总进尺911.66米，机械钻
速达到32.00米/小时，超过了邻井的最大
机械转速，且钻头出井时新度很高，评级
为：0-0-WT-A-E-E-E-I-NO-TD，所有密封
和轴承的状态均良好。
本次作业中，哈里伯顿的QuadPack
Plus EQHC1GRC钻头成功完成了油公司
的作业目标，以32.00米/小时的创纪录机
械钻速，完成了表层911.66米的定向钻进
作业，每米成本由邻井的131.89美元/米，
降低到了72.51美元/米。o

无需磨铣：Infinity联作
系统让繁琐冰消冻释
桥塞-射孔联作技术在非常规储层开发中广泛应用，
斯伦贝谢公司的完全可降解桥塞-射孔联作系统Infinity，具有无需
磨铣作业、水平井段长度无限制和可提高最终采收率等优点。

来自 | Schlumberger
编译 | 白小明

桥塞-射孔联作技术是非常规储层
使用最多的增产技术。该技术使用电缆
安放桥塞或泵送桥塞来暂时隔离井段
进行水力压裂。在多级压裂完成以后，
需要清除桥塞方便投产。通常需要使
用连续油管下入磨铣钻具组合，来磨铣
掉增产作业留下的桥塞及其他限制内
径的工具。

对 连续 油管的依 赖大 大限制了
桥塞-射孔联作技术的使用频率。每口
井压裂完或出现桥塞意外坐封的情况
时，都要进行昂贵的连续油管作业。另
外，在长水平段井作业时虽然可以泵送
桥塞，但移除桥塞却还是要用连续油
管。在低压油藏也是如此，且磨铣桥塞
作业风险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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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德福公司凝聚了十几年的经验和
技术结晶，开发出TruFrac复合桥塞，可通
过减少起下钻和磨铣时间、提高锚定能
力和密封性来增加桥塞射孔联作完井技
术的效率，并显著提高油气田开发的总
体经济效益。
而与此同时，基于可降解材料的桥
塞技术也备受青睐。然而，当下大多数
技术只能部分解决问题，经常出现大块
部件无法完全溶解的状况；另外，如果在
作业过程中出现提前坐封或增产作业后
还要进行磨铣作业的情况，又很难将这
些工具移除。
最终，Schlumberger团队研发出
了一种完全可降解的桥塞-射孔联作
技术—Inﬁnity可溶解桥塞-射孔联作
系统。该技术依靠可降解材料，使用
可降解的压裂球和球座，而非传统的
桥塞来隔离储层，避免了磨铣桥塞等
作业。所有各级压裂完成后，球座接
触到普通完井液后将彻底按计划溶
解。井眼保留全尺寸内径，并可及时
投入生产。
另外，使用Infinity可实现最终采收率
最大化，整个工具总成可完全降解，因此
井筒内径没有限制，无限制生产，不会给
后期修井作业带来麻烦。
适用井型
该系统可用于任意井型，尤其适用
于很难进行磨铣作业的欠压实储层内的
大位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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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应用
1.页岩、砂岩、白云岩及其他岩层的多
级压裂施工作业；
2.适用于任意井型：裸眼、套管井、直
井、斜井及水平井；
3.大位移井及欠压实储层。

技术优势
1.设计简单，降低风险同时提高效率；
2.不需要进行磨铣作业；
3.降低成本；
4.精简作业流程；
5.避免卡桥塞的风险和成本；
6.缩短投产的时间；
7.系统部件可以按计划完全降解，内径
通畅不影响后期作业。

技术特点
1.采用高强度、抗冲击的ELEMENTAL可降解技术，轻松应对高压、长
间隔井段；
2.较传统桥塞-射孔联作系统设计更简
单；
3.压力级别达10,000 psi（69 MPa）
，温度级别达350 ℉（177 ℃）；
4.最低温度记录低至75 ℉（24 ℃）；
5.作为标准电缆射孔作业的一部分，球
在增产作业初期通过开泵送入。

设计施工简单
Infinity系统比传统桥塞简单，可作为
标准射孔作业的一部分进行施工。系统
各部分不含有害成分，遇到普通完井液
即可降解，不需要特殊添加剂。
完全可降解的合金材料
基于铝合金的专业化ELEMENTAL
技术制成的合金球和下部球座在几小时
或几天内按计划实现完全溶解，确保井
眼通畅无阻。井眼内径无限制，可以增大
后期排量，简化后续的生产修井作业。
无需后期磨铣作业
使用Infinity系统无需磨铣桥塞，不
会出现遇卡风险，这种不需要后期修井
的系统比常规的桥塞-射孔作业更节约成
本，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压裂后磨铣作业
带来的风险。
Infinity系统可以同KickStart破裂盘
截止阀一同下入。增加此启动阀即可避
免在第一级桥塞-射孔作业期间使用连续
油管，为偏远地区作业提供便利，
节约时
间和成本。
增加储层接触面积
分支井眼长度往往受作业能力、成
本和连续油管有效磨铣长度的限制。无
需连续油管作业，使得分支井眼长度不
受限制，进而促使储层接触面积和最终
采收率（EUR）最大化。
更坚固，更可靠
高强度、抗冲击合金比传统的合
金更坚固。能够承受高达10,000psi（69
MPa）的压差，和350 ℉（177℃）的温度。
最低温度记录为75 ℉（24℃）。
及时投产，上市销售
由于无需磨铣作业，使用Infinity系
统节约了钻井与生产之间的时间。在多
分支井台，完成整个井台的所有钻井作
业后，第一口井已准备开始返排并可投
入生产，采出的油可以很快进入市场进
行销售。
南德克萨斯州的一家作业公司在一
个拥有７口井作业的项目中使用了Infinity系统。作业过程中，Infinity系统适宜
的井筒耐温最高可达320℉，水平段长达
8000ft。这些井的全部压裂段超过135级，
所有压裂段都顺利完成作业，且无需任
何类型的机械干预。o

广告
advertisement

石油石化行业“新常态”带来的连锁反应，

如何接招？
面对“国家经济新常态”及“低油价”的双重挑战，石油石化行业“产业转型”不再是空洞的口号，倒逼下的企业改革应运而
生。
“结构升级”将涉及整个产业链的方方面面，作为石油石化监测认证领域的“排头兵”：SGS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稳中
求变，不断优化自身服务流程、将经验转化成市场竞争力并积极寻求合作新模式、努力开创新的增长极。SGS乐意利用自己成熟
的全球服务网络及资源优势，把发达国家市场中的众多成功的国际项目实践经验带到中国，帮助石化上、中、下游相关企业规避
其寻求可持续发展时可能遇到的风险、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

石油石化全方位服务及解决方案

详情请咨询

供应链服务

在役检验服务

培训服务

检验和催交、项目协调、
供应商的资质审定、
大尺寸测量、材料测试

储罐检验、钻井设备检验、
欧标和美标无损检测人员
安全阀的校验、
培训、焊接培训等
内窥镜检验等

强制性和自愿性认证

无损检测服务

其他服务

ASME,CE,IBR,DOSH,
MOM等

RT,UT,MT,PT,ET,AE,TOFD,
PAUT等

国际工业高空绳索技术
服务、TSS服务等

4006 301 878
industrial.china@sgs.com
0532-68999254
fiona.sun@sgs.com

扫描微信二维码
了解更多信息

是全球领先的检验、鉴定、测试和认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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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伯顿经典作：Swellpacker
领衔膨胀封隔
SCREEN PULSE岩屑流体分离器，结构紧凑、设计高效、操作简单，可带来超细筛布般的筛分效率，
正在改变当前的流体回收和岩屑处理方式。

来自 | Schlumberger
编译 | 白小明

现代油田需要更简单、更安全、更稳
定的井下技术。自膨胀封隔器水平井完
井技术式以遇油/遇水自膨胀封隔器作
为主要环空风格工具对水平井进行完井
的。由于该完井工艺简单，能够缩短玩井
时间，降低完井风险和费用，已成为油田
水平井开发中的一项关键技术。
哈里伯顿Swellpacker系列自问世以
来，在中东、北海油田已经成功应用上千
次。该技术基于特殊橡胶遇水/油膨胀的
特性，体积可膨胀至原体积的2倍，从而
密封环空周围，实现有效的层位隔离。
部署就位后，该封隔系统可依然保持其
膨胀灵活性，适应地层压力随时间的变
化，进而保持封隔的完整性。
同油管结合后，Swellpacker能够根
据基管长度任意调整封隔段长度。另
外，Swellpacker具有极高的强度和强大
的承压能力。
Swellpacker封隔系统在套管或裸眼环
境中均可使用。在裸眼作业中，运营商可
通过使用该封隔系统减少其他相关作业成
本，
节省钻进时间并封隔生产层位，这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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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产能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除上述功能，Swellpacker封隔系统
还可用于初次注水泥作业，进一步保证
井筒完整性。该系统可提供长期的全面
层位隔离，在延长油气井寿命的同时，还
可减少昂贵的潜在修井费用。
延迟膨胀系统
为了确保井筒中的水或油在封隔器
下入过程中不会对封隔器造成影响，哈
里伯顿设计了多种系统实现推迟膨胀进
程，作业者可以根据需求控制膨胀进程，
调整坐封时间，减少提前坐封的风险。
该系统包括缓膨聚合物以及多种扩散隔
膜，独立或组合使用均可，同时也可根据
用户的井况对系统进行自定义设计。
防挤出挡环设计
除了开发高弹性塑料复合物外，哈里
伯顿在膨胀封隔器系统设计中的各个领
域都进行着深入研究，如防挤出挡环的
设计。防挤出挡环不但能增加封隔器承
受的压差，而且能够在工具入井时起到
引导膨胀的作用。根据应用条件和冶金
要求的不同，该设计可以通过定位螺钉、

造褶或者焊接来实现锚定。
K2防挤出挡环能够在封隔器入井
时保护橡胶元件，并且在封隔器坐封后
防止橡胶被挤出。这种独特挡环可以
在保证承受压差能力的同时缩短工具
长度，可将工具承受的绝对压差提高到
15000psi。
电缆系统
Swellpacker系统能够通过一个独特
电缆联通线下入单根或多根控制管线、
井下监控管线、化学品注入管线等，且
SmartWell完井系统也不用对管线进行切
割。如此，整个作业过程无需电缆铰接、
控制管线切割和剥电缆等作业，极大降
低了使用电缆的潜在风险。Swellpacker系
统不但为套管井和裸眼井提供了环空密
封，还赋予了控制管线和数据传输管线
较强的承压能力。电缆穿过SwellPacker
系统的过程与完井作业同步，全程无需
额外的钻进时间。
系统安装
安装Swellpacker系统前需要进行简
单的检查，然后随完井管柱或尾管管

技术特点
1.可以在任意油田管柱上加工；
2.适用于套管井和裸眼井；
3.结构坚固；
4.无移动部件；
5.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减少修井次数；
6.可在所有流体环境中使用；
7.多种聚合物材料可提供遇油膨胀、遇
水膨胀、混合膨胀等特性；
8.膨胀延迟系统。

技术优势
1. 安装时不需要现场专家；
2.维护套管完整性；
3.完美适配不规则井眼形状；
4.减少作业风险；
5.更有效地封隔生产层位；
6.帮助减少油井成本和钻进时间。

应用范围
1.裸眼井和套管井；
2.裸眼井和套管井跨隔；
3.监控、化学品注入；
4.出水率控制；
5.独立筛网防砂；
6.划分筛网/ICD 完井；
7.砾石充填封隔；
8.建井。

柱下入井中。与此同时即可进行生产，开
始膨胀进程，或者将当前流体引入封隔
器以引起膨胀，也可直接循环专用膨胀
液。Swellpacker系统的安装无需专门的安
装人员，哈里伯顿提供的工具使得控制
管线和扁平管壳在转盘上的安装变得毫
无压力。
应用案例
Swellpacker系列产品目前已在全球
多个区块实现了成功应用。
越南的一个客户首次决定在一口高
温高压井的16寸尾管中下入13-5/8”套管

并固井。哈里伯顿推测，由于在16”尾管
和13-5/8”套管之间存在偏差，这口井将
面临严重的漏失问题。此次工程的主要
目的是提供一个能够继续钻进的管鞋；
从而为新增的层位隔离提供一个二级屏
障，防止其被高循环当量密度和管鞋下
的低压区域所影响。
哈里伯顿提出使用Swellpacker封隔系
统来帮助提高井筒完整性。由于钻井作业
仍在继续，作业者要求在6周内工具必须到
达井场。而且更具挑战的是，客户提出，在
入井前对系统进行初步实验，以证明SwellPacker系统能够满足作业者的要求。

13-5/8”的Swellpacker系统准时送到，
实验也证明该系统能够满足这次作业要
求。顺利部署入井后，封隔器成功封隔，
效果超出了作业者的预期。固井结束10
天，Swellpacker工具入井14天后，环空压
力为0且没有升高。同时，带有延迟封隔
系统的Swellpacker封隔器系统也为初次
固井提供了高可靠性的次级封隔。
自膨胀封隔体系在当前油田中有着
广泛的应用。该技术在油田的推广应用
大幅度降低了完井费用，同时也减小了完
井事故，提高油井产量，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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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塞-射孔哪家强？
看哈里伯顿上演技术PK
哈里伯顿的完井工具业务线近日推出了业内首款完全可溶解的压裂
桥塞—Illusion压裂桥塞，压力级别高达10,000 psi，压裂后无需
钻桥塞作业，可缩短投产周期，为客户节约时间和成本。

来自 | Halliburton
编译 | 白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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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圈》曾介绍过Schlumberger
的I n f i n it y可溶解 桥塞- 射孔联作系
统，10,000psi承压、350℃温度级别、高
强度、无需磨铣等特性成为其独有亮
点。而四大油服的另一成员Halliburton
也不甘示弱，研发出了一款同样高水准
的可溶解桥塞——Illusion压裂桥塞，
与Schlumberger一同奉上了一场完井技
术盛宴。究竟谁家更胜一筹，还是看数
据说话吧！
使用Illusion压裂桥塞，无需预先下入
定位短节就可以将桥塞坐封在井筒内任
何井深，以利于优化射孔位置，提高压裂
效果，且压裂后井筒内不会留有其他工
具。Illusion压裂桥塞可以完全溶解，最终
留下全通径的井眼用于生产，压裂后无
需任何干预措施来洗井，因而在降低相
关风险的同时，又能尽快投产，提高了资
产的净现值（NPV）。
Illusion高性能可溶解压裂桥塞
在增产作业隔离储层期间的额定压
力为10,000 psi（68.95 MPa），与Schlumberger的Inﬁnity类似，Illustion采
用可溶解金属和橡胶材料，同时又结
合了压裂桥塞设计方案，进一步提升
了其自身性能。
Illusion完全可溶解桥塞有助于避免
传统钻桥塞作业相关的风险，当完全溶
解后，可为后续作业留下全尺寸内径的
井眼。哈里伯顿通过将Illusion可溶解压
裂桥塞和RapidBall™自去除球技术相结
合，确保不会耽误投产时间。
Illusion压裂桥塞不仅有助于减少磨
铣桥塞作业的成本和时间，而且还有助
于规避使用连续油管带来的相关风险。
只需简单的几步操作就可实现投产，减少
了现场的钻机时间、人员和设备，降低了
安全和井筒相关问题发生的可能性。
Illusion压裂桥塞拥有更高的泵送效
率和更快的电缆下放速度，可以使油公
司更快、更高效地将Illusion桥塞坐封在
预定井深。
在大位移井完井作业中，磨铣普通
压裂桥塞往往存在油管加压困难的问
题。而Illusion压裂桥塞因其可溶解的特
性而无需使用连续油管将其钻除，解决
了上述问题。
Illusion压裂桥塞安装简单，现场基

本操作步骤无需改变变，也无需特别的
操作指令，仅一个简单的适配器即可将
Illusion压裂桥塞连接到当前最常用的坐
封工具直接使用。
产品优势
1.由可溶解材料制成，在一定温度和
矿化度条件下可完全溶解；
2.大通径有利于快速返排和洗井；
3.高泵送速度设计；
4.高性能的金属桥塞，满足高要求的
压裂增产施工。
Illusion®压裂桥塞有助于避免
高风险的磨铣作业
有一家大型油公司在Williston盆地
的Bakken和Three Forks地层进行钻井
作业，他们担心由于井间距过小，造成
油藏压力枯竭。油公司需要一套不进行
井筒干预，就能清除传统复合压裂桥塞
的解决方案。井眼使用4-1/2英寸生产尾
管，平均垂深10,000英尺（3048米），水平
段长10,000英尺（3048米）。之前的一口
井，由于油藏压力枯竭，在磨铣作业时
磨铣钻柱和BHA遇卡，油公司花费了大

量的时间进行打捞作业。
对于即将开展的高密度井间距试验
项目，油公司主要想规避压力枯竭井眼
钻除复合桥塞时的作业风险。一旦磨铣
时遇到复杂情况，这些未减缓的风险将
使作业成本急剧增加，延迟作业周期，使
小间距钻井作业处在高风险中。
应用结果
哈里伯顿推荐使用Illusion压裂桥
塞，代替另一家服务公司提供的传统复
合压裂桥塞。
压裂作业期间，泵送和坐封Illusion
可溶解压裂桥塞的过程中均未出现异
常。水平段下入速度超过400英尺/分钟
（约122米/分钟） — 虽然速度并不是
太快，但本次应用属于Illusion桥塞的
典型应用，体现了Illusion桥塞的高效
性和可靠性。
最终客户在无需钻除桥塞清洗井筒
的前提下，成功实现返排，并开始生产。
单此一项最少节约了常规钻除桥塞作业
的25万美元成本费用，更重要的是，使用
Illusion可溶解压裂桥塞帮助客户避免了
上一口井作业中遇到的磨铣作业风险和
相应的成本。

Illusion压裂桥塞规格
套管尺寸 in

最大套管内径 in

最小套管内径 in

最大工具外经in

工具长度 in

压力级别 psi

4-1/2

3.920

3.826

3.54

2017

10000

4-1/2

4.044

3.920

3.68

2017

10000

5

4.276

4.126

3.85

2017

10000

5-1/2

4.670

4.376

4.15

2017

10000

5-1/2

4.892

4.670

4.37

2020+

10000

Illusion®压裂桥塞有助于避免
压裂后的井筒干预措施
一家Williston盆地的油公司希望降低
或避免压裂后磨铣作业相关的成本和时
间。项目涉及两口井身结构类似的井，垂
深为10,000英尺（3,048米），分支段长度为
10,000英尺（3,048米），两口井都使用了哈
里伯顿的可溶解Illusion®压裂桥塞。
压裂级数超过49级，
下入、坐封桥塞
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异常，桥塞完全承
受住了压裂时的高压。压裂完成后，两口
井返排了3天。初期返排均符合油公司预
期，使油公司在无需连续油管磨铣作业
的前提下即投产。
客户一直在努力寻找降低桥塞-射孔
完井工艺成本的方案，试图减少或者完
全避免压裂后的磨铣作业时间和投资。
应用结果
整个过程共泵入了49个Illusion压裂
桥塞，直井段平均下入速度为570英尺/分
钟（174米/分钟），分支井段平均下入速度
为450英尺/分钟（137米/分钟），桥塞均在
预定位置坐封。这种桥塞仅需少量流体
即可泵送到位，减少了伤害地层的风险，
降低了完井成本。所有49个桥塞都成功
完成了压裂作业，甚至在停工和刚接触
井筒液体后仍维持着压裂压力。
压裂结束后，井筒成功实现返排。油
公司后续安装了生产设备，使两口井继续
生产。由于压裂后无需钻除桥塞作业，两
口井共为油公司节约了约20万美元的完
井成本。Illusion压裂桥塞施工工艺打消
了客户对钻除桥塞作业的顾虑，并为他
们减少了项目投资。
哈里伯 顿 完 井工具部门副 总 裁
A r t ieBu rke说，
“我们已经为Eagle
Ford、Bakken和Woodford等地的客户提
供并成功应用了Illusion压裂桥塞，这真
真切切是一项颠覆行业的新技术。我们
为能够提供这种可以降低作业风险，帮
助客户快速投产，提高总资金流的下一
代产品而感到骄傲。”
Infinity和Illusion两款桥塞-射孔技术
均有其独到之处，超高性能难分伯仲。但
可以肯定的是，两位油服大咖都在竭尽
全力开发技术，目的只有一个——降本
增效，虽为老生常谈，却一直是业内穷追
不舍的目标。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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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裂有风险？
鱼骨式分支增产技术有妙招
水力压裂存在着易伤害储层、污染环境、施工周期长以及成本高等缺点。因此，亟需一
种新技术可以取代压裂在增产作业中的地位，Fishbones公司的产品应运而生。

来自 | Fishbones
编译 | 白小明

碳酸盐岩储层一般采用酸化的方式
进行增产作业，但这种方式精确度不够，
效率也不高，且比较复杂。而且每次酸洗
和酸压的效果都会有很大差别，容易造
成解释困难，有时甚至需要重复采取增
产措施。针对上述情况，一种新方法应运
而生。这种方法利用酸化液可以简单、高
效、精准地在地层中形成许多分支，连通
天然裂缝，避免地层伤害。
鱼骨式分支增产技术将储层改造
的精确性和高效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在单次短程泵送作业中采用该技术，
能够实现长井眼储层的垂向连通。
工具简介
Fishbones MST工具-喷射
小直径空心细管配合喷嘴使用，安
装在尾管内，受尾管保护。
尾管下至预定井深后，从尾管顶部
加压开启细管，然后流体从喷嘴射出。在
侵蚀和酸化的双重作用下，细管前方岩
石被冲走。在压差驱动下，细管穿透岩石
进入地层，直到全部伸出。在每个作业
位置形成4个分支。所有分支在一个短程
泵送作业内同时形成，最终形成一个从
主井眼伸出的、分支众多的鱼骨式完井
结构。尾管和伸出的细管共同组成了一
套含生产阀的永久完井系统。这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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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储层流体流入尾管会更加简单。
Fishbones分支的长度在12米左右，因
为，在该长度下增产效果最好。根据作
业需要，Fishbones可以形成50、100或200
个分支。
Fishbones MST工具既可以使用酸化
液处理碳酸盐岩储层，也可以使用不发
生化学反应的流体处理其它地层（煤层
气地层、油砂储层）。
Dreamliner MST工具-钻进
小直径空心细管及涡轮配合钻头使
用，安装在尾管内，受尾管保护。
将尾管下至预定井深后，以一定排
量循环钻井液，开启细管。钻井液向涡轮
传递动力，驱动细管作业。每个Dreamliner短节可形成3个分支，分支长度可达10.8
米。几小时内所有分支同时完成。
Dreamliner MST工具可用于砂岩等
大多数地层。
Backbone裸眼锚定器
Fishbones系列工具也包括新一代的
裸眼锚定器，这套工具可用于碳酸盐岩、
页岩和砂岩等各种地层。
锚定器设计独特而简单，承载能力
极强，可用于井眼扩大的情况。锚定器
可以与Fishbones MST工具和Dreamliner
MST工具配合使用，用于管串在压力、温
度等条件影响下发生位移的井。

Fishbones和Dreamliner触发式
浮鞋
采用Fishbones酸控式浮鞋时，
下钻过
程中循环流体，浮鞋接触到酸液后就会
关闭。
Dreamliner触发式浮鞋有打开和关闭
两种配置，能够在钻分支前触发激活。
Fishbasket打捞篮
Fishbones永久式增产系统安装完成
后，可以用专门设计的Fishbasket打捞篮
用来清理尾管内部。
Fishbasket也可以切断细管，并收集
细管残骸，保持井眼通畅。
适用范围
鱼骨式分支增产技术，已成功应
用于砂 岩、碳 酸 盐岩和煤 层气 地 层
等。MST工具可增强储层改造效果，提
高固井、射孔的精确度和裸眼井割缝衬
管的作业效率，提升增产后油井的生产
能力。
MST工具可用于许多场合。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所列的典型应用情形， MST
工具用在下列应用中能够明显改善作业
效果：

1.提高生产井的产能；
2.提高注入井的注入能力；
3.增加低渗油藏的储层接触面积；
4.连通层状油藏，避开垂向低渗非
连通地层；
5.连接存在天然裂缝的储层；
6.避开不利地层，例如在薄储层，对
目标产层实施精确增产措施；
7.连通地质导向错过的甜点和镜状
体储层；
8.可采用不同的压力模式进行油井
增产；
9.减缓长水平段的压降和锥进效应；
10.可用于新井、老井、斜井或垂直裸
眼井。
应用案例
Fishbones MST工具 - 美国
1.2015年6月，JCR项目；
2.德克萨斯州，Buda地层；
3.致密、破碎石灰岩；
4.水平井，6-1/8英寸裸眼；
5.15个Fishbones短节，3个Backbone
锚定器；
6.成功应用；

7.共形成60个分支，总开泵时间4小时；
8.泵压剖面与第一口井类似。
Dreamliner MST工具 - 挪威
1.2015年7月，挪威海上项目；
2.致密砂岩地层，新钻井；
3.水平段长6600英尺（2012米）；
4.8.5英寸裸眼，5.5英寸尾管：48个
Dreamliner短节，共形成144个分支，7个
Backbone裸眼锚定器；
5.成功应用：尾管顺利下至完钻井深，
6.小时的泥浆循环、分支钻进时间，
压力曲线表明细管已完全伸展开。
Fishbones MST工具 - 首次海上
项目
2016年元月初，Fishbones分支增产技
术（MST）成功应用于中东海上一口新侧
钻油井。
应用该技术的目的是增加致密、层
状碳酸盐岩储层的产能。
采用4.5英寸完井尾管，其中含有20
个Fishbones MST短节。尾管不同位置分
布了3个Backbone裸眼锚定器，并通过尾
管悬挂器悬挂。6寸裸眼内下入尾管时未
出现任何问题。使用自升式钻井平台完
成尾管下入作业。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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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住泥页岩 哈里伯顿用实例
证明实力！
创新驱动！针对敏感性泥页岩储层系列钻井难题，
哈里伯顿公司贝洛德钻井液技术团队研发推出新型水基钻井液体系，配合高性能添加剂，
可提供卓越的页岩抑制性，降本增效显著，一起来领略它的神奇吧。
来自 | Halliburton
编译 | 姚园

泥页岩井壁不稳定问题可以说是世
界范围内最为常见的和最难处理的与钻
井液有关的钻井事故。从国内外现场实钻
数百口井所遇的井眼垮塌事故统计结果
可以看出，井眼坍塌事故频发地 90%以上
属于泥页岩地层，其中硬脆性泥页岩地层
约占 ，而其余为软泥页岩地层。井壁失稳
不仅影响实钻钻速、测井及固完井质量，
且降低现场施工钻达油气层的机率，阻
碍勘探目的顺利实现。
长期以来，为了有效地解决井壁不稳
定间题, 国内外广大的钻井专业和粘土专
业工作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进行了大
量的探索并提出了应的防治措施。
Hallibur ton推出的CLAYSEAL
PLUS泥页岩稳定剂，主要用于抑制活性
粘土与敏感性泥页岩储层的水化作用，
在淡水直至高浓度盐水配置的水基钻
井液（以下简称WBM）中均可有效应
用，适用温度高达204°C。CLAYSEAL
PLUS泥页岩稳定剂的适用pH环境为
7~10，但也适用于石灰基钻井液，应用
后可降低钻头泥包风险，提高钻屑清洁
效率。如果体系中已加入稳定剂，则向
活化流体系统中加入粘土稠化剂前要进
行预水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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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优势
1.助力降低钻头泥包风险；
2.提高钻屑清洁效率；
3.适用于各类（淡水、海水、盐水、石
灰基及低固相）钻井液体系；
4.可完全溶于水。
通过在深海作业中的优秀表现，
由CLAYSEAL
PLUS复配的HYDROGUARD水基钻井液体系证明了其强大
的泥页岩稳定性，具有良好的抑制性，优
化钻井特性。该钻井液体系在较宽的温
度范围内均可表现出井眼稳定能力、高
渗透率以及良好的流变性能。HYDROGUARD水基钻井液体低温可抗30℃，高
温可抗300℃。
坐标：西非深海，纳米比亚
运营商计划在西非深海钻井时应用
反相乳化钻井液，但是陆地泥浆站与其他
必需基础设备不能保障钻井液的远距离
及时供给，也不能满足特殊处理要求，应
用局限性较大。鉴于反相乳化钻井液在限
定时间内的制备及运输局限性，贝洛德技
术团队研发推出一种新型高性能水基钻
井液。
解决方案

哈里伯顿公司推荐应用HYDROGUARD水基钻井液体系，可提高机械钻
速，降低非生产时间，提高井眼稳定性，
保障运营商成功完成钻完井作业。
应用结果
在应用HYDRO-GUARD水基钻井
液体系的基础上，客户在页岩储层内钻
打17.5in井眼共计1211.58米。高性能水基
钻井液在应用过程中基本没有引起页岩
储层粘土矿物膨胀伤害，辅助钻打出标
准孔且在临界井段仅造成0.11%的冲蚀（
见表1）。除此之外，较于反相乳化钻井
液，新型钻井液的应用可提高机械钻速，
缩短钻井周期。
HYDRO-GUARD水基钻井液体系的优
越性能大大超出了运营商预期，环境友好，
并实现零停产时间，为运营商带来显著经
济收益。新型钻井液为运营商共节省了70万
美元成本，免除了泥浆站的动复员与租赁
环节，额外节省了200万美元资金投入。
新型钻井液不仅显著地降低了体系
对环境的影响，后期的废物处理，诸如坑
槽、储罐与设备清理，带油岩屑处理以及
废物处理等，也可为运营商节约100万美
元成本。
鉴于新型水基钻井液在西非的成功

试水，运营商计划将其推广到安哥拉即
将开始的海上油气藏开发热潮中来，这又
将成为水基钻井液在安哥拉市场应用的
里程碑事件。
坐标：哥伦比亚Chichimene
油田
油气运营商在哥伦比亚Chichimene油
田开发过程中，钻打12¼英寸井眼地层的井
筒失稳问题持续妨碍作业进度且难以有效
解决，因而运营商向油服巨头哈里伯顿贝
洛德钻井液技术团队求助，希望获得一种
快速、安全、灵活的钻井液解决方案。
井眼失稳难题包括粘土膨胀、页岩层
段上部冲蚀、膨润土含量高，导致起下钻
时间延长、上提划眼卡钻风险加大，非生
产时间最后达到120小时。
应用结果
HYDRO-GUARD水基钻井液体系搭
配CLAYSEAL PLUS泥页岩稳定剂，可有
效提高井眼稳定性与钻屑清洁效率，大幅
降低起下钻时间，与邻井相比作业时间减
少45小时，帮助运营商大约节省了15万美
元成本。

HYDRO-GUARD水基钻井液体系应用效果

【表1】

井段尺寸

长度（英尺）

平均井眼尺寸（英寸）

冲蚀率（%）

17.5

3.975

17.52

0.11

12.25

2,775

12.28

0.25

项目

HYDRO-GUARD水基钻井液

油基钻井液

Savings

钻井作业成本

130万美元

4.376

70万美元

废物处理成本

—

4.670

100万美元

HYDRO-GUARD水基钻井液体系配方
产品

浓度，微克/升

纯碱

0.1-0.25

烧碱

0.1-0.25

氯化钾

10-20

BARAZAND 增稠剂

0.75-1

DEXTRID LTE 降滤失剂

1.75-3

PACTM 降滤失剂

0.7-1.5

CLAY SYNC II 页岩稳定剂

2-4

CLAYSEAL PLUS s页岩稳定剂

1.5-4.5

重晶石

视情况而定

【表2】

坐标：安哥拉深海油气区块
当前，安哥拉深海油气区块勘探开发
面临诸多难题，诸如盐上层的活性粘土处
理与工程所需各种材料的物流及时供给。
该区域开发商早前在巴西深水项目中曾成功
应用了HYDRO-GUARD水基钻井液体系。
解决方案
为了满足该区域勘探开发的毒性测
试要求与新颁发的零排放规范，贝洛德
团队用无毒的EZ-mud粘土包囊置换了
HYDRO-GUARD水基钻井液体系中的固
有组分CLAY GRABBER页岩稳定剂，完
美“变身”！
新型无毒水基钻井液体系以3~6 wt%
的氯化钾为基液，详细配方参见表2。
运营商通过应用新型HYDRO-GUARD
水基钻井液体系，在预定时限内圆满完成
钻井目标，在作业期间未出现井眼失稳相关
问题。相较于传统油基钻井液，在钻遇盐上
层井段时新型体系表现出优越的页岩抑制
性能并消除了环境污染风险。新型HYDROGUARD水基钻井液体系的应用为运营商节
约了施工成本，包括免除设备租赁费、动复
员运输费以及岩屑处理费用，并且新型体系
每桶成本低于油基体系。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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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poon一趟回收套管 后顾无忧！
贝克休斯Harpoon套管切割打捞矛能在单趟钻内多次尝试切割和回收套管，大大减少了钻机时间和作业成
本。同时，其密封性能还能大大满足井控方面的需求，提高了工具的可靠性。

来自 | Baker Hughes
编译 | 郑斯赫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口油井走到生命
的尽头。且其中成本高昂的水下开发井越
来越多。对每口井而言，停产无法避免。
当油井产量下降，不再具有经济可持续性
时，弃井作业（P&A）终会到来，这一阶段
不像油井的其他阶段，这个阶段对运营商
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移除井下设备恢复海
底环境的成本非常高，平均单口水下油井
就要花费数千万美元。未来十年，将有大
量的油井寿命走尽头，而全球用于弃井作
业的开支也将随之翻倍。
减少回收套管的起下钻次数，对于
减少非生产时间（NPT）、避免过度和不
必要的开支非常关键。但是开支并不是
唯一需要关心的问题，起下钻次数过多
也会增加HSE风险。所以移除套管作业
期间，高效的作业和可靠的井控对于保
护人员和环境非常重要。
但细水泥柱、结垢和其它一些未知
因素的影响导致回收套管难度非常大。
单趟移除套管
套管固结在井下几十年，承受着复
杂的井下环境，因此套管回收过程中可
能会产生许多问题。细水泥柱、重晶石沉
淀或者其它未知的因素都会导致切割和
上提套管作业无法进行。套管一旦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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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1.井槽“复苏”（slot recovery）；
2.弃井作业；
3.陆上作业；
4.海上/深水作业；
5.胶结和结垢情况未知的条件下作业。

特点和优势
1.可以连续重新坐封的 in-line打捞矛：一
趟钻中可以进行多次切割和上提作业。
2.可同钻杆或者马达配合使用：
①无需液压驱动工具即可进行机械坐封
和解封；
②功能多样。
3.设计稳健：能双向攫力，保证震击器
反复蓄力。
4.360°全方位卡瓦覆盖：
①最大化上提力；
②阻止套管变形。
5.内嵌的过滤器：防止钻屑和其它碎屑
进入防喷器。
6.密封性能：
①一旦气侵发生控制气体循环；
②如果需要，可以密封并提供液压举
升帮助。
7.拉力切割：提高切割效果。

就必须释放打捞矛，起出工具，然后再下
入井内重新进行尝试。整个操作过程中
不得不从下往上一点点尝试切割套管，
直到能成功收回套管为止。对于一些难
度较大的井，整个作业流程需要大量的
起下钻作业，作业时间、成本和风险也随
之大幅升高。
Harpoon套管切割打捞矛大大提高
了单趟成功回收套管的可能性，以前需
要多次回收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一趟就
能完成。因此，大幅度地减少了NPT，提
高了弃井作业以及井槽“复苏”的总体
效率、安全性以及经济性。
Harpoon套管打捞矛在进行切割
和上提作业时下入底部钻具组合处，
该底部钻具组合（BHA）由多层管柱割
刀、Harpoon套管捞矛、震击器、加速器
和钻铤组成。Harpoon打捞矛不需要止动
环，所以它能在切割点上部直接抓住套
管，切割时可以传递最大的能量。
Ha r poon一旦到位，专门设计的
FLEX-LOCK卡瓦将卡住套管，并360°全
方位覆盖住套管，用最大的拉升力拉升
套管，并可以防止套管变形。将回收式
密封胶筒组件坐封到预定位置，并在切
割作业中保持密封组件的激活状态，控
制循环通道，这样就增加了一道新的安

全屏障。这种密封特性也有利于水利增
压、回收套管。
切割作业期间，通过将拉力作用在
套管上提高了切割效果。割刀以METAL
MUNCHER高级钻磨技术（Advanced
Milling Technology，AMT）处理过的碳
化钨进行了加固，所以超级耐用。如果需
要，Harpoon还能进行多次连续切割。一
旦切割过程中压力层暴露，封闭泄压口，
重建平衡井内压力，然后再安全地恢复
切割作业。为增加作业可靠性，内嵌的过
滤器能防止钻屑和其它碎屑进入防喷器
（BOP）组。
当切割作业完成后，可以通过以下
方式的任意组合来施加拉力上提落鱼，
从而回收套管：
1.超载提升；
2.震击作用；
3.液压。
一旦套管能活动，Harpoon套管打捞
矛就将从套管底部解封，并在落鱼的顶
部重新坐封，以方便地面操作打捞矛和
套管。如果井眼环境复杂，比如因为水泥
或者结垢无法上提套管时，Harpoon套管
打捞矛很容易就可以从套管上解封，并
重新坐封到套管的上部位置，再次尝试
切割和上提作业。由于Harpoon可以在一

趟钻中重复进行解封和重新坐封，也就
避免了重新坐封打捞矛的起下钻作业，
从而节约了成本，降低了HSE风险。每减
少一趟起下钻，所有的这些优点就会多
翻倍一次。
案例分析—挪威海
背景和挑战
1.海上，斜井，有重晶石和固相沉淀
现象；
2.井槽“复苏”作业。
贝克休斯方案
1.采用Harpoon套管切割打捞矛工
具，因为这套工具具有单趟多次套管回
收作业的能力；
2.由于初始位置切割回收套管比较
困难，向上重新将捞矛坐封在套管上部
位置；
3.施加拉力切割套管，在不同的位置
两次重新坐封打捞矛，16.5小时内单趟取
出1134ft 套管。
作业结果
1.将原本需要两趟钻才能完成的作
业在一趟钻内就完成，将非生产时间降
到最低；
2.减少了19.5小时的作业时间，
节约了
大约65万美元的支出。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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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斜率12°/100ft！
贝克休斯AutoTrak eXact系统
让你大开眼界！
贝克休斯研发的AutoTrak eXact高造斜率旋转导向系统的最高造斜率可达12°/100in，远远超过平均水
平。且该系统能够与该公司先进的LWD技术相结合，大幅度提高地质导向效果。

来自 | Baker Hughes
编译 | 曾旭洋

贝克休斯推出了先进的高造斜率旋
转导向系统—AutoTrak eXact，该系统提
供的定向控制技术更为先进，钻出的井
眼质量更好。因此，能够帮助作业者钻出
更复杂的3D定向井。AutoTrak eXact系统
将其本身的高造斜能力与先进的随钻测
量（LWD）服务结合后，能够优化完井质
量、提高钻井效率，并将生产潜能最大
化。AutoTrak eXact系统采用了经过现场
验证的闭路循环导向控制专利技术，所
以，AutoTrak eXact能够在各种状况下更为
精确地定位井眼位置、提高井眼质量，进
而简化套管下入流程。AutoTrak eXact系统
的造斜率最高可达12°/100英尺，而常规的
旋转导向系统只能达到5-6°/100ft。这样就
能增大井筒与储层之间的接触面积，减少
复杂地层的定向作业，降低成本。同时AutoTrak eXact系统还能够同贝克休斯先进的
LWD服务相结合，实时进行地层评价，提
供油藏数据，进而提高地质导向效果、优
化井位。
——Chris Carpenter, JPT杂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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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造斜率钻进，获取关键LWD
数据，减少建井成本
所有的运营商都希望降低钻井风险、
提高油井产能，油井能够快速投产，且将
原油采收率最大化。但是，市场上现有的
旋转导向系统（RSS）无法很好地将高造
斜率（Buildup Rates，BRU）与先进的LWD
服务结合在一起。因此，作业者不得不在
LWD数据和高造斜率之间做出选择。
通 过 提 供 更 高的 造 斜 效率，贝
克休斯的6¾英寸AutoTrak eXact系统
缩短了造斜段的长度，提高了钻井效
率。AutoTrak eXact系统的造斜率最高
可达12°/100英尺（12°/30.5m），这样能
够增大水平储层和井筒之间的接触面
积，同时也可避免复杂地层的定向作
业。最新研发的4¾英寸AutoTrak eXact
系统减少了定向部件的数量，增加了
定向部件的强度，且采用了能够承受
更高压力和作业温度（165℃）混合电
力系统。因此，与其他小井眼工具相
比，AutoTrak eXact系统能够承受更高

的钻压，且稳定性更好。
此外，AutoTrak eXact系统同贝克休斯
先进的LWD服务配合能够获取更为准确
而广泛的地层评价结果和油藏数据，进
而优化井眼轨迹、提高油井产量、降低开
发成本和风险。同时，定向能力的增强也
可以帮助作业者在作业效果不理想的情
况下及时修正作业参数。
AutoTrak eXact旋转导向系统能够提
高井眼质量和定向钻进能力，能够胜任最
复杂的3D钻井条件，并且可以减少建井时
间、提高完井作业效率。
AutoTrak eXact系统采用了闭路循环
导向控制专利技术，该技术达到了业内最
高水平。自动旋转导向控制技术在任何状
况下都能保证井眼质量，即使是难度最高
的井也不例外。
贝克休斯相应地也设计了一些钻头，
比如Kymera复合钻头、Talon高效钻头等。
这些钻头同AutoTrak eXact旋转导向系统
一起作业，能够优化定向控制、提高造斜
效果、井眼质量以及井眼稳定性。

适用范围
1.常规井和非常规井；
2.陆地油田和海上油田；
3.简单3D井和复杂3D井。

特性和优点
1. 闭路循环导向系统能够更为精确地调
整钻进方向、控制井斜：
①精确定位井眼位置；
②持续平滑钻进，提高井眼质量；
③加快完井速度，提高产量。
2. 直井侧钻：
①降低租赁年限以及薄油藏带来的投
资风险；
②节省时间和进尺。
3. 高造斜能力：
①减少造斜段长度，减少单井钻井时间；
②增大与油藏接触面积，提高产量；
③减少复杂地层的定向作业。
4.同贝克休斯先进的LWD服务相结合：
①实时进行地层评价；
②通过油藏定位服务，精准定位井眼
位置。

案例一：应用于Congested
油田高难度井
地点：英国大陆架
应用挑战
1.定向井的钻进难度较大：
①最大方位偏转率为7°/100ft；
②井斜从23°增加到91°时，转向360°
；
③两个ESP稳斜段。
2.稳斜段钻头需要具有良好的导向
性和稳定性。
3.白垩纪地层易黏着滑动井段需要进
行导向。
4.防碰段环境复杂。
贝克休斯解决方案
1. 6¾英寸的AutoTrak eXact 旋转导向
系统；

2.8½英寸的TalonForce高速PDC钻头。
应用结果
1.成功钻出高难度井；
2 .达 到 了 计 划 的 最 大 造 斜
率 6°/ 10 0 f t (3 0 m)，方位偏 转 速 率
7°/100ft（30m）；
3.保持钻头刀翼磨损程度在TD级别；
4. 通过白垩纪地层时，机械钻速达到
了48.7 ft/hr（14.8 m/h）。
案例二：应用于多分支井
地点：中东
背景和挑战
1.陆地多分支、水平油井；
2.油藏中H2S含量高；
3.钻井时间紧凑；

4.井眼质量要求高，要满足较高的地
层评价标准。
贝克休斯解决方案
1.AutoTrakeXact高性能旋转导向系统；
2.GenesisPDC钻头；
3.LithoTrak 先进LWD孔隙度测井
技术。
应用结果
1.节省了90小时的钻进时间；
2.一趟钻钻出了多分支井的所有分支；
3.创造了新的机械钻速记录；
4.钻出了3个高质量井眼；
5. 完成了所有地层评价目标；
6.避免了非生产时间；
7.在该油田首次使用4¾英寸AutoTrak
eXact旋转导向系统。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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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相生产方案
贝克休斯杜绝纸上谈兵！
贝克休斯推出的CENesis PHASE多相生产方案能够分离油相与气相，提高油气生产效率。
本期《石油圈》为读者带来了该技术的一系列应用案例，一起来学习吧!
来自 | Baker Hughes
编译 | 白小明

贝克休 斯公司推 出的 C E N e s i s
PHASE井底多相生产方案能够分离油
相与气相，提高油气生产效率，避免非
常规油气藏开发的生产间断。它可以将
原油中的天然气进入ESP之前分离出
来，这样可以减少生产停工时间，降低
ESP工作故障发生率，从而最终提高油
藏采收率。
CENesis PHASE吸引了大量相关
从业者的关注。于是乎，为了满足读者
的需求，
《石油圈》整理出了CENesis
PHASE的典型应用案例，用数据更加直
观地对该技术进行了描述。
坐标：堪萨斯
CENesis PHASE系统在非常规
井中提高440%的设备入井寿命
一家堪萨斯州的油公司有一口井采
用7½英寸套管完井，在生产的第一年，
共下入了2套标准的电潜泵（ESP）系统
和1套气举系统来提高产量。然而，每种
人工举升方式效果都不理想。气举因无
法降低井底压力而限制了产量；电潜泵
经常停机，而且马达温度太高，带来生
产延期和可靠性问题。
每套传统的ESP系统仅能生产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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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后当井内压力下降后，就出现气体
相关的问题，造成气体段塞问题频发。
随着井内气体量增加，进一步造成ESP
频繁气锁，最终泵只能举升少量甚至举
升不出液体。另外液流是维持作业温度
的关键。气锁事故最终使初期的2台ESP
仅分别短暂工作了144天和102天。
之后，油公司决定尝试气举方案。
气举系统不会受气体影响而停机，但产
量很低。气举产量从未超过4桶/天，而
初期的2台ESP平均产量分别为66桶/天
和59桶/天。正因为气举的产量太低、不
具经济性，因此油公司找到贝克休斯寻
求其他ESP方案。
评估前期气举方案的作业效果后，
贝克休斯建议在7英寸套管内使用5½
英寸的CENesis PHASE™囊封式多相
流生产解决方案。这是降低非生产时间
（NPT）和增加ESP系统可靠性及入井
工作时间的最佳选择。
这次是CENesis PHASE系统在陆地
的首次应用，在全球的第二次应用，不
仅避免了因高温引起的停机，同时也提
高了产量，延长了设备的入井寿命。截
止本文发稿，系统已入井790天 —— 与
标准的ESP系统相比提高了440%。

坐标：俄克拉荷马
CENesis PHASE系统与气举相
比，分别提高油、气产量19%和43%
一家俄克拉荷马州的油公司有一口
井采用了7½英寸套管完井，选用连续气
举作为最佳的人工举升方式。然而，气
举生产2年半后，井底压力（BHP）仍为
683psi（4.71MPa）。虽然气举产量稳定，
修井成本低，而且不受气体段塞影响，
但却因为无法降低井底压力而不能最
大化储层产量。
油公司意识到气举的产量远远达
不到理想的流入动态曲线（IP），从而限
制了产量。因此他们找到贝克休斯寻求
一种可靠的人工举升解决方案。
经过评估井况后，贝克休斯工程师
决定采用电潜泵（ESP）系统，这种方案
是有效降低井底压力提高产量，提高
采收率的最佳选择。而在 ESP系统设计
时，必须对高气体含量做特别考虑。
CENesis PHASE囊封式多相流生产
解决方案，通过将井底压力由683 psi（4.71
MPa）降低至150 psi（1.03 MPa），提高了储
层向油井流入的液体量。油、
气产量分别
提高了19%和43%，与相同井况典型的电
潜泵相比，入井寿命延长了73%。

坐标：俄克拉荷马
细缆CENesis PHASE系统避免了
停机和非生产时间
另一家俄克拉荷马州的油公司有一
口井采用了5½英寸套管完井，并使用了
标准的电潜泵系统。经过几年生产后，
井内压力下降，出现气体段塞现象。气
体段塞导致长时间没有液体流经电潜
泵，进而由于马达温度过高造成ESP经
常停机。
系统经常停机，造成产量下降，影响
井的经济性。而且，马达温度过高和重复
停机可能对ESP系统寿命造成致命伤害。
经过评估井况后，贝克休斯工程团
队决定采用CENesis PHASE囊封式多相
流ESP系统，该系统是小尺寸套管解决气
体段塞问题的最佳方案。系统在设计时
将泵和气体隔离，避免泵抽空，重复循环
流经马达的液体以避免温度过高。
该系统兼具最新的FLEXPump系列
泵的特点。300系列的FLEXPump6泵是
业内首款细缆、混合流泵，该款泵明显
提高了小尺寸套管内处理气体和固体颗
粒的能力。FLEXPump6泵设计适用的
流量范围为20-80桶/天。

除了新泵的特点外，系统包含一款
经过优化的马达，提高了在小尺寸套管
内的可靠性。
CENesis PHASE系统彻底避免了由
气体段塞引起的停机，也避免了由于马
达温度过高带来的可靠性问题。该系统
通过降低非生产停机时间，维持产量稳
定，整体提高了井的经济性。
坐标：德克萨斯
提 产 解 决方 案 提 高原油日产 量
34%，减少了非生产时间
一家德克萨斯州Eagle Ford页岩气
的油公司，有4口完井套管为5½英寸、线
重20磅/英尺（29.76 kg/m）的井，无法自
喷后，油公司使用了有杆泵系统。然而
在下完有杆泵后，发现 3口井的有杆泵
系统无法有效降低井底压力，也就限
制了产能。3口井的平均垂深为9,200英
尺（2804米），斜深17,000英尺（5182米）
，液面均在井口以下600-1,100英尺（182335米）。同时由于都是斜井，这3口井经
常遇到抽油杆磨损情况。
为了大幅降低井底压力，贝克休斯
工程师建议使用细缆CENesis PHASE™

囊封式多相流ESP系统，配合使用毛细
管的化学注入程序，避免ESP系统结
垢。根据贝克休斯Autograph PC尺寸选
型及模拟软件的计算，液体蒸汽中自由
气的含量约为85%。
Eagle
Ford地区产出的油含水率
低、API值高，因此CENesis PHASE系统
被认为是该地区最佳的技术方案。之所
以采用这种技术组合，是因为其不是单
纯的分离气体和液体，而是让油气形成
泡沫，有效避免ESP系统的马达过热；同
时，CENesis PHASE独特的设计可引导液
体流经马达，进一步保持马达冷却。
通过部署ESP系统和毛细管水垢及
腐蚀处理设备，油公司和贝克休斯之间
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商业服务模式，包括
环境保护承诺，扩展了ESP系统的功能，
使之具有了处理水垢和腐蚀问题的能
力。有了设计合理的毛细管和化学处理
程序，也可以保证毛细管与不兼容化学
品接触时不会出现堵塞、破裂和应力破
坏。油公司有了这种将ESP系统和化学
处理程序整合在一起的服务后，对解决
Eagle Ford页岩区块生产相关的难题充
满了信心。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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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伯顿又一神器！LinX油井完整
性监测系统
哈里伯顿的LinX监测系统可以实现无线供电和通讯。在不中断生产的前提下，能够实时准确地获取井下数
据，且不需改变钻井程序、油井结构或影响油井完整性。极大地节约了测试成本，降低了作业风险。
来自 | Halliburton
编译 | 赵金成

运营商都希望开采期间油藏回收率
能够达到最大，控制度与安全性可以达
到最高，同时成本也得到有效降低。因
此，在不关井的前提下进行储层动态监
测和储层动态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变得更加重要。
不是大数据-正确的数据
很多时候，作业者需要定期中断
生产进行数据采集，但是采集到的数
据 并不准确，这 就会 造 成 极大的经
济、资源浪费。哈里伯顿的LinX监测系
统能够捕集到准确的数据，且不需要
中止生产。
LinX监测系统的出现将储层监测
技术向前推动了一大步，这套系统主要
通过套管实现无线供电和通信。在LinX
系统中，在井屏障后安置永久传感器并
进行监测，这样不会影响油井完整性或
改变油井设计，并且钻井程序也不需要
大的改动。
LinX监测系统能够实时监测水下油
井储层和油井完整性，且监测过程中不
需要停产。
LinX监测系统能够在B环空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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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管上安装永久性压力/温度计。该系
统通过电磁力驱动，通过电磁波与传感
器进行通讯，无需电池或额外势垒穿透
（barrier penetration）。通过永久性套管
外传感器和电感耦合器，LinX系统能够
实时监测B环空和储层动态，因此可以
提供油井完整性和压力的连续数据（即
使注入条件下）。
套管外储层监测
LinX系统可以感知地层内所有的
压力和温度波动。这样，作业者就可以
检测生产或注入过程中下列位置处的
压力变化：
1.上覆岩层；
2.盖层；
3.储层；
4.水泥环。
这项新技术产生了巨大的效益。产
量的增加和钻井成本的降低减少了基建
费用，且完整性校验程序的缩减降低了
作业费用。同时，钻井作业安全性得到
了保证，非生产时间也相应地减少。
B环空压力/温度监测

现在，运营商降本提效的压力越来
越大。因此，优化套管设计、监测全井生
命周期内的井筒完整性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要重要。
在深水中，持续监测渗漏情况和作
业造成的套管外压力是不可能的。因
此，保证井筒完整性就要牺牲产量进行
定期检查，并且为了保证套管安全，要
投入的成本也相当大。当屏障完整性被
破坏时，昂贵的修井作业或弃井（P&A）
可能会是唯一的选择。
为什么是B环空监测
现在，水下油井B环空（B-annulus）
中存在封闭空间，这就容易人为造成
压力升高。目前，许多水下油井将屏
障从A环空移动到B环空，利用A环空
（A-annulus）注气。因为水下油井的B环
空在井口密封，使得控制井口压力完整
性更加复杂。LinX系统能够捕捉所有
压力/温度波动，操作者可以在生产的同
时监测压力变化。这项新技术推动了收
入增长，同时降低了套管程序成本，进
而减少了基建费用，因此保证了油井作
业的安全性，减少了代价高昂的修井作
业和非生产工作时间。

运行步骤
LinX监测系统由电磁流向石英压
力和温度（P/T）传感器供电，运行过程
主要分为三步。
1.首先，通过定制的casing pup将一组
传感器和线圈安装到套管或衬管上。
2.然后，将另一组传感器和线圈通
过定制的油管接箍安装到油管上。接下
来将油管输送传感器通过常规井下电
缆连接到地面。
3.最后，通过这两组线圈给套管输
送传感器供电，并与之通信。
电磁传输不受电池限制，因此，也
使得全井生命周期内的永久监测的数
据传输不受限。
实时监测
1.油井完整性和和水泥环完整性；
2.海底张力腿平台井的B环空压力；
3.上覆岩层压力状态；

4.盖层压力和温度；
5.地层注入压力；
6.原地储层压力；
7.全井生命周期内孔隙压力；
8.隔离层屏障完整性。
主要优点
1.准确的油井和储层数据；
2.适用于所有井型—单层开采、多
层开采、智能井、标准油井、水下油井、
干式采油树；
3.实时监测屏障和原地油层状态；
4.可以采集从盖层到水泥的压力和温
度数据，进而进行储层和完整性监测；
5.无需定期进行完整性测试：降低
成本、风险，减少延迟开采频率；
6.钻井进程安全性较高，无需花费
高的补救程序；
7.与哈里伯顿ROC井下压力计和电
缆兼容。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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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眼清洁大师：EasyReach
让低产大位移井重回巅峰
大位移井井筒清洁工作一直是技术难点。贝克休斯推出的EasyReach连续油管大位移井
服务中的EasyReach工具具有简单、耐用和可靠性高等性能优势，大大解决了困扰运营
商的技术难题。
来自 | Baker Hughes
编译 | 张德凯

在当前油田开发趋势下，水平井的
水平段长度增长已是必然，与之相对应
的井筒清洁工作难度也将逐渐增加。在
大位移井正常钻进过程中, 钻屑脱离钻
井液流向低边井壁沉积, 此时环空分为
稳定沉积层、沉积移动层、非均相的悬
浮液流动层和假均相流动层, 使钻井液
流型和流变性更加复杂, 导致钻井液悬
浮体的均匀性被破坏；斜井中低边井壁
的钻屑沉积层在停泵时会整体下滑, 使
携岩更为困难, 并易造成砂桥卡钻。
斜井段容易形成稳定岩屑沉积层,
其厚度随井斜角增大而增厚。随着井斜
角的增大, 岩屑的运动方向逐步偏离轴
向, 而接近径向运移, 从而形成岩屑床。
同时, 随着井斜角的增大, 钻柱偏心躺在
井筒的低边井壁上, 钻柱下侧环空间隙
变小, 使岩屑床清除更为困难。
《石油圈》曾介绍过贝克休斯的
EasyReach润滑剂，在该润滑剂的作用下，
运营商成功将井下工具的摩阻系数降低
了40%，并节约了大量的钻机时间和作业
成本。其实，EasyReach润滑剂只是贝克
EasyReach连续油管大位移井技术的冰山
一角，而该服务还包括CIRCA模拟软件和
EasyReach大位移井工具两种技术。
其中，EasyReach大位移井工具具有
操作简单、耐用、可靠性高，简化了井下
作业工具（BHA）组合，整体只有一个运
动部件，是当之无愧的大位移井高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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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范围
1.井筒清洗作业；
2.超长水平井；
3.非常规油气井、页岩开发；
4.清砂作业；
5.大位移井。

特性与优势
1.大马力“水锤”工具：
①产生矩形压力脉冲（<10Hz）；
②作业范围覆盖水平段全长；
③使用硝化液体工作；
④井筒清洁效率更高；
⑤下钻次数更少，节约作业时间；
⑥井筒清洗完成后实现产量最大化。
2.工具设计简洁：
①EasyReach稳定性高，整体只有一
个移动部件；
②工作过程中不会发生意外熄火、遇
卡现象。
3.工具直径设计为2-7/8in：
①能够与传统的连续油管BHA工具无
缝对接；
②适合液体喷射及井筒清洗作业；
③连续油管或是单根油管都可与
EasyReach联合使用。

洁大师。
EasyReach通过使用连续油管将井筒
清洗工具下放至井筒内，能够实现全井
筒清洗，不留任何死角。EasyReach工具
通过“水锤效应”产生作用力，将连续油
管工具下入井筒中，可达到常规连续油管
无法企及的深度。同时，频率低于10Hz
的震动脉冲还会带动工具震动，避免了
工具的螺旋弯曲及遇卡问题，这样既提
高了下入深度，又完成了井筒清洁工作，
大位移井的清洁效率因而大大提高。
该工具的设计过程中综合考虑了
BHA长度、流速限制以及压降等因素，
同时又保持了高水准的作业能力。与同
类作业相比，EasyReach的操作不需要
修井机的配合，对地层的伤害也极小。
此外，EasyReach还能提供额外的牵引
力，有效减少清砂次数，确保大位移井
作业完整性。
EasyReach工具的直径为2-7/8in（7cm）

，能够与常规的连续油管井下工具完
美对接。为了更好的完成作业，该工具
还能针对每次作业情况对流量控制、牵
引力优化以及工具压降进行定制化设
计。EasyReach还有一个独立的液体转向
阀和出口设计，防止卡钻事故发生。
应用案例：拯救低产，重回巅峰
在哈萨克斯坦西部的Oblast油田，
开发商为了优化生产、降低操作成本，决
定将钻井策略由垂直井向水平井转移。
同时，为了延长井的使用寿命，提高开
采效率并延缓水浸的发生，将现有垂直
井向水平井转变势在必行。当然，作业
计划难度也会随之增加，例如大位移井
能够显著提高井筒与油藏接触面积，但
是其钻井难度也非垂直井可比。
作业难度主要体现在，普通的连续
油管无法触及全长为1200m（3937ft）水
平段的根部。造成这一难题的原因是：

连续油管与井壁的摩擦力太大，导致其
在到达井底之前就被井筒卡住了。
开发 商 决 定使 用贝 克 休 斯 的
EasyReach大位移井连续油管服务，改变
钻井策略。
EasyReach作业目标井的测量深度
达到了6492m（21300ft）。CIRCA模拟
软件预测连续油管遇卡会发生在井深
6312m处,而第一趟下入连续油管的遇卡
位置恰好为6234m，作业工具无法触及
剩余的水平段。通过使用EasyReach工具
后，连续油管的下入深度增加了250m，
使作业工具得以覆盖整个水平井段。
这短短的250m为开发商解决了一直
困扰着他们的大问题：BHA工具终于达
到了普通CT工具送达的位置，后续磨
铣及酸化增产作业也有望成为可能。毫
无疑问，选择贝克休斯的EasyReach来进
行大位移井作业是对效率和效果的双
重保障。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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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墨西哥湾血泪史！
WWC力推应急神器
WWC公司重磅推出的WellCONTAINED水下控制解决方案，
包括一个专门为封井作业而设计的专用应急封井装置组合，
与其他三个模块共同作用，可轻松实现数据监测和事故应急处理。
来自 | Wild Well
编译 | 白小明

海洋深水钻井中的井控，面临着海
底低温、气体水合物、地层孔隙压力和
破裂压力之间的安全窗口比较窄、井控
余量比较小、压井／阻流管线较长导致
循环压耗较大、深水地层比较脆弱等诸
多挑战。
一套完整、全面、敏捷的井下控制
装置对于水下作业的安全和效率都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水下井控的技术关
键无非是一下两点：对事故的早期预测
以及对事故的应急处理。
针对水下控制的应急处理部分，以
往鲜有相关研究。直到2010年，英国石
油公司设计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套水下应
急封井装置，而到目前为止，全球的水
下应急封井装置仅16套。2010年墨西哥
湾漏油事故后，美国内政部建议钻井作
业公司进行海上钻井作业应制定应急
抢险预案，并配置水下应急封井装置或
与就近的应急抢险公司制定应急救援
方案。
基于四十余年的常规井控及水下
井控经验，WWC（Wild Well Control公
司，
下同）推出了WellCONTAINED水下
控制解决方案，协助作业者进行预防、
准备、响应和恢复深水井控相关的作业
活动，可为全球深水井控事故的预防和
响应提供真正的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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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CONTAINED水下解决方案由
以下各部分组成：
1.源头控制应急响应计划SCERP；
2.技术规划、演习/训练和响应支持；
3.完整的全球响应设备套装；
4.救援井设计和模拟压井；
5.消防和井控；
6.事件指挥体系和应急响应演习；
7.井控演习。
通过现场部署WellCONTAINED
服务系统，源头 控制应 急响应计 划
（SCERP）可提供应急预案和应急响
应，封闭水下失控的井。
WellCONTAINED响应设备
WellCONTAINED系统设备可以同
时响应多个作业现场的事故。系统使用
基于多年水下井控经验而研发、经过现
场验证的设备。标准的系统设计包括：
深度级别10,000fsw、关井压力15,000
psi、双机械封隔，并可用ROV操作实现
所有功能。此外，模块化设计便于采用
现成的货运飞机实现快速全球部署。不
管是在阿伯丁还是新加坡，均可部署该
系统实现100%的操作，经第三方认证，
系统随时处于备战状态。
WellCONTAINED响应装置的应用
范围从最初响应的井控事件管理到应急

封井装置组合。WWC拥有超过36年的井
眼调停经验，工作人员致力于帮助作业
者实现钻井平台管理和应急响应。
想访问WellCONTAINED的系统设
备，除了MSA（主台放大器），作业者和
WWC之间需要特别的设备接入协议。
由于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使用设备访问
协议的作业者需要支付相关的年费，只
有设备访问协议的参与者才可以使用
WellCONTAINED系统。
源头控制响应演习
W WC可以将专家与拥有丰富响
应经验的资深井控工程师联合起来，
形成史无前例的源头 控制和井控团
队。WWC在应急响应、事件管理和运营
等各方面的经验，将有助于实战演习的
发展，有利于增值评估；基于油田的最
佳实践经验，提出改进意见。
除了WellCONTAINED水下井控
制设备，WWC的团队还精通作业者和
第三方使用的各种全球水下井控制系
统，并熟悉相关公司，例如Marine Well
Containment
Company、HWCG、Oil
Spill Response Limited-SubseaWell
Intervention System等。
WellCONTAINED可以协助完成以
下作业：
1.技术方案开发；
2.参与演戏设计团队；
3.控制事件场景发展列表（注入）；
4.自定义动画以详细说明场景信息；
5.参与技术模拟小组（SIMCELL）；
6.规划改进；
7.制定/审查未来培养和演习计划。
WellCONTAINED水下控制设备系
统的最大适用井深可达10,000ft，包括
一个专门为封井作业而设计的专用应
急封井装置组合，以及适用于大多数水
下连接器的液压连接器，随时准备应对
全球范围内的水下井控事故。模块化的
完整应急封井装置组合可以自由配置闸
板和钻井四通，可用电缆或钻杆下入安
装。WellCONTAINED系统的附属设备
包括6个用于碎片清除的液压剪、水下
分散注入设备和源头控制管理系统的
文档，该文档详细列出了修井作业程序
和作业支持信息。

应急封井装置借鉴2010年问世的第
一套应急封井装置，在其基础上进行了
优化和改进。组合包括18 3/4-in 15K喀麦
隆TL闸板总成，以及含4个出口的4 1/16in钻井四通，该钻井四通便于安装用于
软关井的节流阀和扩展返排/压井作业
的鹅颈管总成。应急封井装置组合也可
以用于化学品注入（如分散剂或水合物
抑制剂/修复剂），具有监测内部压力和
温度并将数据通过声波传到地面的能
力。组合可以连接到BOP、柔性短节或
井口顶部。应急封井装置组合可以使用
电缆或钻杆下入部署，需要有可快速更
换送放工具的钻机或吊车/绞车协助。
应急封井装置组合用于井眼控制（
关井）、导流和集液。其中，井眼控制主
要使用三套闸板，集液使用钻井四通及
鹅颈管连接器。应急封井装置按可运输
的尺寸包装，方便从英国阿伯丁通过船
舶或飞机运往各地实现快速部署。由50
GPM（189L/min）排量的水下液压动力
装置（SHPU）提供动力，采用环保液体
液压驱动，实现应急封井装置和液压剪
的功能。SHPU可以直接将水合物抑制
剂泵入应急封井装置内。对于碎片清理
作业，2500系列的液压剪可在最大水深

5000 ft的环境下成功切断钻井隔水管（
所有的水下设备都有DNV认证）。
除 了 应 急 封 井 装 置 组
合，WellCONTAINED水下井控制系统还
包括碎片清除，水下分散剂应用以及水
下液压动力装置三个模块，也有其各自
的特点和作用，
下面就分别给大家分享这
三个模块的独到之处。
水下分散剂应用
水下分散剂应用套装包括所有必需
的硬件，使用客户提供的连续油管设备
水下注入分散剂。关键设备包括连续油
管分支管汇、水下分配管汇和水下软管
放线盘，水下软管放线盘要能有超过
3,000ft的容量，能够使用1-in软管的和
1-in分支软管。系统额定压力4,500psi，
也可用于输送水合物抑制和化学修复剂
及其他控制线内的流体。
碎片清除
碎片清除功能包含两种尺寸的水下
液压剪，可以切割46in以内的两种尺寸
的管材及结构元件。液压剪也可用于切
割弯管、切断隔水管、剪切钻杆，并为其
他应急封井作业清理空间。除了液压

剪，ROV多用途切割工具，如超级磨床
（Super Grinder）也是工具包的组成之
一，可用于清除较轻的碎片并为安装应
急封井装置准备场地。
水下液压动力装置
提供局部液压动力，在响应作业期
间操作设备，有多种水下液压动力装置
供选择。如专用的水下液压动力装置系
统，以及ROV部署的液压撬装设备。此
装置也可用于主BOP的备份操作。
水下事故不仅会造成巨大的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还可能引发环境灾
难。2010年墨西哥深水地平线事故造成
11人遇难，深水地平线平台沉没，泄漏
原有78×104m3，BP公司应对事故的费用
高达408亿美元。
WellCONTAINED水下井控技术针
对当下深水技术难点，以应急封井装
置为基础，配合水下液压动力装置等技
术，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水下事故预测
和处理难度，再一次填补了深海油气开
发的技术短板。如今，深水油气开发才
刚刚起步，针对各方面的技术突破还将
不断涌现。技术革命已经来临，深水油
气的腾飞指日可待！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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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举升新技术
继前几期人工举升技术专题，《石油圈》一鼓作气，持续跟踪相关技
术进展。本期技术专题带来了XPS等公司的人工举升新技术，一起来
一看究竟吧！

来自 | XPS等
编译 | 张领宇

油井在井身结构、产量、流体性质
等方面差异促进了人工举升技术的多元
化发展。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抽油机、
螺杆泵、电潜泵、
气举等多种举升工艺，
并形成了配套的举升方式优选方法、系
统分析方法及系统优化方法。但就目前
的发展现状来看，人工举升技术仍存在
很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
问题1 电潜泵缺陷多，适用范围窄
人工举升最简单的实现技术形式是
气举技术或者泵辅助举升技术。后者包
括诸多方法，例如电潜泵（ESP）、液压
潜油泵（HSP）、螺杆泵系统、正排量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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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泵、抽油杆往复泵及液压喷气举升。
选择最合适的人工举升技术是实现盈
利的关键，对于资本支出和运营成本，
每一种方法都有明显的优势和缺点。
电潜泵属于无杆举升系统，经多年
发展，电潜泵已渐趋成熟。尽管ESP的
发展在技术的健壮性方面取得了进步，
也减少了故障的发生，但可靠性仍然受
限，且当前的营业毛利仍然较低，这使
得将泵（ESP）应用到油田开发仍然有无
法达到经济门限的风险。
问题2 抽油机问题频现，难以满
足采油现状

人工举升系统主要有泵辅助系统、
流体辅助系统以及流体增强技术系统三
类。抽油机举升技术发展已有百年，依
靠其结构简单、结实可靠的特点，一直
占据着人工举升的主导地位。传统的抽
油机虽然耐用，但由于其自身结构原因，
存在着诸多不足，如系统效率低，能耗
高，存在杆管偏磨等。这些问题大大限
制了油田的采油效率，也增加了一系列
作业费用。
问题3 出砂腐蚀大，泵设备寿命短
随着油田的不断开发，地层能量不
断降低，油井套变、出砂等矛盾日渐突
出。油井出砂是油田开发急需解决的难
题之一。高速的砂粒造成地面及井下设
备加剧腐蚀。地层出砂进入井筒，造成
油井砂埋、砂堵卡泵以及泵损坏等导致
油井停产。研究油井耐砂工具设备，对
降低停产井次、挖掘出砂井生产潜力，
发挥油田开发中后期工艺技术的有力支
撑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以上问题，SPX FLOW等公司
推出了非电动液压电潜泵系统、氮气辅
助液压人工举升系统以及STP耐砂泵
技术。在以往两期的人工举升技术专题
中，为大家介绍了UltraLift深水气举系
统、HEAL等人工举升技术。本周技术

专题将继续聚焦人工举升新技术，针对
以上STP耐砂泵等三项相关技术分别做
详细介绍，一起先来预习一下吧！
非电动液压电潜泵系统
SPX FLOW公司的液压潜油泵系统
可提供非电驱方案，可解决诸多敏感问
题。相比于普遍使用的ESP，HSP系统作
业范围大，具有良好的耐冲蚀耐磨损性
能；同时具有一体化装置，具有高精度
轴承设计。
H S P系统 的平均无 故障 时间
（MTTF）比最初设计的5年长过2倍，
是常规电驱潜油泵系统的3倍多。目
前，SPX FLOW公司的HSP系统已在多
处区块进行应用，呈现出了极为惊人的
可靠性，同时减少了安装时间，降低了
客户的运营成本。
氮气辅助液压人工举升系统
Zedi公司近期推出了Zedi SilverJack
人工举升系统，利用泵抽控制器动态掌
握冲程与冲程速率等参数变化，快速调
节冲程参数并获取实时运行数据，实现
产量优化。Zedi SilverJack人工举升系统
具备独特集成性，包括一套地面液压举
升设备、高效能的优化控制器以及一套
灵活化的Zedi Access系统。Zedi Access
系统结合传统型井下有杆泵抽油设备
便可实现对常规易发问题的远程监测、
预警及解决。
每一次的综合性技术都不负所望，
这次如何，敬请期待！

［附文1］

SPX FLOW打造潜油泵
之王 质量保障11年！
SPX FLOW公司推出的非电动液压潜水泵HSP，具有极大的可靠性，
平均无故障时间超过11年，大幅降低了运营成本，在未来油气开采领域
必然大有作为。

来自 | XPS
编译 | 张领宇

目前大多数油井都需要某种人工
举升技术来提高采收率或使油井以经
济可行的产量生产。
即 使目前 面 临 着 行业下行 的 趋
势，作业 者 大幅降 低了资 金 支出预
算，市场对于人工举升技术的需求到
2020年仍然会以10%的增长率增长。
当前人工举升全球市场量约为150亿
美金。全世界范围看，人工举升及其
相关技术和服务会持续在油气生产

中扮演关键角色，特别是作业者也敢
于投入资金到一些充满挑战的领域。
在不久的将来，作业者面临紧缩的负
营业毛利将会是常态；运营商收到严
重的资金制约，从而驱使他们提高现
有油井的采收率。基于此，我们可以
很合理地认为，油气行业对人工举升
技术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增长。
这 种 特 殊 的 行业背景将大 力推
动举升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努力减少

Weatherford STPs耐砂泵
Weatherford公司的耐砂泵（STP）是
的目前唯一一种往复式举升杆泵，在油
田的现场应用效果证明，STP平均可提
高运行时长450%。相比于防砂，STP生
产的过程中同时保持泵塞/桶接触面不
受固体颗粒的磨损。耐砂泵仅仅是代表
Weatherford公司生产工艺改进方案的一
个例子。
在人工举升领域，Weatherford公司
拥有丰富的经验、兼具广度和深度的多
种改进方案，可以帮助优化所有类型的
井的生产工艺，降低修井频率以及相关
的成本、停产时间和产量损失。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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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范围
1.生产油井（陆地或海上） ；
2.井底多相流及水下增压 ；
3.举升地层水 ；
4.实现单井的生产和注入 ；
5.从含水层向注水区带压驱替。

HSP技术在如下应用中
具有可靠的工作业绩：
1.需要改变作业任务的情形 ；
2.高气油比井 ；
3.稠油、重油 ；
4.水下油气井。

技术特点
1.作业范围大，可以提供离心泵目前的
最大作业范围 ；
2.高同步的作业转速，提供更大的水头
和单级排量，整体更紧凑 ；
3.先进的制造材料，良好的耐冲蚀磨损
和耐腐蚀性能 ；
4.多相能力，HSP允许在一定的充气
情况下无风险地工作；
5.一体化的泵及传动装置，整体式高精
度轴设计，避免了在泵端和传动端使
用驱动联轴器 ；
6.即插即用型设计，减少安装时间，根
除钻台安装相关的问题；
7.液体合采，通过提高生产通道的流动
安全性，增强可用性 。
基于以上特点，HSP实际的平均无故
障时间（MTTF）比最初设计的5年的
2倍还长，是同等常规的电驱动系统的
3倍多。

性能优势
1.极 大 的 可 靠 性 ： 非 电 动 涡 轮 驱
动，MTTF 超过11年，是同等ESP的
4倍左右；
2.无与伦比的大作业范围（特别是在高
梯度向量流下）：工作转速在8000转/
分钟的情况下范围为0%- 125% BEQ
。大幅降低井况变化或泵故障所带来
的修井可能性；
3.最少的安装时间：设计紧凑，整体的
即插即用型设计方便了物流运输，现
场只做简单的连接即可；
4.强大的多相流处理能力：具有无风险
持续处理含气液流的能力；
5.大幅降低运营成本：减少50%的单
井生成时间，节约4倍的运营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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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油田的修井作业，另外也要寻求方
法，重新焕发老油田资产的活力。就
前者而言，运营时间、实用性及可靠
性是保证降低运营成本的关键因素。
对于后者，作业者希望寻求新技术，
可以经济有效地用于现有生产资产的
二次投资。这些现有资产必须具有足
够的剩余储量，才可以提高末期的采
收率，延长资产的生命周期。
人工举升最简单的实现技术形式
是气举技术或者泵辅助举升技术。后
者包括诸多方法，例如电潜泵（ESP）
、液压潜水泵（HSP）、螺杆泵系统、
正排量螺杆泵、抽油杆往复泵及液压
喷气举升。选择最合适的人工举升技
术是实现盈利的关键，对于资本支出
和运营成本，每一种方法都有明显的
优势和缺点。
非电动液压潜油泵HSP问世
在特定区域的水下生产井，焦点集
中在设备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上。预处理
设备失效以及更换设备相关的修井成
本，对整个油田的经济性影响很大。

于2,000桶/天到超过19,000桶/天。
通过使用动力水，即使是泵端处
于腐蚀性固体颗粒或者高含气环境，
也能使HSP转子轴承在运行时持续
保持润滑，并提供良好的摩擦环境来
降低磨损。涡轮传动的动态特性提供
了固有负荷跟踪变速特性，这使HSP
具有自动、即时的控制速度范围的能
力，并能更有效的压缩段塞流中的自
由气。这种特性缓解了气锁，使其成
为处理含气液流的最优解决方案。
HSP的高可靠性使得其具有超过
11年的MTTF，累计工作时间超过200
年。在过去15年里，作业者节约了大量
的作业成本，并在老井侧钻挖潜中继
续使用此设备。

技术数据
泵排量

功率

转速范围

耐温

85000 桶/天

1340HP(1MW)

3000-10000转/分钟

标配425摄氏度

在此背景下，XPS FLOW公司推
出非电动液压潜油泵HSP，通过提高
可靠性、服役时间和作业的灵活性，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最终提供了较低
且可预见的运营成本方案。
HSP最初研发的目的是处理ESP
相关的故障，特别是电力元件失效，
气体侵入时恢复受限的问题及安装
和运行故障的敏感性。
尽管 E S P 的发 展在 技 术 的 健 壮
性 方 面 取 得了进 步，也 减 少了故 障
的发生，但可靠性仍然受限，且当前
的营业毛利仍然较低，这使得电潜泵
（ESP）在油田开发中的应用仍然存
在较大的技术和经济风险。
对比而言，SPX
FLOW公司的
HSP可以提供非电驱方案，解决诸多
敏感性问题，这些敏感性问题可能限
制作业范围和有效性，且减短入井时

间。该技术使用高速多相螺旋轴流式
泵端及液压涡轮传动装置，并由位于
上部的常规注水系统驱动。
HSP在天然气、重油开采中的
应用
雪佛龙很早就已经在英国北海的
Captain油田的水下生产井长期使用
HSP了。尽管该油田早在1977年就已
被发现，但直到1997年才开始生产，
这得益于当时水平井和井底泵取得了
技术进步，使得作业者能够对含气重
油进行可靠的开采。
时至今日，作业者共安装了超 过
44个HSP，在连续生产应用中均获成
功；生 产 过 程中气体空隙率大 约为
70%，这得益于其螺旋轴流设计和固
有的可调速的涡轮传动，证明了其良
好的处理气体的能力；生产排量从小

HSP在现有油田项目中的应用
因为拥有HSP，SPX FLOW公司
寻求将井下风险转移到易触及的地面
设施，并依靠常规带压供水系统作为
动力输送介质，从而提高相关操作可
靠性。该系统的简化性、灵活性以及
可扩展性有助于取得较长的运行时
间，同时配套常规的注水系统技术，
可轻松实现服务、维修和升级换代。
在现有油田资产中，作业者可利
用其已有的注 水泵设备来提 供动力
液驱使改造使用HSP技术。这些设备
通常在成熟油田后期有足够的生产能
力，可大幅降低成本和地面驱动设备
的占地面积。SPX FLOW公司的售后
现场服务工程师可以进行必要的现场
勘查，并重新评估方案，升级现有注
入设备，满足动力液工作参数。
在 非电动 液 压潜 油 泵 H S P的多
年应用过程中，无论是其耐用性，还
是作业范围、多相处理等其他性能，
相比于电潜泵都是一种突破。与电潜
泵对大流量的要求以及对大量能源
的消耗相比，HSP以其独有的动力来
源，同时 结合强 大的多相流 处 理能
力，使工具的作业范围大幅度增加，
更利于技术的普遍应用性。
HSP无疑是举升技术领域的一大
突破，也将成为未来人工举升技术的
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具有无限的发展
前景。o

oilsns vol.13

109

生产·炼化

［附文2］

省时+降本！Zedi清扫举升痼疾
面对复杂多变的井下生产状况，Zedi公司推出氮气辅助液压人工举统SJ6000&SJ8000，在几何结构和控制
性能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让我们一起通过正文来详细了解这款神器吧！

来自 | Zedi
编译 | 姚园

随着石油行业日新月异的发展，
产油井的钻完井工艺跨入新纪元，对
传统 型有杆抽油泵的应用造成巨大
冲击！钻打水平井过程中若开展多级
水力压裂作业，通常会导致后续生产
条件极具复杂性。
产油水平井的生产情况受到多重
因素的影响，包括抽油泵部署在造斜
段以下（即狗腿段）、频繁气塞、大量
压裂砂返排、液流量的大幅波动以及
产量急剧递减曲线等。对于这类复杂
井况，即使是配备交流发电机与变频
器（VFD，Variable-frequency Drive，
变频驱动/变速传动）的传统复杂型抽
油泵也无法实现抽油杆的精确控制，
从而无法有效解决上述“痼疾”。
与传统型抽油机相比较，线性抽
油机和更具独特性的线性液 压抽油
机在几何结构和控制性能等方面具有
显著优势。通过结合天然气或交流发
电机动力设备，线性液压抽油机具备
复杂性抽油杆控制性能，能够满足当
前产油井的生产要求。
线性液压抽油机
线 性液 压 抽油 机的工作 方 式与
传 统 型抽油 机 有显著区别。前者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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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原动 机设备用于 给 液 压油 增
压，从而操 控 液 压 缸 的 运 动；位 置
传感 器用来定义 冲 程，调 节冲 程时
只需利用该款传感 器进行现场重新
定位，而传 统 型 抽 油 机则必 须借助
起 重 机 或 其他重 型设备。所采用液
压控制阀的差异化使得系统冲程 速
率或可调，或不可调。对于未配备比
例流 量控制阀的 抽 油 机 系统，可通
过调节冲程间隔时间来改变每分 钟
内的平均冲次。线 性液 压 抽油 机的
一项 显 著 优 势就是，交流电动 机 或
内燃 机驱动系统可起到相同的抽油
杆控制作用。
线性液压抽油机研发工作在过去
的若干年中喜获多项技术创新成果，
其中较为突出的一项是利用可持续性
位置测量系统（例如线性转换器）取
代传统的位置传感器。这项革新可使
优化控制器根据具体井况调节上下冲
程，从而实现抽油杆的精确控制。将
可持续性位置测量系统与比例流量控
制阀（取代了可开关的电磁阀）结合
使用，可实现地面对井下冲程的高效
调节，进而可满足各种复杂井况的生
产技术要求。

远程可视化操控、双路控制及冲
程参 数可调性（冲程 速率 和速 度 剖
面）等诸多特性使变频抽油机和线性
液压抽油机（具备位置测量性能）成
为解决当前多级 压裂水平井生产难
题的“排头兵”。
此外，即使是最先进的传统型抽
油机的位 置控制性能也存在诸多局
限性，这就更加凸显出线性液压抽油
机在应对复杂生产井况时的卓越优
化性能。
Zedi SilverJack 8000问世
Zedi公司最近推出了新一代线性
有杆抽油机——Zedi SilverJack 8000
，服务定位于高产井，旨在帮助生产
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投入。
Zedi SilverJack 8000兼具多种功
能，诸如可实现远程遥控、抽油杆柱
精确控制及先进的自动优化性能等。
此外，该设备还应用了氮气辅助举升
技术，服务对象主要是产量较大的深
井。杆柱重量高达20.41吨，冲程6.096
米。Zedi SilverJack 8000的工作性能
可达到Zedi SilverJack 6000的两倍，
前者还配备了双套活化气缸系统、自

动化氮气存储、闭路液压动力单元以
及精细控制器，其内置自动优化性能
可代替作业费用高昂且劳动密集型的
人工处理方式。
Zedi公司基于网络的集成化数据
管理系统（以下简称Zedi Access系统）
可实现全部系统运行优化的远程遥控
执行，利用数据管理系统获取线性举
升单元的各项关键运行参数，进而通
过仪表盘反馈给操作人员。该系统可
同时显示多幅以时间标记的地面和井
下泵卡变化图，便于研究系统运行的
变化趋势。此外，Zedi Access系统还具
备运行数据存储功能，对于实现长期
动态趋势研究与智能报警等方面均具
有重要意义。依托Zedi Access系统，
绝大部分的系统运行参数可实现远程
遥控，显著提升了调控的时效性。
Zedi SilverJack 8000具有图像集
成化控制器，用于监控系统运行的各
个方面。一方面，该控制器可提供友
好人机界面，便于实时查看并调节各
项系统运行参数；另一方面，还可联
接到Zedi Access系统，进而可实现远
程监测、警报与控制等功能。
技术优势

性能优化
应用行业领先的泵抽控制器，动
态掌握冲程与冲程速率等参数变化，
再结合泵运行定时器与泵效优化器
等内置设备，利用其自动优化性能来
实现产量优化。
具备远程遥控功能
结合传 统 型 井下 有 杆 泵 抽 油设
备便可实现 对常规易发问题的远程
监测、预警及解决。该系统可精确监
测并预 判悬点载 荷、位 置 及 速 度 等
参数变化，后续将自动获取的监测数
据 每间隔15分 钟反馈给操作 方和生
产团队。
Zedi SilverJack人工举升系统具
备独特集成性，包括一套地面液压举
升设备、高效能的优化控制器以及一
套灵活化的Zedi Access系统。Zedi
Access系统结合传统型井下有杆泵
抽油设备便可实现对常规易发问题的
远程监测、预警及解决。
产品特性
1.泵效优化器，可自动调节泵速，
保障达到设计充填量；
2.泵 运行的定时器选项；
3.预估产量；

4.游动阀与固定阀测试；
5.远程遥控功能；
6.抽油杆柱的精确控制；
7.存储大量运行数据，可助力长期
性动态趋势研究与智能报警。
新型液压举升系统的研发旨在服
役于水平生产井的整个生命周期，针
对单井产能递减过渡期间可能出现的
非线性流、气体干扰、压裂砂或其他
井下碎屑返排等各种影响因素，依托
功能强大的Zedi Access系统，可灵活
快速地调节系统运行参数，实现产能
优化。总而言之，新款智能人工举升
系统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产量提高与最
佳效率并举，在单井整个生命周期内
尽量减少停机时间。
数 字 化 油田虽然已 有多 年发 展
历史，多数研究聚焦于钻完井技术，
针对采油过程的系统性技 术略有欠
缺 。但 在 实 际 生 产中，油 气 开 采 过
程中所产生的 I LT 和 相 应 费用却 大
大 提高了油气生产的时间和资金成
本。从勘探到开发，每一个阶段都需
要尽可能的压 缩成 本，同时保证 生
产顺利 进 行。这 不仅是 当下油气行
业 急需解 决 的问题，也是 未来发 展
的一个必然趋势。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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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P耐砂泵：寿命延长
超四倍
威德福公司针对油井出砂问题，推出了目前唯一一种往复杆式举升
泵—STP耐砂泵。现场应用效果证明，STP可提高平均时长450%，大
大降低了修井成本，优化了含砂油井生产工艺。

来自 | Weatherford
编译 | 朱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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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油田的不断开发，地层能量
不断降低，油井套变、出砂等矛盾日
渐突出。油井出砂不可避免地加速了
杆泵的磨损速度，是油田开发急需解
决的难题之一。
高速的砂粒地层出砂进入井筒，
造成油井砂埋、砂堵卡泵以及泵损坏
等导致油井停产。出砂有害固体颗粒
进 入 泵筒或 泵 塞 接 触面，破 坏泵筒
和泵塞，降低泵效最终导致停泵。研
究油井耐砂工具设备，对降低停产井
次、挖掘出砂井生产潜力，发挥油田
开发中后期工艺技术的有力支撑作用
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油井出砂问题，国内外各油
服公司纷纷使出浑身解数，以最大程

题，推出了目前唯一一种往复杆式举
升泵—STP耐砂泵。油田的现场应用
效果证明，STP平均可提高运行时长
450%。在防砂的基础上，STP在生产
过程中同时保持泵 塞和泵筒接触面
不受固体颗粒的磨损。
STP耐砂泵在出砂、杆式抽油井
应用中具有良好的经济可行性。通过
阻止砂粒磨损运动部件，STP耐砂泵
可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并降低修井
频率以及相关的资金成本、停产时间
和产量损失，适用于大多数符合API
标准尺寸的泵，且在不同的操作条件
下对泵的性能不产生负面影响。
ST P可使砂粒向上移动，远离泵
筒 和泵 塞泵接 触面，从而减 少砂 粒
引发的磨损。wiper assembly和ﬁlter
coupling是保证STP有效性和可靠性
的两个关键组件，在同类产品中，具
有最强的减少出砂磨损能力。
wiper assembly
刮片簇在其外部建立一种屏障，
不断擦拭泵筒内表面，含砂粒流体进
入时便将固体颗粒阻挡在外，远离泵
筒 和泵 塞 接 触面。有几 种不同类 型
的wiper assembly配置及材料可供组
合，以达到适应不同的井下环境的目
的。因为刮片也同时阻挡了含砂流体
进入泵塞和泵筒之间，这一关键区域
就不再由泵上方的流体来负责润滑。
介于此，我们还需要ﬁlter coupling来
清洁产出液以润滑这一区域。
度减 小出砂 造 成的作业 损失。英国
Permasense公司采用成熟的超声波技
术，具有强大的数据收集能力，实时
监测设备性能；同时具有预警系统，
可根据收集数据所得图标，分辨出发
生腐蚀的部位，从而对作业程序进行
相应调整。
国内安 东 石油针对 油 井出砂问
题，研发了一系列防砂筛管，包括高效
冲缝筛管（PPS）、复合筛管（PMC）
以及预填充筛管（PPK）等，在国内外
均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
目 前，防 砂 技 术 层 出 不 穷，技
术 特 点 也 各 有 不 同 。而 就 工 具 腐
蚀 方 面 ，也 一 直 有 新 技 术 运 应 而
生。Weat her ford公司就针对这一问

filter coupling
ﬁlter
coupling使产出液体流经
均衡端后再进 入 泵 塞 和泵筒接 触
面，提供了泵塞上下运动所必要的润
滑。ﬁlter coupling内部有层筛网，防止
破坏性砂粒与液体一起进入均衡端。
因为滤渣器与泵塞是连轴一起移动
的，在下冲程期间进入的液体可以起
到冲刷作用，利用液体的冲刷来清理
滤渣器，使砂粒悬浮于产出液中。随
后，通过中心泵将携砂液运至地表。
技术特点
1.杆式泵将砂 粒向上搬 运，远离
泵 塞 和泵筒接 触面，提高泵 运 行时

间，降低修井频率以及相关的成本、
停产时间和产量损失；
2.刮片簇在其外部建 立了一种屏
障，通过不断的擦拭桶的内表面，含
砂粒流体进入时便将固体颗粒阻挡
在外，远离了泵筒和泵塞接触面；
3.连 轴滤渣器使产出液体流经均
衡端再进入泵筒和泵塞，提供了泵活
塞上下运动所必要的润滑；
4.该工具无需调整或适配器，即可
直接取代现有的抽油杆泵；
5.ﬁlter coupling有一个内部的滤
网，且随着泵塞一同运动，滤渣器在
下冲程时可利用进入液体的冲刷作用
清理砂粒。
应用案例
实况挑战
Weatherford与开发商合作，深入
调查研究，判别井存在的问题。调研
的56口井中，使用传统泵的井在不到
365天内就因出砂而产生了重大损坏。
根据开发商需求，Weatherford在该
56口井中安装STP耐砂泵，旨在减小出
砂造成的损害，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应用效果
1.2013到2014年间，STPs陆续安
装进这56口井内；
2.截至2015年6月15日，STP最长
的运行时间纪录为584天，而该井使
用常规泵的运行时长平均仅174天；
3.56口井的泵使用寿命比之前平
均增加了450%。显著的节约了成本，
降低了因出砂受损故障造成的设备更
换费用。
STP通过其独有的wiper assembly和ﬁlter coupling两个关键组件，使
砂粒远离泵筒和泵塞接触面，成功地
起到了防砂作用，大大减小了砂粒引
起的磨损。
目前的油气市场上，针对油井出砂
问题的新技术不胜枚举。在后续的油
气行业发展中，防砂技术将依然是热
点，类似STP耐砂泵的设备也将不断更
新。新技术实际的应用价值高低，还要
依托于应用性和经济性。在当今油价
低迷时期，会有更多经济实用型技术不
断出新，油气行业也将改变原有模式，
逐渐融于这个高效的时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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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o水下安全系统：
水下作业安全无忧

水下安全系统是深水风险控制的关键设备，必要时可快速断开测试管
柱、封堵井下管柱内高压油气，保护人员和设备安全。因此，本期向
诸位介绍国际上较为先进的Expro水下安全系统。

来自 | Expro
编译 | 白小明

深水是指300m~1500m，超深水是
指水深超过1500m，但并不是固定的概
念，它仅代表当今世界对开发海上油田
的能力和水平，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人
类的石油活动将走向更深的海洋。
世界海洋石油快速发展，为寻找新
的油气资源，各国的油公司纷纷进入深
水及超深水领域。
经过100多年的石油和天然气勘
探，近海或浅海油气资源逐渐减少，产
量日益降低，因此需要先进的深水、超
深水钻探开发技术，勘探出新的油气田
予以弥补。
深水油气藏油气资源丰富，在全球
油气储备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为了
安全高效开发深水、超深水油气资源，
全世界的油气公司正不断面临层出不穷
的挑战。其中，水下座放管柱对于保证
海底作业（水深在0-15,000英尺）的安全
性、高效性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Expro的水下安全系
统已服务于全球50多个深水油气开发
商，已成功完成1500多次完井和2000
多次勘探作业。Expro座放管柱总成
（ELSA）和水下控制系统（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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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降低海底完井、修井、勘探和评
价作业的风险，在紧急情况下保证深水
油井的安全。
从隔水管内部到隔水管外部水域，
从浅水到深水，Expro公司都可提供高
效、可靠的水下方案。提供的服务能够
满足客户的各种特殊项目需求，而且符
合最新的行业标准。
座放管柱总成和深水油井控制系统
Expro所有的座放管柱总成都是在
25年前研发的勘探和评价（E&A）系
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公司的座
放管柱总成可用于标准3”、最大5”，高
压、深水钻杆测试（DST）以及电潜泵
（ESP）勘探和评价作业。
在水深10,000ft的半潜式平台或钻
井船上作业时，为保证DST安全顺利进
行，要将DST管柱下入隔水管内部。必要
时，DST管柱能够迅速关井并断开与井
筒的连接。
海底测试树（SSTT）通过两个球阀
控制井内压力，因此形成了一个双重安
全保障屏障。此外，SSTT还有一个安全
装置，这个装置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切断

外部与井筒的连接。紧急情况下，操作
这些阀门可以切断连续油管和电缆，同
时还能保持井筒的密封完整性。球阀关
井的机理是：一个球切断连续油管和电
缆，为另一个球阀争取充分的时间，另
一个球阀密封井筒。测试树球阀支撑上
部的压力，因此，管柱和闩锁密封还可
以进行压力测试。根据实际情况，闩锁
密封可以解锁或重新锁住管柱。测试树
的总长较短，因此可以同时关闭两套测
试树下的防喷器（BOP）闸板和一套测
试树上的防喷器剪切闸板。
还有一套备用断开系统可以在主管
柱失效的情况下隔离井筒。
防喷阀防喷性能得到了强化，放置
在钻台下面，能够保证电缆或连续油管

设备安全作业。这种球阀具有双向密封
性，球阀上部可以进行压力测试，下部
可以控制井内压力。球阀内部有一个特
殊的泵，在这个泵的支持下，防喷阀可
以进行压井作业。
承流阀在BOP剪切闸板的正上方，
紧急断开井内连接时可以封隔座放管
柱内部，并将承流阀和SSTT之间的圈闭
压力泄向隔水管。在一系列机械和液压
联动装置作用下闩锁控制管线控制承
流阀作业。座放管柱泄压后，承流阀将
隔水管内流体导入井筒，驱出管柱内油
气。根据不同的作业情况，有失效-关闭
和失效-打开两个选项可选。
卧式测试树方案

ELSA HD（复杂环境、深水）
ElSA HD能够在强腐蚀性和深水环
境中完成卧式或立式海底采油树的完
井和油井干预作业，且安全性和可靠性
极高。ElSA HD中有全套的阀总成。防喷
阀、承流阀和海底测试树可在恶劣环境
下通过压力控制完井、修井或油井干预
作业，并在紧急情况下实现断开功能。
ELSA DH（直接液压）
Expro公司的座放管柱总成主要用
于直接液控完井和油井干预作业，当卧
式生产树和传统水下生产树配合使用
时，ELSA DH可与所有单管完井装备
兼容。ELSA DH引入了控制端口，能够
监控油管悬挂器座放工具、井下安全阀
（SCSSV）及化学注入滑套等其他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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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此外，这套设备也可以下入电缆来
监控井下仪表或电潜泵。
ELSA HP（高压）
ELSA HP系列产品的研发建立在
已大获成功的ELSA HD系列产品设计
的基础上，主要用于高压卧式完井和油
井干预服务。系统设计压力高达15000
psi（103.4MPa），温度达250degF（121℃）
，作业水深达10,000ft（2048m）。开发复
杂油田时，ELSA HP能够提供安全可靠
的服务。
ELSA LBEH（大内径）
ELSA LBEH座放管柱总成可用于
电液控制完井和油井干预作业。与卧式
或常规水下生成树配合使用时，ELSA
LBEH可与各种单管完井作业装备兼
容。ELSA LBEH也引入了控制端口，同
样可以监控油管悬挂器座放工具以及井
下安全阀（SCSSV）及化学注入滑套等
其他井下工具，也可以下入电缆监控井
下仪表或电潜泵。

116 www.oilsns.com 2016.11

特点
1.具有切断功能；
2.球阀关闭操作相互独立；
3.有备用方案；
4.可实现多种井下功能；
5.操作迅速便捷。

优点

ELSA CLV（带切割防喷阀）
如果需要切割连续油管和/或电缆，
要在传统Expro防喷阀基础上增加切割
防喷阀。这就需要在生产管柱内增加过
油管工具（即连续油管和电缆），而且过
油管工具的长度要大于传统井架上的
防喷盒总成，这主要是为了方便下入电
缆工具串后对地面设备和防喷盒进行
试压。ELSA CLV可以隔离地面设备和
生产流体，也可以在井筒和BOP组和/或
海上隔水管之间形成压力密封。

1.随时可进行井筒隔离；
2.有压井能力；
3.一个球阀能够切断连续油管或电缆，
另一个球阀可以进行井筒密封；
4.快速实现井筒隔离和解锁；
5.拥有备用的解锁系统；
6.可选择永久监控电缆、SSSV控制管
线或化学注入管线在水下测试树处的
切断点。

立式测试树方案
ELSA OW（开放水域）
在没有隔水管的情况下，当使用油
管或钻杆下入水下生产树或油井干预系
统时，需要安装开放水域阀（Open water
valve）。该阀安装在生产树或油井干预
系统的送入工具和钻台之间，主要用于
安全下入或回收油井干预工具。该阀能
够在整个油井生命周期为油井提供安

全保障，也能在紧急情况下切断连续油
管和/或电缆。
ELSA DB（双管）
ELSA DB要与ELSA HD承流阀
和防喷阀配合才能使用。海底测试树
（SSTT）作为座放管柱重要组成部
分，主要进行油井测试或油井干预作
业。ELSA DB是一套配合立式采油树系
统使用的特殊座放管柱系统。下入立式
采油树之前，这种新型“mono-bore”设
计的座放管柱系统可以进行油井清理
和完井作业。根据需要，ELSA DB配合
定位滑套能够准确将油管悬挂器送入
井口。
不返排式ELSA
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不返排式
ELSA座放管柱可以配合单管或双管
生产树使用。该ELSA系统内部有一个
通孔，不反排时可以用来实现过孔作业
（through bore operation），满足行业对
BOP组的要求。ELSA不返排式座放管
柱系统，可以操作油管悬挂器座放工具
并实现其他井下功能，根据客户要求也
可以提供电缆控制服务。
ELSA BS（井筒选择器）
配合双管生产树，井筒选择器可以
在单隔水管内部署双管完井系统。井筒
选择器一般下在紧急断开装置与隔水管
应力短节的承流阀之间。该系统灵活性
很强，可与修井控制系统兼容，能够简化
设备和操作程序，具有经济性优势。
EXPRESS控制系统
油井测试、评价、完井和干预作业
期间，Expro的Express系统可以控制座
放管柱和测试管柱性能。电液控制缩短
了响应时间，实现了数据的“实时”反
馈，缩小了深水设备的尺寸，必要时能够
断开与移动钻井装置的连接。
EXPRESS将电控作为主要的控制
方法，大幅缩短了响应时间，解决了传
统液压系统响应受水深限制的问题。该
系统15秒内能够实现关井、封井和断开
功能，完全满足了当前业界对断开时间

的要求。
EXPRESS可用于3”到7”的座放管
柱，能够液压控制水下座放管柱和完井
设备，可实现全部的控制功能。
BP公司31区块案例研究
安哥拉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最大的
石油生产国，2008年就加入了石油出口国
组织（OPEC）。31PVSM区块位于安哥拉
超深水域，拥有Platao、Saturno、
Venus和
Marta四个油田。
早在2009年Expro就在这里开展业
务，当时主要业务是为传统采油树提供
电动液控完井座放管柱技术。当时这项
创新性技术有效地帮助作业者进行了
各项完井安装工作，安全性、可靠性极
高。2012年，Expro在原有服务的基础上
增加了座放管柱设备和人员辅助服务。
PSVM项目中，Expro公司的先进
技术在现场应用良好，取得了良好的业
绩，因此，Expro成为了BP公司PSVM项
目的首选供应商。同时，Expro也在BP公
司18区块项目中取得了应用业绩。
Expro水下安全系统可以安全部署
控制座放采油树的工具，通过液压和电
控实现井下功能，也可以在不使用BOP
的情况下可控地实施海底油井作业。
使用Expro公司的ELSA双管座放管
柱有许多优点，其中一项就是仍然可以
使用单管座放管柱安装立式采油树。
鉴于之前优良的完井效果，BP在2012
年扩大与Expro在PSVM二期项目的合作。
增加了部分是设备，其中包括两个ELSA
双管座放管柱总成、两套EXPRESS控制
系统和一套甲板控制设备。
井控作业期间，Expro水下安全系统
可以从井口或采油树处紧急切断隔水管
系统。EXPRESS控制系统的使用，极大
地缩短了断开时间，且断开时间与井深
无关。
水下测试树采用双球阀设计，必要
时，可有效封隔井筒，切断连续油管和
电缆。此外，断开期间，承流阀可以将隔
水管内的流体封存起来。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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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鲜出炉
能源行业女高管薪资几何？
近期，休斯顿咨询公司Longnecker&Associates公布了最新的高管薪资排行榜。不出所料，绝大多数上榜
的高管都与油气、能源行业有关，且女性占比极小。那么在油气行业中，女性的发展究竟如何？

作者 | Fernando Ramirez
编译 | 徐文凤

安永国际会计事务所表示，在美国
仅有5%的全球顶级公用事业有女性董
事会成员。据NES全球人才调查结果显
示，45%的女性职员认为，在工作中，她
们的影响力较低，并没有得到和男性职
员一样的认可。
但事情正慢慢发生变化，每年都有
更多的女高管出现在薪资排行榜上。GE
Oil & Gas Measurement & Control全球供
应链副总裁Julie De Wane对财富杂志透
露，油企中许多石油工程师即将退休，未
来填补职位空缺的职员中，女性比例将
会节节攀高。
科威特能源首席执行官、创始人之
一—Sara Akbar在一次油气会议上讨论了
女性职员的重要性。她表示，油气行业中
女性任职受阻事件不胜枚举，这仍是一
个全球性问题，需要所有企业尽力解决。
虽然，油气行业中性别壁垒仍然存
在，但近年来，这一情况已悄然发生改
变。
下面，让我们一起看下能源行业中薪
酬最高的几位女性高管吧!（总薪酬为基
本工资、股票、期权、分红等收入总额）
Kimberly A. Dang
北美第四大能源公司Kinder
Morgan Inc.的副总裁兼CFO——Kimberly A.
Dang，于2002年7月当选为Kinder Morgan
Inc.投资者关系副总裁。从2007年5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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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Kimberly担任Kinder Morgan
公司CFO，并在Kinder Morgan改制后继
续担任公司副总裁及CFO。自2001年加入
Kinder Morgan起，她便在该公司担任多
种管理职务。目前，Dang女士的基本工资
为$319,231，总薪酬为$10,429,539。
Sylvia J. Kerrigan
Sylvia J. Kerrigan在Marathon Oil Corporation担任执行副总裁、总法律顾问兼
秘书，基本工资为$575,000，总薪酬达
$5,594,177。Marathon Oil Corporation成立
于1887年，当时正值美国石油工业中心由
Pennsylvania油田西移的时期，历经多年
发展，Marathon Oil Corporation目前是全
美第三大管道公司。
Stephanie C. Hildebrandt
Enterprise Products Partners L.P.的前
高级副总裁、总法律顾问兼秘书——
Stephanie C. Hildebrandt，于2006年担任
该公司副总裁和助理法律顾问。2011年9
月，Stephanie在EPGP公司担任高级副总
裁、首席法务官和秘书，2010年11月她被
任命为高级副总裁和法律总顾问，直至
Enterprise GP公司和Holdings 公司完成合
并。Stephanie的基本工资为$382,875，总
薪酬为$5,756,200。

Paula A. Johnson
Phillips 66是康菲旗下知名的勘探
公司，Paula A. Johnson自2006年起便
担任该公司诉讼与索赔管理法律顾问
一职。2010年，Paula担任ConocoPhillips的副法律总顾问及首席合规官，并
于2012年4月担任该公司的高级法律
副总裁、法律总顾问、企业秘书。2013
年5月，Paula成为Phillips 66的法律执
行副总裁、法律总顾问、企业秘书。目
前，Paula基本工资为$640,512，总薪酬
达$4,598,977。

Texaco、Statoil、Amoco担任过多个勘
探和开发职位。

Susan M. Cunningham
Susan M. Cunningham任职于美
国著名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公司Noble
Energy Inc.，基本工资为$502,817，总
薪酬为$4,447,067。2001年4月，Susan
当 选为 该公司 高级 副总 裁，目前负
责墨西哥湾和西非以及Frontier
Ventures的业务。2013年4月，Susan担任
该公司勘探和地球科学高级副总裁。
在加入Noble Energy Inc.前，她曾在

Catherine Callaway
Catherine
Callaway于2011年9月担
任Dynegy Inc.执行副总裁、总法律顾问
兼CCO。Catherine负责管理所有法律事
务，包括支持Dynegy公司的运营、商业
和企业领域法律服务等。在加盟Dynegy前，Catherine曾担任NRG Gulf Coast
和Reliant
Energy的法律总顾问，并在
Calpine、Coastal和Chevron担任多个重要
的法律职位。目前，Catherine的基本工资

Jamie L. Vazquez
W&T Offshore Inc.的总裁Jamie L.
Vazquez于1998年加入该公司，担任土地
部经理一职。2003年，Jamie被任命为土地
部副总裁，并于2008年9月担任该公司总
裁。加入该公司前，她曾在CNG Producing
Company工作了17年，最后任至墨西哥湾
土地和业务发展经理。目前，Jamie基本工
资为$600,000，总薪酬为$3,370,888。

为$491,923，总薪酬为$2,130,993。
Monica M. Gaudiosi
Monica M. Gaudios在Ameri Gas Propane Inc.和UGI Utilities Inc.担任副总裁兼
秘书，目前的基本薪资为$460,385，总薪
酬为$1,125,729。加入UGI之前, Monica曾
于2005年在General Electric Capital Corporation担任各种职位，并于2007年担任
Southern Union Company高级副总裁兼总
法律顾问。
Maryann T. Mannen
Maryann T. Mannen在能源公司
FMC Technologies Inc.担任执行副主席兼
CFO。Maryann基本工资为$559,706，总薪
酬为$6,029,960。
虽然绝大多数女性收入仍不及男
性，但近几年，女性收入水平却呈现不断
增长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行业
领导层的一员。无论她们的今后薪资水
平达到何种高度，她们所传递的知识和
视野都是无价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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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受全球油气巨头青睐
这地区有何与众不同
根据多家油气公司的数据显示，纽芬兰近海地区蕴含着大量油气资
源，之前就有挪威国油、哈斯基、雪佛龙、埃克森美孚等获得许可
在此从事油气勘探与生产作业。近期Nexen、BP和壳牌也参与进
来，欲分一杯羹，该区块有何独特之处？三大油企有何计划？
作者 | Tina Olivero
编译 | 白小明

2015年11月，在最新一轮加拿大纽芬
兰近海地区Flemish Pass盆地的勘探开发
许可权竞标中，有三家石油公司也加入
进来，参与分享这块可为其带来巨大收
益的大蛋糕，他们分别是BG集团（现为
壳牌）、BP和Nexen，并在此均取得了重
要的权益份额。
近期这轮纽芬兰和拉布拉多地区
的许可权拍卖，总资金投入额可谓创下
了记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油气
公司共获得了7个地块的勘探权，并承
诺来年投入至少12亿美金。值得一提的
是，Flemish Pass盆地的竞标创下了史上
单轮竞标额最高的记录。
恰逢油价低迷期，这对纽芬兰近海
油气探勘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右图为2015年11月Flemish Pass 盆
地许可权竞拍结果，BG国际公司即为
目前的壳牌公司。加拿大纽芬兰近海
地区，早期主要由挪威国油（Statoil）、
埃克森美孚等公司进行勘探开发，随
着在该地区不断取得重大发现，引来
其他一些石油巨头的关注，在此轮招
标中，BG国际（现壳牌）、BP、Nexen
也参与进行，其中Nexen更是斥资6亿
多美元，独自拿到一块面积约为16万
公顷的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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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参与招标有何深意
众所周知，能源需求在持续增加，
作为油气公司有义务在全球各地勘探开
发新区块。当然，可能由于油价下跌等原
因，一些项目会暂缓或中断，但大形势仍
将促使石油巨头们持续开展勘探活动，
生产更多的石油来满足世界能源需求。
全球经济增长直接驱动着能源需求
的增长，而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能源需求
增长最快的市场，加拿大应该将焦点放
在服务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上。
就全球能源形势来看，对石油、天然
气、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将持续增加，对
煤炭的需求将减少。石油和天然气仍旧
是主导能源，特别是对一些发展中国家
和新兴经济体而言。有预测显示，未来20
年小汽车数量将翻倍，这将成为发展中
国家对能源需求的主推动力。
BP推出了一份《2035全球能源展望
报告》，清楚地展示了世界能源需求和能
源区块分布、发展中国家的能源经济等
信息。报告指出，化石燃料仍是驱动全球
经济发展的主要能源，目前估计可满足
60%的能源需求。到2035年，化石燃料所
占能源供给份额预计将达到80%；可再
生能源提供发电量预计将翻四倍，市场
份额可达三分之一。

下一个“北海”
当前油气行业所面临的问题，不是
油气公司是否愿意进行石油的勘探开
发，而是他们选择在哪里进行勘探和生
产。纽芬兰岛和拉布拉多近海，以及北极
地区目前仍为未勘探地区，从全球的角
度来说，虽然已知大西洋和北极的深水
地区蕴含大量资源，但这些区域仍处于
开发的早期阶段。
纽芬兰Nalcor能源公司的地震数据
显示，该地区蕴含巨大的潜在资源量。
这引来诸多石油公司参与竞标，以期未
来获得巨额回报。石油巨头如埃克森美

孚、雪佛龙、哈斯基、挪威国油和其他
财团早就知道该地区拥有巨大的潜在
资源量，并已成功开发了Hibernia、Terra
Nova和White Rose等油田，
下步计划将
是Hebron 项目。
正因为可能存在巨大新发现、且有
比较确定的地震数据显示，以及创纪
录的勘探权拍卖价格，该区域被誉为“
下一个北海”，吸引了全球约40家有能
力从事深水勘探开发的油公司参与进
来。一般而言，深水油气井是指水深超
过500米的井，而纽芬兰近海水深可达
2,500米。

Flemish Pass 地块拍卖结果
地块代号

地块面积和价格

所有权结构

NL 15-01-02

247732 hectares
$43175000

35% Chevron

NL 15-01-05

267403 hectares
$11030633

40% Statoll

NL 15-01-06

262230 hectares
$225158741

34% Statoll

33% Exxon Mobil

33% BP Canada Energy

NL 15-01-07

254321 hectares
$206258741

34% Statoll

33% Exxon Mobil

33% BP Canada Energy

NL 15-01-08

268755 hectares
$35140653

50% Statoll

NL 15-01-09

139477 hectares
$432189945

100% Statoll

NL 15-01-10

163008hectares
$26100000

100% Nexen Energy ULC

35% Statoll
35% Exxon Mobil

30% BG international
25% BG international

50% BP Canada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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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新进油企有何规划
三家刚开始在纽芬兰近海地区从事
勘探作业的公司：BG集团（即目前的壳
牌）、BP和Nexen，均为世界级大石油公
司，他们的员工数量、总营收、利润和能
源项目均位于世界前列。
BG集团 & 壳牌集团
2016年1月15日，壳牌全资收购了BG
集团。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成立于1907年，
现任CEO为Ben van Beurden。壳牌认为公
司成功的战略是强化在油气领域的领导
地位，并以满足全球能源需求为己任，公
司在开展业务时非常重视安全、环保以
及社会责任。
作为全球十大油气公司之一，壳牌
拥有94,000名员工，其业务遍及全球70多
个国家，权益涉及24座炼厂，原油日产量
约为310万桶油当量，LNG年销量为2400
万吨，2014年一年的总营收为4211亿美
元，保留收益高达147亿美元。除此之外，
壳牌还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活动，净资本
投入约239亿美元，研发投入12亿美元，
对低收入国家支出140亿美元，还将1600
亿美元用于全球自愿社会投资。
英国石油（BP）
BP由William Knox D’Arcy于19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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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创立，创立的契机是在现在的伊朗发
现了石油。BP最初的名字为Anglo-Persian石油公司，通过兼并John D. Rockefeller的石油帝国而成为全球能源大鳄。
就市值而言，根据溢油事件以后的市值
统计，BP目前是全球第4大非国有石油
公司，位于壳牌、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
之后。BP在全球约有84,500名员工，在
80个国家开展业务，日产量为320万桶，
总营收为3598亿美元。作为世界级石油
巨头，这家能源大鳄不仅在油气资源开
发上取得了进展，也致力于可再生能源
的开发利用。
BP现任CEO Bob Dudley已经售卖了
超过500亿美元的资产，以偿还2010年美
国墨西哥湾漏油赔款。据称，Bob Dudley
不得不缩减BP的规模以保全公司。从长
远角度考虑，公司规划了到2035年的发
展蓝图，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定
位。据悉，未来BP的全球扩张版图包括
在阿尔伯塔及新斯科舍开展业务。
NEXEN – 中海油（CNOOC）
Nexen是中国国有企业中海油的全资
子公司，主要开展油气上游业务，业务遍
及英国北海、西非近海、美国和加拿大西
部。该公司主要有三大业务板块：非常规

油气、油砂和页岩油气。
目前，Nexen有20个在建项目，还有
4个新项目上马。年内，Nexen计划共钻
约115口勘探井，获取约1万公里的二维
（2D）地震数据，和1.4万平方公里的三维
（3D）地震数据，纽芬兰和拉布拉多地
区均在计划之列。公司2016年的资本支
出计划不超过600亿人民币，其中，用于
勘探、开发和生产的资本支出分别占19%
、64%和13%。2016年，Nexen的目标净产
量为4.70-4.85亿桶油当量（BOE），其中
中国国内和国外的产量分别占66%和34%
。2017年和2018年的目标产量分别为4.84
亿和5.02亿桶油当量。
公司CFO钟华称，为了应对低油价带
来的挑战，公司将保持谨慎的财务政策，
进一步加强成本控制以稳步推进总体业
务的开展，包括勘探、开发和生产业务。
三大公司参与纽芬兰地块的招标，
一方面展现了大型油企独特的眼界和眼
光，另一方面体现出勘探开发对于油企
的重要地位。储量是石油公司的发展之
基，即使油价低迷、行业发展困难，对于
存在巨大潜在储量的优质油田，石油公
司也不会错过。未来，这种没有硝烟的
发现之战将会继续……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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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秘 | 全球恐怖组织ISIS与石油
那些事
ISIS不断制造各种恐怖袭击，全世界闻其色变。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恐怖组织，控制
着大量油田以获得收入。那么ISIS是通过什么手段管理油田？面对联合军事打击，ISIS的油田又受到了什
么影响呢？我们今天就就来聊聊ISIS与石油的那些事儿。

来自 | Matthew M. Reed
编译 | 白小明

ISIS不止是一个极端恐怖组织，它也
是一家控制着大量油田资源和炼化厂的
石油公司。2014年9月24日，美国及其盟友
对盘踞在叙利亚境内的ISIS发动了13次
空袭，目标直指被ISIS所占领的12座炼油
厂。整个空袭行动共出动了约4100架次飞
机，其中包括侦察飞行、加油与轰炸等。
今年9月24日，正好是对ISIS实施军事打
击的两周年节点。
ISIS如何制定油价
我们普遍认为，由于ISIS垄断了本地
市场，ISIS的油价只跟当地消费者支付的
燃油价格有关，与国际市场无关。但时至
今日，这样的观点开始有点站不住脚了。
ISIS油价和国际油价似乎在同一时
期一前一后双双下跌。2014年11月，ISIS
高品质油价格为50-70美元/桶，而当时，
国际油价风向标——布伦特原油均价
为80美元/桶；去年，布伦特均价为50
美元/桶，但12月跌至35美元/桶。根据《
金融时报》按逐个油田统计获得的数
据，ISIS去年的油价范围也跌至25-45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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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桶。2015年，ISIS的产量似乎有所回
弹，因其产量基本都被本地市场消化，
所以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当地油
价。但可以确定的是，相比前年，去年ISIS
从石油中获得的收益减少了。
除了油价，燃油成本是最令ISIS头疼
的事。相对石油开采，ISIS对炼厂的控制
要弱一些。有时由于供应短缺，燃油价格
会上涨4倍。据去年5月打击该组织头目
Abu Sayyaf时获得的情报显示，ISIS高官
们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必须保证不
会出现入不敷出的窘况（即要保证出售原
油获得的收入，大于他们购买汽油等燃油
的支出）。但目前，在ISIS控制区，原油价
格与燃油价格的关系如何还不得而知。报
道称，ISIS确信能够获得收益，并开始囤
积货物以便将来高价卖出。
ISIS如何管理油田运营
我们一般认为，ISIS依靠本地骨干成
员管理油田运营，因为他们有丰富的行业
经验，而且是ISIS真正的追随者。但有证
据表明，ISIS更像是与当地甚至是区域外

的公司，建立了合资企业，共同进行油田
运营。为了保证运营安全，促进成品油的
销售，ISIS“收购了”叙利亚境内一些从未
运行过的模块化炼厂。ISIS提供原油，并从
中获得一部分成品及零售利润。
其他一些与油气相关的行业，如天
然气发电厂的生产运营，更像是由合资
公司在操作，有时也会雇用一些外国人，
但其工资不由ISIS支付。根据《金融时
报》的调查，ISIS控制下的天然气厂工作
人员，其工资以及工厂的运行费用，由叙
利亚政府和一些私企负责支付，而发电
所用的天然气则由ISIS提供。据悉，90%
的叙利亚发电量来自于天然气发电厂。
目前，ISIS控制着占领区内的油气行
业，他们在设施周边巡逻、管理员工，确
保ISIS利益不受损失。值得一提的是，虽
然ISIS有工程师和经理，但其并不控制所
有的生产运营。
Tidal Wave II行动进展如何？
2015年10月21日，美国及其盟友发动
了打击ISIS的Tidal Wave II联合军事行

动，旨在打击ISIS控制区的原油运输、炼
化、成品油销售设施及其他基础设施。
该行动打击的目标包括运输原油的卡
车，这些卡车由中间商管理，之前并不包
含在打击名单内。
从今年的打击效果来看，仅依据前9
个月的数据，可以判断2016年似乎是ISIS
石油最糟糕的一年。Tidal Wave II行动虽
然已经持续了一年，但它却是个半永久
性行动：只要ISIS还控制这石油，行动就
不会停歇。据悉，今年夏天，美国及其盟
友又加大了行动的力度。
据截获的Abu Sayyaf资料显示，按
5.5万桶/天的产量计算，2014年至2015年
初，ISIS每月卖油可获得4000-5000万美
元的收入。今年7月，一名美国国防部的
联合发言人曾告诉媒体，在Tidal Wave II
行动前，ISIS每月收入有3000万美元，而
2016年中，预测收入已跌去一半，仅有
1500万美元。
就产量而言，我们无法猜测ISIS具体
生产了多少石油。因为处于战争状态，日
产量变化很大。另外，关于产量，美国政
府内部的争论也一直没有答案，一些部

ISIS石油资产联合打击
所有数据来自2016年9月21日，defense.gov公布的最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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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并不赞同美国国防部的观点。即便如
此，上图也表明其乐观态度不无道理。
没有石油，ISIS能撑多久？
ISIS占领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许
多优质油田，疯狂掠夺石油资源，石油曾
一度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但随着国际
油价的下跌，以及美国对其发动的军事
打击行动，对ISIS获取石油利润造成了双
重严重打击。

尽管如此，该恐怖组织仍然还在正
常运作，这说明他们还有其他可靠的收
入来源。据悉，ISIS对其控制区内的各种
交易征收大量的税费，该组织向其“市
民”拥有的所有资产收取2.5%的税；他们
也偷取农民的收成，并把其中一部分再
卖掉赚钱；他们向任何离开或进入ISIS
领地的货物收关税，包括建筑材料、食用
油、牲畜、电器等；该组织也卖战利品，包
括古董、珠宝和平板电视等。
另外，ISIS还持续以多种间接的方式
获得收入。例如，该组织还征收电力税，
而实际上，电是由阿萨德政府提供的。
据报道，作为奖励，ISIS还能从其占领的
合资公司那里获得“保护费”。此外，ISIS
还会以保护基督教工人为由，收取其他
额外的费用。
其实，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开始就
确信，石油收入从来就没有超过ISIS总收
入的一半。虽然目前来看，多国对ISIS控制
区内石油目标的打击不致使其彻底灭亡，
但对其造成的巨大伤害毋庸置疑。至于彻
底切断ISIS的石油财路后，该组织具体能
撑多久，目前谁也说不清楚。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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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 | 这六大政治事件颠覆了
全球油气业
技术创新，能够作为主因颠覆信息、计算机和互联网等行业，而对于全球能源业，除了
技术因素，政治因素也可以影响整个行业，而且其影响力甚至更大。《石油圈》就带大
家了解一下对全球能源格局产生巨大影响的六大政治事件。

作者 | Moisés Naím
编译 | 白小明

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行业正在
被颠覆，代表性的例子包括亚马逊几
乎消灭了所有实体书店、旅行社和报
纸已经“不具备媒介的作用”、U ber
和Airbnb正在颠覆传统的出租车和酒
店业…没有一个行业能够幸免，能源
业也不例外。水力压裂和其他技术不
仅改变了油气贸易形势，也改变了长
期地缘政治格局，颠覆了油气生产方
式。但是，长期以来，大家将关注点过
多地放在了技术性颠覆上，而忽略了
政治因素。而实际上，政治因素一直是
油气市场最具颠覆性的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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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最近对行业影响较大的六大
政治事件，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因素甚至
可以决定能源市场上的赢家和输家。
一、巴黎协定
关于化石燃料消耗与全球变暖之
间的关系虽然一直存疑，但近期终于
将要达成科学共识。这一科学共识也
将促使形成一种政治共识，即如果人
类想要避免较大的气候变化，必须减
少化石燃料的使用。2015年11月，150
个国家在巴黎达成政治共识，将全球
气温上升限制在2℃以内，同时尽力控

制在1.5℃以内，各缔约方承诺制定“
国家自主决定贡献（NDCs）”，这将对
能源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巴黎协定将彻底改变全球100多
年来以煤炭和油气为主的能源消费模
式。同时，全球发起与协定有关的很多
直接行动，包括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可
再生能源的发展，发达国家需向其提供
190亿美元援助的提议；由法国和印度
牵头建立一个由120个国家组成的国际
太阳能联盟，以支持各国的太阳能产业
的发展；比尔盖茨和其他十名投资者组
建了“突破能源联盟”，以引导私人资
本投资清洁能源项目；在巴黎举行的一
次边峰会上，巴黎市长Anne Hidalgo和
前纽约市长Mike Bloomberg主办了“市
长契约”活动，承诺到2020年，全球超
过360个城市将贡献一半以上的世界城
市排放减少量……这些政治决策，都
将使行业产生巨大变化，并加速新能
源相关业务的出现和增长。

段，这意味着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
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属正常现象。
但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放缓可能并不
是暂时的，中国有可能即将进入一个
长期缓慢增长期。
那些对中国经济不太乐观的专家
表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经济
正进行重大的结构性变革。去年，中
国的经济增长率为过去25年来的最低
位，同时伴随着股市的崩盘和货币的
贬值；2016年1月，约有1100亿美元资
产撤出中国，而整个2015年超过6000
亿美元资本外逃；然而，最令人不安的
迹象是国债的迅猛增长，数据表明自
2007年以来，国债增长了三倍。
作为回应，政府强调打算将经济
模式从主要 依 赖出口转变为扩大内
需，从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和发展工
业转向做强做大服务业……这些政治
决策，将深刻改变中国的能源生产和
消费方式。

二、美国取消石油出口禁令
大规模使用水力压裂使美国油气
产量急剧增加，带来能源政策的重大
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可能是2015
年11月，美国解除了1973年制定的原
油出口禁令。这一重大政治决策，是在
美国国内炼油厂页岩油处理能力达到
峰值、原油储量也处于历史高位的情
况下做出的合理举措。这一决策使美
国成为了油气净出口国，使其在全球
油气市场中的角色发生了巨大转变。
这一变化影响的对象之一是欧洲，他
们因此可以减小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
赖。取消石油出口禁令，也使得美国政
府在与其他原油生产国进行谈判时，
有了更强大的地缘政治武器。

四、中东危机
彭博社报告指出，中东地区由于
冲突和制裁，限制了约260万桶/天的
石油产量，这一数字是2000-2010年平
均水平的五倍多。
《IEA 2016年能源
展望》指出，在主要的政治不稳定地
区，包括伊拉克、利比亚、南苏丹和叙
利亚等，过去两年石油减产平均约320
万桶/天。现在的供应平衡基本是通过
伊朗出口量增加来维持，伊朗出口量
自去年以来翻了一番，5月份达到210万
桶/天。伊朗出口增长得益于其在2015
年7月达成了核协议，之后西方国家解
除了对伊朗的制裁。
解除制裁打破了全球石油的供应
格局，致使OPEC出现分裂，其影响力被
削弱，也使普京的主要合作者之一Igor
Sechin认为，OPEC实际上已经不再是
一个统一的组织。伊朗制裁的解除当然
只是政治影响石油业的其中一例。利比
亚、叙利亚、埃及和东地中海这些政局
不稳定而又拥有丰富油气资源的地区未
来都将成为热点。在中东，政治因素对
能源业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技术因素。

三、中国经济放缓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向对全球
能源需求和价格有着巨大影响。中国
的经济衰退意味着这一亚洲强国所有
的进口商品价格将下降，石油也不例
外。有人认为，目前中国较低的经济增
长率可被视为正常经济周期的过渡阶

五、俄罗斯的扩张和制裁
2014年，由于吞并克里米亚，欧盟
和美国对俄罗斯进行了经济制裁。其
中一些制裁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的能源
业，削弱了俄罗斯作为欧洲最重要天
然气供应国的影响力。制裁包括禁止
向俄罗斯出口能源相关设备和技术，
禁止向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提供
钻井、测井和完井等服务。之前许多观
察家预测，支持制裁的国际联盟将迅
速分裂，制裁将土崩瓦解，或者只具有
短暂的影响力，并且效果不大。不过，
这些观察家的预测都没能成 真。反
而，俄罗斯关于吞并克里米亚破坏乌
克兰稳定的决定，将导致其油气工业
发生剧变，并意外促使美国成为欧洲
天然气市场的出口国。
六、委内瑞拉和巴西的内乱
近年，委内瑞拉和巴西的国家石
油公司的发展如履薄冰。委内瑞拉国
有石油公司PDVSA是由于管理不善、
缺乏投资和大规模腐败，而巴西国家
石油公司Petrobras则主要由于腐败丑
闻。Petrobras现在正背负着史上所有
石油公司都未经历过的巨大债务，其
到2020年的5年投资计划削减了25%
，且股票在过去两年里损失了80%的
市值。
再说委内瑞拉，尽管石油储量丰
富，但其原油产量和出口量大幅下降，
使其在全球能源格局中扮演的角色越
来越不重要。就这两国而言，其石油业
的崩盘与技术无关，而都与政治有关。
不可否认，技术创新是各个行业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油气公司的领
导人常常强调，自己的公司比其他任何
行业的公司技术更先进，或至少差不
多。事实上，大型石油公司的研发投入
确实是惊人的，他们也为行业带来了众
多成功的技术创新。但必须强调的是，
很少有其他行业像石油业一样直接受
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也是不争的事
实。在过去，技术可以而且确实也颠覆
了石油行业，但却远远没有政治带来
的影响这么大这么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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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行业颠覆”概念史
德国马克 思主义社会 学家 We rner
Sombart在其1913年的作品《
战争与资本主 义 》中首次 定 义了行
业颠覆的模式。这一概念后来被Jo seph Schumpeter在其1942年的《资
本主 义、社 会主 义 和民 主 》一 书中
加以 提 炼。基于他 对马克 思关于资
本主义自我毁 灭倾向早期主张的理
解，Schumpeter将这一概念称之为“
创造性颠覆”，并称其为“关于资本
主义的一个基本事实”。他称“创造
性颠覆”的最大特点是，它是一个行
业剧变的过程，不断从内部改变经济
结构，不断毁灭旧的经济结构，并不
断创造新结构。
半 个 世 纪 后，哈 佛 商 学 院 教 授
Clayton Christensen在1995年将这一
概念加以延伸，将其描述为“颠覆性创
新”，即新技术和商业策略创造出一种
不同与以往的产品，能够取代之前市
场上十分之一的主要同类产品，有时甚
至完全创造一个全新的市场。IPad便
是后一种现象的典型范例。
Christensen关于“颠覆性创新”的
概念得到了一系列新技术和商业模式
的验证，这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通常
与互联网有关，互联网行业催生了一大
批新公司并迅速成为市场领导者。发明
家、企业家、投资者和分析师很快便痴
迷于寻求的“颠覆性创新”，希望能够
彻底改变各自领域传统业务方式。但同
时因为担心全新的经营模式会对传统
市场造成严重破坏，现有公司变得开始
警惕这些新经营模式的侵入。
虽然一想到“颠覆”这一术语，大
多数人的脑海里会出现与信息技术、
计算技术和互联网有关的技术创新，
但实际上，至少是在能源行业，政治因
素与新技术一样，对行业的影响只多
不少。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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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遭遇撤销 如今它却
成油气业最大“蓝海”
受低油价影响，深水项目曾一度被推迟甚至撤销，但随着油价回
暖，目前深水油气开发项目备受投资者关注。在当前油价维持在50
美元/桶左右的背景下，石油巨头们在深水项目上将如何抉择？

作者 | Dave Forest
编译 | 徐文凤

近期，深水勘探是全球油气行业难
得的一缕亮色。虽然一些超大型深水项
目的实施曾受低油价影响被推迟，但它
们能够带来巨额投资回报的事实不会改
变。目前，全球油气行业都在密切关注这
一领域的发展。
政府鼓励深水项目发展
虽然近几年全球钻井数量大幅减
少，但为提升钻井数量、增加油气收入，
各国政府也会做出相应协调以激励深水
勘探活动，巴西石油法案变革就是典型
例子。多年来，盐下油层项目只有巴西国
有石油公司才能运营，但日前巴西国会投
票决定，该国将允许其他国际企业对巴
西油田进行投资。
石油巨头们正准备利用巴西的这个
转变，他们宣称早已将开发Libra盐下油
层的计划提上日程。
巴西官方报道称，该转变对外商独

资企业影响重大。Petrobras集团CEO Pedro Parente透露，在巴西国会投票变更法
案的同一天，就有国际公司向他问询相
关消息。
开发商紧随其后
不仅各国政府对开放优质资产动
力十足，许多大型勘探开发商也正准备
出售优质油田。
《金融时报》近期报道
表示，雪佛龙正与其他公司进行谈判，
计划以2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其孟加拉
国资产。
孟加拉主要生产天然气，是全球最
大的天燃气市场之一。即使他不是我们
耳熟能详的产油国，但却在油气领域占
据着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孟加拉，我
们也能清楚知道谁是最有潜力的买家，
尤其是在石油巨头们追逐深海开发项目
的时候。
近期，壳牌表示，他们预计今年年

底将在Tanzania开发两口深海钻探井。同
时，北海地区也有新进展，Suncor称，他
们将以2.15亿美元购买OMV集团Rosebank项目30%的股权。
中海油旗下财团也计划将在冰岛
海域进行三维地震勘探，地质学家们
认为，该区域拥有同北海区域同样的
潜力。
埃克森美孚公司发言人也表示，其
麾下的埃克森美孚勘探和生产有限公
司，计划将于今年11月份，在距离利比里
亚海岸大约50英里的利比里亚-13区块钻
取第一口深水勘探井。
BHP也来分一杯羹？
目前，许多综合性能源公司也在考
虑投资深水项目。BHP Billiton就是一个
例子，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近期表示，该
公司准备在深海开发领域进行投资，即
进军墨西哥湾深水油田。BHP六月就曾
表示，墨西哥湾项目是该公司关注的三个

重点海上油气开发项目之一。
报道称，BHP最近建立了一支由50名
专家组成的团队，他们对墨西哥湾深水
地质进行仔细研究，以确定即将进行的
许可竞标报价是否合理。
目前，墨西哥湾项目已经有了回报，
他们在Louisiana Green Canyon Block的
Caicos勘探井发现大量石油。
此项投资与BHP的油气领域战略
（着重关注美国墨西哥湾深水项目）
完美契合，这是BHP进军全新领域的
一大飞跃。
BHP表示，从经济学角度看，深水开
发是油企目前最好的选择。同时，该公司
指出，在油价维持在50美元/桶左右的时
期，提高的资本效率（减少钻机数量，降
低服务成本）能使BHP的开发项目变得
切实可行。
深水项目还带来哪些新进展？
成本结构的转变使深海领域投资重

新复苏，相比之下，页岩勘探开发领域的
前景则不容乐观。如二叠盆地，它的预付
成本较高，维持后续产量也需投入大量
资金，因此，经济可行性较低。
事实上，深海项目的增多也促使深
海钻井活动小幅复苏。Evercore ISI分析
师近期表示，九月份，美国许可的深海钻
井数量环比上涨了50%。
虽然钻井数仅增加六台，但值得注
意的是，美国九月份授权许可的钻井总数
仅为十台。相比之下，浅海井许可数量环
比下降了70%。
总体来看，虽然当下油气复苏较缓
慢、钻井开发依然艰难，但即使处于艰难
时期，深水项目也仍然快速成长为行业
新星。
目前，全球油气企业都在深水领域
蠢蠢欲动，以上信息表明，油气行业需要
留意能源投资者及项目开发者的动向，
关注政府或石油巨头们没有察觉到的商
机，在深水领域寻求新机遇。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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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看来，俄罗斯正在花大力气与伊
朗建立关系，这一形势已经非常明朗。当
然，其主要瞄准的还是伊朗亟待发展的油
气行业。此前，该国因为吞并克里米亚受
到制裁打击，经济环境受到严重影响。
此番与伊朗合作，对于正在积极
寻找新收入途径的俄罗斯能源公司来
说，是不可多得的好机会。但令人吃惊
的是，俄罗斯还准备与中东区内的任
何一家，甚至是伊朗的大敌沙特，进行
能源项目的合作，推进其在中东的利
益扩张。

在经济利益面前，政治立场的对立都要暂时让步。当前俄罗斯加快了
与中东国家的合作步伐，包括伊朗、土耳其，甚至是沙特。其最终目
的仅仅是石油吗，普京的野心到底是什么，一切会如他所愿吗？

没有永远的敌人
八月末有两则与此相关的重要消
息。其中一条报道，俄罗斯造船厂Krasnye Barrikady与伊朗政府达成协议，俄将
制造5台海上钻机，供应给伊朗南部的
Tasdid海洋开发公司使用。此外，这项交
易还涉及到了向伊朗政府输入钻机制造
技术。
第二条消息称，俄罗斯国有核电厂
修建商Rosatom与利雅得签订了一项合
同，参与修建16个核反应堆。整个项目价
值1000亿美元，总预计施工时间20年，并
计划于6年内修建出第一个反应堆投入
使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天然气
工业公司Gazprom的官员曾于8月31日抵
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讨论土耳其的天
然管线项目。该项目并不是新项目，此前
已在进行中，但因土耳其军队击落了俄
罗斯的一架轰炸机而搁浅。现在土耳其
就此事进行了道歉，双方的关系在暂时
疏远后又一起重新回到了国际能源的活
动中。
莫斯科和德黑兰之间的升温主要是
由两国间交叠的政治，及更为重要的经济
利益所推动的。有人认为，考虑到两国的
历史和他们之间明显不平等的关系，这种
利益的交叠只是短暂的，但是无论能够
维持多长的时候，莫斯科和德黑兰之间的
关系都将帮助俄罗斯在中东站得更稳，从
而进一步削弱主要竞争对手的优势。

作者 | Irina Slav
编译 | 周诗雨

只有永远的利益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8月17日报
道，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启用伊朗的空

野心勃勃！普京
想成为中东大主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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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基地展开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这是
2015年俄罗斯开始在叙利亚展开空袭行
动后，第一次将战机部署在“第三国”，
这是不是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俄罗斯在中
东地区逐渐扩大的影响力呢。
这一事件吸引了国际范围的强烈关
注，伊朗的反对者称这是“违宪”的，但
据当地的观察家们称，无论外面的反应
如何，这可能不会是俄最后一次使用伊
朗的基地。
俄罗斯也没有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
子里：其对与利雅得之间的合作也保持着
开放的态度，尽管沙特和伊朗之间敌意重
重；伊朗和土耳其的关系也较为紧张，两
国在叙利亚战争中的立场是相反的，但是
扩大各自在中东能源领域中的影响力才
是最优先的，因此两国都将这些暂时放
在了一边。毕竟在中东，谁掌握了更多的
油气，谁才能够拍板主事，而且这种主导
权还不仅仅局限于中东这一个地区。
一名俄罗斯中东专家这样评论俄罗
斯-伊朗的钻机制造项目：这仅仅是一个
开始，伊朗是新的中东重地，俄必须尽一
切努力来维持与伊朗的长期关系。伊朗
是俄天然的盟国，并不仅仅因为两国都
是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支持者，还因为
两国都想扩张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而
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途径就是利用他们
的油气资源。
而在沙特这边，事情就复杂多了。
俄罗斯与沙特在能源市场上是公开的对
手，特别是在对双方都十分关键的亚洲
市场上。有人会说了，在油气方面伊朗也
是其对手。这也是真的，但是这种竞争关
系并没有全面体现出来。而且如果两国
之间的同盟确实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的战
略，并决定在石油市场和区域政治中一
起行动的话，这种竞争关系或许根本就
不会出现。
当叙利亚的战火平息下来后，中东的
局势可能会呈现出新的势力平衡，并明显
倾向于俄罗斯。当然同样，如果像一名以
色列学者所说的那样，伊斯兰国家可以
很好地控制伊朗，那么俄也许就得不到
那么多的支持了。
可见，普京的最终目的当然不仅仅是
扩大自己在中东能源领域的影响力，毕竟
增加经济利益和政治筹码都很重要。o

数字技术3大应用
助推油企降本增效
减产、裁员、延迟项目……各大油企通过这些方式来降本增效，
但是这些真的增效了吗？随着新型数字技术的发展，
思考如何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油气行业才是增效的关键。

作者 | Harsh Choudhry etal.
编译 | 曾旭洋

在过去几年里，油气行业可谓是经
历了大风大浪：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钻机
数持续增长，大型资本支出项目络绎不
绝，投资资金源源不断；但在2014和2015
年，油价急剧下跌，数月之内，这些石油
公司之前预计能够红红火火的项目不是
延迟就是取消。
最近油价的反弹使人们对未来稍显
乐观，同时石油企业也通过减少用工人
数、推迟项目、减少支出来控制成本。但
是，从长远来看，油价的走向还是不太明
朗，所以是时候探索更多有效的战略来
提高效率了。
新技术的应用往往能大大地实现降
本增效——这对全球的油气行业来说
尤为重要。近年来，技术进步成绩斐然，
石油行业的决策者们应该考虑将这些
数字技术应用起来，充分挖掘其潜能来
转变作业模式，以及从现有设施中创造
更多的附加利润。研究表明，有效地利
用数字技术能够减少最多20%的资本支
出、3%-5%的上游作业成本，以及将近一
半的下游成本。
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油气公

司曾是第一个数字时代的急先锋。在“
大数据”、
“高级分析”、
“物联网”……
这些词汇流行之前，石油巨头们就已经
率先使用了3D地震技术、油藏线性建模
技术、高级程序控制技术。这些技术助
力他们发现了新的油气资源，并提高了
作业的效率。
油气行业覆盖多个领域，需要巨大
的资本支出以及广泛的供应链。透明性和
可见性，是数字技术以及高级分析技术所
提供的，能够为决策者提供史无前例的精
细视角，可以增强作业的灵活性，更加有
效地支持决策。从流程数字化到机器人，
再到自动化，这些数字化解决方案一直以
动态的方式来支持着决策，让企业家们
愈加认同其魅力与潜能，争相使用这些解
决方案来达到更好的业绩。
现在，只要石油行业使用这些最新
技术来支撑他们的商业策略，他们就可
以在二次数字时代里进一步减少成本，
释放无与伦比的生产力，显著地提高公
司业绩。具体来说，有效的利用现在的技
术能够带来价值10亿美元的成本减少或
产值增长，石油企业数字化程度的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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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让他们在寻求新的增长机会方面占
得先机。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数字技术的潜
在影响，麦肯锡发起了一项对油气行业
100多个数字技术应用案例的研究，最终
归纳出了数字技术在油气行业应用的三
个主要方面。
1.预测未来作业
目前高级分析技术已经被广泛地应
用于采购和制定更好的决策，最新的技
术，如无人机和设备传感器，也被证明能
够为设备监控、保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一家公司的设备保养费用一般要占到作
业费用的25%以上，但如果应用了高级分
析技术以及预测保养技术，重要设备就
可以在报废前进行维修，这使得装备提
前保养变得可行，同时能够最多节省13%
的保养费。总体来看，数字技术在预测未
来作业方面的应用最多能够降低27%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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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并且可以增强设备的可靠性和寿
命；高级分析技术也能够提高10%的能源
效率。
2.提高油藏采收率
通过使用数字技术，石油公司能够
显著地提高他们的油藏采收率，减少
20%的上游和下游资本支出，同时带来
一些附加效益。例如，一些公司已经开
始应用4D地震技术，4D地震技术在传统
3D地震技术的基础上增加了时间坐标，
因此石油公司能够测量并预测油藏中的
流体变化，进而更好的了解油藏。总体而
言，通过应用数字技术，石油公司大约可
以提高40%的采收率，同时增加5%的上
游收入。
3.数字化市场分析和配送服务
其他行业的运营商通过应用数字
技术来更好的了解用户的习惯及偏好，

从而优化了定价模式，更有效地管理供
应链。石油公司紧随其后，也开始使用
这些技术，结果也确实成效显著，增加
了1.2%的收入。例如，通过使用地理空
间分析技术，决策者能够通过位置计划
和路线优化，来提高他们的供应效率和
网络配送效率。总的来说，这类技术的
应用可使石油公司降低10%的成本，增
加3%的收入。
面对当今如此低迷的油气市场，石油
公司必须通过彻底改造自己来提高生产
力。尽管资本支出和企业并购会让决策者
犹豫，但是投资数字技术绝对是不二选
择，因为它们能够从现有的作业中大幅提
高油气产量。由于这些技术已经可以投入
使用，并且在减少作业成本、增加效率、
提高收入方面证明了他们的价值，因此石
油公司应该快速跟进，实现油气行业的数
字化应用，这可能成为在下一波行业创新
浪潮中决胜的关键因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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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后制裁”时代
伊朗还能走多远？
中东能源专家Robin Mills近期接受了Oilprice的采访，回答了伊朗能源未来潜力的相关问题，
并就其地缘政治问题展开了讨论。“后制裁时代”是否意味着与伊朗有关的制裁将一笔勾销，外国公司将
在伊朗投资并正常经营而不再受国际制裁?伊朗在能源行业中能走多远？

作者 | Alan Mammoser
编译 | 徐文凤

Robin Mills出生于英国，他在石油
地质与石油经济领域有很深造诣，目前
在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担任石油经济经
理。他曾在壳牌工作过，为壳牌重新进入
伊朗作出过很大的贡献。Robin被誉为能
源行业最伟大的大脑之一，是业内公认
的对中东各国真实油气产能、潜力以及
出口能力有着深邃把握的专家。2016年
初，伊朗与国际协会达成的《全面协议》
将正式执行，此协议标志着伊朗油气进
入“后制裁时代”。下面让我们一起领略
下Robin对“后制裁时代”的伊朗油气行
业有何见解！
服务式合同替代回购式合同
OilPrice：作为石油巨头，全球
都在关注伊朗的一举一动。Robin，您曾
表示过，伊朗想在未来的3-5年间大幅提
升石油产量。但是目前，伊朗最高产能为
360万桶/天。我认为，您一定期待明年伊
朗石油方面会有一些重大投资。
Robin Mills：我期待明年一些相
关的合同能够尽快签署完毕，尽管它们不
能很快地带来大规模投资。虽然，谈判需
要时间、大型公司执行计划需要时间、监
测提升产所能带来的影响需要时间，但是
我认为，明年签署合同的时间是合理的。
OP： 伊朗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
的？在勘探和开发方面，主要是伊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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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石油公司（NIOC）在进行是吗？目前，
伊朗没有外国石油公司进驻吗？
RM：大致是这样的。中国承担了
一部分油田开发工作，其余油田项目都
是NIOC自己在做。
OP：伊朗一直在谈论授予新式合
同，但与之前提供给外国公司的回购合
同相比，执行新式合同更加困难，也更加
复杂。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RM：新式合同是部长批准的，合
同是工作的基础！尽管现在还有一些起
草和法律工作要做，但是基本框架已经
形成，并已与其它公司商讨。
OP：这种合同会吸引合资企业进
入伊朗吗？
RM：新式合同更像是一种服务型
合同，它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回购式合
同。IOCs期盼能够签署长期合同，而新
式合同为IOCs提供了长达20年的合作期
限，并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并且
在此合同下，他们不需要执行固定的发
展计划，只需签署年度协议并对相关工
作做好年度预算，这是较回购式合同最
大的不同之处。
OP：您推测过哪些公司会对伊朗
最感兴趣吗？哪家公司会在伊朗取得最
好成绩？
RM:：这个名单很长，道达尔和埃
尼集团过去在伊朗有项目，他们也曾公开

表示对这里非常感兴趣。壳牌也许会谨
慎一些，但是壳牌肯定会参与进来。尽管
BP与伊朗在之前协商的项目上没有任何
收获，但该公司仍有可能对伊朗感兴趣。
名单上当然不会出现美国公司，除
非美国的政策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中石
油和中石化的项目仍然在运营，他们也将
参与更多的项目。俄罗斯的石油公司，如
Gazprom和Lukoil，也可能进入伊朗。除
此之外，一些中型的欧洲石油公司也表
示对伊朗有好感。尽管日本有些谨慎，但
他们也有可能转向这里发展。
石油危机中的获胜者
OP：中国的资金会参与管道融资
吗？或者说谁将参与这方面的融资？
RM：中国会参与巴基斯坦的管道
融资，我认为俄罗斯也会参与其中。其他
各方我不是很清楚。
OP：这是因为中国“丝绸之路”的
概念吗？
RM：是的，巴基斯坦是这一概念
的关键，所以中国的战略方向更倾向于巴
基斯坦。
OP：如果能开发更多油气储备、
创造更多经济价值，伊朗能取代Azerbaijanis途经土耳其的管道供应吗？
RM：我认为理论上是可行的，但
Azerbaijan管道技术十分先进，并且他们

已经开始施工建造，而一旦建成，该管道
很有可能投入使用。所以从实际角度考
虑，我认为是不可行的。如果伊朗要挑战
LNG市场，就必须要面对俄罗斯。俄罗斯
在LNG方面实力雄厚，他们会将价格降到
最低点以保护该国LNG市场份额。
OP：伊朗目前的生产能力还很薄
弱，所以我们的讨论还局限于理论方面，
在LNG方面伊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您
同意这个观点吗？
RM：是的，伊朗在其LNG发展方
面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当然，巴基斯
坦和阿曼也有一些短期LNG项目，但他
们也要满足本国LNG需求。所以，对于
能否进入欧洲或其他区域市场，他们还
需仔细考虑。
OP：纵观全局，您是否认为伊朗
是这场石油危机中的获胜者？俄罗斯、委
内瑞拉、尼日利亚仍在这场石油浩劫中
挣扎，这是否会为伊朗带来一些机会？
RM：伊朗受益于产能大幅提升，
即使油价下跌一半，伊朗的出口额也翻了
一番，而其他国家产能波动不大甚至有

减产的迹象。所以，与3-4年前相比，伊朗
的处境并没有非常糟糕。并且与委内瑞
拉和尼日利亚相比，伊朗的经济更加多元
化，政治也更加稳定。
全新油气行业“三国联盟”
OP：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大
家都在讨论伊朗和俄罗斯的联盟，也
许土耳其也会加入其中。而对于这个
全新的三国联盟，您有什么看法吗？
这个联盟会持久吗？会改变该地区格
局吗？
RM：这种说法很有趣！我认为这
些国家之间还有很多差异。在过去两年
间，俄罗斯和土耳其关系紧张，并且这种
紧张的关系在未来有可能再次出现。而
历史上，伊朗一直是土耳其的竞争对手，
并且伊朗也十分警惕俄罗斯这个邻居。
所以我认为，在某些方面上，他们可以达
成利益联盟，但是达成全面联盟则是不
切实际的。俄罗斯也不希望，在欧洲或其
他地区的油气市场方面，伊朗成为其竞
争对手。

OP：假设，在2026年，世界没有战
争、政治相对稳定，那么伊朗会有怎样的
发展？伊朗会成为世界第二大原油供应
商、第二或第三大天然气供应商吗？
RM：这要取决于伊拉克的发展
状态，但我怀疑，在石油方面，伊朗仍将
处于俄罗斯、美国、沙特甚至伊拉克的后
面。所以，伊朗有可能是全球第五大原油
供应商。在天然气方面，由于伊朗缺乏市
场，我不认为他能超越美国和俄罗斯，所
以伊朗将仍处于世界第三的位置。而正
如我们前面所提及的，虽然伊朗天然气
在其国内市场方面会有略微发展，但其
在国际市场方面却将屡屡受挫。伊朗能
进入巴基斯坦市场，但却很难进入印度
市场，由于土耳其的原因，他也很难进入
欧洲市场。俄罗斯在各方面也是伊朗的
强劲对手。但是基于伊朗庞大的储备量，
我认为伊朗能成为全球第三大天然气生
产商。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储备量方面，取
代伊朗天然气供应的地位。
OP：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访谈!
RM:：这是我的荣幸！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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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墨西哥湾漏油灾难吗？
澳洲可能重演
电影《深水地平线》（Deepwater Horizon）于9月30日在北美上映，该片根据2010年墨西哥湾原油泄
漏事件改编，影片中包含灾难片元素，也有环保元素。近日，该事件当事方之一——BP，在澳大利亚的钻
井项目因环保问题被叫停，这次事件会为油气田开发作业者带来什么警示？

作者 | Michael Slezak
编译 | 白小明

据美国监管机构称，在大澳大利亚
湾，BP可能将使用有缺陷的钻井设备开
展作业，此举很可能让2010年墨西哥湾漏
油事件悲剧重演，当时的作业平台是越洋
钻探公司的深水地平线号钻井平台。
在其提交的安全计划书中，BP并未
明确指出不会使用缺陷设备，但该安全计
划书却已被澳大利亚监管机构审批，因
此，议员和环保主义者已经要求政府暂停
审批其余下的相关手续，并建议在问题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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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解决前延缓勘探许可证的发放。
海洋保护区作业
大澳大利亚湾地区具有独特的原
始生态系统，北边以世界最南端最长的
海岸线为界，该湾大部分地区——包括
BP即将开展钻井作业的区域，均属于澳
大利亚联邦海洋保护区。联邦政府认
定该地区是“南部露脊鲸的重要繁殖
栖息地”。该区域也是澳大利亚海狮、

白鲨、金枪鱼、迁徙抹香鲸的重要觅食
区。2003年政府出具的一份报告称：该地
区对“全球生态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
具有重要意义。
澳政府监管缺位
自2003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用于
将海上石油设备固定在海底水下螺栓大
量断裂或松动，美国监管机构称这是“
非常致命的安全问题”，并计划要与油气

行业相关单位协同工作，换掉美国水下
10000多个螺栓。
但在澳大利亚，监管机构正准备批
准BP的环保手续，允许其在联邦海洋
保护区实施钻井作业，但BP提交的环保
计划书大部分内容却不为人知，监管机
构也无法明确其是否已采取必要保护
措施，来避免螺栓失效可能引起的大规
模水下漏油事故。BP澳大利亚公司拒绝
回答螺栓失效的细节问题，转而让公众
咨询澳大利亚卫报（Guardian Australia）
，而不是其承包商戴蒙德海洋钻探公司
（Diamond Offshore），后者拒绝回复邮
件和短信。
国家海洋石油安全和环境管理局（
简称：Nopsema，主要监管澳大利亚海洋
石油和天然气作业）的一位发言人告诉
卫报，针对上述螺栓问题，Nopsema所采
取的唯一措施是在三年前，该局曾询问
油气公司所使用的一批特定的螺栓是否
来自同一厂家，这么做主要还是源于该
批由GE生产的螺栓在全球范围进行了召
回。据美国监管机构称，这一问题涉及来
自3个不同厂家的3种不同螺栓，说明这是
行业普遍性问题。但根据石油和天然气
行业高峰组织APPEA发给卫报的一份声
明，针对该问题油气行业只是做了简单
的回应，而且“没有一家油气公司汇报自
己使用了那批问题螺栓”。
Nopsema一位女性发言人告诉卫报，
该组织管理体制“不规范”，监管机构依
赖油气公司出具的“安全案例”来确保将
风险降至“合理可行的最低限位”。这也
就不难理解，油气公司为何在没有明确
螺栓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否会出现故障
的前提下，BP承包商出具的安全案例能
被Nopsema的批准。
多方反对环保手续审批
大澳大利亚湾改建成海洋保护区
时，时任环境部长的Tony Burke（现为工
党环境和水资源部的影子部长）表示，越
是仔细推敲整个手续审批过程，越觉得

这个项目和审批流程不合规。倘若美国方
面再爆出新问题，澳大利亚政府就被打脸
了，因为其批准相关手续显得太过轻率。
南澳大利亚参议员及NXT领袖Nick
Xenophon称，他和他的团队将推动参议
院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在此之前他们要
求停止评估程序。
Xenophon 向卫报透露，环保计划书
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安全措施基础上。若
存在螺栓系统性问题指控，整个评估过
程必须暂停直到评估完所有风险。对于
上述问题，即使风险再小，可能造成的结
果也是灾难性的。
参议员Sarah Hanson-Young称，大家
都很担心BP将继续使用这些危险、不符
合标准的螺栓。大澳大利亚湾项目的环
保手续审批从一开始就充满神秘和不透
明，就连如此基本的信息都不为公众所
知。但是相关部门将一查到底，并明确问
题螺栓是否会被使用。
荒野保护协会（Wilderness Society）
的国内主管Lyndon Schneiders称，澳大利
亚政府应该行动起来，停止所有新的海
上钻井作业，包括使用政府权利暂停BP
在大澳大利亚湾的勘探许可。
美国态度强硬
戴蒙德海洋钻探公司——BP大澳
大利亚湾项目的钻井承包商，曾被曝在
美国作业期间遇到过很多螺栓失效问
题，他们正替换大部分失效螺栓。
今年1月，美国安全和环保执行署
（BSEE）主管Brian Salerno在写给美国石
油学会的信中称，问题设备同时存在于3
家主要的生产商，说明这是一个行业内的
系统性问题，需要尽快给予高度关注。
显然，对于问题螺栓，美国采取的措
施比澳大利亚多，而且美国监管机构认
为这还远远不够。Salerno表示，最令人担
心的是澳大利亚油气行业没能及时采取
措施，这可能导致发生灾难性事故。尽
管美国油气行业早已开始替换数以千计
的问题螺栓，但Nopsema却尚未意识到澳

大利亚也应如此。
这次螺栓问题出现在“防喷器”上，
而2010年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号漏油事
件就与防喷器有关，该次事故是历史上
最大的漏油事故，作业者同样是BP。
July Salerno在其关于问题螺栓的文
章中称，
“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事故，很
大程度上是我们运气好。但没人能保证
我们一直都有好运气。”由于未能找出引
起故障的根本原因，美国监管机构召集了
众多跨部门团体，涉及17家合作单位包括
Nasa来调查这一事件。今年8月，Salerno
在一次跨部门会议上谈论了螺栓问题，
他们发现螺栓方面确实有问题，而且怀
疑这一问题涉及的范围可能更大。其他
部门的官员警告说，问题螺栓可能引起
像BP深水地平线一样规模的灾难，那次
事故共造成11人死亡，数以百万桶原油流
入墨西哥湾。
漏油影响重大
截至目前，BP尚未公布溢油影响的模
拟结果，由荒野保护协会进行了单独的
模拟过程，模拟的假设前提是每天漏油
5000桶，持续漏油87天。结果显示BP在大
澳大利亚湾进行钻井作业时，即使出现小
规模的漏油，也会影响整个澳大利亚南
部的海岸地区包括塔斯马尼亚岛。
模拟了溢油在每个区域达到或超过
0.01g/m2含量的可能性，这一含量可能会
影响渔场和海洋公园，将对该区域的捕
鱼和旅游业以及全球范围的生态系统造
成很大影响。
Nopsema已经2次拒绝了BP的环境计
划书，但由于相关文件并未公开，所以拒绝
的原因不得而知。Nopsema通常只允许提
交2次环境计划书，但BP将申请分成2个独
立的建议书，这可能会重新计算次数。
Schneiders称，美国监管机构深知问
题螺栓很可能再次造成墨西哥湾漏油事
件类似的灾难，所以其正与行业单位合
作开展问题修复，而Nopsema却没有进一
步举措。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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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动荡
谁是利比亚石油的主人 ？
2011年以来，利比亚石油产量大幅下降，该国还受到了国内政治以及其他外部条件的
影响，产量恢复缓慢。在种种压力之下，利比亚油气究竟能否重现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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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以来，利比亚石油产量下降了
80%。直至目前，该国油气产业一直难以
恢复到卡扎菲政府倒台前的水平。受Haftar武装力量及禁运影响，利比亚两大油
气港口的贸易活动一拖再拖。
2011年前，石油创造着利比亚超过
95%的出口收益额，而在各地区武装力量
共同推翻了卡扎菲政权之后，利比亚处
于分裂状态。目前，各武装组织正在争夺
非洲最大原油储备的控制权，而利比亚
产能却不足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一。利比亚
联合政府（GNA）总理Fayez al-Sarraj一直
在试图提升产能以振兴经济及促进国家
统一。
今年7月，利比亚曾计划恢复石油出口
贸易，但东部军事武装力量却驱逐了利比
亚驻守出口终端的政府军，这使得该国恢
复石油生产的计划遭遇了严重挫折。
近期，Khalifa Haftar的部队从Ibrahim
Jadran（利比亚石油设施安保机构主管）
的手上接管了Ras Lanuf及Es Sider港口。
目前，Haftar已经掌控了利比亚主要产
油区及运输终端。虽然利比亚的石油出
口限制意味着Haftar不能从此类油气资
产中获益，但是他却能从中获得凌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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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A之上的政治筹码。
伦敦Energy Aspects的分析师Richard
Mallinson表示，此举对于巩固Haftar的政
治地位十分重要。但对于GNA来说，如
何回应Haftar举动则具有挑战性，他们是
会违背意愿做出让步——授予Haftar国
防部长职位，还是会以武力解决此事？
但是无论GNA选择何种方式回应，似乎
对于利比亚政治稳定和恢复石油出口来
说都是毫无益处的。
出口受阻 已签署的协议能否解除？
7月，利比亚联合政府签署了一份具
有争议的协议，即通过向PFG成员支付薪
水的方式来换取重新开放Es Sider、Ras
Lanuf及Zueitina港口的权利。但国家石油
公司Mustafa Sanalla表示，这份协议会成
为日后其他武装力量勒索政府的源头。
当局已经开始着手修复受损港口，
预计今年年底，利比亚将提高90万桶/天
的产量，并于9月份，在Ras Lanuf港口装
载自2014年12月以来的首艘油轮。
Mallinson表示，Haftar的举动会使7
月达成协议的努力化为乌有，在不违背协
议的情况下，该协议允许各公司暂停出口

交易，但目前，协议不可抗逆的法律条款
不可能解除。
谁是利比亚石油的主人?
FGE分析师Audrey Dubois Hebert在
邮件中表示，预计至今年年底，利比亚原
油出口至少会维持在30万桶/天，而有权
出售国家石油的人选也将成为利比亚今
后的长期争端。如果战争仍在继续，出口
终端则有进一步受损的风险。
Haftar曾是卡扎菲政权时期的将军，
他不承认GNA，并且一直巩固其在东部
地区的政权，包括对一些石油设施和主
要城市Benghazi的控制权。俄罗斯、埃及
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及一些部落的支持
使他轻易地夺得利比亚主要港口。
Haftar的发言人Colonel Ahmed al Mas-

mari称，Haftar争夺两个港口旨在驱逐窃
取国家财富的武装力量。近期，facebook
上的一张照片显示，自称为利比亚国家
军队的Haftar部队在海滨公路检查站庆
祝夺得港口的胜利。
西方国家的行动
在近期的一份声明中，法国、德国、
意大利、西班牙、英国以及美国一致谴责
Haftar争夺港口的行为，并且他们一再重
申将强制阻止未经授权的石油交易。
他们表示，
“石油基础设施、生产
以及出口必须由GNA领导的国家石油
公司管控，我们要求所有参与石油交易
的武装组织立即撤回，没有先决条件。
利比亚的暴力行为将会破坏利比亚政
治稳定”。

北非欧亚集团高级分析师Riccardo
Fabian在邮件中表示，利比亚总统委员会
的一些成员目睹了Jadran的遭遇，并十分
同情利比亚军（LNA），这导致利比亚国
内分歧不断增加。在接下来的6-24个月
中，Haftar的举动会导致其与利比亚西部
武装力量的关系再度紧张，而这将进一
步降低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几率。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政策研
究员Mattia Toaldo称，港口争夺不能起决
定性作用，未来利比亚还会有其他冲突。
对于Jadran来说，他有可能向其盟友——
国防部长Bargathi寻求帮助。
Toaldo表示，他不排除Haftar会与
NOC达成交易的可能性。目前主要的问
题是，西方国家领导人是否会允许这位
前任将军掌控此类石油港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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