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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计算功能和模拟软件模拟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人们在

多个学科领域中的创新推动了油藏管理新时代的到来。在地质导向

过程中能够实时更新油藏模型，将会带来令人欣喜的进展，帮助工

程师和地学家优化油田开发。

利用随钻建模优化地质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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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正在将帮助确定油藏的新型

随钻测井仪器与油藏快速模拟软件进

行结合应用，以优化随钻地质导向。这

一结合应用大大拓展了油藏建模和模

拟工具的常规应用范围，如评价油藏

动态、预测产量以及评估储量等。目

前，该综合应用可以帮助钻井人员钻

探高产油气井，从而提高油气采收率。

此外，钻井过程中所获得的数据可以

随时加入到模型中，从而使模型得到

及时更新。

多年以来，勘探与生产行业从针对

油气藏所进行的全面、系统的研究中受

益匪浅。这种研究成果在现代的油藏建

模和模拟软件中得到了反映。将与范

围、数据和不确定性相关的复杂问题简

单化是这些软件工具的基本作用之一。

建模中使用的叠后地震资料可以

确定井间油藏范围和特性，代表了油藏

的静态情况。钻井和测井作业中所获得

的井筒数据可以提供详细的近井信息，

并可以通过插值方法扩展到远离井筒的

区域和整个储层区域。

目前人们应用延时（或四维）地震

数据体来监测油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从而分析油藏动态。这一技术通常需要

根据振幅、相位和频率数据来绘制地震

属性图，以了解不同次测量之间油藏所

发生的变化。

模型和模拟器可以为油藏动态的

评估和预测及发现开采问题提供帮助。

尽管“模型”和“模拟”这两个术语经

常能够互换使用，但是在勘探与生产

行业中，两者的意思具有很大差别。模

型（或概念模型）用来表示实际系统，

基本上是静态的，但可以随时得到更

新。模拟器（或模拟模型）用来描述系

统随时间变化所经历的变化过程。尽

管两者之间存在差异，但是油藏模型

和流体流动模拟器都可以帮助工程师

和地学家制定成功的钻井方案，选择

完井程序，确定修井方案及制定二次

采油方案。上述工作的成功与否取决

于油藏模型的准确性。

在过去十年中，钻井能力和随钻测

量及随钻测井技术的发展已超过了业界

管理和快速利用实时建模和模拟数据的

能力。钻井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包括能够

应用多种新技术（如结合先进的随钻测

井系统一起使用的旋转导向系统）精确

布置钻头位置[1]。大位移井、多分支井

及地质导向技术能够通过钻复杂井眼来

扩大井筒与储层的接触面积。目前，人

们能够依靠先进的随钻测量和随钻测井

仪器获得大量高质量的数据。这些数据

传输到地面后立刻被传往技术中心进行

实时解释。在许多情况下，如果能在钻

井作业进行的同时将钻井所获得的最新

信息纳入油藏模型中，那么地质导向可

得到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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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上述应用的关键在于新软件工

具是否能够综合多学科方法来建立和更

新模型，是否能够利用更新后的模型来

快速模拟，以及在模型和拟定的井设计

方案随着新信息而发生变化时是否可以

为油藏评价小组评估风险提供帮助。

本文将对油藏建模和模拟方面所取

得的进展，以及这些进展对优化地质导

向的潜力进行研究。对建模技术在过

去、现在和未来所发挥的不同作用进行

了简单的对比讨论，同时对随钻模拟

（SiWD）的远景概念进行了介绍。我们

将通过北海的实例说明快速模型更新是

如何帮助作业者成功进行地质导向的。

本文还对近期对随钻模拟能力的一系列

测试以及为进一步推动随钻模拟技术的

发展而需要做的改进进行了介绍。最

后，本文对实时建模和模拟技术的潜在

应用进行了探讨。

不断完善建模

模型开发面临着多项挑战，如何实

现不确定性风险与提高精度所需要的时

间和费用之间的平衡就

是其中的一项。要建立和维护

一个优化模型，油藏工程师必须将

数据的质量、数量和不确定性这几个

因素考虑在内。将新信息纳入模型的

时机和频率将直接影响诸如产量预测、

储量评估或油田开发规划之类的模型

模拟的应用。例如，在将关键的近井随

钻测井数据纳入模型时，就需要较高

的更新频率以促进目标井的钻井作业。

在建立和更新模型时，需要对不确定

性进行评估[2]。

油藏模型分多级，模型中还包含

模型。地质模型主要涉及地层厚度、深

度及范围，但同时也包括断层（导致油

气藏不连续和分隔的原因）。地震资料

和井眼数据是建立和更新地质模型

（包括地层边界或层位）的重要信息来

源。利用测井和岩心数

据，就能够应用岩石物理

模型描述地层岩性和油藏性

质，如孔隙度、渗透率及流体含

量。这些数据同时也为地质学家评价油

藏内部非均质性提供了信息。随着油气

藏复杂程度的增加（例如天然裂缝性或

非均质油气藏），就越难对孔隙度和渗

透率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模拟[3]。

在更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下钻井时，

岩石力学模型（MEM）显得尤其重要，

其最主要的作用是避免地下钻井风险[4]。

此外，人们应用PVT模型来描述油藏各

种相变条件下的流体性质。这些模型的

建立主要涉及到实验室测量结果的应

用，因此要在油气藏模型中快速更新这

些数据可能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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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入式可视化分析。早期的可视化技术主要用来解释三维地震数据体，而如今多学科协作进行油
井、油藏和油田管理（包括地质导向）可视化分析已成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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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Brenda油田的位置。先进的地震预处理技术、高分辨率速度模型、叠
前地震成像以及弹性阻抗分析技术被用来确定Brenda油田潜在的钻井目标。
其中三口井在上Balmoral砂岩层进行了完井，生产测试结果令人鼓舞。钻入

油层的第四口井已下套管，正等待开钻水平层段。

另外，严格的流体流动模拟有助于

对油藏中复杂的多相流体流动现象进行

描述。生产模拟器同时会将油气藏以外

的流体流动特性，如井筒中出现的相滑

脱现象，纳入考虑范畴。

油气藏模型和模拟器为油气工业界

进一步了解复杂油气藏并成功地对其开

发做出了贡献。然而，建立、维护以及

更新模型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可能需要

为数众多的多学科领域的人员参与。而

最近建模方法和建模工具的一些变化使

得在钻井的同时对模型进行更新成为可

能，从而改善钻井作业。

不同的建模模拟方法

建模模拟技术的作用是预测油气藏

动态、预测产量以及评估储量。该技术

还常常被用来确定完井和修井效果，以

及通过实际产量与预测产量之间的对比

来诊断产能问题（尤其针对水平井）。另

外，在开发加密钻井方案和制定二次采

油策略时，流体流动模拟能够发挥关键

性作用。虽然上述重要工作对快速决策

不一定有要求，但模型的精确性是降低

不确定性的关键。尽快将最新信息纳入

模型是减少钻井作业不确定性的方法之

一。为了在钻井作业进行的同时充分利

用新获得的信息，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改

进，包括建模模拟的软件和硬件以及随

钻测量和随钻测井数据的采集和传输。

过去，计算机处理器的速度限制了

模型更新的速度和频率以及实施模拟的

能力（尤其是全场模拟通常需要耗费计

算机和人员数周时间）。模型的建立和

更新还受其它因素的制约。在20世纪80
年代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随钻测

量和随钻测井数据在建模中的应用效果

并不是很好，这主要是由数据采集技术

和建模模拟软件之间没有很好地综合造

成的。此外，当时的建模和模拟并未实

现自动化，需要人工完成。

大多数模型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之

上。某些学科领域由于经常应用模型并

能从中获益，因而对建模更为重视。过

去钻井作业人员不常应用模型，结果导

致其模型得不到优化，从而无法解决与

钻井有关的问题。但是如今情况有了变

化，多学科油藏评价小组方法、油气藏

浸入式可视化分析以及实时数据传输技

术已经弥补了跨学科整合普遍缺失这一

现象（左上图）。

井眼轨迹模型

北海的 Brenda 油田的原油产自一

系列河道浊积砂岩地层（左图）。由于

其单个砂层通常太薄，难以通过地震方

法清楚地分辨出来，使得开发过程复杂

化。勘探人员使用用于油田评价的两套

三维地震资料和 13 口井的资料建立了

油藏模型。利用ECLIPSE油藏模拟软件

对油藏流体流动进行建模后表明，要优

化油藏采收率就必须采用一项四井开发

方案。为了确定油田中含油砂岩的位

置，作业者 Oilexco 公司和 Ikon 科技公

司对叠前数据使用了三维地震处理技

术，包括弹性阻抗计算专门技术及幅 -
距关系（AVO）分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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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nda油田D3井的Petrel井设计及可视化分析。上面的图显示的是油藏构造等高线，现场地质师据此进行钻井着陆。浅蓝色阴影部分表示弹性阻抗低
的区域。现有井用蓝色显示，橘黄色的点代表油藏顶部。建议的D3 水平井眼轨迹用淡绿色表示，而实际的D3水平井眼轨迹用红色表示。利用图中的通
用横向墨卡托（UTM）网格可以直接人工生成油井坐标。下图在 3D空间显示D3水平井建议的井眼轨迹（淡绿色），以及显示地层顶部的现有井（蓝色和

红色）。粉色圆球代表Balder 地层顶部，浅蓝色圆球代表 Sele地层顶部，黄色圆球代表 Lista地层顶部，橘黄色圆球代表油藏顶部。橘黄色目标框确定着
陆点以及水平井段轨迹的XY界线，而白色线条勾勒出的是低弹性阻抗区域，表示该区域存在商业价值油气的可能性很大。这些区域覆盖在油藏顶部三维
等值线表面之上。右下角箭头指示的方向为北。

2006 年，Oilexco 公司在 Brenda 油

田钻了三口生产井，同时开钻第四口

井。该四井方案的目标层为Montrose组
古新世的上 Balmoral 段中的三个砂岩

层。前三口井的真垂深在6000－6500英
尺（1829－ 1981米）之间，而总测深则

达到13700英尺（4176米）。这些井的储

层总厚度在 40 － 60 英尺（12 － 18 米）

之间。最上面的砂层（UB3）通常物性

较好，但是比较薄，要想钻遇该层并使

钻进保持在该层中并不容易。下面的砂

层（UB1）虽然物性也较好，但有时位

于油水接触面之下。位于两者之间的地

层（UB2）较厚，但含泥质较多，在全

油田范围内都不是主要的目标层。

地震资料被用于确定井眼水平段的

最佳着陆点。考虑到油藏目标非常具有

挑战性，地震资料的分辨率相对较低，

在油藏顶部局部有倾角的变化以及用于

开发油藏的井的水平段很长，钻进过程

中的深度精度便成为最主要的问题。具

体地说，就是在拟定目标附近着陆井眼

之前应先解决钻头与模型之间的深度误

差。目标层位于地震成像确定的显示为

低弹性阻抗的区域，表明 Brenda 油田

具有良好的油气富集。

为了解决深度误差问题，Oilexco公
司的地质学家需要确定两个标志层（即

Sele 和 Lista地层顶）的实际钻井深度，

这两个标志层刚好位于上Balmoral 砂层

之上，然后对实际深度和地震测得的深

度进行比较以相应调整钻井轨迹。

Oilexco公司要求在井筒接近水平（斜度

为 89˚）时将井钻入油层以确保油层中

井轨迹处于最佳位置。在油藏顶部之下

下入121/2英寸套管。成功着陆对最终钻

井目标至关重要，这一目标就是使井筒

与最有希望储层的接触面积最大化。水

平段使用 81/2 英寸钻头进行了钻井。

钻井过程中传输到井口的实时井眼

测量数据通过InterACT实时监控和数据

传输系统被传送到阿伯丁的 Oilexco 公

司，然后通过电子方式传送到伦敦的

Ikon 科技公司。将上述数据汇入 Petrel
地震模拟软件模型，以显示当前钻头相

对于预期模型目标的位置。阿伯丁

Oilexco 公司办公室的人员利用这些显

示将调整井眼轨迹的建议回传给井场，

以优化井眼进入油层的着陆过程，为钻

水平井段做好准备（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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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nda油田D1井的PeriScope截取剖面图。地质导向作业队使用此剖面图在复杂的地质条件下对 1800英尺（549米）长的水平井段（红色，从左到右）
进行了地质导向优化，使井段能够主要保持在上Balmoral 油藏顶部以下 10英尺（3 米）内的范围内。较浅的颜色代表电阻率较高的砂岩，较深的颜色代
表低电阻率页岩。如果没有PeriScope成像仪所获得的信息，很大一部分建议的井眼轨迹（蓝 -绿色）将会钻到页岩中，使水平井段的后半段没有任何产

量。此外，该剖面图还清楚地显示出一个深度在 10750－ 11050英尺之间的低电阻率层。通过准确地质导向钻井人员对高电阻率层中井眼轨迹与产层的接
触面积进行了优化。

>  根据 PeriScope 结果绘制层面图。利用 PeriScope 仪器和井眼测量数据
能够计算出井眼与地层界面之间的距离。利用这一距离有可能将用来确定

油藏顶部位置的 PeriScope 结果转换成层面。在该实例中，数据被用于建
立层面短线图（粉红色），代表根据PeriScope读数所确定的界面。由此便
建立起一个层面（红色与黑色等高线）。当该层面处于井筒以下时，图中没

有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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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筒在油藏顶部成功着陆之后，

Oilexco 公司需要使用一种更精确的方

法来评价储层砂岩并确定井筒周围无

产能的页岩。为此，Oilexco采用了斯伦

贝谢的PeriScope 15定向随钻深成像仪

（上图）。该仪器是一个深探测电磁波

电阻率测量仪器，可以通过显示电导

率差异来确定到地层边界的方向和距

离。该仪器的发射 -接收天线间距为96
英寸（244厘米），从理论上来说，利用

该仪器可以探测到井眼之外最远 15 英
尺（4.6 米）处的边界。但实际的分辨

距离则取决于周围和邻近地层的电阻

率及地层的复杂性。

PeriScope 15 成像仪从井眼周围获

得了数据并成功地确定了油藏的顶部及

油藏中物性差的区域，帮助 Oilexco 公

司改进了水平段的钻井工作。随后对钻

井方向做了调整，以最大限度增加井筒

在高质量储层中的长度，与此同时在油

藏底部油水接触面以上保持最可能大的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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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地震数据到模拟。在本例中，Petrel软件被用来对生产数据进行可视化
分析并进行历史拟合，帮助改进模拟和油田开发。左上图表示井眼周围采用

局部网格加密处理的油藏模拟模型。右上图为一口水平井穿过油藏模型的情
形，背景为地震数据体。左下图是根据ECLIPSE油藏模拟器得到的生产剖面
图。每条曲线表示用于不确定性研究的不同模型。右下图是每个井眼的累计

产量图。圆圈大小代表相应的产量。Petrel工作流程不仅可以使各个学科领
域的专家将本学科的信息和知识融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模型中，还可以在获
取新信息之后，轻松地对模型进行更新和可视化分析。目前，油藏评价小组

可以对复杂的地下情况进行三维可视化分析和评价，以更好地了解多个假设
条件下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准确地对生产动态进行预测。

利用 PeriScope 15 成像结果生成的

方位极坐标图显示了钻头与邻近地层界

面的相对位置，能够帮助地质导向作业

队及时调整井眼轨迹，优化地质导向[5]。

之后，可以将根据PeriScope成像结果确

定的地层边界转换成Petrel层面并绘制

在油藏模型中（前一页，下图）。

应用Petrel软件对Brenda油田进行

模拟使得能快速绘制油藏图（利用地质

和地球物理数据）并进行井眼轨迹设

计，使用一个程序包在一台标准笔记本

电脑上便可完成。Petrel软件在Brenda
油田的钻井作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

为Petrel软件能够使每一个相关人员在

着陆前后都能观察到井筒在油藏中的位

置，大大改善了井筒轨迹调整，避免回

填和侧钻，最大限度提高产能。

Oilexco 公司在 Brenda 油田已完成

三口生产井的完井作业。目前这三口井

正被连接到Brenda油田的总管上。头三

口井的完井产能测试结果超出了

Oilexco公司的预期。井底产能指数与综

合流量计算结果表明，总的原油产量为

44000桶 /日（6995米 3/日）[6]。预计将在

2006 年底或 2007 年初投产。

世界各地的作业公司越来越多地利

用Petrel软件来对油气藏进行可视化分

析、进行解释、评估风险并在钻井的同

时快速更新模型，从而优化钻头位置，

提高油气产能。随钻建模工作流程在越

南、印度和马来西亚近海油田中的应用

同样非常成功。

最初的可视化是指应用功能强大的

计算机进行地震数据体解释，当时的可

视化并未与油藏模型相联系。但是，要

想全面了解油藏和油田的情况，需要分

析各种数据，涉及诸多学科领域。Petrel
软件的应用使在多学科协作环境下应用

低端 Windows 个人电脑处理较为复杂

的工作流程成为可能，从而使油藏评价

小组可以对复杂的地下情况进行三维可

视化分析和评价。同时，这一软件能够

帮助人们增强在多个假设条件下对风险

及不确定性的了解，并更准确地对生产

动态进行预测。

模拟钻头前情况

Petrel软件中包含专门用于随钻建

模的工具。如Petrel Process Manager就
是一个通过自动工作流程使快速数据加

载和模型更新更加容易的一种工具。应

用该工具可以缩短决策时间和循环周

期，节省时间和成本。使用 Petrel Well
Design工具可以对井眼轨迹进行设计和

更新，从而提高钻井效率和钻头位置的

精度。这一综合工作流程还可以对沿着

建议井眼轨迹上钻头前的测井响应进行

模拟。这样可以帮助油藏评价小组全面

了解油藏的情况，选择三维空间内最佳

井眼轨迹，从而减少复杂环境下数据的

不确定性。

尽管目前Petrel软件的一些功能仍

未得到充分应用，但是更广泛的应用可

能已经指日可待。许多成果都推动了随

钻建模技术的发展。例如，已经应用多

年的数据采集与监控（SCADA）系统可

以快速存取井下数据，并对井下硬件设

备进行控制。此外，采用更快、更先进

处理器的新一代油藏模拟器提高了油藏

评价小组的计算能力。当前的油藏模型

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工具，它随着油

气藏或油气田新信息（如新的三维地震

数据体、测井数据、岩心数据、试井数

据或开采历史数据）的不断获得而不断

得到更新。Petrel 软件以其独有的结构

和功能以及良好的 PC 兼容性能够帮助

改善地质、地球物理、油气井工程和油

气藏工程方面综合的工作流程（上图）。

多数油气藏模型只考虑油气藏内部

的孔隙度和渗透率，而忽略了上覆岩层

的影响。MEM 包含从油气藏到地面的

压力、岩石力学特性及孔隙压力预测。

因此，如果MEM数据不充分或不存在，

会导致工作流程频繁中断。对上覆岩层

岩石力学特性的充分了解能够极大地改

进建井过程，部分原因是它能帮助油藏

评价小组对建议井眼轨迹上的风险进行

评价，从而避免不测。

5. Chou 等人，参考文献 1。

6. http://www.oilexco.com/news/060622.pdf（2006年
9 月 29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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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风险的同时节省时间和成本。Osprey风险分析交互软件在将地质和地质力学模型

包括在流程中的同时，通过提供概率成本、时间和风险评价来帮助油藏评价小组进行井
眼轨迹设计。在确定地下目标之后，使用Petrel Well Design工具设计井眼轨迹（上）。设
计完成后将结果作为井斜测量数据输入 Osprey 软件。输入数据还包括岩石力学模型数

据，至少包括孔隙压力、破裂梯度以及来自于Petrel MEM的无侧限抗压强度数据。该软
件能够提出最佳井眼尺寸、钻头类型、最大泥浆重量、套管尺寸、重量和下深，同时将
生产要求、井筒稳定性以及其它许多因素考虑在内。使用现有数据和蒙特卡洛模拟法，

能够针对一系列设定的可能情况计算出钻到某关键深度所需的钻井时间和钻井成本
（下）。这些结果可以作为初步的生产作业计划来使用。技术设计的主要钻井风险可以被
单独显示，也可以被划分到流体增加、泥浆漏失、卡钻或机械故障分类当中。同时该软

件能够计算出总风险指数，用于对各不同方案进行排队。在风险显示中，深绿色代表低
风险，浅绿色代表低到中等风险，黄色代表中等风险，橘黄色代表中到高等风险，而红
色则代表高风险。Osprey Risk及其插件都是反应很快的应用软件，因此钻井工程师和地

质学家可以在几分钟内方便地变更设计方案，并将结果进行比较。这一程序不但能够降
低技术风险，同时也可以指明在执行作业计划过程中可能需要采取缓解措施的环节。

在过去，岩石力学模型和油藏模型

中的信息（包括不确定性）无法被直接

应用于实际钻井作业中。但是，在2000
年，位于英国的斯伦贝谢剑桥研究中心

作为MoBPTeCh工业联盟（该联盟包括

美孚石油、BP阿莫科、德士古和雪弗龙

公司）的一部分，完成了钻井模拟器模

型的开发。该软件为复杂钻井环境下进

一步提高风险评估的自动化水平奠定了

基础[7]。

斯伦贝谢 Osprey 钻井风险预测软

件和 Petrel 插件使人们能够进行关键

的风险评估，估算钻井费用和钻井时

间。此外，它们还为钻井人员、地球物

理学家和地质学家提供了合作联系的

桥梁[8]。Osprey 和 Petrel 采用高效工作

流程，能够帮助油藏评价小组在模型或

井眼轨迹发生变化时设计相应的井眼轨

迹及更新井设计方案（左图）。该软件

的另一个优点是钻井工程师能够根据需

要将法规和公司要求以及历史经验等包

括在系统中。

目前，业界正在考虑能否对新井钻

井过程中的油藏响应进行模拟。除了能

将实时数据融入模型和快速更新模型之

外，勘探与生产行业也从速度更快的模

拟器受益匪浅。在模拟大型油气藏中复

杂的流体流动和生产动态时，这一点尤

为重要，这是因为大型油气藏中需要更

大的模型。钻井作业的复杂程度越高，

进行随钻动态评价的需求也会变得越

大。例如，对已经受到邻近生产井影响

的三相、非均质油藏进行随钻模拟

（SiWD）的作用要比在零倾角的均质、单

相或两相油藏钻井时模拟的作用要大，

后者可能利用现场经验就已经足够了。

油藏随钻模拟（动态评价）并不是

一个新的概念。1997年，BP、斯伦贝谢

GeoQuest、Norsk Hydro 和沙特国家石

油公司就已经开始将其作为近井建模

项目的一部分而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
[9]。通过执行该项目，人们认识到实时

优化井眼轨迹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学

科实践，要求油藏评价小组对共同目标

有清楚的认识，并随时准备对方案进行

修改。

通过该项目人们还认识到，实时模

型的更新应侧重于随钻测量和随钻测井



2006/2007 年冬季刊 27

> 随钻模拟采用的闭环流程。由测量频率和优化速度决定的这一循环流程包括数

据采集和解释、模型更新、参数调整和模拟，直至得到优化的结果。最后一步是
采取适当的行动。

7. Booth J，Bradford IDR，Cook JM，Dowell JD，
Ritchie G 和 Tuddenham I：“Meeting Future Drilling
Planning and Decision Support Requirements ：A New
Drilling Simulator”，SPE/IADC 67816，发表在SPE/
IADC 钻井大会上，阿姆斯特丹，2001 年 2 月
27 日 -3 月 1 日。

8. Givens K，Luppens C，Menon S，Ritchie G 和
Veeningen D ：“Geomechanics-Based Automatic Well-
Planning Software Provides Drilling Decision Support
to Asset Teams”，SPE 90329，发表在 SPE 技术
年会暨展览会上，休斯敦，2004年9月26-29日。

9. Bøe Ø，Flynn J 和 Reiso E：“On Near Wellbore
Modeling and Real Time Reservoir Management”，
SPE 66369，发表在SPE油藏模拟研讨会上，休
斯敦，2001 年 2 月 11-14 日。

Bøe Ø，Cox J 和 Reiso E：“On Real Time Reservoir
Management and Simulation While Drilling”，SPE
65149，发表在 SPE 欧洲石油大会上，巴黎，
2000 年 10 月 24-25 日。

10. Primera A，Perez-Damas C，Kumar S 和 Rodriguez
JE ：“Simulation While Drilling ：Utopia or Reality？”

SPE 99945，发表在SPE智能能源大会暨展览会
上，阿姆斯特丹，2006 年 4 月 11-13 日。

11. Aldred W，Belaskie J，Isangulov R，Crockett B，
Edmondson B，Florence F和 Srinivasan S： “自动

化钻井新技术”，《油田新技术》，17 卷，第 1
期（2005 年春季刊）：42-49。

12. Wolfsteiner C：“Modeling and Upscaling of
Nonconventional Wells in Heterogeneous Reservoirs”，
博士论文，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2002年。

资料最充分的近井区域。沿井筒的渗透

率分布是油井动态预测的关键。然而，

要准确获得近井流体动态数据需要更小

尺寸的网格及局部网格加密，这在增加

处理时间的同时缩短了处理时间步长。

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钻井作业

时间的限制，全油田随钻模拟被认为是

不现实的。因此作为随钻模拟工作的一

部分，在全油田模型中开发出了简化近

井模型软件，作为早期随钻模拟工具。

根据井动态确定地质导向

2006年，随钻模拟（SiWD）被定义

为：在钻井过程中动态改善井眼轨迹和

井身结构设计和完井策略的实时优化程

序[10]。随着新的钻井、随钻测量和随钻

测井技术的出现，这一概念具有了更大

的现实意义，这些新的技术使得复杂井

眼轨迹和多分支井钻井及其地质导向成

为可能。然而，在这些先进的油气井的

钻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其中

之一便是原始油藏描述中所固有的不确

定性（包括所存在的流体类型）。这一

不确定性进一步强调了进行实时数据采

集、处理和解释的必要性。

随钻模拟一直没有得到应用的原因

很多。直到最近业界才认识到实时随钻

测量和随钻测井数据在建井、油藏工程

和模拟工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1]。此

外，要将随钻测量数据完美无缺地融入

建模模拟软件工具中一直有较大的难

度。直到目前，由于缺少一个合适的多

学科合作平台，一直没能开发出一个完

善的综合方法。而且还存在这样一种观

点： 在适当的时间框架内更新模型根

本无法实现。最后，为了让随钻模拟方

法切实可行，用于对不同井眼轨迹和井

身结构实时评价的复杂工作流程需要具

备自动优化功能。

目前，地质导向要求根据地下地质

情况进行交互式井眼轨迹设计，并希望

井眼轨迹与储层的接触面积尽可能大，

目的是优化油气井初始产能。虽然这一

技术获得了成功，但复杂的环境需要一

种更加严格的方法来有效降低风险。随

着计算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对关键因素

进行随钻建模能力的提高，专业人员正

在研究模拟钻头前井产能的可能性。影

响短期和长期产能的因素包括：完井方

案、储层和井中的多相流动现象、井筒

中压降的影响以及相邻的生产井或注水

井导致的储层流体变化。

但是，采用较大的多层模型时，要

想及时更新和实施全场模拟从而为钻井

作业提供实时参考是非常困难的。但是

由于在评价单井的未来产能时，并不是

油气藏的所有区域都要进行同等程度的

评价分析，所以上述缺点不会构成太大

影响。例如，远处或孤立层中油气藏压

力和油气饱和度的变化对目标井的影响

可能微乎其微。同样，当分析目标主要

是近井渗透率分布时，影响也不大。当

对非常规井进行建模时，采用半解析方

法可快速得到准确结果，但若将该方法

用于多相流动和非均质油气藏时，其准

确性则会有所下降[12]。

对一种闭环随钻建模流程进行了试

验（上图）。为了验证这一程序的效果，

斯伦贝谢油藏和软件专家与 Spectrum
Consultores一起开始利用来自北海某油

田的数据建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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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模拟速度。网格粗化、局部网格加密和边界条件等方法用来缩短模拟

时间，与此同时能够保留对油气藏非均质性足够的分辨率并进行多次地质统
计分析。在这一北海油田的例子中，通过将每个网格放大到一定的分辨率来
优化河道砂岩油藏（上）的模拟模型，这一分辨率由地层非均质性、流体流

动程度以及与目标井之间的距离决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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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不同井眼轨迹方案。对于三条建议的井眼
轨迹，使用了向井流动动态三个参数的预测结果

来确定最佳井眼轨迹：含水率（上）、油产量（中）
和GOR（下）。在此例中，对井眼轨迹 1-2（蓝色）
的模拟提早中止，因为较高的含水率超过了设定

的地面水处理能力。井眼轨迹1-1（绿色）显示出
累计产油量最大，并能提供最高的净现值，因而
是最佳井眼轨迹。

采用边界流条件方法及局部网格加

密，将最初60万个单元网格的模型简化

为 3万个单元网格，从而使模型得到简

化（上图）。

利用简化网格的近井模型，在六年

的开采期内对几个不同的井眼轨迹方案

进行了模拟，并以含水率、油产量和气

油比（GOR）等三项指标为基础进行了

比较（右上图）。然后，利用选出的最

佳井眼轨迹并使用一台单处理器计算机

对网格简化后的模拟和全场模拟进行对

比测试。虽然测试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

推移，简化后的模拟所预测的含水率稍

高，但是预测的累计产油量和气油比差

异不大（下一页，上图）。

该研究表明，在北海地区典型的钻

进速度（大约为 200英尺 /小时（61米 /
小时））条件下，随钻模拟方法是切实

可行的，取决于随钻测量和随钻测井作

业的需要、底部钻具组合和钻头配置

等。在这项利用北海油藏模型进行的研

究中，各个工作流程步骤所需的时间是

能够满足该油田典型的为期 10 天的水

平井钻井作业要求的。但是由于许多工

作流程步骤与模型的复杂性、模型大小

以及软硬件条件等相关，所以对时间的

估计不尽相同。假设数据是实时采集和

传输。工作流程步骤包括：分析和解释

新信息、更新模型、优化网格（包括中

垂线网格处理和局部网格加密）、提出

新井的初步建议以及利用近井模型进行

模拟。在这一典型油田的实例中，完成

整个工作流程步骤所需时间为 20 － 30
分钟。

未来的发展

从工程角度来说，对模型进行简

化以实现随钻建模和模拟并不一定具有

多大意义。但是简化工作流程总归是一

个积极步骤。软件工具正变得越来越快

速，越来越便于使用，随着技术的进步，

与偏远地区的网络连接也越来越可靠，

更大量的数据能够以更快的速度从井下

仪器传送给终端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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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眼轨迹1-1的全场模拟结果与随钻模拟结果的比较。针对井眼轨迹1-1进行的近井优化模拟得到的结果与对其在六年的开采期内产量的全场模拟结果

类似。起初，近井油藏模型所描述的油藏体积具有足够的能量与全场模拟体积结果相匹配。但是，在近井模拟最初的三年之后，来自整个油气藏体积的
压力支持消失，相对渗透率开始控制流体的流动。

> 实时工作流程。利用 InterACT系统或第三方服务器完成偏远井场井下数据安全、实时传输。斯伦贝谢作业支持中心（OSC）的专家利用上述实时信息

和专业软件工具帮助作业者监测和分析关键的钻井、地质和地球物理数据，规避钻井作业风险，钻入油藏目标并对钻井作业进行远程控制（中）。在整个
流程中，使用大量的数据，包括深度、时间、作业数据和井眼轨迹数据等（右）来更新模型、实施模拟并确定行动方案。

1,400

GO
R,

 
3 /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0
01/04 12/04 12/05 12/06 12/07 12/08 12/0901/04 12/04 12/05 12/06 12/07 12/08 12/09

1

2

3

4

5

6

7

8
,%

 

0
01/04 12/04 12/05 12/06 12/07 12/08 12/09

2.0E+07

0

1.6E+07

1.2E+07

8.0E+06

4.0E+06
2.0E+06

6.0E+06

1.0E+07

1.4E+07

1.8E+07

InterACT

InterACT 

GeoFrame
Petrel

Drilling Office

PERFORM

另外一个显示随钻建模和模拟技术

的应用将不断增加的迹象是越来越多的

资源被用于实时钻井解决方案。例如，

斯伦贝谢已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了作业

支持中心（OSC）来远程监测、模拟和

控制钻井过程。这些中心都配备有经验

丰富的工作人员和功能强大的软件，帮

助作业公司最大限度降低钻井风险并在

协作的环境下实现钻井目标（下图）。

虽然到目前为止取得的结果令人鼓

舞，但在一些方面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

作：随着自动化井眼轨迹选择算法的开

发，井眼轨迹优化将会得到进一步改

善；为实现整体优化，需要更加重视井

下完井系统，以便更好地模拟向井流动

动态；应继续加强人工智能方法的应

用；仍然有必要将流体流动和地质力学

结合到随钻模拟中。另外，虽然将地面

和井下模拟进行综合将会大幅度增加流

程的时间，但却能提高产量预测的准确

性。最后，为了使随钻模拟技术在裂缝

性油藏和其它复杂油藏中能够得到应

用，还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对双孔隙

度和渗透率系统以及裂缝和基岩之间复

杂的相互关系进行模拟也有很大的难

度，即使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随着建模和模拟软硬件的不断发展

以及勘探与生产行业对复杂油气藏和油

气井不断深入的了解，随钻地质导向优

化技术将迎来一个更加良好的应用环

境。                                                   —M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