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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浆录井技术新进展

数十年来，地面采集的样品和计量结果为录井人员提供了洞

察钻头端面条件的重要信息。通过录井采集的信息使作业者提前

了解油藏潜力，甚至提前预防地层压力问题。而新型采样和分析

技术，以及地面传感器设计和监测系统的进步，使录井科学正以

新的面貌迈进 21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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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电测井一样，大多数泥浆录井也遵从职

业测井分析家协会（SPWLA）制定的格式

标准。关于 SPWLA 制定泥浆录井标准，请

参 见：Mercer RF 和 McAdams JB ：“Standards 
for Hydrocarbon Well Logging”，第 23 届 SPWLA
测井年会论文集，美国得克萨斯州 Corpus 
Christi，1982 年 7 月 6–9 日，论文 LL。

长期以来，泥浆录井仪一直是井

场的常用设备。1939 年，泥浆录井

仪首次投入商用。当时这种移动实

验室中仅包括咖啡壶、用于检查地

层岩屑的显微镜、用于检测钻井过

程中所钻遇烃类气体体积的热线型

传感器。录井人员的工作就是记录

钻遇的深度，描述所钻地层的岩性，

然后确定钻遇的地层是否含有油气。

除泥浆录井仪外，泥浆录井人

员的活动范围从振动筛到钻井平台。

振动筛分离出岩屑和气体－钻头钻

过地层后，岩屑和气体通过钻井液被

携带到地面。录井人员定期查看振

动筛，收集岩屑，用显微镜观察分析，

同时通过振动筛和录井仪之间的一

根吸入管线将气体从气体分离器送

到录井仪的热线气体探测系统。另

一方面，录井人员登上钻台和司钻

交流重要信息。根据基本的地面测

量数据，录井人员能简要说明钻井

活动的进展情况。

数十年来，通过气体测量、岩性

和机械钻速（ROP）提供了早期洞察

油藏潜力的依据。在随钻测量技术

（MWD）和随钻测井技术（LWD）出

现之前，在由于钻井条件、地层特

征或井轨迹等因素限制而无法使用

电缆测井仪器进行测量的井中，通

过泥浆录井可获得宝贵的地层资料。

在这些井中，通过分析泥浆气和岩

屑往往能够得到第一手（也许是唯一）

表明某地层是否可开采的信息。目

前尽管使用随钻测井技术能够实时

了解钻头周围的地层情况，但有时

不利的井筒条件会限制井下测井仪

器的有效使用。这种情况下，通过

录井可使作业者了解井的生产能力。

至少，通过录井可提示作业者重点

关注某些地层，增加测井项目或进

行生产测试。

泥浆录井仪具有多种功能。作

为一种对比工具，泥浆录井 ROP 和

总气体曲线分别与自然伽马和电阻

率测井曲线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 [1]。

在整个钻井过程中，泥浆录井数据

提供了和邻井测井记录的实时对比，

帮助作业者跟踪钻头相对于目标地

层的位置。因为基于实际岩样，泥

浆录井数据能提供直接、确定的岩

性和油气含量信息。在地层特征使

得电缆测井或 LWD 测井解释变得复

杂或模糊不清时，这些信息尤其有用。

另外，还能弥补缺乏其他测井资料

的层段信息。因此，通过和电缆测

井或 LWD 测量结果、岩心和试井资

料有机结合，录井数据可提供独立

详尽的证据，帮助作业者更全面地

了解油藏条件和地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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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基本录井服

务范围不断扩大，传感器的增多使

录井仪能记录更多数据，从气相色

谱仪到钻压再到泥浆池液面指示仪，

录井功能越来越多样化。现在，录

井服务一般记录 ROP、岩性、可见

油气指示、泥浆中可燃气体总量、

气体中含有的个别烃类化合物体积，

以及多种钻井参数。作为监测钻井

作业和钻机传感器状态的中枢机构，

泥浆录井仪已成为甲方代表、司钻

和地质人员重要的信息来源。

遇到钻井作业中钻速明显提高

的情况时，录井人员的工作就更加重

要。此时录井人员需要提醒甲方代表，

并要求停钻，直到钻头端面处的泥

浆和钻屑能够循环到地面。如果泥

浆分析结果表明有油气出现－称为

油气显示－录井人员就要通知地质

人员，他们可能会决定取心或进行

层段测试。地球化学分析人员和生

物地层分析人员也从录井人员那里

获取代表性样品，用于对比分析和

建立地质模型。

从钻井角度来看，录井人员的主

要任务是气体监测。泥浆气随钻变

化趋势是评价泥浆平衡、识别潜在

超压地层的一部分重要工作。通过

仔细跟踪气体和钻井参数变化，录

井人员可以识别即将发生的异常情

况，提前提醒司钻和甲方代表，使

他们及时调整泥浆密度或关井，从

而降低问题发生的概率。因此，能

否成功钻成一口井，能否安全进行

钻井作业，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录井

人员能否快速将不同数据进行综合，

并通过解释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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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发展，录井功能已经提

高了很多。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能在井场对采集的气样进行气相色

谱分析。20 世纪 60 年代，录井公司

开始提供地压力检测服务 [2]。70 年代，

得益于坚固的微电子元件，自动记

录仪开始涉入录井工作。在随后 10
年，录井仪进入计算机时代。计算

机代替录井人员承担了繁重的打印

记录工作，在此之前一直是录井人

员手工汇总数据，然后绘出录井曲线。

此外，计算机还帮助录井人员组织

并跟踪不同来源的数据。

计算功能、网络技术、地面传

感器设计及样品分析方面的进步使

录井仪迈进了 21 世纪。如今录井仪

集成了更多传感器，每种传感器都

能在几分之一秒的频率下采集数据。

为能快速处理急剧增加的数据量，一

种情景感知处理系统得以成功开发，

它基于计算机建立的趋势线和模型

库，使录井人员及其他终端用户能够

很容易地掌握采集的数据。在显微

镜下观察的样品数字图像也能快速

地从井场传到客户办公室。新型气

样采集和分析方法也已经开发成功，

可以在井场获取样品的地化属性。

本文介绍了录井作业基本方法，

回顾了地层评价中使用的采样和分

析技术，讨论了压力监测的基本方法。

通过总结新型传感器技术，为地质

人员勾勒出从基础地层评价到高级

泥浆录井分析技术的发展轨迹，同

时为钻井人员提供井完整性等方面

的服务。

录井基础

在油田开发中，钻井液是每个钻

井项目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水基、

油基还是气基泥浆，钻井液在钻井

过程中都至关重要 ：

• 在一定的压力下通过喷嘴流到钻头 
   上，带走热量，降低钻头端面的温度。

• 将钻屑从钻头端面携带到地面，在

  清洗井眼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 抵消井底压力，帮助维持井眼稳定，

  防止地层流体大量涌出造成井喷。

经过多年发展，粘土基和淡水

基钻井液配置的基础混合钻井液已

经发生了无数次变化（有时被放弃）。

较为常见的钻井液以盐水、矿物油、

柴油、聚合物、氮气、水雾和泡沫为

基液。每种类型的钻井液都有其特色，

在某些钻井环境下都有优于其他类

型的表现。每种钻井液用于录井服

务时都需要特殊的条件 ：有的要求

特定的采样技术，有的要求特殊的

样品冲洗程序。这一章节重点介绍

淡水基钻井液适用的最简单的环境

条件。

录井作业主要依赖于泥浆循环

系统。高压泥浆泵从地面泥浆罐中

抽汲泥浆，然后通过钻杆将泥浆直

接送到井下（左图）。在钻头端面处，

泥浆从钻柱通过喷嘴喷出。随后在

一定的泵压下，泥浆通过钻杆和套

管之间的环空向上流动，经过防喷

器上面的管线流出地面，然后经过

振动筛的筛网过滤，岩屑从液态泥

浆中分离出来。分离出的泥浆漏到

筛网下的泥浆池，经过处理再循环

利用。

钻头在地下钻进过程中，研磨掉

的岩屑，连同其中的水、油或气通

过钻井液被携带到地面。携带到地

面的是什么组分，这些组分何时被

携带到地面，都是录井学科中最重

要的问题。被携带到地面的物质成

分和到达时间受到钻井方法、岩性

和地层压力不同程度的影响。

^ 泥浆循环系统。钻井液通过高压泵从泥浆池抽汲出来，泵入地面管线，然后经过钻杆中心管送到
井下，到钻头后经过钻头喷嘴（图中没有显示）进入裸眼井筒。泥浆冷却并润滑钻头，然后沿钻柱

和井壁之间的环空向上返排过程中带走钻屑。到达地面后，泥浆、地层流体和岩屑通过喇叭口短节

的一个侧出口分流，并沿一段倾斜的管线流向振动筛。在振动筛的汇流箱上有一个泥浆搅拌器或气

体分离器，使气体从泥浆中释放出来。搅拌器顶部的吸入管线将气体从泥浆中分离出来，送到录井

仪进行分析。泥浆流过振动筛时，筛网过滤出岩屑，泥浆被回收到下面的泥浆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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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井人员需要收集地层岩屑的

样品来确定给定深度下的地下地质

特征。因此，岩屑尺寸必须足够大，

能用振动筛过滤出来。符合条件的岩

屑平均大小应和咖啡渣差不多大（右

图）。岩屑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岩石的胶结情况，以及岩石颗粒大小

和胶结物的成分。地层压力可影响

页岩的岩屑尺寸，从井壁剥落下来

的页岩上出现长深孔洞是超压的表

现。此外，钻头类型也起着重要作用。

楔形齿牙轮钻头比硬质合金齿牙轮

钻头切削出的岩屑粗。聚晶金刚石

复合片（PDC）钻头用于软地层时通

常使用大钻齿，切削出的岩屑比较

大（右下图）。硬地层使用小齿 PDC
钻头，切削出的岩屑尺寸小。

通过振动筛的钻屑量取决于钻

头尺寸和 ROP[3]。钻头尺寸决定钻孔

的横截面积。ROP 决定给定时间内

钻穿的层厚。这些因素反过来影响

泵速、钻压（WOB）、钻杆旋转速度、

流体粘度和泥浆密度，通常称为泥

浆比重（MW）。

要确定井中某一层段的岩性特

征，录井人员须考虑岩屑的运输速

度，以便正确确定岩屑从钻头端面

到达振动筛需要的时间。岩屑滞后

时间随深度增加而增加，钻浅层时

只是几分钟，到深层时也许要几小时。

精确确定滞后时间对精确地将岩屑

和地层流体与其来源深度关联起来

非常关键。

^ 岩屑样品。这些页岩岩屑经过清洗、烘干后，在显微镜下进行分析。

^ PDC 钻头切削的岩屑。录井人员筛子中的粘
土岩屑上显示出刀痕，这是 PDC 钻头切削作用

的证据。

确定滞后时间的一种方法是计

算替代整个环空中钻井液所需的时

间。这种方法要求录井人员分析裸

眼井的长度和直径、管柱（包括立

管、套管和钻杆）的容量和置换速度，

以及泥浆泵排量。只要井眼或管柱

直径发生改变，就需要重新进行计算。

但是，计算结果往往偏向乐观，总

是低估井筒容积，原因是这种方法

没有考虑井壁粗糙度和冲蚀的影响，

而这些因素会对泥浆量和流速产生

影响。

另外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是利

用示踪剂确定岩屑滞后时间，示踪

剂被泵入井下，然后探测其回到地

面的时间。研究人员曾对各种示踪

剂进行了试验，从燕麦、玉米、大

米到颜料、电石块，再到注入气体，

有些因为对井下设备有影响而被放

弃，有的只能用于特定区域 [4]。多

数情况下，用棉纸简单包裹示踪剂，

然后当在钻台上接单根时将其塞进

钻杆。棉纸在钻杆内移动途中分解，

其中的示踪剂流出钻头喷嘴。启泵时

录井人员打开计时器，计算示踪剂

进入井下并回到地面的时间，这样

录井人员就能预测示踪剂的到达时

间。示踪剂到达振动筛时关闭计时器。

已知泵速和钻杆内径，录井人员就

能计算钻杆内直到实际井深容纳的

钻井液体积，继而根据泵的替液速度，

就能计算出将示踪剂送到井下需要

的冲程数。录井人员将计算结果转

换成示踪剂从地面到达钻头所需的

旅行时间。从测量的总时间中减去

这一时间就可计算出示踪剂从钻头

到地面的滞后时间。

2.  地压系指地层压力。通常在油田上惯用的地

压系指异常流体压力，它高于或低于某给定

深度上正常的静水压力。正常压力等于静水

压力，超压高于静水压力，欠压低于静水压力。

   有 关 详 细 内 容， 请 参 见：Barriol Y，Glaser 
KS，Pop J，Bartman B，Corbiell R，Eriksen KO，
Laastad H，Laidlaw J，Manin Y，Morrison K，
Sayers CM，Terrazas Romero M 和 Volokitin Y：“钻

井和开采过程中的压力测量”，《油田新技术》，
17 卷，第 3 期（2005 年秋季刊）：22–41。

3.  Whittaker A ：Mud Logging Handbook。美国新泽

西州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1991 年。

4. 钻 井 液 中 电 石 [CaC2] 遇 水 发 生 反 应 
[CaC2+2H2O → C2H2+Ca(OH)2]，生成的乙炔 [C2H2] 
通常不会出现在沉积层中。乙炔随后会被收

集到气体分离器，气体探测器和录井仪中的

气相色谱仪会自动显示乙炔的出现。

8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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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根据泵冲程计算岩屑滞

后时间。放置在泥浆泵上的传感器检

测活塞的运动，并将信号传输到录

井仪的泵冲程计数显示器。示踪剂

塞进钻杆时将计数器设置到 0，示踪

剂到达地面后读出泵的冲程数。只

有当泵运转时冲程计数器才增加计

数增量，因此其速度反映真实的泵速，

不受接单根或维修泵时中断的影响。

总冲程数减去将示踪剂送入井下钻

头所需的冲程数，从而确定岩屑离

开钻头到达地面的冲程数。

通常每天在每个套管点上测量

滞后时间。计算出的滞后时间对确定

实测滞后间隔间的地层冲蚀程度很

有用。例如，在接单根时将一种电

石示踪剂放入钻杆。经过 1800 次冲

程后，气体探测装置记录到乙炔峰值。

已知计算出的滞后时间是 1710 次冲

程，那么这个 6% 的滞后差异就可归

^ 基本录井资料。通常录井数据包括 ROP、深度、岩屑岩性、气体测量和岩屑描述，也可能包括对泥浆流变特征或钻井参数的说明。该图记录了例行
钻井工作，下套深度是 7580 英尺处的页岩层段。钻出套管并进行漏失试验（LOT）后，钻速（ROP）大约是 25 － 30 英尺 / 小时（7.6 － 9 米 / 小时）。

钻到 7650 英尺时，起钻更换钻头，导致 1548 单位的起钻气（TG）。在近平衡条件下钻进过程中，每次接单根都发现接单根气出现少量增加，提醒司钻

增加泥浆比重。在 7890 英尺钻速提高，预示着一次放空，伴随出现了砂岩含量增加，还发现气体显示，峰值气量达到 920 单位（FG）。气体探测结果

以空气中等量甲烷表示，单位为 ppm（百万分之一），10000 ppm 相当于甲烷含量为 1%，或 50 个单位。井场气相色谱仪通常跟踪甲烷 [CH4] － C1，以及

以下成分：乙烷 [C2H6] － C2，丙烷 [C3H8] － C3，正丁烷 [C4H10] － nC4，异丁烷－ iC4，正戊烷 [C5H12] － nC5 和异戊烷－ iC5。

咎于井筒扩大的影响。用泵置换量

5.  ECD 指的是给定深度地层上循环流体的有效

密度，用以下公式计算：

     ECD = d + P/(0.052×D)，其中 d 代表泥浆比重（磅

/ 加仑），P 代表井深 D 到地面间的环空压降

（psi），D 代表真垂深（英尺），0.052 是 psi/
英尺转换成磅 / 加仑的换算系数。

6.  这种情况下的抽汲指的是环空压力出现轻微

下降，是由于钻柱在接单根过程中移动造成

的。由于抽汲作用产生的气体量取决于泥浆

的流变特性、管柱的移动速度，以及管柱和

环空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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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M 78 to 84
Flow 650 g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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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r-lt gy-frst, m-f gr,
sbelg-elg, sbang-sbrnd, m srt, tr Glau,
calc mtx, p-m cmt, qtzc i/p, m ind,
fri-m hd, p-fr intgran por, no fluor.

 Clr-lt gy-frst, m-f gr,
sbelg-elg, sbang-sbrnd, m srt, tr Glau,
calc mtx, p-m cmt, qtzc i/p, m ind,
fri-m hd, p-fr intgran por, no flu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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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 7580 /6691
LOT = 14.8 p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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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检。经过清洗和烘干后的岩样在显微镜下检测（左），以便进行岩性描述（右）。从插图可以清晰看出岩样包含各种岩石类型，主要是灰色的粘土
岩，其中夹杂少量的白色 - 灰白色砂岩。在某些录井仪中，显微镜上还安装有一台照相机，录井人员可以详细记录岩样中发现的潜在产层、罕见的矿物、

明显的标记层，甚至金属屑（套管或钻头磨损指示）。

乘以冲程数差，可确定井筒冲蚀总量。

该冲蚀量也可用于超出实测滞后点

的外推滞后计算。

某些情况下，另一种气体可帮助

录井人员跟踪滞后时间。在泥浆施

加的压力与地层压力达到近平衡条

件下钻进时，通常能检测到接单根气。

在钻台上接单根时，需要停泵起钻。

停泵后，有效泥浆比重从当量循环

密度（ECD）下降到静态泥浆比重，

随着钻柱向上拔出，对井筒造成轻

微的抽汲作用 [5]。在这些条件作用下，

井底静压可能下降，使得地层释放

出少量气体 [6]。发生这种情况后，连

接钻杆后在一个滞后间隙就能检测

到接单根气。接单根时每一次出现

接单根气，都反映钻头深度造成的

滞后量。

基本地层评价

录井提供的基本记录数据包括

钻井作业过程中的钻速、携带到地

面的岩屑岩性、可燃气体总量、个

别烃类化合物成分。录井提供的是

一份综合的记录，包括地下地质特征、

钻遇的碳氢化合物、钻井过程中的

重要活动等（前一页图）。

ROP 曲线记录钻头钻穿 1 米或 1
英尺地层需要的时间，和绞车上的

传感器记录结果一样。ROP 曲线可

绘制成步幅图或连续曲线，从右向

左增加。当以这种方式显示时，ROP
曲线基本上和自然电位曲线或自然

伽马曲线以相同的方式和岩石类型

或孔隙度变化对应，这样就很容易

将这些曲线关联起来。

各种因素影响 ROP，包括岩石类

型、孔隙度、WOB、MW 和转速（rpm），

以及钻头类型、直径和钻头工作条件。

因为钻井方式和地质条件一样影响

ROP，因此录井人员会在 ROP 曲线

旁标注某些钻井参数，特别是这些

参数发生变化时。

ROP 曲线的解释方式和自然伽

马记录一样。通常，穿过缓慢连续

钻进的厚层确立一条页岩基线－通

过分析地层岩屑可以证实页岩推测

正确与否。偏离这条 ROP 基线可能

表明岩性或其他井下变量发生了变

化。例如，放空可能说明岩性从页

岩变成了砂岩，或者由于穿过断层

导致井底压力上升。ROP 突然下降，

有时称为反向放空，可能表明岩石

密度增加，或者预示钻头出了问题。

这些指标必须对照其他测量结果进

行综合考虑，方能确定其发生的真

实原因。

岩性柱基于滞后岩屑样品分析

结果。一般在起钻前定期－例如每

隔 3 米（10 英尺）或每隔 10 米（30
英尺）－收集岩样。ROP 曲线或气

测曲线明显偏离已知趋势时也收集

岩样，这种情况表明地层特征发生

了变化。岩性柱显示的是按岩屑百

分比确定的粗略岩性估计结果，以

10% 递增。

岩屑岩样经过清洗烘干后，放到

双目显微镜下检测。检测结果记录

在岩样描述部分，包括岩性、颜色、

颗粒大小、形状、分选性、孔隙度、

结构文理及其他与特定岩石类型相

关的特征（下图）。

1. 
2. 
3. 
4. 

6. 
7.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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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存在与否可能并非显而易

见－甚至在显微镜下也不容易看到

－因此每份岩样必须经过多种试验

才能筛查出是否含有油气。首先将

岩样放到紫外线灯下检测。荧光试

验对于检测泥浆、钻屑和岩心中是

否含有油气是一项极其灵敏的试验。

岩样的荧光性按颜色（从棕色到绿色、

金色、蓝色、黄色或白色）、强度和

分布进行评价。荧光的颜色可以指

示油的比重，深色说明 API 比重低，

是稠油，浅色说明 API 比重高，是

轻质油。

因为荧光可归因于多种原因，根

据荧光分离出的岩屑再做进一步检

测。各种泥浆添加剂、岩石中含的

油和某些矿物－例如黄铁矿和方解

石－都可能引起岩样出现荧光。录

井人员须对比泥浆添加剂和岩屑，

判断哪些是添加剂引起的荧光效果。

矿物荧光可能非常接近石油荧光，但

使用溶剂处理后就能证实二者的差

异。矿物荧光不受溶剂的干扰，而石

油荧光会随着油的溶解扩散到溶剂

中。这种类型的扩散被称为荧光滴照，

通常更简单地被称为滴照。在紫外

线灯下，可看见油流从岩石孔隙流

到周围的溶剂中，使溶剂变成云状。

如果未观察到油流滴痕，则把样品

留下，让溶剂完全蒸发干净，然后

再在紫外线灯下检测岩样。在岩样

的周围出现一个荧光圈，表明曾经

有油释放到溶剂中（上图）。录井人

员记录下滴痕是立即出现还是过一

段时间才出现，以此推测岩样的渗

透特性。

气味是判断是否含油的另一种

可靠指标。如果排除不是钻井液发

出的油味，应调查是否有油气出现。

但是，没有油味并不表示不含油气，

特别是气层。

某些岩石颗粒可能因为接触到

油被侵染。侵染颜色可能是棕色的，

说明是低 API 的稠油，也可能是无色

的，说明是高 API 的轻质油和凝析油。

含油岩屑或岩心中出现的侵染和渗

流量－缓慢排油过程－是定性衡量

渗透性的一个指标。

遇酸发生反应是判断碳酸盐岩

岩样中是否含油的一项灵敏指标，前

提是泥浆体系中不曾添加油基流体

或烃类化合物。录井人员将稀释过

的盐酸滴到滴试板上的岩石碎片上，

测试岩样是否含油（左图）。如果含

油的话，盐酸与基质中的碳酸盐会

发生反应，释放出岩石孔隙中的油，

形成较大的气泡。某些情况下，在

气泡表面会出现一个闪光的彩虹。

^ UV 灯下的荧光显示。岩样上常常可以看到矿物荧光（浅色，左），但这并非产层显示。然而，放在溶剂中的含油岩样会产生油流滴痕，在岩样的 5
点和 11 点钟位置上出现两条微弱的油流。随着微弱的油流进入溶剂，使溶剂清晰呈现浅蓝色。溶剂抽干后，残留油在放置岩样的玻璃上留下一个荧光

圈（右），利用这个荧光圈可在不容易产生油流滴痕的低渗岩样中检测油。（图片由 G. Haines 提供）。

^ 碳酸盐岩与酸发生反应。稀释后的盐酸溶解
碳酸盐岩，释放出其中的油。随着碳酸盐岩的

溶解，释放出的油使原本清澈的酸液变成棕色。

由于油的出现引起较大的表面张力，产生了三

个较大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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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指数计算公式。利用指数 d 对可能影响钻速
的变量进行归一化处理，使得绘制的 ROP 曲线

对孔隙压力更加敏感。（根据 Jorden 和 Shirley
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11）。d 指数与钻速成反

比。自 1966 年发布以来，原始公式经过了多次

更新，这些更新都基于泥浆比重或钻头磨损的

变化。（Rehm 和 McClendon，参考文献 12）。

岩石的润湿性可定性评估。岩

样不能吸水或岩屑漂浮在水上，都

可能说明岩样中含油，或岩样是亲

油的 [7]。但是，如果是气钻产生的岩

样则可能不亲水，因为颗粒尺寸小，

表面张力大。

任何一种筛选试验产生的有利

结果都应认为是油显示，应立即通

知甲方代表和地质人员。录井人员

通过监测气体探测设备也应当注意

是否出现气显示。

气体探测系统基本上能显示瞬

时读数，唯一的限制因素是从钻头到

地面的滞后时间。吸入管线将位于振

动筛处的气体分离器中的空气和天

然气以恒定流速送到录井仪。在那

里，一组灵敏的气体探测仪器对从

钻井液中筛选的样品进行处理。这

套装置中的主要工具是火焰离子化

检测器（FID），它能够感知低到 5 －

20 ppm 的烃类气体浓度。FID 检测结

果以空气中所含等效甲烷体积表示，

单位是 ppm（百万分之一）。10000 
ppm 相当于 1% 的甲烷，或 50 个单位。

FID 计量结果用于在录井记录上

绘制总气曲线。背景气－基本保持

稳定，代表气体的最低水平－在总

气图上建立一条基线。背景气可以

是从几个 ppm 到百分之几的任何值，

取决于地层和循环条件。气显示在

检测结果上表现为明显的气量增加，

通常也与孔隙度或渗透率增加的层

段相对应。

如果有油显示或气显示，录井人

员就用气象色谱仪对油气显示作进

一步分析。色谱仪自动进行周期检测，

根据分子量将气流与其他组分分离

出来。一个周期就是气样通过色谱柱

所需要的循环时间，可能不足 1 分钟，

也可能几分钟，取决于色谱仪所用

的气体分离柱的类型。一般检测出

的气体都属于烷烃组 ：甲烷 [C1]、乙

烷 [C2]、丙烷 [C3]、丁烷 [C4] 和戊烷

[C5]。这些轻质烃类化合物的测量结

果有助于地质人员确定随钻储层流

体组成。因为每种储层流体都由不

同分子量的烃类物质组成，不同流

体所含的轻质烃类物质的相对比例

不同。根据回收气量和不同气体的

所含比例可以确定具体层段是否产

油或产气 [8]。

基本压力监测

无论在哪里钻井都必须应对异

常地层高压问题。钻遇不渗透层、封

闭断层、底辟或其他限制自然流动和

压力平衡的遮挡体时就会遭遇高压。

在这类超压地层中，圈闭在孔隙中的

流体承受上覆岩层的部分重量。当刚

沉积的上覆沉积层进一步压实孔隙，

而由于岩层渗透率较低又阻止孔隙

流体渗流出去，这时往往出现超压

现象。在欠压实或不均衡压实过程中，

随着上覆层进一步挤压圈闭在孔隙

中的流体，就形成过多压力。通常，

从砂岩到页岩的过渡层段容易发生

欠压实现象 [9]。

钻井过程中对超压层的探测非

常重要。通过提供这项服务，录井

工作在井控方面显得更加重要。司

钻非常希望能认识到即将发生的井

控危险，但由于平台上的仪器简单，

无法发现压力参数发生的细微变化。

钻台上的传感器或监视器发生故障

没有被发现，不当时间出现疏忽，或

无意间改变了钻井程序，都可能都

会使司钻不能及时识别危险情况的

发生。而根据地面指标，录井人员

可能能够发现危险的作业条件。

录井人员可密切监测钻井系统

与多种钻井参数的变化。通过仔细检

测岩屑，观察 ROP、气体、泥浆比重、

页岩体积密度和泥浆池中泥浆量的

变化，录井人员能检测从正常压力条

件到潜在危险压力条件的变化过程。

当钻头靠近超压层时，可观察到

压实度和孔隙度的明显变化。孔隙压

力可能接近井底压力（BHP）。随着压

差减小，ROP 提高，从正常的超压井

底条件开始变成负压 [10]。因此，ROP
是检测超压地层的一个关键参数。

长期以来页岩孔隙度被认为是

能够反映异常地层压力的一个可靠

指标。因为上覆层重量使得页岩随深

度变得更加密实，ROP 通常会随深

度降低。如果钻进页岩段后钻速提高，

司钻和录井人员都会据此推测孔隙

度提高，可能进入了一个超压层。

然而，ROP 受很多因素影响 ；钻

压、泥浆比重、钻杆转速、钻头尺

寸和钻头条件也影响钻速 [11]。为了

综合考虑这些变量，录井人员计算

出一个可钻指数，或称为 d 指数（上

图）。一些录井人员使用校正后的 d

7.  润湿性是指固体表面倾向于与某种液体接触

的现象。固体表面与液体的分子间相互作用

控制固体的润湿趋向。

    关于润湿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Abdallah 
W，Buckley JS，Carnegie A，Edwards J，Herold 
B，Fordham E，Graue A，Habashy T，Seleznev N，
Signer C，Hussain H，Montaron B和Ziauddin M：“润

湿性基础及应用分析”，《油田新技术》，19 卷，
第 2 期（2007 年夏季刊）：44–61。

8.  关于色谱和气体比例分析的详细内容，请

参 见：Haworth JH，Sellens M 和 Whittaker A ：

“Interpretation of Hydrocarbon Shows Using Light 
(C1–C5) Hydrocarbon Gases from Mud-Log Data”，
AAPG Bulletin，69 卷，第 8 期（1985 年 8 月）：

1305–1310。

9.  Bowers GL ：“Detecting High Overpressure”，The 
Leading Edge，21 卷，第 2 期（2002 年 2 月）：

174–177。

10. Dickey PA ：“Pressure Detection ：Part 3。Wellsite 
Methods”，Morton-Thompson D 和 Woods AM（编

辑）：Development Geology Reference Manual。塔

尔萨：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AAPG 勘探方

法系列，第 10 期（1992 年）：79–82。

11. Jorden JR 和 Shirley OJ ：“Application of Drilling 
Performance Data to Overpressure Detection”，
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18 卷，第 11 期

（1966 年 11 月）：1387–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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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dcs）（它考虑了泥浆比重和

钻头磨损程度的影响）[12]。计算 d 指

数对 ROP 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录井

人员可将可钻指数视为岩石强度和

钻井液密度的函数。

当压实作用和岩石强度随深度

增加时，在钻进均质岩性层段时，

泥浆过平衡或钻头性能没有变化时 d
指数随深度增加。d 指数 - 深度曲线

应能够大致反映 ROP，表明 d 指数

与钻速呈反比关系（上图）。出现放

空现象时，d 指数斜率发生逆转。

泥浆中出现气体是表明不平衡

压实的另一种指标。如果地层压力超

过泥浆柱施加的压力，地层流体会

开始流向井筒。地层流体快速流向

井筒称为井涌，说明将要发生严重

的井控问题。如果地层流体，特别

是气体，不受控制地流向井筒，很

快将出现连锁反应。流向井筒的流

体将降低整体泥浆柱重力，导致泥

浆施加到地层的有效压力下降，进

而使地层流体以更快的速度流向井

筒，最终造成井喷。

录井人员必须想方设法从众多

参数中找到超压线索。返回泥浆的

温度上升可能是因为欠压实页岩段

钻速提高和孔洞增加的原因。若甲

烷溶解到某些超压页岩的孔隙水中，

可导致气体含量上升。在录井仪中

检测到气体溢出，说明总气量增加。

然而，这一指标也可能误导录井人员，

因为含油或含气层或有机质丰富的

页岩也会使总气量增加。孔隙度增加

是欠压实页岩的特征，它会使页岩

密度比正常压实的页岩密度低。录

井人员利用录井仪中的密度测量仪

定期测量页岩岩屑的密度 [13]。

回流量增加以及泥浆池液面上

升表明泥浆回流，即泥浆回流量超

过泵入量。钻台和录井装置上的泥

浆池液面和流速传感器监测到泥浆

量发生变化时，发出警告，提醒钻

井人员关闭泥浆泵，检查流量，并

做好关闭防喷器的准备。

相反，泥浆液面下降说明泵入井

下的泥浆量比回流到地面的泥浆量

多。这说明发生了泥浆漏失，说明

地层可能存在裂缝，而且可能造成

严重的后果 [14]。如果泥浆液面下降

很快，井下静压下降会使地层流体

进入井筒，造成类似于钻进超压层

可能发生的井涌。

钻柱重量下降或增加预示可能

发生井涌。少量地层流体进入井筒

就会降低环空中流体的浮力 ；灵敏

的重量传感器能感应到钻柱重量增

加的变化。另一方面，如果发生严

重的井涌，地层流体大量涌入井筒，

向钻柱施加向上的推力，会使钻柱

重量明显下降。

能否及时提醒司钻即将发生井

涌危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录井人员

能否及时监测到钻井参数的变化。如

果不特别仔细监测安装在钻机周围

关键点上的传感器发出的信息，录

井人员也不会尽到上面的责任。

进入 21 世纪

早期的录井人员要学会辨别钻

机的声音，往往能够仅仅根据司钻大

钳的叮当声、绞车发动机的转动和

司钻刹车发出的刺耳尖叫声就能判

断出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常作业程

序和钻机工作节奏发生的任何改变

都应是进行调查的原因。如今，利

用坚固且复杂的传感器每秒钟采集

几次数据，同时情景感知处理系统

也帮助录井人员将不同传感器记录

的数据整合起来。

近些年来，开发或改进了组合传

感器并被一些先进的录井公司使用。

斯伦贝谢旗下的 Geoservices 就是这

样一家在录井技术方面处于行业领

先地位的公司 [15]。该公司具有 53 年

的历史，已开发或采购了各种各样

的传感器，用于测量和记录关键的

钻井性能参数和循环系统参数。大

多数传感器在危险条件下都能安全

工作，而且必须制造得很坚固，确

保在恶劣的环境和气候条件下能够

^ 超压对钻速和 d 指数的影响。在常压页岩层段，ROP（红色线）随深度增
加而降低。d 指数（蓝色线）趋向于随深度而增加，表现为正常压实趋势。

偏离这些趋势可能说明欠压实，预示着钻头正在进入超压层段。

12.Rehm B 和 McClendon R ：“Measurement of 
Formation Pressure from Drilling Data”，SPE 3601，
发表在 SPE 年会上，新奥尔良，1971 年 10 月

3-6 日。

     Lyons WC（编辑）：Standard Handbook of Petroleum 
& Natural Gas Engineering, 第 2 卷。休斯敦：海

湾专业出版公司（1996 年）：1045。

13. Dickey，参考文献 10。

14. 关于泥浆漏失的防范与补救，请参见：Cook 
J，Growcock F，Guo Q，Hodder M 和 van Oort E：
“稳定井眼防止井漏”，《油田新技术》，23 卷，
第 4 期（2011 年冬季刊）：26–35。

15. 斯伦贝谢公司于 2010 年收购了 Geoservices 公
司。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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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绞车传感器。这种传感器有一个圆盘状组件，
它与电缆滚筒的运动保持一致。接近传感器检

测圆盘的移动，并将检测到的脉冲传输到录井

仪的主处理器。

^ 泥浆池液面传感器。该装置（插图）通过发出系列超声波脉冲，检测
泥浆池中液面的变化。

可靠工作。传感器信号尽可能在靠

近传感器的位置从模拟信号转换成

数字信号，以避免模拟信号传输带

来的问题和钻台上大量电缆的影响。

压力传感器测量各种关键参数。

这些传感器可以安装在钻机设备的

关键部位，测量具体参数，例如大钩

悬重、WOB（钻压）、旋转扭矩、立

管压力、套管压力和固井装置压力。

通过测量绞车滚筒的位移，绞车

传感器有助于录井人员跟踪钻进或

起下钻过程中钻柱的移动和钻头的

位置（右图）。该传感器安装在绞车

主轴上。绞车传感器输出数据有助

于录井人员确定钻速、大钩位置和

钻头位置。

非接触式接近传感器监测泵的

冲程和转速。泵冲程用于计算泥浆

流速，该参数对于优化钻井水力学、

估算岩屑滞后时间、控制各种井涌

影响非常重要。泵转速的监测对评

估钻井性能，计算 d 指数很有必要。

接近传感器发出电磁场，并通过电

磁感应检测是否有金属活化剂通过。

井下钻井设备出了问题，通常首

先表现为转矩发生变化。在给定转

速下，转矩逐渐增加可能预示着钻

头已磨损，应该更换。另外，录井

人员也可根据随钻转矩变化确定地

层变化。转矩可用一种旋转式转矩

传感器测量。该传感器采用的转换

器紧紧夹持在向驱动转盘或顶驱的

电机供电的电缆上。电机汲取的电

流与施加到钻柱上的转矩成正比。

检测泥浆池液面的变化对安全

执行钻井作业十分关键。通常在泥

浆池液面上方安装一个超声波液面

传感器，测量液面的变化。传感器

发出的超声波能从液面反射回来（右

图）。该传感器重量轻、结构紧凑、

精确度高、性能可靠、组件无需移

动，也不必浸入泥浆液面。通过精

确测量超声波信号返回传感器的时

间，得到传感器到液面之间的距离。

在浮动钻井平台上，每个泥浆池中

安装几个传感器，以此校正因为海

浪运动造成的泥浆池液面变化。

密度传感器能快速准确地测量

钻井液的密度 ；密度传感器能检测

出泥浆比重的细微变化，使录井人

员能够及时提醒钻井人员注意低密

度地层流体流入井筒的情况。向泥

浆体系中添加加重材料或加重液时，

也可用密度传感器监测添加过程。通

常用两个浸在泥浆池不同深度处的

压力传感器测量泥浆密度，然后计

算传感器间的压差和深度。

以下三种流量传感器用于连续

测量钻井液流量 ：

• 挡板流量计 ：测量泥浆回流管线

中泥浆的高度。当连接到录井系统

的计算机上时，该传感器可提供连

续的泥浆相对高度曲线图。录井人

员根据提前设置的极限值在曲线上

标出高于和低于预设极限值的警戒

值。

• 电磁流量计 ：一种体积流量计，其

工作原理基于电磁感应。这种流量

计可安装在立管上，计量流入井筒

的泥浆流量，也可安装在回流管线上，

计量排出井筒的泥浆流量。每套流

量传感器装置都占用一小段管线。

每个传感器上有一对圆形电极，

与管线内面平齐。当传感器通电后，

产生一个与管轴线成直角的电磁场，

从而在两个电极之间形成电位差，大

小与泥浆流速成正比。电磁流量计

适用于水基泥浆，或其中连续相能

导电的泥浆。连接到录井系统的计

算机上后，电磁流量计能实时监测

并持久记录流动参数，自动计算差流，

这对可靠检测少量井涌或泥浆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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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

• 科里奥利流量计 ：在低到中等压力

下精确计量循环流体、气体或水泥

浆的质量流、温度和密度。这种流

量计通常安装在回流管线的旁路上，

利用科里奥利效应计量流量（上图）。

流体进入传感器并通过一对流管。

这对流管在液流的影响下自由振动

和扭转。通过量化流管中扭转量计

量流量大小。扭转量与流体的质量

流速成正比。通过测量流管振动的

共振频率得到流体的密度值。测量

结果自动进行温度变化补偿。

循环钻井液的温度能提供井下

条件变化的线索。通常将温度传感

器安装在泥浆池里（标记为进口温度）

和振动筛汇流箱里记录管线温度（标

记为出口温度）。根据进出温度差计

算温度梯度，有助于录井人员定位

过渡层段及其他地质边界特征。

电阻率传感器测量钻井液的电

阻率值，反映钻井液的矿化度。电阻

率传感器安装在泥浆池和振动筛汇

流箱中。钻进层状盐层或盐丘、通

过断层段、钻进过渡段由于异常压

力使地层水进入泥浆柱时，泥浆矿

化度都会发生变化。电阻率传感器

能提供精确、线性泥浆电导率，测

量范围为 0 － 300 mS。
如今的录井仪监测大量地面传

感器，用于确定井下条件或评估钻

机性能。这些传感器能使录井人员

及时发现井下条件的变化，而这些

变化可能会改善钻井目标，也可能

对钻井目标产生不利影响。

高级服务

新型传感器技术为提高钻井性

能、增加从泥浆中提取资料的价值

提供了保障。Geoservices 的录井技

术重点在两个领域 ：地层评价和钻

井支持。

现在的地层评价服务不仅仅是

通过分析岩屑和流体识别岩性和潜

在产层。为了提供高级泥浆气取样

和色谱分析服务，Geoservices 开发

了 FLAIR 流体录井和分析技术，用于

井场地球化学评价。钻井支持服务

提供地面资料分析层面的服务（远

远超出基础压力监测服务），提高

钻井作业安全，优化钻井作业程序。

PreVue 实时地压监测服务的目的是

帮助降低井涌风险、泥浆漏失及其

他井控问题。Thema 钻井作业支持

和分析服务提供最新钻井力学、井

眼情况和钻机性能分析结果。

FLAIR 高级泥浆气记录－在过去

^ 科里奥利流量计。科里奥利流量计安装在管线上。无流量时，通过传感器的电流（左上）在流量
计进口和出口（左下和右上）产生同步的正弦波。有流量时，通过管线的液流使两个正弦波呈相反

方向扭转（右下），并使其不再同步，相位差异系数为Δt，可将其转换成质量流量。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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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提取装置示意图。使用放在排出管线和吸入管线上的专业化气体提取装置，FLAIR 分析系统
对两种气流进行比较，以校正泥浆系统的除气装置未能清除的再循环气体。

10 年，录井技术进步已经显著提高

了井场地层评价资料的质量和效用。

如今，高分辨气相色谱和质谱技术提

供的资料和解释能力使得定量评价

关键地层参数成为现实。FLAIR 流体

实时记录和分析技术提供了与地层

流体成分相关的前期信息。将 FLAIR
资料与通过其他地层评价技术获得

的资料结合起来能更精确地评价地

层中的油气。

FLAIR 系统在常温动态条件下分

析从钻井液中提取的烃类成分。经过

连续分析后得到轻质气体 C1 － C5 的

定量评估结果，同时也能提供重质成

分 C6 － C8 的定性信息，包括甲基环

己烷和轻质芳香烃 ：苯和甲苯等 [16]。

也可以监控其它非烃组分，如氦、氢、

二氧化碳和硫化氢等。

专业化泥浆气提取设备是 FLAIR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泥浆从井中

返回后，FLEX 流体提取仪连续从管

线中取泥浆样品。在恒定压力和体

积条件下，FLEX 提取仪将泥浆样品

加热到恒定温度。通过这种方法在

提取腔内形成稳定的气 / 泥浆比，从

而创造了一个非常高效的可重复的

过程。加热泥浆样品的功能非常重要，

尤其在深水环境下，泥浆回流温度可

能只有 10 － 15°C （50 － 59°F）。在

低温条件下，系统本身没有足够的

能量使重质气体成分从泥浆中释放

出去。传统的泥浆气提取仪不能加

热样品，提供的资料不很精确，原

因是在提取过程中有很多气体仍然

留在泥浆中。

在 FLEX 提取过程中，FLAIR 泥

浆气录井系统在恒定的热力学条件

下工作，使 C1 － C5 组分的提取效率

得到校准。较重的烃，如 C6 － C8 不

容易提取，但可以定性检测其是否存

在。校验过程同时校正了可能通过

泥浆系统再循环的任何气体。这可

以在泵的吸入管线，即泥浆被回注

井中的位置放置第二个 FLEX 装置实

现（上图）。按照这种方式，可以对

随泥浆再循环又被注入井中的那部

分烃进行定量测量。因为两套 FLEX
装置的提取条件相同，因此对再循

环气体进行校正是可能的。

提取出的烃送到高级气相色谱 -
质谱分析仪（GCMS），检测和分析

气体的百万分（微克 / 克）浓度。质

谱仪能使 FLAIR 分析仪检测并区分出

那些能够体现泥浆提取成分特征的

各种离子流形成的共流出峰。这个

过程需要非常短的时间，仅仅 85 秒

就能分析到 C8，还包括对几种异构

体的区分。

对比分析基于实际井下流体的

PVT 分析结果与 C1 － C5 的 FLAIR 分

析结果，表明二者非常接近。该功

能在壳牌公司与 Geoservices 的合作

项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基于墨西

哥湾井的 PVT 资料和 FLAIR 资料基

本一致，而传统泥浆气录井系统普

遍低估 C2+ 气体成分的浓度 [17]。

至于其他功能，FLAIR 服务还能

帮助地质人员区分不同的流体类型。

当钻头钻进储层后，地面测到气体

密度增加可能预示着进入了从气顶

到油柱的过渡层。由于重质气体（C3+）

的增加比例比轻质成分 C1 和 C2 大，

使得气体总密度增加。测定重质成分

及其相对于轻质组分的比例后，计

算烃的平衡比（Bh）和湿润比（Wh），
帮助地质人员区分油和气 [18]。

FLAIR 服务曾在 Hess 公司及合

作伙伴雪佛龙公司、DONG 能源公司

和 OMV 公司共同在英国近海钻探的

一口评价井中得到应用。作业公司

制定了两个主要目标，一是确定主

要储层蕴含的原始油气体积，二是

调查主要储层上下是否存在含油气

层段。成功钻完导眼井后，进行了

侧钻，然后水平钻入主要目的层段，

即 S3 层段。侧钻井引出了很多问题，

如纵向连通性、流体变化、是否存

在变质流体和未变质流体，以及在

16. 轻质烃如 C1 － C5 在泥浆气处理过程中很容

易清除，因此其浓度可以量化。而重烃如 C6

－ C8 则不容易清除，可以检测其是否存在，

但不易量化，因此只提供定性结果。

17 .  McK inney  D，F lannery  M，Elshahawi  H，
Stankiewicz A，Clarke E，Breviere J 和 Sharma 
S ：“Advanced Mud Gas Logging in Combination 
with Wireline Formation Testing and Geochemical 
Fingerprinting for an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Reservoir Architecture”，SPE 109861， 发 表 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 Anaheim，2007 年 11 月 11–14 日。

18. Bh = [(C1 + C2) / (C3 + iC4 + nC4 + C5)]。

     Wh= [(C2 + C3 + C4 + C5) / (C1 + C2 + C3 + C4 + C5)] × 
100。

     关于这些比率及其解释，请参见：Haworth 等

人，参考文献 8。

FLEX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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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层段内钻进地质导向不确定等。

Hess 公司对那些记录气体峰值

在背景水平以上的潜在油气层进行

了调查分析。通过对这些层段的气体

进行 FLAIR 分析，帮助 Hess 公司将

其划分成不同的流体相。这些流体

相按星形图上（极坐标系中的多元图）

的图示气体比例定义以便描绘气体

的化学成分，突出各成分间的差异

（上图）。根据以上分析，作业公司

识别出了不同层段不一样的流体相。

FLAIR 服务也帮助作业公司评估

了地层的产油或产气潜力。使用重质

成分与轻质成分比计算烃平衡和湿

润比。另一个潜在指标是甲基环己

烷（C7H14）的出现，这是一种环烷烃，

通常出现在液相中（下一页图）。

此外，作业公司还试图区分储层

中生物降解的流体和未经生物降解

的流体。生物降解不但影响烃的质量，

也影响烃的产能 [19]。生物降解还能

增加油的粘度，降低 API 比重，增

加沥青质、硫和金属等的含量。生

物气可能在储层中的油之上，可能

向上运移，破坏原有储层流体梯度。

这种流动可能改变气 / 油比，造成储

层流体成分改变。因为充气和再充

气造成的流体梯度中断可能预示着

储层中存在断块情况。

在开钻前开展的一项研究中，

Hess 公司评估了基于邻井的 PVT 分

析，评价了储层中生物降解的影响。

这些分析帮助确定那些可能能够证

明对识别生物降解造成的改变有用

的标记。研究表明，正庚烷（nC7）、

甲基环己烷（C7H14）和甲苯（C7H8）

的具体比例在那些发现生物降解的

井中比较普遍。C2/C3 比是早期生物

降解的另一个有效指标，因为 C3 是

细菌攻击和清理的首批成分之一 ；

在后面的阶段，细菌清理的是 C2。

FLAIR 分析提供 C1 － C5 的量化

结果，对于重质成分，只提供定性评

估。在 Hess 公司的这一井中，这些

结果表明 nC7/C7H14 的比值较低，符

合从邻井储层流体中观察到的生物

降解影响。当检测到非常低的甲苯含

量时－接近分析仪的敏感度－需要

改变分析流程。用 C2/C3 比代替 C7H8/
nC7 比，可以清晰区分经过生物降解

的流体和未经降解的流体（左图）。

^ 流体相特征。流体组分发生变化产生的星形图也不一样，这些星形图可被
划分成不同的流体相。星形图突出显示了不同程度的异质性。3a 代表的流

体相是最轻质的流体，3e 和 3f 代表的流体相是最重的流体。

^ 识别流体的差异。根据流体生物降解水平，Hess 公司的地质人员确定了
两种不同的流体系列。烃比分析结果证实上部储层中的流体经过了生物降解，

而深部储层中的流体没有经过生物降解。

19. 关于储层流体生物降解的更多信息，请参

见 ：Creek J，Cribbs M，Dong C，Mullins OC，
Elshahawi H，Hegeman P，O’Keefe M，Peters K
和Zuo JY：“井下流体实验室”，《油田新技术》，
21 卷，第 4 期（2009 年冬季刊）：3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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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体相分析结果。通过 FLAIR 气体分析可得到精确的烃组分，用于区分不同储层段产出的流体。流体相按顺序编号，字母表示亚相（第 3 道和图例）。
C1 － C7 组分（第 4 到第 8 道）用于计算烃平衡比（Bh）和湿润比（Wh）（第 10 道）。在该井中，甲基环己烷（C7H14）对确定是否存在流体相也很有用（第

9 道）。R2 和 R3 层（第 2 道）的流体相编号为 2，其他层段流体相为 3。目标储层 S3 为均质层，其流体相对较轻，是 C1 － C5，但 C7H14 丰度从比例上说较高，

说明存在液相。煤层 S1 和 T1 含气程度高，C1 含量在 95% 和 96% 之间，但没有甲基环己烷。

C1

ppm0 10k

2a

2b

2a

2b

3a

3b

3c

3a

3b

3d

3e

3e

3f

3a

3b

gAPI–50 150

nC5

ppm0 100
iC5

ppm0 100

nC4

ppm0 150
iC4

ppm0 150

C3

ppm0 500
C2

ppm0 500

C7H14

ppm0 250
C7H8

ppm0 50

Bh

0 100
Wh

0 100

nC7

ppm0 100
nC6

ppm0 100

ftX,100 X,700

2a: 90% 2b: 92% 3a: 95% - 96% 3b: 92% - 93%

% C1

3c: 90% - 91% 3d: 88% - 89% 3e: 86% - 87% 3f: 85% - 86%

R2

R3

S1

S3

S2

T1

T1



38 油田新技术

FLAIR 服务对地质导向也很有帮

助。钻水平层段过程中，在储层段

发现电阻率下降（上图）。这可能预

示即将钻出目的层段的顶部或底部，

也可能表明正钻入含水层。然而，通

过实时流体相分析表明储层流体没

有发生变化，说明井眼没有离开油层。

电阻率下降是由于油层内束缚水饱

和度增加的缘故。

PreVue 实时地压服务－ PreVue
服务提供开钻前压力预测，以及井

场监测孔隙压力和井眼稳定性。早

在动迁钻机之前，压力分析专家就

开始收集邻井资料和地震勘探资料。

他们分析测井记录、压力测试结果

和泥浆报告，建立每个井眼的纵向

应力模型，然后对速度和测井响应

与井眼压力异常进行关联分析。

根据局部和区域地震资料建立

3D 地震层速度模型后，压力分析专

家根据邻井声波测井记录和校验炮

调查结果对模型进行校准 [20]。然后

进行速度体分析，估算正常压实趋势

（NCT），建立孔隙压力模型和井眼稳

定性模型。邻井漏失试验提供了模

拟破裂压力梯度的控制点。上述模

型有助于 PreVue 压力分析工程师识

别潜在异常压力层段，决定井涌余量，

制定泥浆比重窗口，预测下套点（下

一页图）。

开 钻 后，PreVue 井 场 压 力 工

程师密切监测 ROP、气体读数以及

LWD 和 MWD 记录 ；他们更新压力

曲线图，修改趋势线，留意任何与

钻前模型不同的变化。根据这些信息，

他们能及时通知井场甲方代表即将

发生的问题。

钻进过程中，LWD 为解释压力

趋势变化提供重要数据。声波速度

测井、密度测井和电阻率测井对解

释孔隙压力和破裂压力梯度特别有

用。尽管很多因素－例如冲蚀、地

层流体类型和各向异性－能影响测

井响应，一般情况下，这些仪器反

映的是岩石孔隙度的变化。

当 PreVue 工程师观察到孔隙度

随深度增加时，他们立即通知司钻

和甲方代表。迅速检测地层流体流

入情况和气体含量的变化是 PreVue
工程师的重要任务。

通常采取的措施是增加泥浆比

重，直到流入情况得到控制。然而，

这样做并不是没有风险，例如意外

压裂地层会导致泥浆漏失突然发生。

增加泥浆比重可能压开新裂缝，或

扩大原有裂缝，使泥浆进入地层。

在渗透性地层，可能导致泥浆漏失。

除了钻井液漏失造成的成本损失外，

环空中失去大量泥浆还可能导致静

水压力下降，带来井控困难。

^ LWD测井资料。在钻穿储层段过程中，通过 FLAIR气体分析（第 3道）使作业人员消除了对电阻率下降引起的担忧。
FLAIR 分析结果证实井眼没有偏离储层。

20. 和正常压实趋势一样，地震层速度随深度增

加而增加。层速度随深度降低可用来识别潜

在异常地层压力层段。

21. Umar L，Azian I，Azree N，Ali ARM，Waguih 
A，Rojas F，Fey S，Subroto B，Dow B 和 Garcia 
G ：“Demonstrating the Value of Integrating FPWD 
Measurements with Managed Pressure Drilling to 
Safely Drill Narrow Mud Weight Windows in HP/HT 
Environment”，SPE/IADC 156888， 发 表 在 SPE/
IADC控压钻井和欠平衡作业会议暨展览会上，

意大利米兰，2012 年 3 月 20–21 日。

      Ismail Z，Azian Bt A Aziz I，Umar L，Azree B Nordin N，
Nesan TP，Rodriguez FR，Zapata FG，Garcia G，
Waguih A，Subroto B 和 Dow B ：“Automated 

Managed Pressure Drilling Allows Identification of 
New Reserves in a HPHT Exploration Well in SB 
Field，Offshore Malaysia”， IADC/SPE 151518，发

表在 IADC/SPE 钻井会议暨展览会上，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 San Diego，2012 年 3 月 6–8 日。

22. 关于 VSP 前探方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Bor land  W，Codazzi D，Hsu K，Rasmus J，
Einchcomb C，Hashem M，Hewett V，Jackson M，

Meehan R 和 Tweedy M ：“实时解答钻井及其

设计问题”，《油田新技术》，9 卷，第 2 期（1997
年夏季刊）：2–15。

    Breton P，Crepin S，Perrin J-C，Esmersoy C，
Hawthorn A，Meehan R，Underhill W，Frignet B，
Haldorsen J，Harrold T 和 Raikes S ：“随钻地震

测量”，《油田新技术》，14 卷，第 1 期（2002
年春季刊）：32–45。

    Arroyo JL，Breton P，Dijkerman H，Dingwall 
S，Guerra R，Hope R，Hornby B，Williams M，

Jimenez RR，Lastennet T，Tulett J，Leaney S，
Lim TK，Menkiti H，Puech J-C，Tcherkashnev S，
Ter Burg T 和 Verliac M ：“井下优质地震数据”，

《油田新技术》，15 卷，第 1 期（2003 年春季
刊）：2–23。

    Blackburn J，Daniels H，Dingwall S，Hampden-
Smith G，Leaney S，Le Calvez J，Nutt L，Menkiti 
H，Sanchez A 和 Schinelli M ：“井眼地震测量：

超越垂直剖面”，《油田新技术》，19 卷，第
3 期（2007 年秋季刊）：20–35。

gA
PI

–5
0

15
0

S2 S3

C 1

pp
m

0
15

k

20
0

0.
2

20
0

0.
2

oh
m

.m

oh
m

.m

T1 T1

Resistivity decrease



392012 年春季刊

^ 钻前分析邻井资料。超压层段或压实过程受到抑制的层段都表现为孔隙度增加，这可以从邻井的
测井响应进行识别。孔隙压力指示（第 1 道，红点）基于平均页岩电阻率（黑色），有助于建立正

常孔隙压实趋势线（绿色）。偏离正常压实趋势可能预示异常压力。通过 PreVue 孔隙压力研究对多

种资料进行评价，包括地震和测井资料，以及邻井的漏失试验和泥浆报告，以预测异常压力发生趋势、

大小和能够控制异常压力的泥浆比重范围。在本例中，偏离正常压实趋势的起点大约在8800英尺附近。

当量泥浆比重曲线（第 2 道）显示了相应的压力变化。井涌余量（浅蓝色）取决于裸眼段上最弱的

地层。通过计算破裂压力梯度（深蓝色）、孔隙压力（绿色），上覆层梯度（红色）和正常静水压力

梯度（黑色），确定容许泥浆比重窗口（阴影线区域），该窗口由井涌余量和孔隙压力曲线界定。

启动泥浆泵会提高泥浆压力，这

一现象可被视为泥浆密度增加。控

制泥浆有效静态密度（关泵）和有

效循环密度（启泵）的差异，了解

其与地层压力和岩石强度的关系是

实现成功钻井的重要因素。PreVue
服务的目标是在地层压力和岩石强

度之间找到泥浆密度（静态密度和

循环密度）平衡点。

2011 年， 马 来 西 亚 国 家 石 油

公司在马来西亚近海马来盆地钻了

SBD-2 高温高压井。根据本地区以往

经验，司钻预计将不得不应对因为孔

隙压力和破裂压力制约的窄泥浆窗

口问题 [21]。前期钻的一口邻井（SBD-
1）曾遭遇压力问题，同时出现了严

重的泥浆漏失，导致该井未能钻达

目的层段。

根据 SBD-1 井的测井资料，马

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的地质师识别

出来异常孔隙压力开始出现的位置。

SBD-2 井开钻前，马来西亚国家石油

公司希望确定从低压力梯度到高压

力梯度的过渡层段的深度。PreVue
压力专家对地震资料进行了分析，

确定了该压力斜坡的顶和底。他们

分析了该地区的 3D 地震数据体，提

取了邻井的速度资料，并与电缆测

井和 LWD 资料进行了对比。用上述

数据计算邻井中的上覆层压力梯度

和正常压实趋势，然后将计算结果

综合到目标位置的速度模型中。对

目标位置和其他位置得到的速度值

进行分析，以确定异常压力的发生

深度和大小。孔隙压力和井涌余量

之间的压差留给司钻一个非常窄的

当量泥浆比重窗口，只有 1 － 1.5 磅 /
加仑（0.12 － 0.18 克 / 厘米 3）。

在随后的计划阶段，作业公司决

定每下一趟套管采集一次井眼垂直

地震剖面（VSP）资料。中途 VSP 资

料可在 SBD-2 套管井相对安全的环

境下采集。利用 VSP 资料，可以使

项目组对原始模型进行时深转换（该

模型根据地面地震资料建立）。另外，

VSP 资料也有助于作业公司识别模型

的任何变化，并可作为衡量钻头前

方孔隙压力分布的工具。这种前探

信息非常重要，能够指导钻井人员

将井钻到目的层 [22]。

通过综合应用 LWD 电阻率测井

和 d 指数曲线图，并重点考虑气测

结果和压实趋势，对进入孔隙压力

斜坡的钻进过程进行了跟踪。在钻

入压力过渡层之前，作业公司进行

了一次零偏移距 VSP 测量，以便对

先前的孔隙压力估计结果进行更新。

根据该 VSP 资料，利用同一正常压

实趋势线（用于产生基于地震速度

的孔隙压力曲线）建立了高、低两

种孔隙压力情形，结果都表明孔隙

压力梯度增加的范围在 1 磅 / 加仑左

右。这使钻井队能比较清楚地了解

钻头前方地层的情况，也增加了对

计算模型的信心。

SBD-2 井中位于中间套管和总井

深之间的层段分两段完钻。第一段

用 101/2 英寸钻头和 121/4 英寸扩孔器

完钻。下入 95/8 英寸的套管后，开始

钻第二段，用 81/2 英寸钻头和 91/2 英

寸扩孔器一直钻到总井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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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扩孔增加了环空体积，从而

减轻了环空中的循环压力，降低了

ECD，进一步抵消了重泥浆的影响。

整个层段钻进过程中，保持泥浆密

度接近估计的孔隙压力，保持 ECD
接近破裂压力梯度。井下 ECD 超出

井涌余量引起的任何压力增加都会

导致漏失，这样就给钻井队提供了

一项控制井下压力的可靠指示。

PreVue 工程师也根据气测结果

得到了精确的泥浆平衡指示。当井

接近总井深时，停泵后观察到了气

体峰值。PreVue 工程师分析了气体

增加情况，发现是由于井呼吸造成

的气体峰值，而不是由于地层流体

流入井筒造成的泥浆比重下降。

在某些井中短暂停泵后可观察

到井呼吸。当泥浆比重接近破裂压

力梯度的等效值时，在一些弱地层

或沿岩石层间的界面会产生小裂缝。

启泵后，这些裂缝可能会张开，致使

钻井液进入。轻质气体成分从地层

扩散到钻井液中。短暂停泵后，例

如连接钻杆期间，这些小缝隙会慢

慢闭合，使其中的钻井液和气体又

流回井筒。当钻井液循环到地面后，

记录到总气量增加。但在气相色谱

图上，表现为 C1 和 C2 气体增加，而

C3，C4 和 C5 的变化很小。

为了保持泥浆比重不超出窄压

力窗口，采用了控压钻井技术（MPD），
用于检测早期井涌、保持恒定的井底

压力控制，进行动态流量检查和动态

地层一致性试验（FIT）[23]。工程师

将前探 VSP 孔隙压力曲线与 MDT 模

块式地层动态测试器和 StethoScope
随钻测压仪器给出的实际压力测量

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这些读数彼

此非常一致（左图）。钻到总井深后，

用压井液封住井眼，并成功完井。

Thema 钻井作业支持及分析服

务－ Thema 服务处理来自钻机周围

多个传感器发送的实时高频数据流，

从而提供最新井眼条件分析结果、钻

井效率、井压平衡状况和钻机性能

指标。这些信息显示在定制屏幕上，

显示器屏幕安装在录井仪和甲方代

表的工作间里，也能在作业公司的

异地办公室进行远程查看。

在井眼条件模式下，Thema 工

程师实时分析井眼稳定性和井眼清

洁效率。钻柱重量可按静态、旋转

或往复三种方式记录。该程序也处

理岩屑流量计输入的数据。按深度

或时间显示数据，可使用户快速确

定事件发生顺序和相互关系。数据

分析后计算行业标准的扭矩、ECD、
上提钻具重量、下钻遇阻钻具重量

和钻具自由旋转重量等。

^ 最终综合测井图。根据 VSP 分析确定的前探孔隙压力估计值得到 MDT 和 StethoScope 仪器实测
压力读数的证实。泥浆比重保持尽可能低，以保持 ECD 不超过岩石破裂强度。尽管如此，还是发

生了漏失情况。该图显示泥浆压力（红色）保持与估测孔隙压力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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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沉与补偿。在巴西近海 Campos 盆地的一口井中，Geoservices 的作业人员通过 Thema 服务提供的数据对钻柱振动问题进行了追踪分析。升沉和补
偿幅度的对比结果（左）表明升沉阻尼效果不理想，随后对其进行了校正（右）。

在钻井效率模式下可分析各种

钻井参数，用来评估钻头动态和磨

损情况。地面传感器监测憋钻引起

的轴向振动和钻柱粘滑振动的频率

和大小。根据这些输入数据预测可

能出现的问题，如钻头泥包、钻柱

振动和钻头磨损，从而优化钻井参数。

钻井效率模式有助于提高 ROP，延

长井下和地面设备的使用寿命。

Thema 服务帮助中东一家作业

公司提高了易碎地层的岩心收获率。

岩心破碎引起两方面主要问题 ：一

是作业公司不容易采集到具有代表

性的地层岩样，二是破碎的岩心造

成岩心收获进尺数出现空缺，从而

严重降低最终收获岩心解释结果的

质量。

通过分析首次取心时的钻井传

感器数据，表明岩心在取心筒内受

到了严重的扭转振动，导致岩心出

现破裂，岩心质量差。随后的取心

作业使用了 Thema 技术控制钻井参

数，并尽量降低钻柱振动。通过这

种方法，作业公司采集到了整齐无

破损的岩心，这一结果也说明建议

使用 Thema 分析是正确的选择。

为监测钻机性能，Thema 服务

自动追踪和显示各种参数组合，如

每根钻杆的连接时间或净钻井时间。

通过记录每项活动的持续时间，可

在各种作业过程中（如钻进、滑移、

起下钻和循环等）评估钻机性能。

井场数据专家和作业公司办公室的

Thema 工程师协同工作，为井场和

办公室项目人员及时提供最新数据。

最近某作业公司要求在巴西近

海的井中使用 Thema 服务来查找钻

速低的原因。作业公司在一项为期

三年的钻井项目中，在 Campos 盆地

采用半潜式钻机完钻的几口井中使

用 了 Geoservices 录 井 和 Thema 服

务。虽然多数井都按计划完钻和完

井，但在一些井中由于ROP大幅度下，

降实际完钻时间超出计划时间。

和邻井 ROP（平均 40 米 / 小时

（130 英尺 / 小时））相比，一些井的

钻速只有 16 米 / 小时（52 英尺 / 小时）

－下降 60%。钻井分析表明是振动影

响了 ROP。但司钻无法确定问题的

具体原因。

在其中一口井中使用 Thema 服

务记录了钻机上各种检测钻井性能

的传感器响应。Thema 系统采集数

据的频率高达 50 Hz，因此能够将传

感器响应与各种钻井参数进行快速

对比。其中一些来自传感器的输入

数据用于检测立管张紧装置、升沉

补偿装置和顶驱系统的运动情况。

通过分析传感器数据，帮助

Geoservices 作业人员找到了 ROP 下

降的根本原因 ：由于升沉运动造成的

冲击和扭转阻力消耗了钻井能量（上

图）。和一般半潜式钻机一样，该钻

机使用了升沉补偿装置来减少由于

海浪升降引起的钻柱垂直运动。

通过精细调整升沉补偿装置的

阻尼运动，钻井承包商减轻了上述问

题的影响，提高了 ROP，同时降低

了钻柱上的应力。ROP 从 16 米 / 小
时提升到 45 米 / 小时（148 英尺 / 小时）

－比邻井 ROP 为 40 米 / 小时的平均

值高 10% 以上。上述结果促使作业

公司在本地区另外 5 台钻机上也实施

了相同的监测和减缓措施。鉴于上

述结果，作业公司计划在以后钻井

时也使用 Thema 服务。

随着新型传感器和分析工具的不

断开发，录井公司的服务范围将继续

不断扩大。录井人员也相应承担着一

项重要任务－向作业公司和钻井人员

提供进行成功钻井和确保钻机安全所

必需的重要信息。除地层评价专家外，

录井作业还必须为负责提高钻井效率

和确保钻井安全的专家提供必要信息。

通过将各种地面传感器与快速分析功

能和作业知识与经验进行有机结合，

录井设备正在快速成为钻机的神经中

枢。                                                                 － MV23. 关于控压钻井的详细内容，请参见：Elliott D，
Montilva J，Francis P，Reitsma D，Shelton J 和

Roes V ：“控压钻井新技术及其应用”，《油田

新技术》，23 卷，第 1 期（2011 年春季刊）：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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