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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磁测量——定向井工程师的实时指南针

为精准确定地下井眼的位置和方向，定向井工程师要依靠重力计、磁力计和陀螺仪的测

量数据。在过去，要通过中断钻井作业来获得高精度的定向测量数据。如今，地磁测量

方面技术的发展使得在钻井过程中获得的实时数据来精准定位水平井，缩小井口距离，

在有限的地表位置进行多井钻探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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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井眼在井下的位置一般用井斜角和井斜方位两个量进行    

   阐述。井斜角是指沿重力方向视为下行方向测得的垂直    

   角，下行方向、水平方向和上行方向的井斜角分别为0°     

   90°和180°。井斜方位是指从地理北方向顺时针测得

   的方位角，北、东、南、西各方向的井斜方位分别为0°

   ，90°，180°和270°。欲了解更多有关井眼定位的  

   信息，请参阅Jamieson AL：《井眼定位简介》。苏格

   兰因弗内斯市：高地与群岛大学，2012年，  

   http://www.uhi.ac.uk/en/research-enterprise/well

   bore-positioning-download（访问日期：2013年6月

   18日）

2.Griswold EH：《井下测井的氢氟酸瓶测斜法及其应用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阅读内容摘录”第82卷，第1
   期（1929年12月）：第41至49页。

     机械式测斜仪。这种井下装置利用摆锤或“测

锤”原理，测量偏离垂直方向的偏差或偏角。下

调摆锤至指示盘上，在指示盘上打出两个孔洞，

作为初始测量和验证测量的标记。在该例中，井

斜角为3.5°。这种方法无法测出井斜方位角，但

对于表层井段或对井斜不敏感的，造斜率要求低

的浅层直井，则不失为一种可靠的方法。【摘自

Gatlin C：《石油工程——钻井与完井》

Englewood Cliffs，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提斯·霍

尔出版有限公司（1960年）第143页。】

由于种种原因，各钻井公司在实施

钻井作业时需要知道井眼在井下的位置。

如今许多斜井和水平井都不再只是简单

地穿透储油层，而是在储油层中延着油

层钻井，尽可能扩大与油层的接触面。

为优化储层开采，需要对井眼轨迹进行

精确定位，确定每口井相对于储层的位

置，避免井与井之间相碰。

为完成这些任务，钻井人员要求方

向性精度要精确到零点几度。要达到这

样的精度水平，钻井人员使用随钻测量

（MWD）工具，通过工具内的重力计和

磁力计来计算地球重力场和磁场的方向

并采用复杂的方法对测量干扰进行校正。

在钻井人员使用这类工具不断取得成功，

并且在井眼设计中变得更加依赖此类工

具的同时，对定位不确定性的精确量化，

期间对所有测量误差进行量化的需求也

不断增加。在有些情况中，不确定性的

量化与精确定位本身一样重要。

本文对井眼勘测进行了全面评述，

并重点阐述了通过采用 MWD 工具进行

地磁测量的新技术。为了解地磁测量工

具的有关操作和该类工具的相关不确定

性，我们对地球磁场及其测量的重要方

面进行了分析研究。美国、加拿大、巴

西海上油田和加纳海上油田提供的实例

表明，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了测量精度，

因此很大程度地减少了地磁测量工具的

测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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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回顾过去习惯钻垂直井，井口分布

稀疏。随着油田开发管理逐渐成熟化、规范

化和严格化，布井井口距离不断缩小而储层

靶点却不断远移。久而久之，在单个井场上

进行从式水平井钻井成为一种惯常做法。目

前，经单个海上钻井平台或陆上钻井井场进

入油层的井孔可能有十几个。

       批钻（井口集中分布在指定位置区域）

钻机移动少，地面干扰面积更小，降低了完

井和油气采收的难度和成本。但这种水平钻

井和缩小井眼间距的方法，对井眼精准定位

以及钻头和邻井防碰技术提出更高要求。

       在采用现代可旋转井下动力钻具和先进

工具进行井斜角和井斜方位测量以前，定向

钻井或水平钻井的速度要远远慢于垂直钻井，

因为需要定期停工，花时间进行测斜。测斜

时定向钻机需要停止钻井，以便于井斜角和

井斜方位的测量。1

       最古老的测量方法是将装有氢氟酸的玻

璃瓶下降到井底，保持瓶身静止不动，直至

酸在瓶内壁上蚀刻出一圈水平环形蚀痕。将

氢氟酸瓶取出，就可以按照环形蚀痕的位置

判断井斜。2

       还有另一种简易测量工具，即机械式单

点测斜仪（见上页）。磁性单点测斜法（MSS）

和磁性多点测斜法（MMS）也被用于记录井

斜和磁方位。这两种测斜法均利用工具在井

下对罗经刻度盘进行拍照或摄像，同时钻具

在井口卡瓦内固定不动。井下角度或方向变

化较为频繁时，每隔27 m（90 ft）拍摄一次

照片；当正常钻进时，每隔60至90 m（200

至300 ft）拍摄一次照片。到了20世纪70年

代，随着井底动力钻具的使用以及MWD数

据加固传感器和泥浆脉冲遥测技术的发展，

数字测量法不断更新，并用于近乎实时的井

眼轨迹调整。现在，大多数油井都是通过利

用现代MWD工具获得的测量数据完成钻井

作业。



  磁场方向。在任一点P上，磁场矢量（红线）通常用其方向、在该

方向上的总值F以及H和Z，F的局部水平分量和垂直分量表示。角D

和I表示磁场矢量的定向。磁偏角D为水平面上H和地理北之间的夹

角。磁倾角I为磁场矢量和H所在水平面之间的夹角。在这些测量数

据中，D和I为必要值，用于将井筒的罗盘方位转换成地理方位。F，

Z或H的绝对值用于质量控制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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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定向钻井工程师主要依靠用MWD

内的加固型三轴加速计和磁力计对重磁场进

行的实时测量。其他种类的测量工具，包括

磁性多点测斜工具、单纯测斜工具以及基于

陀螺仪或回转仪使用的一系列工具，3 与

MWD测斜工具不同，许多这类专用工具通

过电缆传输使用，因此使用时需中断钻井过

程。陀螺仪测斜工具逐渐被合并到井下导向

测量工具中，随钻使用。

       三轴加速计沿三条正交轴测量局部重力

场。根据这些测量值可以确定工具轴线沿井

筒方向的偏斜度，这个和通过工具高边确定

工具面的原理类似。4  类似地，三轴磁力计

沿三条正交轴测量地球磁场强度 。根据所

测结果和加速计的测量值，确定工具轴线相

对于磁北方向的方位定向。将地磁测量结果

转换成地理方位是进行MWD井下测量的关

键。主要测量值有磁倾角（也叫磁倾斜）、

总磁场和磁偏角（见上图）。5

      有多种工具都采用了陀螺测斜仪的原

理。这些工具不受铁磁材料的影响，在某

些钻井场合具有磁力测量工具所不具备的

优势。有些工具沿井眼轨迹在不连续测深

（MD ）内实施静态测斜，其他工具 则

在连续测斜模式下工作 。寻北陀螺罗盘

（NSG）利用陀螺仪和地球旋转自动找到

地理北。速率陀螺仪测量的结果与仪器的

转速成正比，当测量工具不断穿过井眼轨

迹时可用于确定方位。测量工程师也在陀

螺罗盘模式下使用速率陀螺仪，在这种模

式下静止工具对地球转速的水平分量作出

响应。速率陀螺仪的使用减少了传统陀螺

仪使用时产生的误差，如地理参考误差和

不明原因的测量偏差。但遗憾的是，由于

在工具静止时使用速率陀螺仪，陀螺仪测

量延长钻井时间，增加井下作业风险。6

      在有些井段，由于临井的磁干扰，无

法实现地磁精确测量。为破除这一局限因

素，科学家们研究出了随钻陀螺仪。工具

设计工程师们正在打破一些商业随钻陀螺

仪测斜系统的操作限制，使之适用于全范

围井斜的测量。

      在某些情况下，测量工程师将陀螺测

斜法和地磁测量法结合使用。井下测量作

为一种结合型技术，结合高精度陀螺仪在

浅井段的测量值和磁感应在深井段的测量，

进行优化调整。7  在大斜度、大位移井的

应用中，这种方法的精准度可与电缆陀螺

仪测斜法相媲美，而且不增加作业时间和

成本。此类井下测量系统中，陀螺仪测斜

法被用于套管附近近乎垂直的浅井段井斜

的测量，直至到高井斜井段，MWD磁感

应工具不再受磁干扰为止同时采用陀螺仪

MWD测量的另一好处是，两个工具可以

互相校对误差。

位置不确定性

    钻井人员利用位置不确定性进行判断，

确定命中地质目标或与其他井筒相碰的几

率。他们根据工具误差模型预测进行分析

判断，模型预测本身有赖于对测量数据的

质量控制（QC）。测量工具质量检查有

助于确认误差源，通常进行冗余测量，作

为独立交互检查。

      对于大多数测量工具而言，输出量为

井斜方位、井斜角和实测井深。由于测量

工具和测量环境两方面的原因，每次测量

都会出现误差。利用标准MWD工具进行

的静态测量，其有效精度大约为：井斜角

±0.1°，井斜方位±0.5°，工具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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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ft    测量工程师能否确定井眼轨迹取决于从井口到井

底的累积误差。测量工程师将井筒位置放在不确定

性椭球模型（EOU）中进行考虑，而不是单纯指定

空间中的一点。一般来说，横向的不确定性要大于

垂直方向或井桶方向的不确定性。沿井筒方向连续

展示EOU，呈现的是形状类似压扁的锥体，环绕在

预测井眼曲线周围（见右图）。累积误差的综合影

响值可达实测井深的1%，对于较长井筒，该值可能

相当巨大。9

   井筒测量精度工业指导委员会（ISCWSA），现

称美国石油工程师学会（SPE）井筒定位技术分会

（WPTS），推动了纯数学方法的发展，这种方法

将各种误差源整合入一个不确定性3D椭圆模型。10

精度的外部影响因素包括轴向对中偏差、BHA偏转、

未建模地磁场变化和钻具自身产生的干扰。后两项

因素对磁力测量工具的性能及其误差模型有决定性

的影响。磁力测量工具的误差模型取决于所用地磁

测量模型的分辨率。

地磁场

    采用磁测法寻找方位，必须考虑地磁场的复杂性。

地磁场环绕在地球周围，并延伸到邻近空间内 12  。

在地球表面附近测得的总磁场是大量时变物理过程

产生的磁场的叠加，时变物理过程可分为四大组成

部分：主磁场、地壳磁场、外部干扰磁场和局部磁

干扰。13   这几大因素对总磁场方向、强度和稳定性

的影响因地理区域和地磁测量方向的不同而有强有

弱。各因素在对测量影响的程度取决于测量的目的

和要求的精度。

     显示标准MWD（蓝色）和高精度MWD（红色）不确定性椭球模型（EOU）切片的

设计井眼轨迹。方位和井斜角不确定性位于垂直井眼的XY平面上。井深不确定性位于沿

着井眼的Z轴上。当沿井眼轨迹以一系列密集点表示时，这些不确定因素构成一个“不确

定性锥体”。高精度测量法测出的井筒位置不确定性更小。（摘自Poedjono et al，见参

考文献 32。）

该系列包括传统陀螺仪、速率陀螺仪、寻北陀螺仪

、机械式惯性陀螺仪和环形激光惯性陀螺仪。了解

更多有关陀螺仪的内容，请参阅：Jamieson AL：

《认识钻孔测量精度》，详细摘要，第75届SEG

国际博览会，休斯顿（2005年11月6日至11日）

：第2339—2340页。Jamieson，参考文献1。

重力或高边、工具面为测量工具在井孔内相对于上

方的方位。磁性测量工具面为测量工具相对于磁北

的方位，根据所选的参照坐标北或真北进行修正。

对于大多数MWD系统，一旦井斜角超过预设临界

值（一般设在3°到8°之间），即从磁力工具面转

至高边工具面（重力工具面）。了解更多有关工具

方位的内容，请参阅Jamieson，参考文献1。

按照国际协定，磁场方向可用磁倾角（也称为“磁

倾”）和磁偏角来表示。从水平方向向正下方测量

磁倾角，下方、水平方向和上方的磁倾角分别为

90°，0°和–90°。磁偏角的定义同井眼方位角

的定义类似。了解更多有关磁场方向的内容，请参

阅Campbell WH：《地磁场简介》第2版，剑桥，

英格兰，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

3. 6. 9.

10.

11.

13.

12.

7.

8.

4.

5.

在裸井段通过电缆进行陀螺仪测井存在测量工具

被卡住的风险。在停止钻井的情况下，通过钻杆

进行测井存在钻杆被卡住的风险。此外，现场人

员通常在钻井作业停止后循环泥浆清理井筒。这

些作业会浪费大量作业时间。

Thorogood JL，Knott DR：《使用固态磁性多

点测量仪的测量技术》，SPE钻井工程，第5卷，

第3期（1990年9月）：第209—214页。

Ekseth R，Torkildsen T，Brooks A，Weston 

J，Nyrnes E，Wilson H，Kovalenko K：《高

完整性井筒测量》，SPE钻井与完井，第25卷，

第4期（2010年12月）：第438–447页。

对于一般井深和扩边或水平位移，不确定性包络

曲线尺寸约大于等于100 ft（30 m），除非采取

措施纠正误差，或进行高精度测量。否则可能测

量值超过目标储层的大小，增加了井下定向失败

的风险。了解更多有关位置不确定性的计算、程

度和致因的内容，请参阅Jamieson，参考文献1

和参考文献3。

了解更多工具误差模型选择以及公认行业标准

ISCWSA磁力测量工具误差模型的相关内容，请

参阅：Williamson HS：《随钻方向测量的精度预

测》，SPE钻井与完井，第15卷，第4期（2000

年12月）：第221–233页。

了解更多陀螺仪测井工具误差模型相关内容，请

参阅Torkildsen T，Havardstein ST，Weston 

JL，Ekseth R：《使用陀螺测井工具测量时井眼

位置精确度的预测》，SPE90408号论文，发布

于SPE年度技术大会，休斯顿，2004年9月26日

至29日。

Williamson，参考文献10

Love JJ：“地球和空间的磁场监测”，《今日物

理》第61卷，第2期（2008年2月），第31–37

页。



   地球磁场等赤纬圈线（等偏线）上磁偏角的值。在被红线（或等正赤纬线）包围的区域内，

罗盘指向真北偏东。等负赤纬线为蓝线，在该线包围的区域内罗盘指向真北偏西。在绿色无

偏角线上，磁偏角为零，指向磁北和真北的方向是同一个方向。图上所示磁场为2010年国 际

地磁参考场。【摘自《历史上的主要磁场变化及磁偏角》，环境科学协作研究所（CIRES）

地磁学，http:/ /geomag.org/ info/decl inat ion.html（访问日期：2013年6月24日）】

   地磁场简化图。地球主磁场被描述为磁极位于地核（棕色底纹标示

部位）的地心倾斜偶极的理想化磁场。磁通线（红线）从靠近地理南

极的地方向外发散，穿过地球表面，再从靠近地理北极的地方进入地

球。偶极轴线上的这些位置点即为磁南极和磁北极，但内部偶极的极

性是相反的。地理北极和南极位于地球自转轴。两条轴线与地球自转

轨道平面相对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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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家已经得出结论：地球主磁场在

地球液体外核内通过自激发电作用产生。

约95%地球表面测得总磁场的95%左右来

自这一主磁场，可将很大一部分主磁场描

述为位于地心处、相对地球自转轴倾斜大

约11°的偶极的磁场（见左图）。主磁场

强度在两极附近约为60000 nT，在赤道附

近约为30000 nT。14   但另一方面，在主磁

场的形成中还存在显著的非偶极作用因素，

这使得主磁场的数学表示和图解表示变得

复杂化（见左下图）。这里还存在另一复

杂情况：地核内部变化导致的主磁场变化

缓慢。非偶极分量相对强度发生变化，磁

偶极轴极位置本身随时间发生漂移（见上

图）。15

Akasofu S-I，Lanzerotti LJ：“地球磁层”，

《今日地理》第28卷，第12期（1975年12月）

：第28–34页。

Jacobs JA (ed)：《地磁学》第1册，美国弗罗里

达州奥兰多市：美国学术出版社，1987年。

Jacobs JA (ed)：《地磁学》第3册，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圣地亚哥市：美国学术出版社，1989年。

Merrill RT，McElhinny MW， McFadden PL：

《地球磁场：古地磁学、地核和深部地幔》，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美国学术出版社，

国际地球物理学系列，第63册，1996年。

Campbell，见参考文献5。

Lanza R，Meloni A：《地磁学：地质学者入门

知识》，柏林：施普林格出版集团，2006年。

Auster H-U：“如何测量地磁场”，《今日地理

》第61卷，第2期（2008年2月）：第76–77页

Love，见参考文献12。

通常用符号B表示磁感应强度，用磁力计检测磁感

应强度。B的SI（国际单位制）单位为特斯拉（T

），厘米克秒（CGS）单位制单位为高斯（G）

；常用单位为伽马，即10–9 T=1 nT。

时间变化，也称为长期变化，要求必须对磁场图

和磁场模型进行定期更新。这种变化由两种地心

运动过程引起。第一种过程与主偶极磁场有关，

以数百年甚或数千年为时间尺度进行运作。第二

种过程与非偶极磁场变化有关，运作的时间尺度

约为数十年。更多有关长期变化的内容，详见

Lanza 和Meloni，参考文献13。

岩石形成过程中，岩石中的磁性物质受到地磁场

的作用，造成岩石剩磁。火成岩冷却时保留了热

剩余磁性。有些岩石通过化学反应形成磁性晶粒

而产生剩磁。当磁性晶粒在沉积物沉降过程中与

磁场相互作用时，沉积岩即保留了剩余磁性。剩

磁现象同样会出现在铁磁质上，例如套管或钻杆

内的钢材因受到地磁场或工业磁场源的作用，就

会产生剩磁。

13.

14.

15.

16.



   地壳磁场。对磁场强度进行航空测量所得数据，用于确定各地壳物质在磁异常中的作用。总磁异常

强度（TIA）等于总磁场强度与主磁场强度之差。从加拿大西部到美国阿拉斯加再到美国西北内陆的

TIA变化范围为：-300 nT（蓝色）至+400 nT（粉色）。该区域总磁场强度的平均值约为55000 nT。

地壳磁场图显示了局部强度脊点，与主磁场相比，空间尺度变化精细得多。【摘自《北美磁异常图》，

美国地质调查局，http://mrdata.usgs.gov/geophysics/aeromag-na.html（访问时间：2013年

7月23日）。】

    1990年至2010年地磁北极的位置变化。本

图显示的是2010年国际地磁参考场模型上的磁

偏角（红线和蓝线）。绿色圆点表示2010年磁

倾极的位置；黄色圆点表示1990年磁倾极的位

置。无偏角线（2010年磁偏角等于零）用绿色

标注。如果罗盘在任意位置指向真北偏右或偏东

（红色等值线），磁偏角为正；如果罗盘指向真

北偏左或偏西（蓝色等值线），磁偏角为负。

【摘自：《历史磁偏角》，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

局（NOAA）地球物理数据中心，http://maps.

n g d c . n o a a . g o v  /  v i e w e r s / h i s t o r i c a l _

declination/（访问时间：2013年6月24日）】

       地壳相关磁场源自感应磁和剩磁。16

当对地壳磁场（也称异常磁场）进行地表

测量时，地壳磁场的方向和强度均发生变

化（见右上图）。含铁物质和磁性物质附

近这种变化相对明显，例如在大洋地壳内

和金属矿石富集区附近，这种变化是地球

物理矿产勘探的重点。

       干扰场属于一种外部磁场，因电流在

电离层和磁层内流动以及由外部磁场时间

变化引起的“镜像电流”在地球和海洋内

流动而产生。干扰场与日间磁场变化以及

磁暴相关（参见《随太阳风飘扬：太阳黑

子、太阳周期和地球生命》，第48页）。

这种干扰场受太阳活动（太阳风）、星际

磁场和地球磁场的影响（见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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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磁层在太阳风的作用下发生变形。太阳放射出的粒子流称为太阳风，由电子、质子、氦（He）

原子核和重元素构成。地磁场受太阳风低密度等离子以及与之相伴的星际磁场（IMF）的限制。这些限

制因素改变了地磁场在磁层（磁层为地球外围的延伸空间区域）内的偶极形状。面向太阳的一面地磁场

被挤压，背对太阳的一面地磁场被拉长。太阳风会带来各种影响，包括磁顶、辐射带和磁尾等。磁层与

太阳风之间的时变相互作用产生磁暴和外部干扰场。



    对总观测磁场的贡献量。在太阳静日期间，观测场B观测值（红色）和主

磁场Bm（绿色）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局部地壳磁场Bc（蓝色）和钻柱干

扰Bint（黄色）造成的。在其他情况中，外部干扰场同样也会有影响。（摘

自Poedjono等，参考文献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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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场测量、仪表和模型

>

Bint

Bint

Bc

Bm

Bobserved(观测值)

>

模型 组织                    级         分辨率，km

WMM

IGRF IAGA

BGGM BGS

EMM and HDGM

NOAA, NGDC and BGS

NOAA and NGDC

升级时间间隔

5 years

5 years

1 year

5 years and 1 year

12

13

50

720

3,334

3,077

800

56

      外磁场在不同的时段有所差异，这会

影响到磁测模型的适用性。17   超长期差

异与大约11年的太阳活动周期有关。短

期差异是每天阳光差异、大气潮汐和日

电导率差异造成的。随时间的不规则差

异是受太阳风影响的。扰动磁场，被称

为磁暴，呈脉冲性特性，随时间不可预

测性的快速变化。

       在井场附近，例如钻机和油气井都可

能诱发磁干扰。钻具剩磁和导磁率会对磁

场测量造成干扰（如上）。钻井人员可采

用非磁性钻铤降低此类影响，并采用软件

技术进行补充。

   磁场测量模型。已有几家组织机构开发了分辨率各不相同的测量模型；该

模型以不同的时间间隔升级。在级列中，级随着模型的复杂程度增加，在本

例中为球谐模型。这些模型中，整体磁场是不同的级和度的集合。术语级“n”

表示磁场贡献量为0时，球体上有n条圆形交点线。线的朝向取决于级和度的

组合。分辨率与最高级波长相对应。

      物理学家开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仪表来测量

磁场。18   地磁测量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地

球表面的地磁观测台上使用的仪表，以及测

量工程师在油田用于井下随钻测量的仪表。

      质子旋进及双重核共振磁力计利用核顺磁

性，以及原子核随磁自旋沿主磁场定位的趋

势，测定地球磁场。在这个过程中，间歇性

的施加和去除电流感应磁场，而后当质子在

地球磁场作用下在传感液中旋进时，测定旋

进频率。双重核共振磁力仪利用传感液中补

充的自由电子，并使用强射频极化场，对旋

进频率进行连续测量。14个位于美国的美国

地质勘探局（USGS）的地磁观测台采用双

重核共振磁力仪对磁场强度提供绝对测量。
19  此类地磁仪的绝对精度可达0.1 nT。

   磁通门磁力仪操作原理是，通过使磁路铁

芯饱和，测定由于地球磁场的额外作用造成

的微小的不对称性。此类设备在特定方向可

进行非绝对磁测，分辨率可达0.01 nT。 20

设备被用于地面观测台，及加固的井下随钻

随测设备上，尽管部分设备对温度敏感，需

要通过机械设计进行稳固。

  磁场模型可以给出地表某点的磁偏角、磁

倾角和总磁场；科学家采用这些模型将地磁

测量结果转换为地理坐标系统中的方位。多

家机构利用通过卫星、飞机和船舶获得的地

球磁场测量结果开发地磁测量模型。这些机

构包括美国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NOAA）、

美国全国地球物理资料中心（NGDC），英

国地质调查所（BGS）和国际地磁与高空物

理协会(IAGA)。模型在空间和时间分辨率上

有所差异（见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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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地磁场模型（WMM）对地心磁

场的长波长部分进行表述。不代表底壳和

上地幔产生的部分，或电离层和磁层产生

的干扰场部分。21因此仅参考WMM时，会

出现磁测量差异。局部和区域性磁偏角异

常偶尔会超过10°，而4°异常并不少见，

但通常仅在小空间范围出现。为对长期变

化进行考虑，WMM每五年升级一次。

IAGA组建的国际特别工作组发表了国际

地磁参考场IGRF-11，这是一系列地球

主磁场及其变化率的数学模型。这类模型

的分辨率与WMM的分辨率相当。22

  定向钻需要的模型分辨率高于单个

WMM或IGRF模型的分辨率。英国地质

调查所全球地磁模型（BGGM）广泛用

于 钻 井 领 域 ， 其 主 磁 场 的 分 辨 率 达

800-km[500-mi]，每年更新。23   增强磁

模型（EMM）显著提高了其空间分辨率。

EMM和后续的高分辨率地磁模型（MDGM）,

将分辨率提高至56 km [ 35 mi]，比先

前的模型提高了一个数量级。通过对地

磁谱更大波段进行分析，HDGM提高了

参考场的精确度，进而提高了井眼方位角

测定的可靠性，实现了对钻具磁干扰的高

精度校正。24

提高井位定位精确性

        采用磁导向技术时，为了对井眼精确

定位，测量工程师必须考虑到或消除两项

重要的测量误差源：钻具自身的磁干扰；

磁北和地理北之间的局部差异。多井眼测

量站数据分析，即多站分析（MSA），已

成为解决钻具干扰问题的关键。测量工程

师采用的地磁测量的时候需要考虑到地壳

磁场、随时间变化的干扰场以及主磁场中

长期变化的影响。

      多站分析——MSA技术可对影响井下

测斜的钻具磁干扰进行校正 25 。钻具的磁

导率和剩余磁化强度，会对地球磁场产生

局部干扰。用非磁性材料制造的工具将定

向传感器与磁化钻具隔离是有益的，但由

于此类工具会影响到BHA的成本和性能，

因此可能存在缺陷或不实用。一种备选方

法是对与BHA相关的干扰量级进行表征，

进而可对干扰进行预测。

      MSA技术通过比较地球主磁场与多测

量站获得的磁场数据可对BHA的磁场特征

进行估测。干扰量级取决于工具相对于磁

场方向的朝向。借助足够的数据，本方法

可确定对具体井定向中的BHA干扰进行的

抗差修正。

       多站分析是对早期单站分析的改进，

在原来的单站分析中，校正的估测和实施

在单个测量站单独实施。目前MSA在业

内广泛使用，可降低空间的不确定性，实

现采用先前技术所无法完成的更小的储层

目标中的钻探。本技术可消除部分陀螺测

井操作，进而降低运营成本。服务公司

制定了采用MSA技术时需要达到的数据

要求和验收标准，并且已经提出了行业标

准。26

       地磁测量技术——另一项提高井眼定

位精确性的技术：地磁测量技术可提供磁

北和真北的对比图，这对于在局部将磁测

方位转换成地理方位必不可少。图中必须

考虑到主磁场模型的长期变化，并涵盖精

确的地壳模型。此外如果随时间变化的干

扰 场 显 著 ， 则 也 必 须 整 合 在 内 。 通 过

Schlumberger地磁测量方法开发了地磁

场的定制模型，涵盖所有的磁场分量，用

以减小磁北和真北对比图的误差。27

  每年更新的磁场模型例如BGGM或

HDGM可精确追踪主磁场的长期变化。测

量工程师采用这类模型作为定制模型的基

础。

在太阳活动平静期，每天的磁场变化称为日间磁场
变化，中间纬度强度约为20 nT，赤道区可达200 
nT左右。在太阳活动高涨期，磁暴可持续几小时
甚或几天时间，造成的磁场强度分量偏差在中间纬
度可达几十至几千nT。在极光区，磁场干扰有时
达1000 nT，磁偏角偏移几度或更大。了解更多有
关地磁参考场模型的内容，请参阅：Lanza和
Meloni，参考文献13；Campbell，参考文献5。

Campbell，参考文献5。
Lanza和Melon，参考文献13。
Auster，参考文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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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学 》 第 1 1 卷 ， 第 6 期 （ 2 0 1 0 年 6 月 ） ：
Q06015-1–Q06015-12。

了解更多有关高清地磁模型（HDGM）的内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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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眼轨迹俯视平面图。PGE采用多井同钻技术，在单个井场马塞卢斯页

岩地层钻14口井。从平面图中可以看到，最初的不确定区在垂直深度2500

英尺（红色）和5000英尺（黄色）处出现。和预期的情况相同，随着离地

面位置的距离增加，不确定区变大，并且会影响到钻井方案。红色区域其他

区域没有重叠，黄色区域也是一样，表明井眼（蓝色）在这些深度处相互独

立（2010年版权所有，SPE东部地区会议。经SPE批准后转载。未经批准

不得再行转载）。

     采用各种技术进行局部地磁测量，包

括陆地、海上或航空磁测。幸好在整个油

藏生命周期，只需对地磁图绘制一次。但

干扰场随时间变化很快。由于在地磁观测

台可获得数据，测量工程师在测量数据处

理中可将每天太阳活动和磁暴造成的干扰

考虑在内。

     IFR技术采用井场附近的局部磁测数据

绘制地磁图。专业服务公司将这项技术进行

了扩展，为考虑到时间函数，整合了远程观

测数据。测量工程师利用这些技术完善主磁

场模型，提供最佳的局部磁场估测，这对于

地磁测量和多井同钻钻具干扰补偿而言至关

重要。通过这些技术，使得即使在局部磁场

差异非常大的高纬度地区，也可以进行地磁

测量。

   井场设计和井眼轨迹。PGE在钻井第1阶段（洋红色）和第2阶段（蓝色）在两个油层钻了14口井。

每个井眼尺寸与测量方案中定义的EOU尺寸相对应。钻井队确认了防碰条件。在油层入口点，每口井

应与相反方向井至少距离200英尺（60米）。（2010年版权所有，SPE东部地区会议。经SPE批准

后转载。未经批准不得再行转载）

     斯伦贝谢公司将地磁测量服务（GRS）

作为一项钻井中实时进行陀螺测量的经

济性备选方案来实施陀螺测量在实时钻井

中的应用。28   GRS可提供准确的井眼位置

数据，并可及时纠正井眼轨迹。测量工程

师采用专有算法、3D地壳模型，随时间和

深度而变的地磁测量方法，修正磁干扰对

随钻测量结果的影响，根据修正过的测量

结果进行工具定向，并针对定向钻作业在

作业期间提出调整建议。钻井公司、定向

钻井承包商、随钻测量服务公司、地磁观

测站和测量工程师之间的协作对于本测量

技术的运用是非常关键的。美国油气田、

加拿大油气田、巴西海上油气田以及加纳

海上油气田有很多地磁测量应用的案例。

马塞卢斯页岩中的防碰

       宾夕法尼亚通用能源（PGE）公司在

马塞卢斯页岩的油气田开发证明了对分支

井设计带来的收益，以及不确定性量化定

位和避免防碰的重要性。PGE及其服务商

尝试优化多分支井进行批钻作业的钻井设

计。29  历史上，在阿巴拉契亚（Appala -

chian）盆地的马塞卢斯页岩及其他储层，

已有钻井人员使用成本较低的垂直井，采

用陀螺仪和导向仪进行最低水平的井眼测

量质量控制，进行开发。然而，现在更多

的钻井公司，在页岩气储层开发中，转向

了多分支井批钻的领域，以改善后勤、经

济性及环境方面的影响。

       钻井公司目前在7英尺（2米）的中心

位置以斜井的方式，在单个井场处钻14口

井。首先，在17 1/2 英寸地表层，空气钻

井至大约1000英尺（300米）深度，然后

进行井斜测量。然后在截面12 1/4 英寸

的下防水套管井段，空气钻井至垂直深

（TVD）2500英尺（760米）处，利用

随钻陀螺仪确保井场中井的分布。定向钻

井采用指北陀螺仪测量，直至井到达与附

近井眼无外部磁干扰的深度。此后在更

深的8 3/4 -in.斜井段，采用旋转导向系

统（RSS）和随钻测量系统，随钻随测至

完钻深度。



  在加拿大海上Jeanne d’Arc盆地大位移井成功抵达远程目标区。井眼轨迹（中心）前行了大约

7000米（23000英尺），而后下降至大约4000米（13000英尺）到达两个目标区（红）。插图（

上图和下图）展示了两种测量方法的目标区和不确定区（EOU）的近视图。未采用GPS的地磁测

量位置模糊区（绿色）过大（顶图），使得井眼可能处于目标区之外；而采用了GPS（底图），不

确定区位置（蓝色）则位于目标区之内。（摘自Poedjono等，参考文献27。本图中影像为

IADC/SPE钻采技术和设备展览会2010版权所有，经SPE批准后转载。未经批准不得再行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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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精确测量和防碰监测的迫切需要,

PGE在多分支井设计中采取前瞻性方法,

采用最新提出的防碰标准进行钻井。30

依照该程序，运营商确定了三个垂直深

度处的不确定区：1000英尺，2500英尺

和5000英尺（1500米）。井设计商对

井眼轨迹进行防碰分析，确保井眼在这些

深度处得到了适当的隔离。根据标明了中

间深度和更深处模糊区的井眼轨迹可视化

图，可以确定钻井计划不会致使井眼相碰

（前页，上图）。

      由于地表层井眼位置和目标坐标位置

的限制，在PGE井场设计中，多井同钻

井场井眼轨迹的选择非常重要。PGE在

两个叠加油层中，每个油层钻7口井。在

地表层井段完钻和测量后，钻井工程师完

成最终井场设计；而后他们对所有井进行

重新设计，重新计算模糊区，重新评估防

碰条件（前页，下图）。从而使得在其设

计中降低井眼相碰，并发生相关损失的风

险。

在加拿大海上油气田实现高难度目标

      借助地磁测量技术，钻井公司在加拿

大东部Jeanne d’Arc盆地，有效安全的

达成了目标。31   北大西洋远海区的气候

条件通常很恶劣，这迫使钻井公司最低限

度的减少海上设备。重力基座平台上进行

大位移多分支井，杠杆化的发挥了基础设

施的作用，但也使得地下结构变得拥挤，

给防碰和精确井眼定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而更具挑战的是，该区域地质情况复

杂。沉积盆地包括，厚分层砂岩，被页岩

分隔，并被断层分割成大的区块或岩块。

储层位于断层隔离区块，其中目标区小于

地震分辨率。钻井人员需要采用复杂的钻

探测量技术寻找这些较小的目标区，同时

保持对井眼轨迹设计的严格限制。

      为了进行成功地钻探，运营商需要获

得对于位置不确定性和小误差椭球的准确

说明。GRS指导钻井程序能满足这些要

求，延伸可钻长度，缩短钻井时间，并提

高钻进目标区域的可能性（见上图）。

在高纬度地区具有高精度

      地磁测量系统具有其显著的优势，但

是在高纬度地区却遇到了最大的挑战。

因为在高纬度地区，地磁扰动产生的磁

场变化幅度较大。埃尼美国运营有限责

任公司的Nikaitchuq油田位于美国阿

拉斯加州北坡的波弗特海上，正处于高

纬度地区。连续的油气藏被几个断层打

断，钻井人员在钻井设计时需要考虑当

地油气藏被分割的情况。32  井眼定位必

须要精准。

Lowdon和Chia，参考文献25。

Poedjono B，Zabaldano J，Shevchenko I，
Jamerson C，Kuntz R 和Ashbaugh J：“将平
台钻井设计应用到马塞勒斯页岩的案例分析”， 
SPE139045号论文，发布于SPE东部地区大会，
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摩根敦市，2010年10月12~14
日。

Kuntz R，Ashbaugh J，Poedjono B，
Zabaldano J，Shevchenko I和Jamerson C：“
马塞勒斯页岩区域钻井的平台设计关键点”，《美
国石油与天然气报道》，第54卷，第4期（2011年
4月）：第111~114页。

Poedjono B，Lombardo GJ和Phillips W：“用
于井位部署的防碰风险管理标准”，SPE121040
号论文，发布于SPE美洲勘探与生产环境和安全大
会，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2009年3月
23~25日。

Poedjono等，参考文献27。Kuntz 等，参考文献
29。

2 8 .

29.

30.

31.



        上图显示的是随时间变化的参考数据。随钻测量的原始数据（上图中蓝色）起初在若干个深度处超

出了数据质量的允许范围（红色），但在参照DED观测站的数据（下图）时，数据达到了可接受的范

围内。起初的允许范围是根据当地磁场强度的静态参考值（上图中绿色）确定的，而DED数据可以提

供实际随时间变化的数值（下图中绿色）作为参考的范围（改编自Poedjono等人，参考文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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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显示的是地磁测量系统的工作流程。该工作流程从随钻测量原始数据和地磁台（此处为DED观

测台）观测数据流开始，将这两种数据与地壳磁场数据相结合，然后进行地磁测量系统处理、数据调

整和质量控制过程。处理过程不断产生定向钻井的校正值，并在当趟钻结束时提供确定的测量数据

（改编自Poedjono等，参考文献32）。

      在这些高纬度地区，外部干扰场随时间发

生着显著变化。33 这种干扰是用于指导钻井

的磁测数据的主要噪声来源。其强度变化高

达1000 nT，在产生磁暴时测量的磁偏角可

能达到几度。为了说明这种干扰，GRS采用

附近观测台发送的时变参考数据来进行随钻

测量。

     2009年，美国地质勘探局与斯伦贝谢公司

开展了一项联合公-私合作项目，计划建立

和维护一个新的观测台，名称为“Dead-

horse”地磁观测台（DED），地址位于阿

拉斯加州北坡的Deadhorse镇。该地磁台是

14个观测台中最新的一个，现由美国地质勘

探局的指导下，斯伦贝谢公司遵循国际地磁

台网的标准进行运作。34

        该观测台的仪器包括用于测量矢量场的三

分量磁通门磁力仪，用于测量磁场总强度的

欧弗豪泽磁力仪，以及非磁性经纬仪上的单

轴磁通门磁偏计（DIM）。专家们使用DIM

和欧弗豪泽磁力仪测量的数据对磁通量变化

数据进行每周校准。美国地质勘探局的科学

家们已经发明了专门的数据处理算法，对该

局设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戈尔登市的地磁项目

总部接收的远程实时数据流进行调整和确

认。35

    地磁测量系统的工作流程包括两种数据

流的采集和质量控制。这两种数据流分别

是钻井现场的随钻测量数据和观测台的实

时磁测数据（见左上图）。36 斯伦贝谢公司

的现场工程师对随钻测量的原始数据进行

质量控制。美国地质勘探局的专家对 DED

观测台接收的数据进行了自动化质量控制

和日常检查，采用传感器校准系数对观测

数据进行调整，以便对时变干扰场的影响

进行校正。GRS 处理过程将时间标记的干

扰场数据、地壳磁场数据和主磁场模型数

据结合了起来，然后采用算法将组合的磁

场数据应用到每一测量深度的随钻测量原

始数据中，进行多站处理和地磁测量，并

得出井眼的地理方位。在额外的处理阶段，

该算法执行数据的接收逻辑，并计算井眼

方位的校准度。定向井工程师进行超前校

正，直到新一组的测量过程完成和需要进

行新的超前校正时为止。在每趟钻结束时，

测量工程师都会进行钻具偏转校正，并最

终确定该趟钻的数据测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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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井距：
每口井约640英亩

威利斯顿盆地 时变参考数据对于钻井工程师在

Nikaitchuq油田进行钻井计划和实施具有

重要的意义。随钻测量的原始数据起初在

若干个深度处无法满足数据质量允许范围

的要求，但在参照DED观测站的数据

（前一页，下图）时，达到了可接受的范围

内。由于该公司使用地磁测量系统，除了

标准的随钻测量以外，钻探活动可以在不

需要进行专门和昂贵的测量操作的情况下

就能继续进行。

威利斯顿盆地的高密集油气井

      康菲石油公司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即提

高井下测量精度有利于增加石油的产量。

较高的测量精度能使油井间隔更近和水

平井的长度更长，这对于提高注水方案的

效率是非常重要的。该公司在美国蒙大纳

州和北达科他州之间边界的雪松河背斜层

附近有两处油田。该公司对现有井下测量

数据的准确性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并分析

了产生随钻测量误差的原因。通过改进磁

测数据收集的方法和降低测量的误差，该

公司减小了井眼位置的不确定性，保证了

水平钻井项目的安全性和可行性。37

      起初，这些油田的钻井公司按照640

英亩[2.6平方公里]的间距布置水平井。

他们随后将井距减少为320英亩[1.3平方

公里]，并为行列注水重新配置了井网布

局。行列注水采用注水井排和生产井排交

替分布的方式（右上图）。储层建模表明,

将井距减少为160英亩[0.65平方公里]

将是很有益的。但是，在实施之前，钻井

公司需要评估井位的精确度，因为井眼的

不经意汇合会对注水波及系数产生不利的

影响，从而降低油气的产量，增加采油和

清理成本。

      为了评估随钻测量的准确度，钻井人

员进行了多次统计调查，将钻井时随钻测

量的井位与钻井后陀螺仪测量确定的井位

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虽然随钻测量和陀

螺仪测量数据之间的平均方位偏差只有

1°左右，但对于相当数量的油井而言，

这种偏差就会增大。评估数据后，测量工

程师确定方位误差的主要原因是井下钻具

旋转产生的磁场干扰。其他因素包括局部

磁场变化和钻具下垂。

    上图显示的是油田的开发计划。在美国蒙大纳州和北达科他州的油田，钻井人员按照每一平方英里

[640英亩，2.6平方公里]的间隔设置油井，开始油田开发。交替排列的注水井排（蓝色）和生产井排

（灰色）显示，计划井下间距为950英尺[290米]（红色框中）。位置不确定性需要被降低到最低限度，

以保持井眼轨迹平行，并降低过早见水的风险（改编自Landry等，参考文献37）。

的使用降低到最低限度，而采用单站和多

站处理技术来对测量数据进行实时校正。

随钻测量的井眼轨迹和陀螺仪测量结果的

比较证明，两者差异的降低具有显著的统

计学意义，包括减少实时磁干扰校正值。

考虑到不确定性椭球的减小，钻井工程师

们能够错开井口位置，优化井口间距，以

防止发生过早见水的现象（左图）。

     了解并尽量减少底部钻具组合引发磁场干

扰的影响成为了提高测量精度的关键因素。

测量工程师使用专门的软件来估算钻具磁干

扰对方位误差的影响，并评估将非磁性材料

放置在磁力仪和井下钻具组合其余部分之间

的优点和缺点。由于将传感器与钻头分开不

利于进行实时导向，钻井人员将非磁性元件

Poedjono B，Beck N，Buchanan A，Brink J，

Longo J，Finn CA和Worthington EW：“北极

环境中的地磁测量”，SPE149629号论文，发布

于SPE北极和极端环境大会，莫斯科，2011年10

月18日至20日。

Merrill等，参考文献13。

关于国际实时地磁台网的更多信息，可参考“国际

实时地磁台网”，网站为 http://www.intermag-

net.org/index-eng.php（访问时间：2013年10

月16日）。

Love和Finn，参考文献19。

关于DED观测台的工作流程和地磁测量的更多信

息，可参考Poedjono等，参考文献32。

Landry B，Poedjono B，Akinniranye G 和

Hollis M：“测量精度以最低成本对井位进行延

伸”，SPE105669号论文，发布于第15届SPE

中东石油与天然气大会，巴林岛，2007年3月11

日至14日。

32.

33.

34.

35.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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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显示的是为阻止水窜发生、确保最佳井间距的策略。测量方案B（粉红色）的测量精度高于

测量方案A（蓝色）。如果1号和2号油气井采用测量方案A从相邻的地表位置上钻出，这两个油气

井在总深度处可能会发生撞井的现象。测量方案B考虑了磁场干扰的影响，能确保不会发生撞井的现

象，并使油井能够延伸到规划的总深度。通过错开3号油气井的地表位置，运营商可以增加在总深度

处的井间距，按照所需的方向和间距钻井，并防止过早见水。运营商选择同时使用测量方案B和井口

交错的方式（改编自Landry等，参考文献37）。

   上图显示的是巴西近海的磁偏角图。标准模型（左）显示了在油田（红色多边形）附近的磁偏角出

现了平滑较大的变化。HDGM（中间）包含了更多的细节信息。HDGM和航空磁测模型结合的测量

信息（右）包含了所有三种模型的最高分辨率信息。所有图像显示在平均海平面存在磁偏角。标准和

最高分辨率模型观测到磁偏角存在将近1°的差值（改编自Poedjono等，参考文献38）。

地壳磁场变化

      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不是时变场的影响，而是地壳校正。一个

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巴西近海深水重油油田

的一家油气运营商。38   该开采项目位于

北部坎波斯盆地的水下1100米[3600英

尺]处。运营商采用随钻测量法钻出了若

干个油气井，并观测到了测井下井仪读数

和全球地磁场模型（BGGM）预测值之

间的差异。为了提高磁场测量的精度，有

必要构建一个关于局部磁场的最佳模型，

使井眼轨迹达到其目标位置。该公司需要

采用一种高度精确的地磁模型，以保证在

实时钻井时满足现场验收标准。如果不能

达到相关标准，就可能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例如怀疑测井仪发生故障而撤出测井仪。

      为消除测量结果的差异，运营商、斯

伦贝谢公司、其他承包商和学术界的代表

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研制了一种采用高

分辨率地磁模型（HDGM2011）绘制磁

场变化图的方法。这一模型最近由美国国

家地球物理数据中心（NGDC）制作出

来。该研究小组将这一大型的磁场模型与

当地航空磁测数据相互整合，以便将磁场

的空间谱从区域尺度精确到千米尺度（如

左图）。

      研究小组使用了两种独立的方法来分

析地壳磁场模型。39   方法一将BGGM模

型数据和航空磁测数据相结合，采用等效

源法分析油田向下延拓至油藏深度部分。

方法二将航空磁测与德国CHAMP卫星测

量中心提供的长波长地壳场模型相结合，

为租赁油田区域创建了一个三维磁场模

型。该研究小组通过将方法二的测量结果

与美国NOAA/NGDC档案中的海洋磁剖

面图进行比较，来确定方法二的效果。在

平均海平面和5000米[16400英尺]油藏深

度处，采用这两种方法计算的磁场属性值

能密切吻合（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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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平面的地壳磁场影响

在5000米油藏深度的地壳磁场影响

      研究小组发现，海洋地壳的大规模磁化

造成的中间波长磁化异常对当地磁偏角具

有显著的影响。高分辨率地磁测量模型可

以对钻具磁干扰进行更精确的多站校正处

理。通过比较水平和垂直方向的磁场分量

预测值和随钻测量工具的读数，该研究小

组确定了宽频模型的效度。当使用BGGM

模型进行处理时，受钻具磁干扰影响的数

据点在质量控制接收频带以外，但是在采

用高分辨率模型进行处理时，该数据点与

其他数据点是保持一致的。

     该研究小组采用附近的巴西Vassouras

地磁观测台的数据评估了时变干扰场的重

要影响。结果表明，磁偏角、磁倾角和总

磁场强度没有发生较大变化。在太阳活动

较弱的时期，日变化对井孔位置无显著影

响，采用高分辨率静态模型就能提供足够

的测量数据。运营商代表得出的结论是，

与BGGM模型预测的磁场数据相比，高分

辨率地磁模型能够提高多站分析的效果。

当他们使用GRS校正随钻测量的原始数据

时，可以显著地提高定位准确率。预计的

井眼位置发生了显著地移位，不确定性椭

球的大小和垂直井深的不确定性也持续下

降。

Poedjono B，Montenegro D，Clark P，

Okewunmi S，Maus S和Li X：“巴西近海深水

项目中用于井眼准确定位的地磁测量系统的成功

应用”，IADC/SPE论文150107，在IADC/SPE

钻井会展中展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

，2012年3月6~8日。

用于分析地壳磁场的两种处理方法在Poedjono等

（参考文献38）中进行了探讨。方法一由Fugro

重力和磁力服务公司（现为CGG的分公司）研发

，方法二由磁变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研发。

38.

39.

  上图显示的是在巴西近海油田附近的两处深度位置，地壳磁场对磁偏角的影响。上图显示

了在平均海平面处地壳磁场对磁偏角的影响平面图；下图显示的是在深度为5000米处地壳

磁场影响的平面图。采用航空磁测与德国CHAMP卫星测量中心提供的长波长地壳场模型相

结合的方法来计算相关数值。然后为租赁油田区域创建了一个三维磁场模型。三维磁场随着

深度而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巴西近海沉积岩下方地壳的磁特性有关（改编自Poedjono等，

参考文献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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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钻具组合的钻挺大小

方位点

底部钻具组合元件的非磁性间距

 地磁测量 数据测量单位

斯伦贝谢公司钻井与测量调查工具栏

底部钻具组合的配置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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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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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显示的是将磁场测量灵敏度量化到钻具磁干扰的过程。模型用于模拟在各种测量方位和

钻具组合设计条件下磁场干扰的程度。斯伦贝谢公司钻井与测量钻具磁干扰计算软件中显示的

这一模拟过程表明，如果钻井人员不向初始设计中的钻具组合中添加非磁性材料（蓝色），这

一特定井眼的270°平面方位角和90°磁偏角将出现较大的方位误差（红色）。钻井工程师使

用这些模拟数据可以确定随钻测量点上方或下方非磁性材料的长度，以便将误差降低到最小程

度。

深海区的成功测量

       准确的实时地磁测量可以使定向井工

程师按照正确的路径钻井，并减少所需的

陀螺仪测量的次数。图洛石油加纳有限公

司采用地磁测量系统实现了准确钻井的目

标，并将加纳近海Jubilee油田的开采成

本控制在了预算范围以内。40

       运营商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功安全

地钻出所有油井，因为在这个区域的钻机

成本非常高。为了实现精确的地磁测量，

斯伦贝谢公司的测量专家进行了数值模

拟，将磁场测量的灵敏度量化到井眼轨迹，

并将无磁钻铤包含在钻具组合产生的磁场

变化范围中（如上图）。

      航磁调查为构建定制化地磁模型提供了

基础。这次测量主要集中在Jubilee油田海

拔高度为80米[260英尺]的80公里×80公里

[50英里×50英里]区域内。这次测量包括测

量前的试验飞行，将基站数据作为磁场随时

间变化量的参考。分析人员采用航磁测量和

2010BGGM主磁场模型测量的总磁场数据,

计算出了总磁场强度（TMI）异常网格。41   

地壳磁场处理过程采用标量总磁异常的向下

延拓，从海平面到4500米[14800英尺]的

深度得出了一个更新的磁场。后续处理过程

确定了磁场的东部、北部和垂直分量，并将

它们转化成相对于主磁场磁偏角和磁倾角的

干扰值。

Poedjono B，Olalere IB，Shevchenko I，

Lawson F，Crozier S和Li X：“通过采用有效

的地磁系统来提高钻井的经济效益和达到钻井

目标的效率”，SPE论文140436，在SPE 

EUROPEC/EAGE年度会展中展示，奥地利维

也纳，2011年5月23~26日。

关于处理流程的更多信息科参考Poedjono等，

参考文献32。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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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显示的是加纳近海Jubilee油田上的一个大位移油气井。图洛石油加纳有限公司的4号油气井在钻进目标位置时，需要

经过一个较长的切线剖面（红色）。标准随钻测量的不确定性椭球（左上，绿色）比矩形地质目标大得多。但地磁测量系统具

有较小的不确定性椭球（中间左边，蓝色），钻井人员在钻井时可以充分确定井眼将会穿透目标。（改编自Poedjono等，参

考文献40。此图中图片的版权属于2011年SPE EUROPEC/EAGE年会暨展览会。在美国石油工程师协会许可的情况下可

以复制该图片，但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不得进行复制）。

        对于Jubilee油田的初始油井而言，

标准随钻测量数据产生的不确定性椭球很

小，可以更加确定地质目标。这些初始井

眼轨迹的倾斜角比较浅。对于具有较高倾

斜角和较长切线段的更远目标而言，标准

随钻测量的不确定性就会增大到不可接受

的程度。但是，地磁测量系统处理后的地

磁数据具有相当小的不确定性，从而使钻

具更准确地达到目标位置。使用地磁测量

系统，钻井人员能够在确定井眼位置的条

件下进行钻井（如上图）。

达到目标位置

上述示例对一系列钻井指导和地磁测量

技术进行了说明。这些技术能够满足新

的更严格的钻井要求。钻井中遇到的主

要问题包括避免井眼碰撞、减少钻具的

磁场干扰，以及说明与地壳磁性和暂时

磁场变化相关的地磁场变化情况。

      定向钻井依靠实时井眼测量和较小的不

确定性椭球，可以在更加精确的目标范围内

确定井眼的位置。高分辨率地磁测量模型可

以辅助具柱磁干扰补偿的处理，通过采用定

制的验收标准加强测量数据的质量控制。地

磁测量系统可以提高井地质导向的准确性，

降低位置不确定性和降低井碰的风险。将地

磁测量系统用于实时钻井时，地磁测量系统

可以节省钻井时间，降低钻井成本，并有助

于钻井人员钻遇目标层。

—HD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