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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计算地层压力的方法很多 ,但是在不同地区 、不同地质和沉积环境下计算结果有很大的变化 , 甚至于在

某些地区地层压力的计算精度小于其常用的经验公式。综合考虑了由欠压实 、流体膨胀和它源异常引起的异常地

层压力 ,使用遗传算法 , 利用钻井参数数据 ,实时地从钻速中分离出井底压力变化的信息 , 实现地层压力的实时计

算 ,从而剔除了正常泥岩趋势线的概念。现场应用表明 , 采用新方法提高了地层压力的计算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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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层压力是石油钻井的一项重要基础参数。根

据地层压力的变化合理选择钻井液密度 ,有利于钻

井安全及井身结构和套管柱的合理设计;实施近平

衡或平衡钻井技术有利于油气藏的保护和提高钻

速;在一个新探区参照地层压力的信息选择井位 ,对

提高探井的成功率有重要意义 。

国内外学者对地层压力的计算进行了广泛的研

究 ,提出了一些地层压力的预测 、监测和评价方法 。

如 ,钻前使用地面地震资料进行地层压力预测 ,在钻

井过程中利用钻井参数对地层压力进行实时监测 ,

并通过测井数据进行地层压力评价 。现有的地层压

力计算方法 ,大多是针对砂泥岩剖面地层 、由不平衡

压实形成的异常地层压力的计算。还未见由流体膨

胀和它源异常引起的异常地层压力的计算方法的相

关报道 。通过研究 ,建立了一套计算异常地层压力

的系统方法 ,此方法计算异常压力不再依赖泥岩正

常压实趋势线 ,可实时地计算地层压力 ,适用于不同

岩性剖面的异常地层压力的监测。

1　利用钻井参数监测地层压力的方法简介

使用钻井参数监测地层压力的方法有多种 ,通

常在砂泥岩剖面的地层条件下 , dc法是应用最普遍

的一种方法。应力 σ法和抗钻强度法的应用在近

几年有所发展 ,是从钻速中提取的 1个包含地层压

力信息的参数 。一般把地层压力和 σ的关系表示

为σ=σ0 f(p), σ0是岩石骨架的 σ值。从钻速提取

σ后 ,需建立地层压力的计算模型 ,再从中把地层压

力信息提取出来。传统的方法是用统计分析方法来

建立地层压力计算模型 ,这需要大量的实测地层压

力信息。一般来说 ,钻井过程中较难获得大量的实

测压力数据 ,而实测数据不足就难于建立比较可靠

的地层压力计算模型。抗钻强度法的处理方法和 σ

基本相同 。为获取精确的地层压力计算模型 ,提出

了基于钻速方程的地层压力的遗传算法。

2　计算地层压力的新方法———遗传算法

通常依据泥岩正常压实趋势线的变化来计算地

层压力 ,为了克服这种方法的局限性 ,用遗传算法来

直接计算地层压力 。

遗传算法是模拟自然界生物进化过程与机制求

解极值的一种自组织 、自适应人工智能技术 。它模

拟达尔文进化论和孟代尔的遗传变异理论 ,具有坚

实的生物学基础;提供从智能生成过程观点对生物

智能的模拟 ,具有鲜明的认识学意义;适合于无表达

式或有表达式的任何类函数 ,具有可实现的并行计

算行为;能解决任何类实际问题 ,具有广泛的应用价

值 。相对而言很容易使用遗传算法的研究成果来解

决工程问题。研究者对遗传算法的基本操作 ,如选

择 、重组(杂交)和变异等已提出了一些参考算法 ,在

用遗传算法解决实际问题时 ,可以借鉴和直接使用

这些方法。根据具体要解决的问题生成遗传算法使

用的初始群体即可 。用遗传操作:选择 、重组(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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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变异实现群体的一代一代的进化 ,最后会得到使

目标函数计算值满足给定误差要求的最优解 。遗传

算法的基本流程见图 1。

图 1　遗传算法的基本流程

应用遗传算法解决具体问题时 ,需做两方面的

工作 。一是根据要求解的问题的待求参数个数和参

数的值域生成初始群体;二是根据目标函数 ,建立一

个适应度计算函数。最简单的目标函数形式可表示

成目标函数的计算值与测量值之差的绝对值与 1个

小量之和的倒数 。设目标函数的测量值为 f 1 ,计算

值为 f 2 , 那 么 适 应 度 函 数 可 写 成 F =

1.0
abs(f 1-f 2)+0.01

,在分母中包含一个常数 0.01

是为了防止分母为 0产生无解的错误。上面仅说明

了使用遗传算法的一个梗概 ,真正用遗传算法解决

具体问题需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 ,把重要的知识或

信息纳入算法之中 ,以便得到精确的计算结果 。

3　用遗传算法计算地层压力使用的新模型

3.1　钻速模型

υ=
5.068(W -m)J a

1Z

2
k
dexp(a2p)R

(1)

其中

p=9.8065×10
-3
(ρ-ρ0)H (2)

J =
6748.65q2ρ∑

n

j=1
d
4
j

7.5 ∑
n

j=1
d
2
j

4
(3)

式中 , υ为机械钻速 ,m/h;W 为钻压 , kN;Z 为转盘

转速 , r/min;J 为钻头有效喷嘴水功率 ,kW;R 为钻

头直径 ,mm;kd 为可钻性级值;p 为拟井底压差 ,

MPa;ρ为钻井液密度 , g/cm3;ρ0 为地层水密度 , g/

cm
3
;H 为井深 ,m;q为排量 , L/ s;d j 为钻头喷嘴直

径 ,mm ;a1 , a2 , m , k d 是待定常数。

3.2　模型原理

拟井底压差 p 是根据钻井液密度和地层水的

密度计算出来的。如果根据实钻数据提取得到的井

底压差系数 a3 ,在异常压力层段比正常压力井段呈

现出下降趋势并且压力越高下降越大 ,便可把地层

压力信息从钻速中直接分离出来 。在用遗传算法得

到钻速中的待定参数 a1 , a2 , m , k d 后 ,可计算井底

压差为 0时的机械钻速 v 0 。 v 0除以实测机械钻速

v 可直接得到压力计算模型 ,用遗传算法直接计算

出地层压力 。

对一个系统而言 ,系统的特征是由其特征参数

确定的 ,系统的行为是由控制变量确定的 。对钻进

过程而言 ,特征参数是钻速方程中反映钻头和地层

相互作用的那些待定参数 ,而控制参数是钻压 、转速

等这些操作参数。用遗传算法计算地层压力一定要

在算法上仔细设计 。由于在钻井工程中用统计分析

的方法较多 ,而很少使用遗传算法 ,在某种意义上遗

传算法解决了用回归分析解决的问题 。用回归的方

法确定一个地区的钻速方程 ,要收集大量的数据 ,这

些数据是操作参数和机械钻速对应组合。使用这些

数据用回归方法求出特征参数的统计平均值。而用

遗传算法解决特征参数的提取问题时 ,使用的数据

则是一组操作参数和对应的机械钻速 ,并根据经验

给出特征参数的解空间(大量的特征参数的组合),

通过有指导地随机搜索 ,在解空间中寻找最优的特

征参数。如果初始解空间中没有找到最优解 ,程序

利用选择 、重组 、变异等遗传算法改变解空间直到找

出满足要求的最优解。

遗传算法找到的特征参数是某一个记录井段间

隔的值 ,而回归方法找出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井段的

特征参数的平均值 。

4　计算实例

4.1　和参 1井地层压力梯度的计算结果

从和参 1井地层流体压力梯度和钻井液密度随

井深变化的曲线得到 ,2481 ～ 2603 m 是 PDC 钻头

钻过的井段 ,其地层压力梯度曲线和相邻的用牙轮

钻头钻过的井段的地层压力梯度无明显差异。表 1

中给出了和参 1井用 RFT 测得的地层流体压力梯

度数据和用钻井参数计算出的地层流体压力梯度数

据 。由表 1中的数据可见 ,实测数据和计算数据偏

差绝对值的最大值小于 0.09686 , 平均值为

0.04288 ,可满足钻井工程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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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和参 1井地层流体压力梯度实测数据和计算数据

井深

/ m

钻井液密度

/ g·cm-3
实测值

/g·cm-3
计算值

/g·cm-3
绝对误差

/g·cm-3

3167 1.24 0.94553 1.0373 0.09177

3303 1.30 0.99554 1.0235 0.02796

3356 1.35 0.99532 1.0451 0.04978

3483 1.36 0.99916 1.0133 0.01414

3724 1.35 1.01284 1.0253 0.01246

3935 1.36 0.97121 1.0231 0.05189

3999 1.36 1.03389 1.0384 0.00451

4046 1.35 1.02602 1.0303 0.00428

4152 1.35 1.04418 1.0303 0.01388

4647 1.49 1.07583 1.0111 0.06473

4692 1.49 1.04601 1.0947 0.04869

4719 1.49 1.11382 1.0392 0.07462

4755 1.48 0.98819 1.0149 0.02671

5000 1.09 1.06199 1.0137 0.04829

5020 1.10 1.06349 1.0194 0.04409

5160 1.12 1.11916 1.0223 0.09686

5187 1.12 1.07287 1.0186 0.05427

4.2　郝科 1井地层流体压力梯度的计算结果

郝科 1井没有 RFT 的实测数据 ,压力异常变化

主要出现在 3600 m 左右的岩膏层 ,在该井钻井期

间 ,石油大学(北京)樊洪海教授等作了用声波时差

预测和监测地层流体压力梯度的研究 ,其结果十分

相近 ,见图 2 。

图 2　郝科 1 井地层压力梯度与实际钻井液密度曲线

4.3　坨 712井地层流体压力梯度的计算结果

坨712井异常压力带不属于欠压实形成的高

压 ,其特点是对应高压带井段的声波时差没有明显

的上升。从 3160 m 至 3300 m 试油压力梯度为

1.679 g/cm3 ,该井段用该方法监测的地层流体的压

力梯度的平均值为 1.6835 g/cm3 ,见图 3。

图 3　坨 712井地层压力梯度与实际钻井液密度曲线

5　结论

(1)实时监测地层压力新方法可充分利用钻井

参数 ,使用遗传算法 ,从钻速中实时地分离出井底压

力变化的信息 ,实现地层压力的实时计算 。通过对

处理结果和 RFT 实测压力数据进行对比 ,发现监测

精度较高 ,完全满足工程要求。

(2)应用遗传算法编写的地层压力计算软件 ,其

计算方法简单 ,不受压力形成因素的限制 ,也不受岩

性的限制 ,使用范围宽 。和参 1井的监测结果证明

该方法也适用于 PDC 钻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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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is about 10%, sometimes as high as 13%when

there is gas cut.A new method is presented to accu-
rately calculate formation pressure by using the real

monitored downhole pressure data , while the down-
hole under-balanced pressure and drilling fluid aver-
age density in the annular can be calculated also ,
thus a better determination of the mud w eight in the

following under-balanced drilling becomes possible.
Key words　under-balanced drilling 　forma-

tion pressure　downhole pressure 　data acquisit ion
sy stem 　downhole under-balanced value

FACTORS CAUSING POOR CEMENTING QUAL-
ITY IN SLIM HOLE AND SOLUTIONS

by Song Shengli , Yang Fengxiang , Wang

M ule , (Zhongyuan Oilfield Company);Liu Kun

Abstract　Poor cementing quali ty is a common
problem in the slim hole due to i ts small clearance

and uneven distribution of cement slurry , it can also

cause the reduction of casing collapsing st reng th.
Factors causing the poor cementing quality are inves-
tigate by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calculating and

phy sical modeling test , and such tool and technolo-
gies as casing centralizer , time -delay cementing

technology , back -inserting hydraulic liner hanger

are developed.Compared w ith the conventional ce-
menting technology in the same condition , good ce-
menting quality improved by 29%.This technology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cementing quality in the

slim hole and expanded the life of casing .
Key words　slime hole 　cementing quality 　

time delay 　cementing slurry　hanging 　back insert

NEWMETHOD OF FORMATION PRESSURE RE-
AL TIME MONITORING USING DRILLING PA-
RAMETERS

by Rao Lei , Cui Jie , (Drilling Technology Re-
search Inst.of Sheng li Oilf ield)

Abstract　Lo ts of methods are available for cal-
culating the formation pressure , while the results

v ary greatly in different area , dif ferent geological

condition and dif ferent deposi tion envi ronment , and
sometime the accuracy is not satisfactory enough.
The new method omit ted the concept of normal shale

trend line , and took such occasions as the abno rmal

formation pressure by under -compression , abnor-
mal formation pressure by fluid inf lation and abnor-
mal formation pressure by other factors into consid-
erat ion.The method of heredity is used for abno rmal

formation pressure calculation , and downhole pres-
sure changing is separated real time from ROP data ,
thus realizing the real t ime calculating of format ion

pore pressure.Field application of this method im-
proves the accuracy of format ion pore pressure calcu-
lation.

Key words　pressure monitoring　heredity cal-
culation　compression t rend　ROP 　formation po re

pressure

PERPENDICULAR NUMERICAL TRIAL FOR

HORIZONTAL WELL GRAVEL-PACKINGOP-
TIMIZATION

by Dong Changy in , Zhang Qi , Qu Zhanqing ,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Abstract　The operation parameters for hori-
zontal well g ravel -packing concern slurry pump

rate , gravel concentration , carrier fluid viscosity ,
wash-pipe diameter and filtration velocity.Because
the mechanism of these parameters af fecting the
packing ef fect is very complicated , it ' s dif ficult to

optimize them by normal method.In this paper , ac-
co rding to perpendicular form , the values for all lev-
els of these parameters are permuted to make up of a

few operation parameter combinations.The evalua-
tion index of packing ef fect fo r every combination is

calculated by the simulation prog ram.Then , the op-
timum parameter combination is found out f rom all

of results by direct analy sis method , the re-simula-
tion of w hich indicates that the packing effect of the

optimum combination is really excellent.The vari-
ance analy sis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deg ree of

all parameters inf luencing the packing effect , which

are ranged from g reat to petty as follow ed:g ravel
concentration , wash-pipe diameter , pump rate , fil-
tration velocity and fluid viscosity .

Key words　horizontal well　gravel-packing

　design opt imization　perpendicular trial　numeri-
cal simulation

ADVANCES IN OIL -SOLUBLE VISCOSITY -
REDUCERS FOR VISCOUS CRUDEOIL

by Chen Qiufen(University of Pet roleum);
Wang Daxi , Liu Ranbing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dvances in oil-
soluble viscosity -reducers for viscous crude oil at

home and abroad are review ed.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of the viscosity forming and the vis-
cosity reduct ion by oil-soluble viscosity-reducers.
The viscosity - reducers are classif ied into three

types , the synthesis methods and the application in

the oil-f ield are presented.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ossible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high ef ficiency viscosi ty-reducers , also in the appli-
cations.It indicates that introducing polar g roup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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