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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莺 - 琼盆地高温高压井压力台阶多、压力体系复杂，仅靠钻前地震资料预测难以满足现场作业要求。地层压力随钻

预测技术是利用综合录井的压力随钻监测结果，实时修正钻前地层压力预测模型和结果，从而提高地层压力预测精度。本文结

合高温高压 Y1 井的实例，应用国际先进的 EquiPoise 系统进行现场地层压力随钻监测，根据地层压力监测的实际结果来修正

地层压力预测模型，进而对下部未钻地层的地层压力进行再预测。钻后实测压力验证表明，该方法的地层孔隙压力预测精度达

到 94%，说明利用地层压力随钻监测结果实时修正地层压力预测模型，可以实现提高地层压力预测精度目的，为高温高压井钻

井参数设计、钻井方案调整和安全控制提供技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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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Ying-Qiong Basin, HTHP wells are suffered from multiple pressure steps and complex pressure systems, so the 

field operation cannot be carried out satisfactorily only based on the predrilling seismic data prediction. The formation pressure predic-

tion while drilling technology corrects in real time the predrilling formation pressure prediction model and the prediction results by 

using the pressure monitoring results while drilling of compound logging, so as to increase the formation pressure prediction accuracy 

and protect oil and gas layers effectively. In this paper, a case study was carried out on HTHP Well Y1. In this well, internationally ad-

vanced Equipoise system is used for formation pressure monitoring while drilling in place. The formation pressure prediction model is 

correct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monitoring results of formation pressure, and then the pressure of undrilled formation in the lower part 

is re-predicted. The measured pressure after the drilling indicates that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of formation pore pressure based on this 

method is up to 94%.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shows that formation pressure monitoring while drilling can be used to correct the forma-

tion pressure prediction model and increase the formation pressure prediction accuracy. It provides th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drilling 

parameter design of HTHP wells, drilling plan adjustment and safe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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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温高压钻井过程中，孔隙压力的预测一直

是整个钻井设计中钻井液密度的选择以及套管下入

深度设计的重要依据，尤其是钻遇重点深层异常高

压段，地层压力变化总难以掌握规律［1］。在高温高

压区域一些新油气田初探井中，由于地震资料处理

技术较为粗糙，数据显示分辨率低，仅靠钻前地震资

料作为高温高压井预测压力的单一来源，其预测精

度远远无法满足安全钻进的需求［2］。因此，为了更

好保证高温高压井钻井作业安全，减少由于压力预

测误差而导致的井壁溢漏等复杂工况，有必要在高

温高压钻进阶段引入随钻压力预测技术［3-5］。

目前，国内外高温高压井随钻压力预测技术

SWD（随钻地震预测技术）及中途 VSP（垂直地震剖

面技术）等方法［6-7］可对正钻层以下 100~300 m 深度

的地层压力剖面进行直接预测。本文介绍了另一种

依靠随钻监测加以修正和确认钻前压力的高温高压

井随钻预测压力方法，即在钻遇疑似风险层段之前，

将利用最新 EquiPoise 系统［8］随钻技术监测出来的

压力数据，跟地震数据预测值进行对比，作业现场人

员通过综合分析正钻层段随钻测试数据、钻井参数、

气测显示等资料实时监测井下 ECD 及井况，并结合

现场钻井效果判断当前井眼稳定状况，同时对正钻

地层各参数进行确认。利用已钻井段建立层速度与

测井时差校正模型，根据校正结果修正模型系数，最

终对未钻层段进行孔隙压力再预测。同时也可利用

钻后数据对比分析，完善预测模型，为下一口井的钻

前预测做准备。笔者就如何利用基于 EquiPoise 随
钻监测的高温高压井随钻压力预测技术进行探讨。

1　地层压力随钻预测原理
Principle of formation pressure prediction 
while drilling

高温高压井地层压力随钻预测依据工作流程可

被划分为钻前预测、随钻监测和钻后分析 3 个阶段。

本文所讨论的随钻预测方法主要基于随钻监测，随

钻监测阶段与钻前预测、钻后评价两部分相辅相成，

钻前模型作为随钻监测结果的参考基础，钻后分析

对随钻监测准确度进行评估，三者共同组成高温高

压井地层压力随钻预测整套工作系统，其综合原理

见图 1。
高温高压井存在特殊压力体系，地层非正常压

实，异常压力成因复杂，有时甚至还夹杂它源压力成

因，尤其对于海上高温高压井，海况环境不稳定，平

台作业空间受限，更加大了高温高压井的预测工作

难度，所以对此类地层压力预测和监测将会提出更

高的要求，测量精度也会有很大挑战。然而，通常采

用 MDT 进行的钻后测压，虽然可以比较精准地测量

孔隙压力，但该方法成本高，且具有一定滞后性，所

以在高温高压井的压力预测方面，随钻监测就表现

得尤为重要。

2　录井资料处理
Logging data processing

在进行随钻监测之前，科学处理高温高压井随

钻录井资料是有效开展高温高压井现场随钻监测工

作的前提，也是保证随钻预测精确度的重要基础，其

原理和方法贯穿始终。

科学处理高温高压井随钻录井资料，其处理方

法、原理主要基于地层欠压实理论。地层深度加深，

地层中泥页岩会呈现有规律的压实状态，对于正常

压实地层，若对大量数据点进行回归分析，可发现其

压实通常具有一定数学拟合规律趋势，当某层段泥

页岩压实作用偏离正常趋势时，表明该层段属于欠

压实状态，也就是属于异常压力带。异常压力大小

变化程度和偏离幅度一般成正比关系，为了量化分

析异常压力，需要结合随钻录井、测井数据以及钻井

液密度、ECD、气测、岩性等综合分析，并选择合理区

域模型来进行压力计算。

随钻监测中，地层压力的计算可按照 dc 指数、电

阻率以及声波时差 3 种理论方法同时进行，3 种计算

方式在数据回归处理上类似。以 dc 指数计算孔隙压

力为例介绍录井资料处理技术。

2.1　dc 指数定义与计算

Definition and calculation of index dc

dc 指数综合考虑了地层的压实规律和压差对钻

速的综合影响，所以又称为地层的可钻性指数。泥

页岩正常压实的地层，随着埋深加大，泥页岩由于受

到其上覆压力的累积，孔隙度呈逐渐减小趋势，岩石

逐渐变得致密，从而造成钻井时钻速降低，此时 dc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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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温高压井随钻预测流程
Fig. 1 Flow chart of prediction while drilling in HTHP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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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变大。另外，还应该综合考虑钻头尺寸、钻压转速、

钻井液性能、ECD、水力因素等钻井参数在具体计算

中对 dc 指数计算模型修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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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式中参数统一规范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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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 为机械钻速，m/min；T 为钻时，min/m；W
为钻压，kN；N 为转盘转速，r/min；B 为钻头直径，

mm； ρ ec 为循环当量钻井液密度，g/mm3；GH 为静水

压力梯度，g/mm3。

2.2　正常压力趋势线建立

Preparation of normal pressure trend line
由于不同区域地层压实状况不同，压实规律有

所差异，所以正常压实趋势会遵照不同的回归模式，

有指数型、对数型还有多项式型等，需要选取合适的

趋势线以及反映该地区地层特性的地区指数。利用

dc 指数法建立正常压实趋势线通常选择一段连续的

浅部地层泥页岩的随钻录井实测 dc 指数值，分析散

点趋势，建立趋势线，期间结合实际钻井参数、岩性、

钻井液密度变化等综合反映，判断趋势线幅度偏差

并反复进行微调，直至能比较好地符合理论正常压

实作用的真实趋势线。这里，修正 dc 指数法正常压

实趋势线为指数型，其基本公式为

 dc=a×ebH （3）
对式（3）取对数

 ln dc=bH+ln a （4）
式中，H 为井深，m；b 为斜率； a 为截距。

根据测录井实测 dc 值与拟合得到的正常泥页岩

压实趋势线之间的偏差，可以大致判断压实状况，实

测值相对正常趋势偏左表明该处欠压实，属异常高

压，偏右为异常低压。

2.3　地层孔隙压力梯度计算

Calculation of formation pore pressure 
gradient
建立正常压实趋势线之后，利用 dc 指数、声波时

差以及电阻率计算地层压力可以选择等效深度法、

伊顿法和比率法，其中伊顿法适应性最好，误差能很

好地控制在一定合理范围内。因此在随钻录井中通

常采用伊顿法对孔隙压力进行计算，以计算 dc 指数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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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0 为上覆岩层压力梯度，g/cm3；GH 为地层静

水压力梯度，g/cm3；Dw 为海水深度，m； Htb 为补心

高度，m；Dv 为垂直深度，m；ρw 为海水密度，g/cm3；

ρwf 为地层水密度，g/cm3； dcs 为实测 dc 指数值；dcn

为 dc 指数正常趋势值； GDp 为地层压力梯度，g/cm3；

n 为伊顿指数（地区指数）。

同样，电阻率、声波时差正常压力趋势线的处理

方式与上述 dc 指数法相同，两者也采用伊顿法来建

立孔隙压力梯度，电阻率计算孔隙压力公式为

 G G G G d
d

n

Rp H
Rs

Rn

= − −( )






0 0  （8）

声波时差计算孔隙压力公式为

 G G G G d
d

n

Tp H
Ts

Tn

= − −( )






0 0  （9）

式中，GRp 为电阻率计算的孔隙压力梯度，g/cm3；dRs 为

实测泥岩电阻率值，Ω·m；dRn 为电阻率正常趋势值，

Ω·m；GTp 为声波时差计算的孔隙压力梯度，g/cm3；

dTs 为实测声波时差值，μs/m；dTn 为声波时差正常趋

势值，μs/m。

2.4　地层压力计算模型系数修正

Correction of formation pressure calculation 
model coefficient
利用已钻井段建立地震层速度与测井时差校正

模型，便可由钻头下部未钻地层的地震特征参数作

出对应的外推预测，得出钻头下部地层的时差预测

数据。根据校核后的速度资料结合现场地层压力随

钻结果，挑除钻前地震预测中不合理点，利用人工智

能理论得出修正后地层压力计算模型系数。

加入修正系数后的地层压力计算模型如下

 G G G G d
dp H

s

n

= − −( )






0 0α
β

 （10）

式中，α 和 β 为修正模型系数，Gp 为修正模型计算得

到的地层压力值。对于不同地区，α 和 β 取值范围有

一定差异；对于同一区域数据，α 和 β 取值可随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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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成岩程度等因素变化。

2.5　未钻开地层的地层压力预测

Prediction of formation pressure of undrilled 
strata
由修正后地层压力计算模型系数，对全井段重

新进行地层压力预测。若已钻井段预测结果与钻后

实测情况符合，可进一步预测钻头下部未钻开地层

的地层压力，若相差较大，则继续进行模型修正，如

此反复，直至满足精度要求。

3　EquiPoise 随钻监测系统
Equipoise monitoring while drilling system

3.1　EquiPoise 实时地层压力录井原理

Principle of Equipoise real-time formation 
pressure logging

EquiPoise 系统能利用计算机以及局域网将实时

钻井中录、测井数据同步到通信端口，经实时传输至

现场随钻监测人员，配合现场录井专家分析实钻参

数、岩性、钻井液密度、气测含量等反馈资料，再利用

基于地层欠压实理论的随钻压力计算软件，实现各

阶段数据的综合回放与实时处理。

该系统除了能监测、分析随钻孔隙压力，还能进

行包括钻前压力预测、监测的综合评价，服务范围可

用于单井钻进周期的各个阶段，并不只局限于钻井

时。随钻过程中该系统最大优势在于能较大程度帮

助工程师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全面实时地对地层

压实状态进行评价，从而能比较精准地获取地层真

实孔隙压力情况。

3.2　EquiPoise 实时监测工作方法和过程

Operation method and process of Equipoise 
real-time monitoring

EquiPoise 系统现场监测遵循一定的步骤，计算

步骤范围可从钻前资料的收集与压力预测部分一直

延伸至最终地层压力的校正，其具体计算步骤如图 2
所示。

3.3　EquiPoise 实时监测评价

Evaluation on Equipoise real-time monitoring
（1）观察井筒坍塌情况：对随钻监测中返出的掉

块进行收集分析，观察其形态，统计掉块数量，一般

评价认为掉块形状多数呈扁平系列即代表井筒内具

有异常压力不平衡的特征。

（2）观察现场气测和液面特征：主要监测评价钻

进过程中是否发生单根气，是否曾达到气体峰值，钻

井背景气测量和钻井液背景气含量是否趋势稳定，

以及后效气状态和井口液面位置变化。

（3）监测扭矩：监测正常钻井过程中钻头扭矩以

及接立柱过程中井底上提钻具时的扭矩，通过实时

监测两者并对比，能有效反映井眼的清洁程度。

（4）综合监测评价：综合评价掉块、扭矩、气测、

液面等特征，跟踪校对随钻过程各环节数据，分析参

数的可靠性，最终整体把握监测效果，优化实时评价

结果。

4　应用实例
Application case

4.1　基本概况以及钻前预测

Basic summary and predrilling prediction
Y1 井是南海海域一口高温高压探井，所处水深

为 106 m，井深 4 930 m，井底温度 204 ℃。图 3 为根

据钻前地震层速度初步预测的 Y1 井的地层压力剖

面，从图中可看出，该井 1 700 m 之前压力系数在 1.0
附近波动，属正常静水压力体系。而从 1 700 m 以下

开始，压力开始逐渐抬升，主要目的层附近孔隙压力

系数范围为 1.83~1.86，次要目的层孔隙压力系数范

围 1.62~1.64，次要目的层附近层段位于 4 200~4 600 
m 之间还存在一个压力反转带，然而仅仅依靠钻前

地震预测结果来预防钻井中钻遇压力反转带所带来

的潜在风险肯定无法满足现场安全要求，因此需要

在钻至指定深度段时进行随钻监测，以修正钻前预

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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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Predrilling predicted pressure profile of Well 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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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quiPoise 系统实时压力计算步骤
Fig. 2 Equipoise real-time pressure calculation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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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quiPoise 随钻监测

Equipoise monitoring while drilling
从钻至 4 294 m 开始，利用 EquiPoise 系统分 2

次通过随钻录井得到 136 m 井段（4 294~4 430 m）
和 95 m 井段（4 431~4 526 m）实时监测的 dc 指数、

电阻率和声波时差值随深度的变化，将 2 次测量结

果合并绘制图 4。4 294~4 350 m 井段，dc 指数和电

阻率缓慢靠近趋势线，压实状态略好；4 350~4 393 
m，dc 指数和电阻率慢慢远离趋势线，反映此段地

层欠压实程度缓慢变大；4 294~4 393 m 声波时差

在 189~264 μs/m（60~84 μs/ft）的范围波动中远离趋

势线。且根据监测分析，4 393~4 430 m 受岩性灰质

含量的影响，3 种监测结果都与地层压实状态无关，

这与开始通过钻前预测的压力趋势结果有所区别。

4 430~4 526 m，dc 指数前段部分缓慢远离趋势线，反

映欠压实略微加剧。从 4 461 m 开始，dc 指数开始缓

慢靠近趋势线，反映此段地层压实程度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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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dc 指数、电阻率、声波时差值随深度变化
Fig. 4 Variation of index dc, resistivity and interval transit time 

with the depth

对 4 294~4 526 m 监测结果的整体压实程度变

化状况进行分析，并依据伊顿经验法利用 dc 指数、

电阻率、声波时差数据进行孔隙压力随钻实时计算，

并进行孔隙压力综合评价。计算结果显示，4 294 
~4 430 m，综合评价后孔隙压力先由 1.70 g/cm3 降

至 1.68 g/cm3，后快速升至 1.70 g/cm3；4 431~4 526 
m，综合评价后孔隙压力先由 1.70 g/cm3 下降至 1.60    
g/cm3，后逐渐升至 1.62 g/cm3。

4.3　结果检验与分析

Result verification and analysis
根据已钻井段随钻监测值情况，将层速度转换

成相对时差并与已钻井段测井时差数据进行校核修

正，挑除地震预测压力异常点，最终得到修正系数

（α=0.94，β=2.9）。利用修正模型重新计算地层压力，

图 5 为 Y1 井钻至压力反转风险层段处根据随钻监

测情况利用修正系数模型计算出的下部未钻开层孔

隙压力预测值与钻前预测值的对比图。可以看出，

首先相比钻前预测，已钻井段随钻监测值更接近钻

后 MDT 实测值；其次，修正模型计算出的未钻开

层孔隙压力趋势与钻后实测也非常符合，并且钻前

所预测的压力反转风险带事实证明也并未出现，说

明随钻监测与随钻预测结果都非常贴近实际压力情

况，而钻前地震资料预测的结果只能一定程度上大

致描述孔隙压力的走势，无法保证局部预测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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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Y1 井压力反转风险段随钻监测值与钻前预测值对比
Fig. 5 Composite diagram of formation pressure monitoring 

while drilling in Well Y1

统计了 Y1 井将近 350 m（4 030~4 374 m）已钻

井段监测吻合度及将近 400 m（4 750~5 138 m）下部

未钻层预测精确度情况。从 EquiPoise 系统随钻监

测值与钻后 MDT 测压值对比来看，监测值与 MDT
测压值吻合度非常高，吻合率均在 96% 以上；从未

钻开层修正模型预测值与钻后 MDT 测压值对比来

看，预测精确度均在 94% 以上，两方面数据更加体

现了随钻监测与预测技术在高温高压井应用中的准

确性、前瞻性和稳靠性。对比结果如图 6和图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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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Y1 井已钻井段孔隙压力随钻监测吻合度情况
Fig. 6 Coincidence of monitored pore pressure while drilling of 

layers drilled by Well Y1

此外，整个过程 EquiPoise 系统同时也监测到

全井段（4 294~4 526 m）在经过随钻修正后现场的

钻井背景气测为 0.31%~0.81%，钻井液背景气为

0.14%~0.26%，气测趋势均很稳定，钻井过程中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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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单根气及气体峰值，期间也没有发生憋扭矩或阻

卡掉块等现象，综合现象表明 EquiPoise 随钻监测系

统在高温高压随钻预测中确实有效可靠，能够及时

纠正钻前预测的地层压力，保证高温高压钻井安全

顺利进行。

5　结论
Conclusions

（1）地层压力随钻预测技术能很好地应用在高温

高压井，实践表明预测精度可超过 94%，能对未钻地

层的压力预测进行标定与修正，有效规避溢漏风险，

保证高温高压井安全钻井。

（2）利用已钻井段地震数据与测井时差数据可建

立校正模型，从而在高温高压随钻过程中及时修正

模型系数，可对下部未钻地层进行再预测，直至满足

精度要求。

（3）高温高压井随钻预测中随钻监测尤为重要，

EquiPoise 系统能高效监测钻进，能针对高温高压井

压力模糊段进行局部修正，且监测效果良好，与钻后

实测值吻合度均在 96%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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