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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确保渤中 19-6 勘探开发过程中的钻井安全，规避钻前地层压力预测精度不足而带来的问题，开展了随钻过程的

地层压力监测研究及应用。以 dc 指数法和 Enton 法为基础，利用 Drillworks 软件实时动态与现场录井参数远程链接，同时在软

件中嵌入优化后的计算模型，采用趋势线（斜率、截距）和 Enton 指数多次回归、阶段校正、气测录井综合校正等方法，成功监测

渤中 19-6 区块 9 口勘探井（完钻井深均超 4 000 m），结果表明随钻监测压力结果与钻后声波时差法计算压力值以及部分井测

压数据对比精确度达到了 97% 以上，可知该套方法能够有效监测以渤中 19-6 为例的欠压实导致的异常地层压力的起压点、最

高压力点，可推广应用到欠压实地层的地层压力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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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drilling safety in BZ19-6 Block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avoid the 

problems induced by the low prediction accuracy of formation pressure before drilling, the formation pressure monitoring while drill-

ing technology was studied and applied. Based on dc index method and Enton method, real-time drilling performance and on-site mud 

logging data were linked remotely by using Drillworks software. Furthermore, the optimized calculation model was embedded into the 

software. And trend line (slope, intercept) and Enton index multiple regression, phased correction, comprehensive gas logging correction 

were adopted. In this way, 9 wells (drilling depth exceeding 4 000 m) in BZ19-6 Block are monitored successfully. It is shown that the 

accuracy of pressure monitoring while drilling is over 97% referring to the pressure calculated by means of the post-drilling interval tran-

sit time and the pressure measured in some wells. It is revealed that this method can be used to monitor effectively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highest pressure point of abnormal formation pressure induced by undercompaction, e.g. BZ19-6 Block. In conclusion, this method 

can be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to the formation pressure monitoring of undercompacted str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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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渤海油田主要勘探目标转向凹陷中深

层，逐步加强轻质油气勘探。在渤中凹陷西南部缓

坡带的局部隆起上发现了渤中 19-6 油气田。但随

之而来的问题是生油凹陷中深层普遍存在异常高压

带，且钻前获得的压力数值精度较低，给工程作业带

了一定的风险。

根据王志战［1］等人的研究可知国内外异常地层

压力研究的方法主要分为钻前预测、随钻监测及钻

后总结 3 个方面。随钻监测是在钻井过程中利用钻

井、录井、地质等参数来进行地层压力计算，该方法

比钻前预测精度高，比钻后总结对实时钻井帮助大。

但随钻地层压力监测方法的种类较多，如 dc 指数法、

岩石强度法、机械钻速法等，从异常高压成因入手，

并结合井场钻头等工具实际使用情况，建立适合工

区研究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1　 渤海油田异常地层高压带的成因、分布及
适用方法

根据奇林格［2］、OSBORNE M J［3］、王江涛［4］及

郝芳［5］等人的研究可知异常地层压力成因有十多

种，归纳起来主要有 3 类：一是岩石孔隙体积变化，

如压实作用、构造挤压等；二是孔隙流体体积变化，

如温度变化、烃类生成等；三是流体压力变化和流

体流动，如渗透作用等。某些区域为上述条件中的

某一项单独起作用，某些则是 2 种或 2 种以上因素

共同作用。根据沈章洪［6］等人的研究可知，渤海油

田异常高压的主要成因有 4 种：单纯欠压实型、欠

压实主导型、生烃主导型及流体传导型。垂向上，随

地层由新变老，地层超压类型由单纯欠压实型为主

逐渐向生烃主导型为主过渡。平面上，辽东湾、黄河

口、莱州湾地区的单纯欠压实型超压的比例明显高

于环渤中地区，而环渤中地区的生烃主导型超压的

比例又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欠压实导致的地层压力

异常可以采用 dc 指数法、声波时差法等，生烃成因可

以采用气测法检测。

2 渤中凹陷随钻地层压力监测关键方法

2.1 模型优化

目前常规操作中使用的 dc 指数模型思路是利用

钻井参数、钻井液参数来反映地层可钻性，一般地层

可钻性随着地层埋深的增加而变差，当出现欠压实

时，地层可钻性偏离正常趋势线反而会变好，利用地

层可钻性变化与地层压力变化之间的函数关系，就

可计算钻头处地层压力。

钻井过程中影响钻速因素较多，如钻压、转速、

地层硬度、钻井液性能、钻头磨损、水力因素等，通过

消除一些与地层不相关的外在因素，得到校正后的

钻速可以反映地层可钻性。渤海油田普通砂泥岩对

井场使用的 PDC 钻头磨损较小，在同一钻井条件下，

如钻头不变、泥浆泵排量不变，可以忽略钻头磨损及

水力因素影响，这样影响钻速主要变量因素是地层

可钻性、钻压、转速、钻井液密度 4 种，结合修正后杨

格钻速方程，得出地层可钻性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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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c 为地层可钻性指数，无量纲；R 为钻速，m/
h；W 为钻压，kN；W0 为门限钻压，kN；N 为转速，

r/min；ρm 为钻井液循环当量密度，g/cm3；ρn 为正常

孔隙流体压力梯度等效密度，g/cm3。

式（1）适用于渤海油田使用的 PDC 钻头，建立

的地层可钻性 dc 与深度变化关系曲线符合正常沉积

压实变化规律，通过平移趋势线可以消除岩性、钻头

类型及大小对钻速的影响。

基于趋势线的地层压力计算方法有很多种［9-10］，

如等效深度法、Enton 法及比值法等，其中 Enton 法

计算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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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ρP 为地层压力梯度等效密度，g/cm3；ρ0 为上

覆压力梯度等效密度，g/cm3；ρn 为正常地层压力梯

度等效密度，g/cm3；dcn 为正常压实趋势线值；b 为

Enton 指数，地区常数。

2.2 参数回归 
渤海油田实时曲线数据库中存有 2 000 余口渤海

已钻井历史实时钻井参数数据。针对监测井选择邻

井，从数据库中提取钻井参数。按照 dc 指数法处理

钻井参数，计算地层压力。结合实际测压值，可以确

定出趋势线的参数与 Enton 指数。同样，利用邻井的

测井资料，采用声波时差法计算地层压力。结合实际

测压值，可确定趋势线的参数与伊顿系数。多口邻

井得到的趋势线，利用不同求平均值的方法，处理多

条趋势线与 Enton 指数，得出更精确的基础参数。

2.3 阶段校正 
在监测井或者批次井每一开次作业结束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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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钻后测井资料，再次回归趋势线参数以及 Enton
指数，校准后用于下一开次的压力随钻监测。

2.4 综合校正

同时在作业过程中，配合随钻过程中的气测表

现与岩屑录井图，综合评判随钻监测压力。在钻井

过程中，石油、天然气以 2 种方式进入钻井液。一是

来自钻碎的岩石中的油气进入钻井液；二是由钻穿

的油气层中的油气，经渗滤和扩散的作用而进入钻

井液。油气层被钻开后，岩屑中的油气由于受到钻

头的机械破碎的作用，有一部分逐渐释放到钻井液

中。单位时间钻开的油气层体积越大，进入钻井液

的油气越多。油气层中油气的扩散是指油气分子通

过某种介质从浓度高的地方向浓度低的地方移动而

进入钻井液。油气层中油气的渗滤是指油气层的压

力大于液柱压力时，油气在压力差的作用下，沿岩石

的裂缝、孔隙以及构造破碎带，向压力较低的钻井液

中移动。

地层孔隙压力与井筒当量钻井液柱压力的相互

变化，会导致气测出现 3 种情况。如果井筒钻井液

当量不变，随着地层孔隙压力变化，当孔隙压力小于

井筒钻井液当量时背景气会保持稳定，是否出现单

根气则主要取决于接单根时的抽吸当量最小值是否

仍然大于孔隙压力，当井筒钻井液当量与地层孔隙

压力之间的正压差逐渐降低或接近平衡时，会初步

出现单根气并伴随着单根气逐渐增大，而如果二者

出现负压差时，背景气和单根气均出现增大变化。

在随钻地层压力监测过程中，以过渡带作为压

力校正点，此时存在如下关系：接单根抽汲井筒当

量≤地层孔隙压力＜井筒开泵循环钻井液当量。此

时井筒开泵循环钻井液当量和接单根抽汲井筒当

量，均可根据实际工况参数与软件模拟获得。

3 工程应用与效果分析

3.1 工程应用

利用 Drillworks 软件和实时数据库中监测井实

时链接，钻进过程中同步计算，对于渤中 19-6 油气

田第 1 口勘探井渤中 19-6-1 井，首先选择已经完钻

的渤中 22-1-2 井为目标邻井，对该井测井资料以及

地层压力资料进行分析，获得 Enton 指数为 0.5，趋

势线斜率 0.000 172、截距 1.004 5。应用于渤中 19-
6-1 井 Ø311.2 mm 井段。

在滚动勘探后，根据前期勘探井数据，如该区块

已经钻完渤中 19-6-1、2、3、4、5 井，其中 1、3、5 井具

有实际测压值。因此利用 3 口实钻数据，根据 dc 指

数法回归趋势线，得到趋势线参数，见表 1。利用算

术平均值法，求得趋势线方程（3）
 lg(dcn)=2.67×10–4H+0.988 4 （3）
式中，dcn 为基于钻井参数计算的趋势线值，无量纲；

H 为深度，m。
表 1 基于 dc 指数法回归趋势线参数

井名 截距值 斜率值 /104

渤中 19-6-1 0.980 3 3.56

渤中 19-6-3 0.985 7 3.36

渤中 19-6-5 0.999 2 1.10

将该趋势线用于渤中 19-6-6 井的随钻地层压力

跟踪：利用测井资料验证 dc 指数法随钻跟踪压力的

准确度。钻后得到的声波测井资料，运用声波时差

法求出地层压力，与随钻跟踪的数值进行比对。分

析渤中 19-6-1、3、5 井 Ø215.9 mm 井眼钻后声波测

井数据，利用正常压实地层泥页岩声波时差点进行

回归，回归得到趋势线方程的斜率和截距，见表 2。

同样，利用算术平均值法，求得趋势线方程（4）
 lg(dt)= –3.5×10–4H+0.919 7 （4）
式中，dt 为基于声波时差数据计算的正常趋势线值，

无量纲；H 为深度，m。
表 2 基于声波时差法回归趋势线参数

井名 截距值 斜率值 /104

渤中 19-6-1 0.913 2 –3.40

渤中 19-6-3 0.889 5 –4.50

渤中 19-6-5 0.956 3 –2.65

3.2 效果分析

将该趋势线用于分析渤中 19-6 后续勘探井的

地层孔隙压力监测，可知利用邻井多条趋势线得到

的平均趋势线，可较好地利用 dc 指数法计算出地层

压力。如表 3 所示为渤中 19-6 区块 9 口勘探井随

钻地层压力监测与钻后声波计算结果的对比，可以

看出，除渤中 19-6-4 井和渤中 19-6-7 井无钻后测井

声波资料外，其他 7 口井，对比误差均在 3% 以内，

即随钻跟踪准确度达到 97% 以上。

可以看出，对于类似渤中 19-6 区块的因欠压实

而导致的地层异常压力，通过与钻井工程结合采用

适合 PDC 的模型方法，利用多次校正方法和软件实

时计算，能够准确监测地层压力，具有良好的推广应

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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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结合异常地层高压成因，选择合适的监测技

术和方法是准确监测随钻压力的关键因素。实例表

明，钻到预测异常高压井段时，控制钻速钻进有利于

异常高压监测，该井预测结果与钻后测试数据基本

吻合。

（2）随钻地层压力监测 dc 指数法结合了渤海油

田 PDC 钻头使用情况及海上钻井作业情况，找出了

影响钻速的 4 种主要因素：地层可钻性、钻压、转速、

钻井液密度，忽略微小影响因素如钻头磨损、水力因

素，校正后的钻速可以反映地层可钻性，建立易于井

场操作的地层可钻性模型，并且符合正常沉积压实

规律。

（3）通过邻井与已钻井数据的多次回归、阶段校

正、气测综合校正等方法的应用，准确监测了渤中凹

陷 19-6 构造的地层压力，为钻井安全、钻井液密度

选择提供有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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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渤中 19-6 区域随钻及钻后地层压力对比

井名

随钻 dc 指数法压力
监测结果

钻后声波时差法计
算结果 误差 /

%深度 /
m

最高压力
值 /（g·cm–3）

深度 /
m

最高压力
值 /（g·cm–3）

渤中 19-6-1 3 527 1.545 9 3 518 1.524 2 1.42

渤中 19-6-2 3 770 1.453 2 3 747 1.482 4 1.97

渤中 19-6-3 3 978 1.371 4 3 698 1.386 6 1.10

渤中 19-6-4 4 352 1.441 2

渤中 19-6-5 3 680 1.372 1 4 201 1.403 9 2.27

渤中 19-6-6 3 855 1.413 8 3 830 1.388 6 1.82

渤中 19-6-7 4 295 1.420 2

渤中 19-6-8 4 380 1.360 5 4 345 1.362 6 0.15

渤中 19-6-10 4 210 1.396 0 4 202 1.381 7 1.03

术工序优化设计，可以保证较高的取心收获率。

（2）实践证明，潜山顶部风化壳和半风化壳，可选

择使用混镶 PDC 取心钻头以提高作业效率，潜山中

部内幕储集层花岗片麻岩致密、坚硬，首推金刚石取

心钻头。

（3）对于潜山顶部风化壳取心操作时应以低钻

压、低转速、低排量为主，中部内部储集层钻进时要

防止岩屑进筒速度变化，裂缝碎块剥落造成卡心，速

度稳定是此类地层取心的首要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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