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导致井筒压力控制困难的理论难题；发明了

“精确计算井筒压力—早期识别井底气侵—即时

处置井喷风险”主动井控新方法，实现了井控关

键装备研发的源头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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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自2011年投入市场应用，已全面应用到了国

内外多个深水油气田。项目成果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经济

效益，更在于它的社会效益，它推动了我国深水钻探井控技

术科技进步，大幅提高了油气钻探、开采的安全性，保障了

我国深水油气的自主开发，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

孙宝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学院教授

在近日举行的 202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上，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学院

孙宝江教授牵头的“海洋深水钻探井控关键技

术与装备”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众所周知，井喷是安全高效钻探的常见风

险，与陆地相比，海上钻探井喷风险更高。全

球近 30 年发生了 300 多起严重的海上井喷事

故，损失巨大。

深水钻探井控安全是行业公认的世界性

难题。孙宝江团队自主研发的这套整体技术

攻克了井底气侵早期识别和井喷风险主动快

速处置等技术瓶颈，是深水井控技术装备的重

大突破。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上普遍应用的是

“气—液”两相流井控理论模型。早在 15 年前，

孙宝江团队也是按照这套理论体系对井控等过

程中的水力参数优化设计技术进行研究，但是随

着钻井深度的不断增加，特别是海洋深水井筒大

温差、流场复杂情况的出现，其模型压力预测与

现场出现了较大偏差，最高误差达 30%以上。

基于主动井控的思想，孙宝江团队认为早发

现、早预测才能早控制。

2006 年，孙宝江参与策划了国家 863 计划

重大项目“南海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及

装备”。

孙宝江介绍，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了现今备

受关注的新能源——天然气水合物，而在当时

天然气水合物被认为是一种不利因素。因为

天然气水合物在井筒中的形成，可导致气侵发

现的延迟、井筒或防喷器的堵塞，甚至造成油

气井的报废。

“必须要重视固相（水合物）对于深水井控的

影响。”孙宝江团队综合考虑天然气水合物生成

的热力学、温度和压力条件，预测深水钻井井筒

中天然气水合物生成区域，针对南海深水钻井的

特点，建立了多相流控制方程组、环空和钻杆内

的温度场方程以及水合物生成的热力学方程。

团队针对不同的钻井工况给出了方程的定

解条件、方程离散方法以及求解步骤。自此，传

统的“气—液”两相流井控理论模型增加到“气—

液—固（水合物）”三相流深水井控理论模型。

聚焦准确调控的理论瓶颈

2008 年，在沈忠厚院士、罗平亚院士等专家

的指导下，孙宝江牵头团队承担了国家支撑计划

课题“三高气井井筒压力控制技术”，并任课题组

长。在研究过程中，团队发现井筒里面的流体不

只有气、液、固三态的特性，有些时候，井筒内的

压力和温度会超过天然气的临界压力和临界温

度，此时天然气会处于一种超临界状态，如何科

学表征这种现象是解决井筒压力预测和控制偏

差的关键之一。孙宝江团队对此发现兴奋不已，

因为这一理论是革新性的，但也正因为如此，这

在当时团队内部和学术界引发了热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宝江团队

用超临界的理论很好地解释和印证了生产实际

现象，有针对性地建立了井控多相流动方程，为

钻完井安全过程井控方法与工艺技术进步提供

了理论支持。

针对深水钻探井控面临的安全钻井压力窗

口窄等诸多难题，孙宝江团队围绕如何提高井筒

压力预测和控制精度，创建了“超临界—气—液

—固（水合物）”四相流深水井控理论模型。他们

利用发明的全尺寸深水井筒流动模拟实验装置

采集的数据和现场应用数据验证表明，与国际通

用经典“气—液”两相流井控模型相比，压力预测

精度提高至 90%以上，攻克了井筒压力预测误差

实现井控关键装备研发的源头创新

如果说“超临界—气—液—固（水合物）”四

相流深水井控理论是井控装备的思想，那么孙宝

江团队后期研发的非体积膨胀原理的井下气侵

早期监测方法和多源信息融合的气侵早期监测

装备就是井控装备的“眼睛”，深水井控安全设计

与控制综合软件平台就是井控装备的“大脑”。

团队通过井筒环控压力自动控制的“动态压井钻

进”井控装备来实现“边钻边压”，解决了传统压

井方法需停钻关井导致气侵处置不及时、井喷风

险大的难题。

“简单说就是借助布设在钻柱等位置的传感

器和综合录井信息，实时监测地层、井筒各类特

征数据，通过专家系统对大量数据实时分析，及

时掌控井底气侵情况，实现了‘侵入即发现’，避

免大量气体升至海底防喷器以上才发现而容易

导致的井涌井喷问题，为压井作业赢得了宝贵时

间。”孙宝江说。

“该项目创建了‘超临界—气—液—固’四相

流深水油气钻探井理论模型，发明了深水动态压

井钻进关键井控技术装备，解决了深水开路、闭

路钻进缺乏快速井控手段的难题，整体技术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由院士及行业专家组成的鉴定

委员会对项目给予高度评价。

孙宝江介绍，项目获授权发明专利 35件，其

中美国专利 4件，软件著作权 9件，井控企业标准

3 件，论文 127 篇，专著 1 部，省部级一等奖 2 项、

创新团队奖 1项。同时，还培养了一批井控专业

领域中青年科技人才，为井控技术人才培养作出

了贡献。

“项目成果自 2011 年投入市场应用，已全面

应用到了国内外多个深水油气田。项目成果的重

要性不仅仅在于经济效益，更在于它的社会效益，

它推动了我国深水钻探井控技术科技进步，大幅

提高了油气钻探、开采的安全性，保障了我国深水

油气的自主开发，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孙宝

江表示，项目成果突破了南海深水油气开发的关

键技术难题，推动了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助力我

国海洋钻井作业能力迈入超深水行列。

为井控装备配上“眼睛”和“大脑”

创新理论精准识别井喷风险创新理论精准识别井喷风险
深海钻井作业迈向深海钻井作业迈向““超深水超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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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庆冬奥场馆、崇礼冬奥场馆周边、北

京冬奥公园（石景山）和首钢园中随处可见一

批我国自主选育的观赏草新品种——“纤序”

芒、“长穗”狼尾草、“盈逸”知风草、“映霜红”帚

状须芒草等，它们成为冬奥景观建设的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近日，记者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草业花卉与

景观生态研究所（以下简称草业花卉所）获悉，草

业花卉所先后承担了“冬奥廊道沿线平原地带绿

色管护技术研究与示范”和“滑雪场道沿线抗寒、

抗旱观赏草成苗壮苗与景观营造管护技术研发

与集成示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专项课

题 2项。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团队先后在

张家口宣化、北京昌平、北京延庆建立了 3 个观

赏草种苗繁育基地，总面积 50余亩，筛选出适宜

在冬奥廊道沿线和场馆周边种植的观赏草品种

24个，生产容器大苗 10余万株，为冬奥会植物景

观营建提供优质观赏草种苗；营建特色冬奥景观

3 万余平方米，显著提升了冬奥廊道沿线和冬奥

场馆周边的景观质量。

形成平原地带绿色管护技术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专项课题“冬奥

廊道沿线平原地带绿色管护技术研究与示范”负

责人、草业花卉所研究员武菊英介绍，课题对平

原地带森林廊道优良草本植物材料评价筛选与

规模化繁育技术、冬奥平原廊道沿线道路林植被

景观优化及生态功能提升技术和彩色有机地表

覆盖景观提升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与示范，共建

设示范区 2.3万平方米。

在京礼高速延庆阪泉服务区建设廊道景观提

升示范区一处面积6000平方米的示范用地，项目

团队种植了“纤序”芒、“映霜红”帚状须芒草、“韩

国涟川”短毛野青茅等 10个自主观赏草品种，构

建的林—草—覆盖物相结合的景观配置模式，显

著提升了冬奥廊道沿线阪泉服务区段林地的景观

质量；在京礼高速延庆付小路段建立的林草复合

示范区两处面积1.7万平方米的示范用地，形成的

6种林草复合模式，提高了示范区的植被覆盖度，

优化了林地植被结构，延长了植被绿期。

“通过集成研究形成冬奥廊道沿线平原地带

绿色管护技术，一方面，可节约管护成本，为冬奥

生态廊道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提升冬

奥会主要道路沿线平原地带森林廊道景观。景

观的形成还有利于开展生态旅游，发展第三产

业，并带动‘后冬奥’时代地方经济发展、增加财

政收入，为当地居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

收入来源。”武菊英介绍说。

提升滑雪赛道沿线冬季景观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专项课题“滑雪

场道沿线抗寒、抗旱观赏草成苗壮苗与景观营造

管护技术研发与集成示范”负责人、草业花卉所

研究员范希峰介绍，课题对适宜观赏草种类筛

选、种子休眠破除、容器大苗规模化生产、容器大

苗移栽、纤维毯与草毯铺植、水肥管理、配置模式

构建、景观营造等关键技术进行了研究与示范，

建立示范区两处，共 7000平方米。

在冬奥崇礼赛区滑雪赛道沿线观赏草营造

管护示范区建立的一处面积 4000 平方米的示

范用地，项目团队种植了“韩国涟川”短毛野青

茅、“纤序”芒、“盈逸”知风草、“京西”野古草等

14 个自主观赏草品种，并基于不同草种的观赏

特性构建了多种配置模式，形成了近自然草地

景观，有效提升了崇礼太子城赛区滑雪赛道沿

线冬季景观。

在冬奥延庆赛区滑雪赛道沿线示范区建立

的一处面积 3000 平方米示范用地，团队种植了

“映霜红”帚状须芒草、“卡尔”拂子茅、“小兔子”

狼尾草等 6个观赏草品种，形成列植、片植、林草

结合等多种模式，显著提升了延庆赛区滑雪赛道

沿线景观质量。

“课题集成示范滑雪场道沿线抗寒、抗旱

的适生观赏草成苗壮苗与景观营造管护技术

体系，显著提高观赏草种苗质量和建植成活

率，降低养护成本，营造乔灌草相结合的植物

景观，建成滑雪场道沿线抗寒、抗旱的适生观

赏草成苗壮苗与景观营造管护技术示范区，为

冬奥滑雪场道沿线生态景观提升提供了示范

样板。”范希峰介绍说。

如今，草业花卉所自主选育的观赏草新品种

在冬奥廊道沿线和冬奥场馆周边得到广泛应用，

已经成为关键节点景观营造的主要植物材料，延

庆冬奥场馆、崇礼冬奥场馆周边、北京冬奥公园

（石景山）和首钢园中观赏草随处可见，成为冬奥

景观建设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些观赏草新品种让冬奥更美

11月的黄河三角洲已经入冬，但李进付的内心却充满着暖流。

在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利石油工程公司）高端

装备产业基地，他与同事们依然在钻机自动化装备产品线上忙碌着。回

顾前 10 个月，忙碌是工作的主要节奏，因为国内外订单早早地从年头排

到了年尾。

李进付的身份是胜利石油工程公司钻井工艺研究院石油机械研究所

所长，也是胜利天工“DREAM（梦想）”自动化钻井装备项目带头人。截

至目前，这一套源于国家 863计划海洋项目、属于中国石油工程科研人的

代表性装备已经走红 10余个国家、地区的 30多个油田。

“机器代人”是“DREAM”自动化钻井装备项目展现给外界的一张亮

丽名片。

烈日炎炎下，钻井工人用双手抬起沉重的钻杆，协助将钻杆吊上井

架；刺骨寒风中，二层台的井架工在数十米高空中艰难地移动钻杆、钻

铤……这些场景是钻井工人的工作日常，却透露出他们不为人知的艰

辛一面。

对石油行业来说，采掘石油之前必须先经过钻井阶段。“石油钻井现

场作业主要依靠人工操作，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特别是在管柱输

送、上卸扣、起下钻等作业环节，存在较大安全风险。”胜利石油工程公司

钻井工艺研究院钻井机械首席专家蔡文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破解一线

难题，是我们科研攻关的初心。”

随着钻机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国外一些新型钻机、海洋钻井平台都配

套了相应的钻机自动化装备，只需两个人在司钻房即可实现全自动“无人

接管”作业，但由于价格昂贵，购买国外产品无异于任人宰割。

中国科研人向来有一身傲骨，他们决定研发制造比肩国际一流的钻

机自动化装备，为国产石油装备迭代升级插上梦想的翅膀。但谁也没有

想到，这一科研梦，一追就是 10年。

管柱输送、上卸扣、起下钻，这些复杂繁重的环节，每一步都需要人

工操作完成，这些成为“DREAM”团队的攻关重点。每一天，科研人员

都在思索如何将钻杆运上十几米乃至数十米高的钻台，整齐存放、准确

连接……

李进付向记者提到一件让他后怕的事：“在研制自动传送钻杆的动力

猫道的一次现场试验中，往井架上传送钻杆的装置出现故障，钻杆与设备

一下砸了下来，万幸的是由于试验前进行了风险分析，制定了应急预案，

没有发生安全事故。”

10 年间，胜利石油工程公司的科研工作者们持续攻关，相继研制了

动力猫道、二层台排管装置、泥浆防溅盒、液压动力集成系统、司钻集成控

制系统等自动化核心设备；通过合作研发，定制了适用现场集成配套的铁

钻工，并优选了动力卡瓦、液压吊卡等井口自动化工具，形成了钻机管柱

自动化集成配套技术。

目前，“DREAM”团队又对管柱自动化处理系统及关键设备进行改

进完善，研制了基于一体化司钻椅的钻机集成控制系统，形成了胜利天工

DREAM—Ⅱ钻井管柱自动化操作系统，并成功进行了推广应用。

十年磨一剑，胜利石油工程公司最终用硬技术打破了国外技术垄

断。前不久，这一项目通过了中国石化组织的技术与产品鉴定，业内专家

认为该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这套名为“梦想”的国产装备

走红国内外30多个油田

11月 9日，满洲里站东吊货场内，安装了“吊钩防转装置”的龙门吊吊

钩笔直地垂降下来，准确地扣在从俄方入境的煤炭列车车厢内的煤炭货

物上，并再稳稳地将货物吊运到国内车辆上，单辆车的换装时间仅用时

30分钟，相比之前效率提升了 1倍。

“两块夹铁，几根螺栓，这几样不起眼的装置，让我也变成吊装高手

了。”司机宿勇从龙门吊上走下来，笑着说。

满洲里站是我国最大的对俄陆路口岸站，入冬后，国内电煤、取暖用

煤需求量增加，从俄罗斯进口的煤炭日均达 90 车，重量 0.63 万吨。从俄

方进口的煤炭需要转装到国内车辆上，再运往全国各地，所以换装需要使

用龙门吊等吊具，给煤炭换装的龙门吊司机，他们的工作效率直接决定着

煤炭运输的效率。

随着煤炭运量的不断上涨，吊车司机人手短缺的问题凸显，很多木材

吊车司机也转行来干煤炭吊运，虽然都是吊运，可一个吊钩，就让干了 20

年吊运工作的宿勇碰了钉子。

“现在龙门吊使用的吊钩可 360 度旋转，这在吊运木材、原木等货品

时非常方便，但是煤炭车辆吊口小，吊钩在下降时旋转、摆动，找不好吊装

位置和角度，有时候几分钟都对不上口，影响作业时间。”宿勇介绍说。

要提高吊车效率，就要在不破坏原有吊具基础上，能给吊钩加上一个

固定装置，让它不转动，53 岁的综合车间设备维修工长杨敬东决定试

试。杨敬东平时主要制作铁栏栅、大门等物件，这个闭锁装置，对他来说

是个挑战。

在网上查资料，到现场量尺寸，晚上画图纸，杨敬东和他的工友们用

近半个月的时间研发出了第一代“吊车防转装置”，只是这次试验失败。

“安装拆卸繁琐，消耗时间，而且不牢固，有安全隐患。”杨敬东看着吊钩又

陷入了沉思。

在后续实验中，杨敬东找来 2块钢条，制作了两块长 20—30厘米的防

窜锁片，使用螺栓固定，实现了设备的快速拆装。这套设备使用后，可以

固定钩头角度，降低吊运难度，减少司机频繁调整锁具起升和作业的时

间，在进行煤炭、矿粉等散堆装货物换装时，只需要 30 分钟即可完成，大

大提升了作业效率。

随后，杨敬东一鼓作气，研发了 5 种不同类型的“吊钩防转装置”，并

在全站推广，其中 73套已投入使用。

自研吊钩防转装置

助进口煤炭换装效率提升1倍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葛 辉 王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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