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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里木这个我国陆上最大的含油气盆地，分布

着全国 80%以上的超深井。凭借超常毅力、创新理

论、高超技术、先进设备，塔里木石油人已经向下钻

出了41座垂深超过8000米的超深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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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当阳光刺破云层，投射在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

漠，一座座红白相间的井架点缀其间，散发着苍凉冷峻

的工业之美。

目之所及，是一幅现代石油工业的壮阔画卷。在塔

里木这个我国陆上最大的含油气盆地，分布着全国 80%

以上的超深井。凭借超常毅力、创新理论、高超技术、先

进设备，塔里木石油人已经向下钻出了 41 座垂深超过

8000米的超深井。

塔里木盆地，有着天赋异禀的油气资源，也有着

难以捉摸的脾气秉性。在这里钻井，像成本极高的开

盲盒。

在令人望而生畏的无人区，刀片山、锯齿崖、沙漠戈

壁、死亡之海……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地质情况像

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给油气勘探开发笼上一层厚重

的阴霾。从 20世纪 50年代末到 80年代初，老一辈石油

人历经五度上马、五度下马，打了 130多口探井，却只收

获两个中型油气田……

时光穿梭至 2021 年，塔里木油田油气产量当量继

2020年首次突破 3000万吨之后，又冲上了 3182万吨新

台阶，形成了两个万亿方大气区和一个10亿吨大油区的

格局。

是什么让这个石油人的伤心地成为能源沃土，又是

什么让这个巨大的盆地创造了一个个颠覆性的顶峰？

塔里木盆地的勘探开发史，就是对超深领域的不断

探索史。

勇闯勘探禁区

“这里是勘探禁区，根本不能做物探。”面对塔里木

盆地库车山前极为复杂的地表地质条件，地球物理学家

伊尔玛兹曾作出这样的判断。

他谈及的库车山前位于盆地北缘、天山南麓，这里

峭壁林立，悬崖叠起，峰峦嶙峋，草木不生，如斧砍刀斫

过一样陡峭险要。

“抬头见青天，云雾绕井边，出门就爬坡，走路就攀

山。”一首顺口溜道出了这里环境的险恶。

“塔里木盆地是一个大型叠合复合盆地，呈‘三隆四

坳’构造格局，发育七个一级构造单元。”指着一张错综

复杂的地形图，塔里木油田首席专家杨海军介绍说。几

句简单“科普”就已经让外行人懵圈。

在塔里木石油展览馆，一个巨大的盆状模型让人直

观感受到隆起、褶皱、断层……塔里木盆地地质构造的

复杂，有地质学家打了个比方，就像把一摞盘子打碎了

又踹了几脚。

在专家眼中，56万平方公里的塔里木盆地，大致可

分为几大块，分别是盆地周缘山前地带的前陆区（前陆

盆地）、包括北部天山山前的库车前陆区、西南部昆仑山

前的塔西南前陆区，以及盆地中心的台盆区（克拉通盆

地）。

“与世界其他盆地地质条件完全不同，塔里木盆地

历经八期构造变形，油气藏普遍具有超深、高温、高压、

高含硫、高含蜡的特征，油气藏埋深大于 4500米的探明

储量占总储量的74.9%，勘探开发难度极大。”杨海军说。

历史也印证着这一点——

从 20世纪 50年代初至 70年代末，我国先后五上塔

里木。受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制约，无法搞清地质结

构，无法查明构造形态，纵使老一辈石油人苦苦寻觅，

“空井一口接着一口”，仅在中浅层发现

依奇克里克和柯克亚两个中小油气田，

收效甚微。

进入 80 年代，原石油工业部组织

“六上”塔里木，终于没有空手而归，特别

是1988年轮南2井取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在塔里

木盆地拉开了大规模油气勘探开发的序幕。

1989年 4月，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在梨城库

尔勒成立，两万多名石油大军在此集结，展开了一场新

型石油大会战。

进入新世纪，塔里木油田石油与天然气业务并举，

发现了一批大中型气田，推动了西气东输工程的建设投

运，2008年油气当量产量突破2000万吨。

向超深层进军

过去，难度小、开发成本低的浅层资源，一直是油气

勘探开发的重点。随着中浅层油气资源进入开发中后

期，以及地质理论、工程技术的不断进步，超深层油气已

成为全球重要的接替能源。

关于油气勘探深度界线的划分，国内外并没有明确

和统一的界定，通常与地质特征、勘探难度、勘探成本等

因素有关，对于中西部盆地来说，一般将埋藏深度 4500

米作为深层界线，6000米作为超深层界线。

进军超深层！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超深油

气勘探，在 21世纪初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因为中浅层越

来越难以发现大型的油气藏。

石油地质与构造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贾承造

认为，随着对地下认识的不断深化，“深层储层很差”的

想法已经过时。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塔里木盆地埋深超过6000米

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分别占全国的83.2%和63.9%，是我

国最大的深地油气富集区。

然而，一深带万难。

超深层探索之路几经波折。西气东输的投用，带来

塔里木油田天然气事业的大发展。但是，自克拉2、迪那

2 后，塔里木油田在 6000 米以浅再未取得大突破。在

6000米以深超深层油气勘探也是屡屡受挫。

打探井就像开盲盒，只是开一个超深层的盲盒，至

少耗费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在与世隔绝的戈壁荒

漠，奋战几百天，如果开出一个空盒子，于钻井人，是比

井还深的绝望，于勘探人，是比山还大的压力。

只有先从地质上发现了有油气的理论支撑，才可能

打出油气田来。面对56万平方公里的大漠戈壁、断崖险

滩，犹如大海捞针，该去哪儿找油找气？

石油工业每一次大发展，都离不开地质理论的先行

飞跃。

“当年，多轮尝试受挫，我们向往已久的大场面始终

没有出现。我们意识到，必须重新审视勘探思路，采取

革命性措施。”塔里木油田企业专家杨文静说。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从同济大学毕业时，她带来的是

书本上的知识。组织并指导过多轮风险探井论证，发现

多个勘探新领域后，她又积累了很多实战经验。

按照传统的背斜找油理论，他们相继在轮南、英买

力及塔中三大隆起区 5000米左右的深层获得了高产油

气流，但随后整体解剖轮南大背斜受挫，深层勘探陷入

“有发现，无储量，无产量”的困境。

戴着厚厚黑框眼镜，留着齐耳短发的杨文静形容那

段“受挫—打碎—重塑—再打碎—再重塑”的艰难历程，

是一次对知识与经验的颠覆性认识，无异于一次灵魂的

重塑。

“构想是勘探的灵魂。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国内

外其他盆地没有类似的油气田和成熟的理论可供借鉴，

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创新。”杨文静说。

圈闭，是指在地下聚集和保存油气的场所，是勘探

人魂牵梦绕的地方。

从 2005 年到 2007 年，他们在克拉苏构造带创造性

地开展了“宽线+大组合”二维地震攻关，地震资料品质

也因此实现质的飞跃，发现和落实了一批超深圈闭。

随着复杂构造区成像质量显著提高，克深构造神秘

面纱一层层揭开；一系列颠覆性地质理论认识，攻克了

超深复杂地区的构造建模难题，为超深特大气田发现提

供了理论支持。

理论突破，一扫过去的阴霾。2008 年，克深 2 井在

地下 6573 米到 6697 米的井段获得了高产气流，打破了

当时“6000米是油气死亡线”的传统认识，全面打开了克

拉苏构造带地下7000米的局面，发现了克拉苏盐下超深

大气田。

由此，塔里木进入超深领域规模勘探阶段，勘探深

度一步步从6000米、7000米迈向8000米，克深8、克深9、

克深13、克深5……到2017年底，累计发现12个气藏，这

意味着形成了塔里木盆地第一个万亿方大气区——克

拉—克深大气区。

局面就此打开

还有没有第二个？

塔里木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把目标放在了克深旁

边的博孜—大北区域，这里同样位于克拉苏构造带，具

有类似的地质条件，也曾获得勘探发现，但越往西走油

气埋藏越深，普遍超过7000米，勘探难度大，始终未形成

规模。

“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塔里木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党委书记施英说。

调研了全球相似盆地后，他们发现毫无先例可直接

借鉴。于是，他们联合国内外多家高水平研究团队，重

新梳理了55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断裂，系统分析了1000

余次天然地震信息，开展了数百次室内物理模拟实验，

用一年时间，终于明确了克拉苏四大断裂带，划分出四

个构造转换带，并创新提出了构造变换带建模理论，找

到了开启地下宝藏的金钥匙。

仅用半年时间，就发现落实了 21个圈闭，新发现了

11个气藏，博孜—大北的天然气勘探呈爆发式增长。

正当大家都以为第二个万亿方大气区就这样被发

现时，2021年初，博孜 21、博孜 22等探井、评价井却接连

失利，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为拨开迷雾，该研究院成立6个攻关小组，全面总结

41口井成功与失利经验教训，一项一项进行系统分析。

一个月后，他们又成立了精细勘探专班，系统开展

基础研究。

专班班长谢会文从克拉2开始就从事克拉苏构造带

勘探工作，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八个月里，专班精细

立体解释了 3万多平方公里地震资料，化验岩芯样品近

3000块次，堆起来能装一卡车，重新绘制地质图件500余

幅，摞起来有半米高。”

至此，博孜—大北的地下情况渐渐清晰。

2021 年，一批新井重新上钻，成功率提高了近 20

个百分点。其中，大北 4井在 8143米测试获重大发现，

创亚洲陆上碎屑岩气井深度之最，证实 8000 米以深仍

存在优质储层，坚定了在超深层继续寻找大气田的信

心和决心。

截至 2021 年底，博孜—大北累计发现了 17个超深

油气藏，提交三级储量7000亿方。

“今年一季度，我们又新落实了 8个圈闭，第二个万

亿方大气区基本在握。”施英说。

2022 年 7 月底，“塔里木油田博孜—大北超深大气

区100亿立方米产能建设工程”开工，这是迄今我国最大

的超深凝析气田项目，博孜—大北也步入了全面开发阶

段，凝析油和天然气产量将在“十四五”末分别达到 102

万吨、100亿立方米。

突破“深度极限”

8 月盛夏酷暑，赤日炎炎，银沙刺眼。顶着 40 摄氏

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行走，只觉

得酷热难耐。

在浩瀚无垠的沙漠一路颠簸，历经几个小时的长途

跋涉，终于在数百公里外，记者见到了大漠腹地已建成

的年产200万吨大油田——富满油田。

钻塔高耸入云，在漫天风沙中傲然挺立。

这是全球陆上最深海相碳酸盐岩油田，油气埋深超

过 7500米，是我国在 7500米以深建成的规模最大、开发

效益最好的油田，也是我国超深复杂气藏高效勘探开发

示范区。面积超过一万平方公里、油气资源量超过10亿

吨的富满油田，是塔里木盆地近10年来最大的石油勘探

发现。

“去年塔里木油田扩建完成油气处理装置，串联起

了富满油田东西近160公里的190口油气井。”塔里木油

田哈得油气开发部经理李旭光是个高大的青年人，身着

红色工作服，“一年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泡在野外

现场”，多年扎根大漠一线的奋战时光让他对油田勘探

开发的来龙去脉知之甚深，如数家珍。

上天、下海、入地，是人类探索自然的三大壮举。作

为“入地”的重要手段之一，超深钻井被称为“深入地球

内部的望远镜”。

2002年，朱光亚院士在考察油田时说，原以为上天

难，现在看来入地更难。

在“碎盘子”中找油难，把油采出来更难。走访塔里

木油田，很多人形容：“在复杂地质条件下，深井超深井

的钻井，就像天天打遭遇战。”

理论上可行不代表生产实践中能一路畅通。深井

技术，是“全球少有、国内独有”的钻井工程难题。

这是一场与险恶环境的斗争、与技术挑战的较量，更

是一场精神的淬炼。石油人不断挑战极限，突破禁区，一

次次用探索、实践和创新更改教科书的“金科玉律”。

7月 15日 23时，天刚黑透，结束一天繁忙工作的塔

里木油田勘探事业部经理贾应林与记者挑灯夜谈。

某位老领导退休后，一次聊天时对贾应林说：“终于

不用担惊受怕了。”

贾应林太懂他了，老领导的责任之一，就是坐上越

野车从一个井口赶往另一个，去指导解决各种问题，最

怕夜里手机响。

然而，塔里木盆地地质条件与世界其他盆地完全不

同，历经八期构造变形，地质构造复杂多样，油气藏普遍

存在超深、超高温、超高压等勘探开发难题。

“起初油田引进的是垂直钻井技术，结果水土不服，

问题层出不穷。”贾应林说，井打不直，深层钻井周期长，

套管磨损严重，钻井过程中井漏和溢流交替发生。地层

倾角大带来的井斜控制和加大钻压之间的矛盾，如何准

确选择钻头型号，随着井深增加，高温和异常超高压对

钻井装备和井控工作提出的技术要求……这些都是巨

大挑战。

纵然地壳深部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坚硬的岩石、

高温高压的极端环境，导致向地球深部探索困难重重。

超深井每增加100米，难度就会增加一个指数级。

比如库车山前地下上层的巨厚砾石层硬过“金刚

石”，最厚可达5000米，中层软得像橡皮糖的复合盐膏层

最厚达2000米，底部的致密砂岩好比磨刀石。

塔里木超深井钻井之难，还表现在井底高温、高压

和高地应力的共同叠加，近 200度的高温和近 200兆帕

的高压，让坚硬的钻井工具柔软如“面条”。

为了克服储层超深、超高压、高温等多个极限难题，

塔里木油田进行了多项技术攻关，创新了超深复杂压力

系统安全封隔技术、发明了三套复杂难钻地层快速钻井

技术、创建了极端环境下井筒完整性技术。

其中，油田创新的超深复杂压力系统安全封隔技

术，构建了满足不同盐层埋深、层数、蠕变强度的非标

井身结构系列，解决了多套超深复合盐层安全封隔重

大难题。

正是借助该技术，塔里木油田钻成了亚洲陆上最深

井——轮探1井，实现了重大勘探发现。

2020 年 1 月，位于轮南的风险探井轮探 1 井，折算

日产原油 133.46 立方米、天然气 4.87 万立方米。该井

钻探井深 8882米，相当于在地下打出了一座“珠穆朗玛

峰”，当时创造了亚洲陆上最深井、最深出油气井等七

项纪录。

这同时证实了塔里木盆地 8200米以深地层依然发

育原生油藏和优质储盖组合，发现全球最深古生界油气

藏，且钻井装备配套、钻工具、钻井液全部实现国产化。

在地下构造最复杂的库车山前，平均钻井周期由以

往的 2年缩短至 200多天，实现了“打不成”到难钻地层

“打得快”、复杂地质“钻得深”、极端工况“靠得住”的重

大跨越。

牵头聚焦装备领域，塔里木油田与宝石机械“联

姻”，合力打造了国内首台四单根立柱 9000米超深井钻

机；与宝鸡钢管“牵手”，研发出“超级13铬油管”，以其更

强性能和更低成本，在同区块和进口油管的“擂台赛”上

大获全胜。

目前，300 多项重要油气生产设备实现国产化，自

主研发的国产油基泥浆打破了国外长达 9 年的技术垄

断……一批“石油重器”填补了国内空白，突破了工程

技术“深度极限”。

从“刀片山”上的攻城拔寨，到轮探1井钻出的“地下

珠峰”，再到富满油田超深层涌出的滚滚油气，一系列科

技创新“组合拳”接连打出，突破了深地复杂油气藏钻完

井关键技术，实现了难钻地层打得快、复杂地质钻得深、

极端工况靠得住、难动用储量采得出。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平亚、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德利

看来，塔里木深地复杂油气藏钻完井技术引领了全球陆

上井筒完整性技术发展，实现了规模应用，证明我国深

地钻井工艺技术已跨入世界前列。

今年 5月，塔里木油田首口超 9000米的深井开钻，

向塔里木盆地北部超深地层钻进，这一深度将超越“地

下珠穆朗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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