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
■ 最小曲率与恒定的工具面剖面
■ Wolf与Dewart，牙轮与ISCWSA磁性，陀螺模型
■ IGRF, BGGM, HDGM, EMM 和 WMM地磁模型进行倾角计算
■三维闭合逼近，滑动柱面图与水平面逼近计算
■三维观测器自由插件，确保第三方观测Sysdrill数据
■软硬钻柱扭矩与伴随曲度计算的拖拽，支持摩擦系数降低
■水力学，包含四个流变学模型，托管压力，分流量计算与
HPHT建模
■套管分析，API 5C3建模，包含三轴与两轴计算
■Word与Excel格式的报告
■方便的应用输入/输出功能，支持Epos，WITSM文件与服务器，
Peloton Wellview, ASCII, LAS格式以及复制/粘贴

系统说明
■Microsoft® Windows® 7 , 8.1和 10 (32 和 64 位)

帕拉代姆的优势
■Sysdrill的单视图应用以及多用户数据库架构式井设计与
钻进工程实现无缝交互，保证了高效生产工作流
■结果驱动的分析方法支持快速识别以及钻井问题的理解
■先进的数据输入/输出界面保证了第三方数据的便捷导入和数
据快速输出到各种外部存储库，并且可以输出各种类型的数据
■从WITSML上实时导入数据为精准的决策提供了最新的信息
■对所有数据的全面数据库访问控制，约束到数据库具体的区域，
能够调解“缩径”
■满足工业标准格式的地质数据的编入提高了可视化水平并且最
优化了井筒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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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包含与帕拉代姆的VoxelGeo®产品的双向访问，为交互式
井设计的体积模型的地震解释应用与在三维解释环境中的井轨
迹监测提供工作流，以及与Epos井数据库的访问，这个数据库

精准设计与安全钻探,
准时高效降低预算成本。

可进行组合式钻井设计，工程与实现基于Paradigm Geolog®
Geosteer®的Geosteer工作流。帕拉代姆的OpsLink® WITSML接
收器可以将工区数据写入Sysdrill数据库，实现实时监控。.

带EMW图的井控对话框显示抵抗压裂梯度的初始压力

应用软件与生俱来的整合性质，外加应用的便捷性，使我们能够高效的
传递客户需要的全面的井设计以及钻井工程服务。

固井分析
计算过程中，动态显示水泥浆循环过程中井眼内流体状态、

Clayton Doke, Senior Engineer, Integrated Petroleum Technologies

井底压力、当量循环密度和流量。绘出井底压力曲线，与
破裂压力对比，防止裸眼段地层破裂。同时计算泵压、阻
流压力、静水压力及压降。

井轨迹，目标与在VoxelGeo提出的不确定

体积计算器

一个独立的钻井解决方案

该体积计算器可以有效的从固井分析和水力学分析模块计算
帕拉代姆公司的Sysdrill软件为钻井设计、工区管理与钻井工程
分析提供全方位独特的解决方案。Sysdrill软件可使施工单位与
钻井服务公司提高钻井设计的准确性，减少钻井风险与不确定
性，量化井筒位置，提高钻井安全系数。

独一无二的体系结构实现驱动生产率的工程工作流

井筒对话框与钻井设计电子数据表
灵活的许可模式确保功能扩展，允许对任意井位设计组合以及

定位及泥浆段平衡。

(或)钻井工程功能的访问。
一体化工作流实现了多学科协同的解决方案

Sysdrill Director®:定向井设计和测量管理

Sysdrill与帕拉代姆公司所有其他勘探开发应用平台高度集
成在Epos®数据管理和交换的底层平台上，为地质科学家的多

数据管理
Sysdrill可以在统一的Microsoft® Windows®平台单独运行而
不需要单独的关系数据库。这保证了软件史无前例的产品集成

并提供固井所需流体体积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射孔弹准确

学科小组以及钻井工程师提供一个公共的环境，用来设计与
Sysdrill Director独立于Sysdrill数据库，作为一个总公司数据库

性，界面一致性，生产力的高效性以及灵活的工程工作流。数据 服务于井筒数

监督井以保证最佳的井筒设计以及定位。

据。Sysdrill Director内部，油田全球定位，钻探

的对应的三维剖面

一旦录入，各个模块都能及时的获得数据，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 设备与筛管的选择可以依据地理坐标，通用莫卡尔投影或兰博特坐标
并避免了数据的传输与重新录入。

等Sysdrill数据库中存储的超过1000个坐标系统来选择。

Sysdrill是面向对象的多用户系统，适合公司范围内的部署 单位、间隙参数和其它缺省值可以基于单个操作者进行设置，独立
管理。强健的数据管理能力为个人用户与用户群提供高度数据库 保存每口井的RKB海拔和井槽永久基准，避免改动井眼原始输入数据，
访问权限。历史测井曲线为数据库中的所有对象提供一个数据更 保证数据完整性，并保存含RKB海拔、重叠的测量段和误差模型等参
改的审查跟踪。

三维显示说明定位的不确定性与区块线

数的井眼历史记录。

刻度设计与剖面图

在Geolog Geosteer模块中的二维连井剖面；在Sysdrill中

带流体图解与关联ECD图的固井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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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位设计

流体温度模拟
Sysdrill高温高压流体分析模块使用准稳态温度模型，用先进的

套管分析
可以进行半双轴、全双轴和三轴应力分析，检查整个周期的

图形界面使钻井工程师看到靶点，包括形状、尺寸、厚度、旋

多组分密度和高温高压流变模型模拟大量钻井现场情况：复杂

破裂和坍塌失效模式。图形分析显示各个阶段（安装、钻进

转、倾角和偏移。可以加载并可视化地质层界面和断层，计算

地温梯度、水平井、隔水管升压机和双梯度系统。精确预测井

和生产）设计系数与安全系数的对比情况，快速识别出现问

交点以设计套管位置。

下泥浆在高温高压状态下当量循环密度、当量静态密度和流变

题的载荷。可以查看单个多者多个不同负载情况，并且在负

性。

载情况下，实现该负载条件的可视化压力分布剖面。

Sysdrill套管与油管分析

套管磨损

Sysdrill套管设计系统使钻井工程师在保证安全钻井的前提下，

Sysdrill套管磨损模块预测大量的钻井操作导致的套管内磨损，

设计出最少数量的套管串，减少钻具费用，用户完全可以根据

从而在破裂和坍塌计算中考虑套管厚度减小。也可以将井径

各公司规定，进行载荷设计并保存在类目里。

测井数据以磨损百分比输入并用于计算。

Sysdrill Director可以通过与数据库中已有井相连，进行侧钻井、
多分支井及重钻井设计。还可以定义套管、井眼剖面、注释和

套管鞋选择

测量工具误差。可以输入和可视化租赁界限和区块边界。

位置的不确定性

Sysdrill Director拥有针对随钻测井，陀螺仪与惯性测量，以及倾

可以根据压力数据和用户定义的条件自动计算管鞋深度，这些

角井下测量工具的全方位的模拟技术。这包括牙轮的不稳定性，

自定义的条件包括起下钻余量、井涌余量和最大裸眼长度。压

Sysdrill井控分析

Wolff 和 de Wardt, ISCWSA 磁性与陀螺模型。 此外，有可能建立

力数据、地质分层以及井眼和套管可以共同可视化，以便于套

井涌余量计算器用“单气泡模型”计算管鞋安全深度，避免地

用户定义的基于开发者规格的错误模型。支持WITSML .ipm和

管鞋的解释。

层破裂。给定任意大小的井涌余量可以与所选择的套管鞋或

OWSG文件格式。

者一个井段的计算的最大允许流量进行比较。
压井表格计算井控的动态最大许用地表压力、体积、冲程

Sysdrill固井优化分析系统进行固井设计，保证套管柱安全
安装。用变流量泵入、固定流量、固定井底压力和自由落体
四种方式控制井下压力，优化泵操作。

测量管理
可以输入所有的定向测量数据，这些数据允许重叠。为每个
测量点指定钻达/起始的深度，根据这些测量点创建最终的井
眼及井眼位置不确定度。最后一个测量段输入后，可以锁定
为永久数据，保证数据库完整性，用于防碰分析及以后的侧

防碰分析

数和压力阶梯表。

Sysdrill 固井

距离计算与滑动柱面图

钻分析。

防碰分析模块可以进行与Sysdrill数据库中任何井眼的防碰分析， 向前设计
现存的钻井趋势可用来分析确定是否需要采取正确的行动。
分析结果包括井眼距离、椭圆距离、间隙系数和偏离深度。防
如果需要，依据“回到设计”、“推动/控制”或“设计到目标”这
碰分析中考虑地表位置不确定度。
些概念，可计算校正井轨迹曲线。
这些结果用梯形图，以滑动柱面图及列表方式展示。高、中
预估，包含位置的不确定性，在三维观测器上被可视化，
和低碰撞风险会依次高亮提示。
也能用来对比钻井者目标或者地球模型。
反碰撞分析可按照预估进行以避免碰撞风险。预估可为工
程分析保存。

套管承托环计算器

带输入与结果的套管和油管分析对话框

在Sysdrill三维显示中井与地层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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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点计算

真实的井筒可在三维观测器上进行交互式地观看，并且可以

该卡点计算器被用来在钻井过程中，基于测量地表扭矩和扭

与设计井筒以及工区其他井进行对比。地质界面、套管、不

转量或者地表拉力和伸长量，并考虑井斜角准确的预测卡点

确定性以及钻井者的目标也可以被展示出来。这些数据可以

深度。.

保存并且以电子的形式在HTML模板上传播，允许在标准浏览

临界转速分析

器上交互式的观看。

Sysdrill 临界转速分析被用于预测产生共振的转速，该分析考
虑轴向、横向的扭转振动模式，并高亮出在钻井过程中应避

成图与出报告

免的转速以避免管柱的损伤。

Sysdrill Director提供了一个丰富的预定义图版系列以及用于计

DS-1疲劳分析

算的报告模板。用户可以自己设计图版或报告，保存下来，

Sysdrill用基于曲率和稳定性指数的TH-Hill DS-1TM 设计标准量

下次可以继续使用。同时也支持自定义方案、剖面图、滑动

带输入与结果的水力学对话框

化疲劳行为。校核井眼设计与DS-1标准设计匹配，保证钻杆

柱面图、三维图以及工区对比图。

和下部钻具的疲劳行为可以被量化和最小化。

当量循环密度和抽汲/井涌分析
抽汲/井涌和当量循环密度分析可以被用于减小地层破裂或者抽

Sysdrill钻井工程

扭矩与摩阻输入和结果的对话框显示

Sysdrill扭矩与摩阻
Sysdrill扭矩和摩阻的优化和分析系统被用于验证钻井设计以

用户定义的多个操作模型可以一次性的运算，对选定井段进

及通过避免钻具失效以节约钻机时间。它可以被钻井工程师

行全方位工程分析。

应用模拟所有类型的下部钻具组合，例如钻柱、套管柱、筛
管和完井管柱计算分析。

Sysdrill 随钻震击器放置

汲与井涌风险。

该Sysdrill随钻震击器放置模块使用扭矩和摩阻模型分析钻井

当量循环密度计算中会考虑接头和岩屑浓度的影响，模拟狭窄

和落鱼管柱，并确定基于操作参数和井眼环境条件下随钻震

的泥浆窗口。岩屑运输比和环形临界速度也将被显示。

击器放置的最佳位置。该模块将会更新设计并产生详细的报
告。

最大起下钻速度
计算下部钻具和套管串（开口或封闭管柱）最大起下钻速度，

摩擦系数敏感性
摩擦系数敏感性模块平台分析在不同的深度使用不同的摩擦系

Sysdrill 水力学分析

提高工作效率，减少钻机费用。运行速度敏感性分析显示套

下部钻具构造器

数，并且提供表层结果的总结。从钻井现场接收到的大钩载荷

Sysdrill水力学优化分析系统模拟钻进、起下钻及下套管时井

管靴和裸眼井底预期的抽汲和井涌值。

Sysdrill下部钻具构造器可以从丰富的钻井环境过滤以快速构

和表面扭矩读数可以被输入并显示，可以直接比较和模拟在钻

下循环压力。用多种模型进行优化，提高钻头水力学效果，

造下部钻具。

井过程中所观察到大钩载荷。数据校正工具和摩擦系数的自动

保证有效清洁井眼。支持深海钻井的隔水管升压机和双梯度

水力学优化

可定制化模型允许添加新等级和结箍的套管类型。支持API

反演计算使模型能够得到精确的校正。

系统。水力学计算包括应用环形压力去支持MPD操作。分流

Sysdrill水力学优化分析模块提供多种模式进行计算，包括钻泵

元件可以定义，以及流量的确定。

压、流体速率、钻头压力损耗和钻头TFA的计算。在这个过程中

钻机以及套管结箍被模型化，允许计算结箍的螺纹属性。下
部钻具构造器可以被保存在目录菜单中以便于将来使用，

减扭矩

可以添加新类目。客户化的图形视图显示钻具的机械性能

用轴向和扭转摩擦系数降低模拟最新的减扭矩钻具，调用已钻

流变模型选择器

功率和冲击力。另外，可以基于流量和表面压力去确定喷嘴结

和物理尺寸。

井数据，钻井工程师可以反算摩擦系数，对后面的井进行分析。

该流体模型建造器允许为所有的工程计算精确的定义流体属

构和TFA。

柔性管柱和刚性管柱分析

牵引机、转离合器合牵引钻具也被模型化。一个完整的水力学

性。流体可以被保存并在其它分析中重复使用。

柔性管柱和刚性管柱分析可以计算所有施加在下部钻具上的

分析模型附加粘滞力与压力所引起的应力。封隔器计算模型下

根据实际范氏粘度计读数自动选择最匹配的流变模型。支持

敏感性分析

力，包括扭矩、摩阻、应力和侧向力。计算出的载荷与钻具

的套管、衬管与悬挂器的设置环境，包括旋转衬管，并提供可

Power Law, Bingham Plastic, Herschel Bulkley &

敏感性分析计算不同流量时可以对井下压力和当量循环密度变

屈服极限、钻机操作极限进行对比，用“红绿灯”的方法快速

用的最大座封重量。复杂流体状态允许浮力辅助套管的模拟。

识别具体问题。

摩擦系数敏感性分析

将生成BHHP以及JIF曲线，可以快速的展示随着流量变化的液压

Robertson Stif模型。
高温高压流体可以使用多个高温高压粘度计读数定义。

震击器定位模块确保了震击器的准确定位

用压力与最小/最大进行的流速敏感性分析

化给出最小/最大流量。选择的钻井泥浆泵的尾管压力剖面可以
有效的辅助泵尾管的选择。

Fluid builder展示 HPHT流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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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点计算

真实的井筒可在三维观测器上进行交互式地观看，并且可以

该卡点计算器被用来在钻井过程中，基于测量地表扭矩和扭

与设计井筒以及工区其他井进行对比。地质界面、套管、不

转量或者地表拉力和伸长量，并考虑井斜角准确的预测卡点

确定性以及钻井者的目标也可以被展示出来。这些数据可以

深度。.

保存并且以电子的形式在HTML模板上传播，允许在标准浏览

临界转速分析

器上交互式的观看。

Sysdrill 临界转速分析被用于预测产生共振的转速，该分析考
虑轴向、横向的扭转振动模式，并高亮出在钻井过程中应避

成图与出报告

免的转速以避免管柱的损伤。

Sysdrill Director提供了一个丰富的预定义图版系列以及用于计

DS-1疲劳分析

算的报告模板。用户可以自己设计图版或报告，保存下来，

Sysdrill用基于曲率和稳定性指数的TH-Hill DS-1TM 设计标准量

下次可以继续使用。同时也支持自定义方案、剖面图、滑动

带输入与结果的水力学对话框

化疲劳行为。校核井眼设计与DS-1标准设计匹配，保证钻杆

柱面图、三维图以及工区对比图。

和下部钻具的疲劳行为可以被量化和最小化。

当量循环密度和抽汲/井涌分析
抽汲/井涌和当量循环密度分析可以被用于减小地层破裂或者抽

Sysdrill钻井工程

扭矩与摩阻输入和结果的对话框显示

Sysdrill扭矩与摩阻
Sysdrill扭矩和摩阻的优化和分析系统被用于验证钻井设计以

用户定义的多个操作模型可以一次性的运算，对选定井段进

及通过避免钻具失效以节约钻机时间。它可以被钻井工程师

行全方位工程分析。

应用模拟所有类型的下部钻具组合，例如钻柱、套管柱、筛
管和完井管柱计算分析。

Sysdrill 随钻震击器放置

汲与井涌风险。

该Sysdrill随钻震击器放置模块使用扭矩和摩阻模型分析钻井

当量循环密度计算中会考虑接头和岩屑浓度的影响，模拟狭窄

和落鱼管柱，并确定基于操作参数和井眼环境条件下随钻震

的泥浆窗口。岩屑运输比和环形临界速度也将被显示。

击器放置的最佳位置。该模块将会更新设计并产生详细的报
告。

最大起下钻速度
计算下部钻具和套管串（开口或封闭管柱）最大起下钻速度，

摩擦系数敏感性
摩擦系数敏感性模块平台分析在不同的深度使用不同的摩擦系

Sysdrill 水力学分析

提高工作效率，减少钻机费用。运行速度敏感性分析显示套

下部钻具构造器

数，并且提供表层结果的总结。从钻井现场接收到的大钩载荷

Sysdrill水力学优化分析系统模拟钻进、起下钻及下套管时井

管靴和裸眼井底预期的抽汲和井涌值。

Sysdrill下部钻具构造器可以从丰富的钻井环境过滤以快速构

和表面扭矩读数可以被输入并显示，可以直接比较和模拟在钻

下循环压力。用多种模型进行优化，提高钻头水力学效果，

造下部钻具。

井过程中所观察到大钩载荷。数据校正工具和摩擦系数的自动

保证有效清洁井眼。支持深海钻井的隔水管升压机和双梯度

水力学优化

可定制化模型允许添加新等级和结箍的套管类型。支持API

反演计算使模型能够得到精确的校正。

系统。水力学计算包括应用环形压力去支持MPD操作。分流

Sysdrill水力学优化分析模块提供多种模式进行计算，包括钻泵

元件可以定义，以及流量的确定。

压、流体速率、钻头压力损耗和钻头TFA的计算。在这个过程中

钻机以及套管结箍被模型化，允许计算结箍的螺纹属性。下
部钻具构造器可以被保存在目录菜单中以便于将来使用，

减扭矩

可以添加新类目。客户化的图形视图显示钻具的机械性能

用轴向和扭转摩擦系数降低模拟最新的减扭矩钻具，调用已钻

流变模型选择器

功率和冲击力。另外，可以基于流量和表面压力去确定喷嘴结

和物理尺寸。

井数据，钻井工程师可以反算摩擦系数，对后面的井进行分析。

该流体模型建造器允许为所有的工程计算精确的定义流体属

构和TFA。

柔性管柱和刚性管柱分析

牵引机、转离合器合牵引钻具也被模型化。一个完整的水力学

性。流体可以被保存并在其它分析中重复使用。

柔性管柱和刚性管柱分析可以计算所有施加在下部钻具上的

分析模型附加粘滞力与压力所引起的应力。封隔器计算模型下

根据实际范氏粘度计读数自动选择最匹配的流变模型。支持

敏感性分析

力，包括扭矩、摩阻、应力和侧向力。计算出的载荷与钻具

的套管、衬管与悬挂器的设置环境，包括旋转衬管，并提供可

Power Law, Bingham Plastic, Herschel Bulkley &

敏感性分析计算不同流量时可以对井下压力和当量循环密度变

屈服极限、钻机操作极限进行对比，用“红绿灯”的方法快速

用的最大座封重量。复杂流体状态允许浮力辅助套管的模拟。

识别具体问题。

摩擦系数敏感性分析

将生成BHHP以及JIF曲线，可以快速的展示随着流量变化的液压

Robertson Stif模型。
高温高压流体可以使用多个高温高压粘度计读数定义。

震击器定位模块确保了震击器的准确定位

用压力与最小/最大进行的流速敏感性分析

化给出最小/最大流量。选择的钻井泥浆泵的尾管压力剖面可以
有效的辅助泵尾管的选择。

Fluid builder展示 HPHT流变学

Sysdr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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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位设计

流体温度模拟
Sysdrill高温高压流体分析模块使用准稳态温度模型，用先进的

套管分析
可以进行半双轴、全双轴和三轴应力分析，检查整个周期的

图形界面使钻井工程师看到靶点，包括形状、尺寸、厚度、旋

多组分密度和高温高压流变模型模拟大量钻井现场情况：复杂

破裂和坍塌失效模式。图形分析显示各个阶段（安装、钻进

转、倾角和偏移。可以加载并可视化地质层界面和断层，计算

地温梯度、水平井、隔水管升压机和双梯度系统。精确预测井

和生产）设计系数与安全系数的对比情况，快速识别出现问

交点以设计套管位置。

下泥浆在高温高压状态下当量循环密度、当量静态密度和流变

题的载荷。可以查看单个多者多个不同负载情况，并且在负

性。

载情况下，实现该负载条件的可视化压力分布剖面。

Sysdrill套管与油管分析

套管磨损

Sysdrill套管设计系统使钻井工程师在保证安全钻井的前提下，

Sysdrill套管磨损模块预测大量的钻井操作导致的套管内磨损，

设计出最少数量的套管串，减少钻具费用，用户完全可以根据

从而在破裂和坍塌计算中考虑套管厚度减小。也可以将井径

各公司规定，进行载荷设计并保存在类目里。

测井数据以磨损百分比输入并用于计算。

Sysdrill Director可以通过与数据库中已有井相连，进行侧钻井、
多分支井及重钻井设计。还可以定义套管、井眼剖面、注释和

套管鞋选择

测量工具误差。可以输入和可视化租赁界限和区块边界。

位置的不确定性

Sysdrill Director拥有针对随钻测井，陀螺仪与惯性测量，以及倾

可以根据压力数据和用户定义的条件自动计算管鞋深度，这些

角井下测量工具的全方位的模拟技术。这包括牙轮的不稳定性，

自定义的条件包括起下钻余量、井涌余量和最大裸眼长度。压

Sysdrill井控分析

Wolff 和 de Wardt, ISCWSA 磁性与陀螺模型。 此外，有可能建立

力数据、地质分层以及井眼和套管可以共同可视化，以便于套

井涌余量计算器用“单气泡模型”计算管鞋安全深度，避免地

用户定义的基于开发者规格的错误模型。支持WITSML .ipm和

管鞋的解释。

层破裂。给定任意大小的井涌余量可以与所选择的套管鞋或

OWSG文件格式。

者一个井段的计算的最大允许流量进行比较。
压井表格计算井控的动态最大许用地表压力、体积、冲程

Sysdrill固井优化分析系统进行固井设计，保证套管柱安全
安装。用变流量泵入、固定流量、固定井底压力和自由落体
四种方式控制井下压力，优化泵操作。

测量管理
可以输入所有的定向测量数据，这些数据允许重叠。为每个
测量点指定钻达/起始的深度，根据这些测量点创建最终的井
眼及井眼位置不确定度。最后一个测量段输入后，可以锁定
为永久数据，保证数据库完整性，用于防碰分析及以后的侧

防碰分析

数和压力阶梯表。

Sysdrill 固井

距离计算与滑动柱面图

钻分析。

防碰分析模块可以进行与Sysdrill数据库中任何井眼的防碰分析， 向前设计
现存的钻井趋势可用来分析确定是否需要采取正确的行动。
分析结果包括井眼距离、椭圆距离、间隙系数和偏离深度。防
如果需要，依据“回到设计”、“推动/控制”或“设计到目标”这
碰分析中考虑地表位置不确定度。
些概念，可计算校正井轨迹曲线。
这些结果用梯形图，以滑动柱面图及列表方式展示。高、中
预估，包含位置的不确定性，在三维观测器上被可视化，
和低碰撞风险会依次高亮提示。
也能用来对比钻井者目标或者地球模型。
反碰撞分析可按照预估进行以避免碰撞风险。预估可为工
程分析保存。

套管承托环计算器

带输入与结果的套管和油管分析对话框

在Sysdrill三维显示中井与地层的展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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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包含与帕拉代姆的VoxelGeo®产品的双向访问，为交互式
井设计的体积模型的地震解释应用与在三维解释环境中的井轨
迹监测提供工作流，以及与Epos井数据库的访问，这个数据库

精准设计与安全钻探,
准时高效降低预算成本。

可进行组合式钻井设计，工程与实现基于Paradigm Geolog®
Geosteer®的Geosteer工作流。帕拉代姆的OpsLink® WITSML接
收器可以将工区数据写入Sysdrill数据库，实现实时监控。.

带EMW图的井控对话框显示抵抗压裂梯度的初始压力

应用软件与生俱来的整合性质，外加应用的便捷性，使我们能够高效的
传递客户需要的全面的井设计以及钻井工程服务。

固井分析
计算过程中，动态显示水泥浆循环过程中井眼内流体状态、

Clayton Doke, Senior Engineer, Integrated Petroleum Technologies

井底压力、当量循环密度和流量。绘出井底压力曲线，与
破裂压力对比，防止裸眼段地层破裂。同时计算泵压、阻
流压力、静水压力及压降。

井轨迹，目标与在VoxelGeo提出的不确定

体积计算器

一个独立的钻井解决方案

该体积计算器可以有效的从固井分析和水力学分析模块计算
帕拉代姆公司的Sysdrill软件为钻井设计、工区管理与钻井工程
分析提供全方位独特的解决方案。Sysdrill软件可使施工单位与
钻井服务公司提高钻井设计的准确性，减少钻井风险与不确定
性，量化井筒位置，提高钻井安全系数。

独一无二的体系结构实现驱动生产率的工程工作流

井筒对话框与钻井设计电子数据表
灵活的许可模式确保功能扩展，允许对任意井位设计组合以及

定位及泥浆段平衡。

(或)钻井工程功能的访问。
一体化工作流实现了多学科协同的解决方案

Sysdrill Director®:定向井设计和测量管理

Sysdrill与帕拉代姆公司所有其他勘探开发应用平台高度集
成在Epos®数据管理和交换的底层平台上，为地质科学家的多

数据管理
Sysdrill可以在统一的Microsoft® Windows®平台单独运行而
不需要单独的关系数据库。这保证了软件史无前例的产品集成

并提供固井所需流体体积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射孔弹准确

学科小组以及钻井工程师提供一个公共的环境，用来设计与
Sysdrill Director独立于Sysdrill数据库，作为一个总公司数据库

性，界面一致性，生产力的高效性以及灵活的工程工作流。数据 服务于井筒数

监督井以保证最佳的井筒设计以及定位。

据。Sysdrill Director内部，油田全球定位，钻探

的对应的三维剖面

一旦录入，各个模块都能及时的获得数据，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 设备与筛管的选择可以依据地理坐标，通用莫卡尔投影或兰博特坐标
并避免了数据的传输与重新录入。

等Sysdrill数据库中存储的超过1000个坐标系统来选择。

Sysdrill是面向对象的多用户系统，适合公司范围内的部署 单位、间隙参数和其它缺省值可以基于单个操作者进行设置，独立
管理。强健的数据管理能力为个人用户与用户群提供高度数据库 保存每口井的RKB海拔和井槽永久基准，避免改动井眼原始输入数据，
访问权限。历史测井曲线为数据库中的所有对象提供一个数据更 保证数据完整性，并保存含RKB海拔、重叠的测量段和误差模型等参
改的审查跟踪。

三维显示说明定位的不确定性与区块线

数的井眼历史记录。

刻度设计与剖面图

在Geolog Geosteer模块中的二维连井剖面；在Sysdrill中

带流体图解与关联ECD图的固井对话框

特征
■ 最小曲率与恒定的工具面剖面
■ Wolf与Dewart，牙轮与ISCWSA磁性，陀螺模型
■ IGRF, BGGM, HDGM, EMM 和 WMM地磁模型进行倾角计算
■三维闭合逼近，滑动柱面图与水平面逼近计算
■三维观测器自由插件，确保第三方观测Sysdrill数据
■软硬钻柱扭矩与伴随曲度计算的拖拽，支持摩擦系数降低
■水力学，包含四个流变学模型，托管压力，分流量计算与
HPHT建模
■套管分析，API 5C3建模，包含三轴与两轴计算
■Word与Excel格式的报告
■方便的应用输入/输出功能，支持Epos，WITSM文件与服务器，
Peloton Wellview, ASCII, LAS格式以及复制/粘贴

系统说明
■Microsoft® Windows® 7 , 8.1和 10 (32 和 64 位)

帕拉代姆的优势
■Sysdrill的单视图应用以及多用户数据库架构式井设计与
钻进工程实现无缝交互，保证了高效生产工作流
■结果驱动的分析方法支持快速识别以及钻井问题的理解
■先进的数据输入/输出界面保证了第三方数据的便捷导入和数
据快速输出到各种外部存储库，并且可以输出各种类型的数据
■从WITSML上实时导入数据为精准的决策提供了最新的信息
■对所有数据的全面数据库访问控制，约束到数据库具体的区域，
能够调解“缩径”
■满足工业标准格式的地质数据的编入提高了可视化水平并且最
优化了井筒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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