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项目概要
组织
Vedanta Limited – Cairn Oil and
Gas
解决方案
公用事业和工业资产性能
地点
印度，拉贾斯坦邦、安得拉邦
和古吉拉特邦
项目目标
• 开发智能油井完整性和流动
保障管理系统，自动执行油
井监测和纠正措施流程。
• 建立互连数字化环境，集成
分散的数据并简化工作流。
使用的产品
AssetWise®

快讯
• Cairn 在印度经营着超过 850
口石油天然气井，这些井正
在老化，并且油井性能存在
风险。
• 该公司建立了互连数据环
境，并实施了基于 Web 的智
能油井完整性和流动保障管
理系统。
• Cairn 利用 AssetWise 以数字
化方式自动监测和管理所有
油井。

投资回报
• Cairn 使用 AssetWise 生成了综
合的中央油井数据库，优化
了预防性维护和补救措施，
并将油井的产油时间增加
了 10%。
• 自动生成累计成本效益图来
评估成本收益，通过消除低
效运营提高了油井产能。
• 利用 AssetWise 减少了可能发
生的井液排放不受控制的情
况，改善了流动保障管理，
每年节省约 120 万美元。

Cairn 实施智能油井完整性和流动保障管理
系统
Bentley AssetWise 提供的互连数据环境助力简化资产监测和数据
分析
致力于实现高效运营
全球大约 35% 的油井存在完整性问题，这些问题
与腐蚀、侵蚀和套管的劣质水泥有关，会对井下完
井和地面管道产生不利影响，会导致流动保障问
题、资产故障以及后续的停机，造成数百万美元的
损失。此外，石油天然气公司必须减小风险，并防
止烃类气体无节制地排放，以保护环境。因此，油
井的完整性和流动保障管理已成为石油天然气运营
的关键所在。为了监测和控制刺激性化学物质的使
用，减少管材和管道的腐蚀，改善流动保障并优化
油井完整性，行业需要持续了解资产可靠性、油井
性能、成本和对环境的影响。
Vedanta Limited 下属的 Cairn 石油天然气公司是印度最
大的私营原油生产商。在巴尔梅尔、拉瓦和坎贝地区
经营着 850 多口油井。久而久之，油井产量会受到蜡
状物、结垢、腐蚀和环空压力增加等问题的影响。由
于手动流程容易出错，无法提供全面的油井完整性管
理信息，Cairn 探讨了多种方法来自动执行和简化工作
流以及集成不同数据。Cairn 希望实施智能油井完整性
和流动保障管理系统，以有效管理相关风险，优化成
本和油井性能并降低对环境的影响。Cairn 的高级石油
工程师 Utkarsh Vijayvargia 表示：“为了确保油井处于
最佳运行状态，对影响油井性能的各种参数进行高效
的监测是非常关键的，因而我们需要智能的油井完整
性和流动保障管理系统。”

图1 – 对每口油井进行监测，分析每个组件的性能，并
通过发送通知提醒工程师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

图2 – 为了保持流动，Cairn 监控所有油井各项增产措施
的成本效益分析，找出性能低下的资产

互连数字化解决方案

式。AssetWise 具有数据互用性，提供了数字化解
决方案，可以与 Cairn 基于 Web 的门户网站相连并
与 Cairn 内部不同来源的数据集成。

油井完整性和流动保障管理涉及多个专业，需要工
程师定期进行交流，以评估油井屏障和安全作业范
围的状态，并管理与维持流动相关的风险。这些相
关的风险通常涉及多个相关人员、大量数据和多个
接口。由于数据分散在不同的接口和不同的数据
源中，Cairn 无法实现数据可见性或保证数据准确
性，但这些因素对于制定决策至关重要。为了实
施智能油井完整性和流动保障管理系统，Cairn 利
用 Bentley 的 AssetWise 建立了互连数据环境。唯一
平台简化了工作流，将所有流程转换为数字化形

在互连数据环境中工作，可方便地实时访问数据，
用户可以查看油井数据并运行单个查询来生成指
定的结果，包括业务聚合的汇总数据和资产结构
顶层状况。采用 Bentley 的资产性能和管理应用程
序，Cairn 可以获得油井完整性管理和生产优化所
需的一致且准确的数据，从而在全部井存的整个生
命周期中实施智能油井完整性和流动保障管理系
统。Cairn 能够基于此分析增产方法，确定并优化所
需化学物质的数量和类型。Cairn 可以在互连数据环
境中轻松访问和集中查看实时信息，实现了标准化

“成功实施智能油
井完整性和流动保
障管理系统减少了
相关人员忽视潜在
油井完整性问题的
情况，从而能够采
取积极主动的方法
进行完整性管理，
避免可能的故障或
尽快纠正故障。”
—— Cairn 高级石油工程师
Utkarsh Vijayvar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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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管理，能够监测腐蚀速率和化学品用量，提
升油井性能。工程师利用 Bentley 的数字化解决方
案可以从一个位置评估和管理流动保障和油井完整
性，可最大程度地减少手动流程容易出现的数据不
一致和数据错误的情况。

自动化监测和管理流程
为了优化油井性能并减少油井停机时间，Cairn 需
要对所有油井数据进行持续监测和管理。通过使
用 AssetWise 作为其智能油井完整性和流动保障管
理系统的基础，Cairn 自动运行油井性能影响参数、
安全关键参数、油井增产前和增产后的作业数据，
相关人员可以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和预防性维护来改
善油井完整性和增产作业。该公司使用 Bentley 软件
开发了油井故障操作矩阵和警报方法，当油井参数
超过安全操作极限时，会自动提醒相关人员。这有
利于防止可能发生的井液泄漏。

费的时间，确保所有相关人员都能访问到准确、一
致的数据。定制的数据输入表加快了日常运营数据
录入系统的速度，可重复使用的模板则简化了资产
结构的创建过程，从而可以快速部署油井。
AssetWise 提高了系统可见性并改进了数据管理，有
效地减少了相关成本和工作。通过自动生成累计成
本效益图，Cairn 公司可以评估单个增产措施的成本
效益，以实现最具成本效益的化学品管理方法，提
高油井产量，规避无效措施。AssetWise 可以用于监
测安全的油井参数和增产作业，基于风险的检查方
法可以优化预防性维护和补救措施，从而将油井不
产油时间缩短 10%。Cairn 借助基于 Web 的实时系
统进行公司全部油井的生命周期完整性和流动保障
管理，可以保留资产故障和流动保障全部的历史记
录，以管理备用资产，确保安全，维护生产平台并
为确保后续油井作业的顺利开展提供洞察。

此外，Cairn 使用 AssetWise 自动生成累计成本效益
表，简化了单个增产措施的成本效益分析，从而避
免了无效的措施，提高了油井产能，并在增加产量
的同时减少了成本。Bentley 灵活的应用程序定期自
动为 Cairn 提供相关信息，以评估增产效果、腐蚀
数据、资产可靠性和整体油井性能。软件自动将原
始数据转换为分析数据，以进行诊断和决策，相关
人员借此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进行操作和维护，防
止井液不受控制地排放，并确保最佳的油井产量。

数字化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AssetWise 交付效益

通过整合来自不同系统的数据为油井提供唯一信息
源，Cairn 成功建立了可持续技术平台。该公司计划
扩展 AssetWise 的高级诊断功能，以预测潜在故障
并生成合规性报告，清楚地了解状态，减少合规性
过期的情况。借助 AssetWise 与数字监控设备和人
工智能的数据互用性，Cairn 可以运用预测分析和机
器学习提早发现问题，避免资产故障。得益于当前
取得的成功以及一直以来对数据和过程数字化的投
入，Cairn 制定了自动执行和简化资产管理的指导原
则，从而保证最佳油井性能和产量，推动了整个公
司乃至整个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AssetWise 为成功实施智能油井完整性和流动保障
管理系统奠定了基础，增强了基于准确的数据洞
察来制定决策的能力。Cairn 高级石油工程师 Utkarsh
Vijayvargia 表示：“成功实施智能油井完整性和流
动保障管理系统降低了人工漏掉潜在油井完整性
问题的可能性，从而能够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进
行完整性管理，以消除可能的故障或尽快进行补
救。”基于 AssetWise 的系统可以在任何时间点
实时显示 Cairn 整个井存的完整性状态。Cairn 利
用 AssetWise 在互连数据环境中为所有油井生成综
合的中央数据库，节省了从不同来源搜索数据所花

Cairn 利用 AssetWise 数字模型和自动化工作流替代
传统的监测和管理方法，优化了所有油井的产量。
智能油井完整性和流动保障管理系统中每种有形资
产的数字数据实时显示油井性能，从而有助于主动
采取安全措施、降低风险和进行预防性维护。这些
技术将提供关于资产性能、运行和盈利能力的宝贵
洞察，Cairn 能够防患于未然，防止停机并提高预测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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