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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革新、用户需求的转变、关键市场的波动，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可能改写一

个公司甚至整个行业的未来。全球的企业都无可避免地面临着这种现状。能源行

业也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如今已可以满足每天9000万桶原油的需求量。然而，

到 2020 年需求将会到达 1 亿桶。

随着自然资源需求量的不断攀升，已探明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正在逐步减少。

然而，仍然有上万亿桶的非常规石油 1 有待勘探。

因此，能源企业不得不把勘探活动延伸到地球的每一处角落，抢在竞争对手之前

发现资源，并加大技术投入，为已探明和未探明的每个勘探与开采机会提供有力

的支持。

全球性勘探在当今世界面临着众多严峻挑战。比如能源储量丰富的国家往往地缘

政治动荡，公众和环保组织的审查力度与日俱增，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规范要求的

不尽相同，以及来自于股东们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长期施压。

因此，坚持创新，降低风险并精简石油价值链，对于能源企业的长期可持续性发

展来说至关重要。此外，企业必须确保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用正确的技

术获取并分析必要的数据，以识别新机会并探明潜在储量。

能源行业面临重大变革

1 非常规石油：指的是采用非常规的油井方法生产或萃取的石油。由于常规石油储量日益稀缺，全球
石油行业与政府正在投资于非常规石油来源。虽然全球常规石油储量消耗显著，非常规石油的生产是
一个较为低效的过程，并且对环境的影响相对更大。

赢得资源竞赛的胜利 - 能源行业面临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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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勘探和开采的资源不断减少，迫使人们尝试在更为偏远复杂的环境中进行资源开采。企

业越来越需要通过科学技术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以找到更多的优质资源。一些科学技术上的

进步，诸如 3D 和 4D 地震传感器，全球互通，以及获取和分析大量区域数据的能力，必然会

造成竞争压力的不断增大。

行业挑战

图一，为优化，勘探和研究提供支持而创建并存储

的数据量正在激增。例如，安装在钻头上的地震传

感器可以根据大量数据分析出油井下的情形。

企业利用技术引领探索的同时，也面临诸多 IT挑战 :

• 已经过时的遗留系统

• 数据传输与存储

• 复杂的数据分析所需的强大的计算能力

• IT 技术在极端自然环境下的运用

赢得资源竞赛的胜利 - 行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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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视角
勘探和开采活动正在向地球各个角落延伸，非常规石油的发现与获取仍

是个难题。如今，科技将成为解决这个难题的催化剂。通过运用科技，

企业可以改变勘探方式，优化布局与输送方式，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开

采各种形态的资源。

IT 技术可以促进勘探的进程，加快高质量信息提供的速度，并努力使操

作流程简化。这些都意味着 IT 技术将是引领这场变革的关键因素。

保持竞争力 , 企业应该加大 IT 战略投入 , 戴尔将从以下三个方面为能源

行业客户提供支持 :

• 提供专业的战略与规划，帮助企业全方位构建 IT 能力，最大限度地

发挥 IT 投资的价值。

• 提供有力的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使企业有能力在全球最偏远的区

域探知地下几公里的情况，并借助创新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技术，加

速勘探进程并降低风险。

• 通过信息化工具，帮助企业实现优化运作，提升效率和产能，保障

生产安全。

赢得资源竞赛的胜利 - 戴尔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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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纳专业的战略与规划

IT 战略使企业以全局的视角，统筹规划企业所需的 IT 能力。通过对

业务需求的条分缕析，梳理出支撑业务发展的 IT 需求，进而从应用、

数据、技术以及管理等维度全方位构建 IT 能力。跨越业务与技术的

藩篱，使 IT不仅成为业务发展的支持者，更成为业务发展的战略伙伴，

发掘和释放 IT 真正的价值。

IT 规划使企业在信息化建设中充分考虑业务需求的优先级和收益最

大化，以合理的项目组合和资源配备方式有序地进行信息化建设，

使企业的信息技术能力与 IT 组织管理能力平衡发展，最大限度地发

挥 IT 投资的价值。

能源行业解决方案概述
要想赢得资源竞赛的胜利，企业必须克服上述挑战。戴尔建议企业从战略规划、
基础架构和应用系统三个重要策略入手，把信息技术打造成企业勘探的利器。

• 戴尔 IT 规划与咨询服务

• 戴尔商业智能解决方案

戴尔解决方案

赢得资源竞赛的胜利 - 能源行业解决方案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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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署灵活的基础架构

企业的竞争环境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企业需要在遵从复杂的法律规定
的同时不断加强对勘探工作的服务和支持能力。能源公司还要不断创
新来保持自己的地位。但是，IT却正在变得日益复杂。如果不实施变革，
IT 基础架构将会变得极度不灵活，且越来越难以维护。在这个充满变
化的时代，创新才是企业迫切需要的。戴尔未来就绪的基础架构可以
让您简化系统的运营，管理 IT 环境中不断增长和变化的风险，使 IT 组
织转变为能推动业务创新的、动态和高效的力量。

2.1 开放和灵活的设施

找到资源并进行操作是当今能源行业对 IT 设备的极限挑战。勘探工作逐步走入偏远

的极端环境。因此，IT 设备必须拥有高适应性和高灵活性，从而在极其严苛的环境中

仍可以正常地进行地震数据的采集、分析和通讯。企业之间的合作和兼并、收购行为

也需要具有高适应性的技术解决方案。仅在 2011 年一年的时间，全球就发生了 726

宗上游石油和天然气的并购案，并且众多企业仍在不断针对开采扩张投入巨额资金，

预计 2012 年的交易活动将保持相同的步伐。勘探工作愈来愈偏远，企业之间的合作

愈来愈频繁，公司需要创建一套开放而灵活的设施，以提升远程操作和多系统集成的

可操作性。随着高性能计算机 (HPC) 同步处理能力及速度的提升，开发者们越来越依

赖于同时渲染 3D 和 4D 视图。从而更准确地判断出一个矿藏的潜在储量。

IT 设备要实时地访问大量的、数据密集的地球物理和地理地图，然后对其进行分类、

解释、审查，并确保有效性。

2.2 智能化的数据管理

随着高性能计算机创建出更复杂的图像，IT 设备开始承受更多压力：它需要无限期地

保存数据，为日后的审查和比较提供可能。然而，传统的 SAN 已经因其呆板的数据

布局和分布零散的数据资源而显得过于僵化。SAN 可为服务器的虚拟化提供足够的支

持，但无法提供灵活且低成本的虚拟化存储。分层存储技术，在勘探与生产中的应用

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为了能从处理地震数据的工作中获得更快更好的产出，IT 设备必须构建一个战略性的

数据管理系统，不仅能充分的利用数据挖掘，还要帮企业完成从存储设备管理到智能

数据管理的转变。从而充分利用 IT 设备的价值，使之成为资源开采战略的重要手段。

• 戴尔高效 IT 基础架构　

• 虚拟集成系统解决方案 

• 戴尔云计算解决方案

• 戴尔智能数据管理解决方案  

• 戴尔工作站解决方案

• 戴尔桌面虚拟化解决方案  

戴尔解决方案

赢得资源竞赛的胜利 - 能源行业解决方案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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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现高效的企业运营

传统 IT 平台对很多能源企业来说已经成为了一个障碍，因为它无

法帮助企业及时应对在开采和生产环节遇到的挑战，无法在跨越不

同国家和地区实施开采的过程中满足合规性的要求，也无法帮助公

司迅速满足全球对能源的需求。  

 

戴尔提供一个戴尔提供一个开放的，可随业务需求而扩展的平台，

使 IT 系统可以很好地采用虚拟化和云计算等革命性技术，提供开

放和灵活的企业级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能够重新定义计算效率，

方便您部署创新技术，帮您发现、保护和生产重要的自然资源。为

企业的创新释放更多的资源。

3.1 创造更高收益

如今人类已探明的资源储量是有限的，然而，还有亿万桶以上的原油，是目前的

技术还无法获取的。摆在眼前的挑战是如何找到高产的油田，同时不断提升勘探

水平，从而获取那些难以开采的非常规石油。

信息技术让探明高储量油田的工作变得日益简单，在石油勘探的过程中，通过建

立端到端的 IT分析模式，公司可以得到更有价值的数据，从而降低失误的风险。

这种勘探创建出海量的新数据，驱使人们依靠技术革新，及时对千头万绪的数据

进行生成、采集、传输、存储，存储和分析等各种处理。通过使用地震处理和分

析预案，无论在陆地还是海洋，企业都能提高勘探的成功率。无论勘探之路有多

么艰难，只要坚持技术创新，企业终将越走越远。

• 戴尔企业资源规划（ERP）解决方案 

• 戴尔生产运行系统 (MES)解决方案 

• 戴尔先进计划系统（APS)解决方案

• 戴尔天然气销售管理解决方案

• 戴尔计量管理平台解决方案

• 戴尔 Hadoop 大数据解决方案

• 高性能计算解决方案 

• 戴尔供应链管理解决方案

戴尔解决方案



3.2 实现卓越运营

企业的 IT 系统可以分为四级，第一级为控制层；第二级为生产层，第三级为经营层，

第四级为决策层。针对当今的企业，需要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控制层的自动化，生产

层的可控化，经营层的最优化，以及决策层的智能化，并打开从控制层到决策层的信

息通道。通过全面的信息化建设，从总体层面实现企业生产信息准确及时的自下而上

的汇总，以及决策信息的自上而下的下达和执行，帮助企业提升整体的运营效率和效

益。同时，针对每级 IT 系统，都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通过信息化工具，帮助企业

实现优化运作，提升效率，保障安全：

• 控制层：为企业提供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咨询服务，帮助企业实现控制层的自动化

和信息化，并为生产层的信息化建设做好基础准备。

• 生产层：为企业提供制造执行系统以及相关的计量系统、先进控制系统的咨询服

务，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保障生产安全。

• 经营层：为企业提供企业资源管理，供应链管理，先进计划系统的咨询服务，帮

助企业优化规划计划，优化企业资源配置，优化客户管理和供应链管理。

• 决策层：为企业提供信息集成平台，综合展示平台，以及决策辅助支持，直观的

展示企业整体运营情况，为各级领导管理和决策提供全面、多角度的信息支撑。

赢得资源竞赛的胜利 - 能源行业解决方案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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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因为已探明的巨大储量，

苦寒之地是 IT 技术必须要征服

的区域之一。

图三，科技是发现和优化能源

储备的关键因素，它使得生产

者看到了新的未来，使他们更

清楚如何才能安全的获取地球

上的能源。



3.3 完善高效管理

勘探、生产、炼油，直至最终在市场上进行销售。面对当前竞争激烈的经济环境，

如何对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进行优化，以使企业的运营更有效，盈利能力更强，

是所有能源企业都面临的迫切难题。无论一家超大型石油天然气企业，业务涵盖

从上游石油勘探到下游加油站油品销售，亦或是一家独立的生产厂家，都必须面

对难以控制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价格。因此如何利用 ERP 控制企业自身的生产成

本和迅速捕捉市场机会就显得至关紧要。

石油天然气行业解决方案 (SAP for Oil & Gas) 是当今全球领先的全面集成的针对

石油天然气行业的电子商务解决方案。也是唯一一个，能够提供一个贯穿整个石

油天然气价值链（从油田生产到加油站零售管理）的全面集成的行业解决方案。

戴尔拥有世界级的石油专家和有经验的本地咨询团队， 石油天然气行业解决方案

能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向企业各个管理层传递重要信息，以协助企业有效地控制

企业经营成本，并通过国际互联网迅速准确地传递信息。通过应用 SAP for Oil & 

Gas，也能充分利用电子协同商务来能动地管理企业资产，并将他们应用于企业

经营活动中，最大程度地产生现金流，从而在现今的激烈竞争中抢占优势。

赢得资源竞赛的胜利 - 能源行业解决方案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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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胜利油田需要部署一套简洁、高效且可扩展的 IT 基础架构，协助其降低运营成本并支持未来发展。 

解决方案

扩展的 IT 基础架构，协助其降低运营成本并支持未来发展。

戴尔服务部门设计了一套虚拟化解决方案，基于高性能 Dell ™ EqualLogic ™ 存储区域网络、采用 Intel® 

Xeon® 处理器与 VMware® Infrastructure ™ 软件的戴尔 PowerEdge 服务器，能够实现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

高的效率与灵活性。

益处 

• 运营成本降低 60 %

• 存储于服务器利用率提升 70%

• 通过虚拟化，使 IT 维护工作量减少 50%

• IT 基础架构成本降低 90%

高效数据中心
案例分享

赢得资源竞赛的胜利 - 高效数据中心案例分享

了解更多戴尔能源行业解决方案 , 请登陆 : dell.com.cn/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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