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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科研背景及公司概况



      安徽有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21年1月成立于“中国云都”宿州市，是由宿州市

高新区政府与中科大技术团队共同成立的科技型公司。公司主要致力于石油、钢铁、

电力等工业领域的智能化、信息化和数据化综合解决方案的研发、设计与服务。

     公司研发团队主要来自于中科大教授和博士，已有20多年相关行业研发基础和实

际应用服务经验，已经为中石油、中石化、中煤集团、大唐电力等多家行业标杆企业

提供了个性化解决方案和服务。

      公司未来将紧随国家行业规划战略，始终与终端用户同步共同挖掘行业发展趋势、

和解决遇到的痛点、难点等行业领域内卡脖子的问题，为相关行业的智能化、信息化、

数据转型保驾护航。

公司介绍



2021年3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

中心和创新高地》。文章强调，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低。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 我们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国家战略



公司依托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

技术研究院信息智能创新中心。信

息智能创新中心于2020年11月在

中科大先研院挂牌成立，围绕人工

智能、工业软件、物联网等方向展

开前沿科学研究，深入分析能源行

业、化工行业等发展过程中的“卡

脖子”问题、痛点问题，结合具体

应用场景，打造专业化的科研团队和工程团队，为行业发展提供自主可控的解决方案。

科研背景



   2021年3月5日， 李克强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面向

未来，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

中处于核心地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一个关键是实

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科技部

等相关部委及各省市政府相继出台

了一系列关于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

转化的指导性文件，为高校科研院

所与企业进行产学研、产业化合

作指明了方向。

政府政策



企业运营情况

公司已进行Pre-A轮融资，与安徽
超星系股权投资合伙企业签署投资
协议，拟投资200万元，占股5%，
主要用于产品研发与市场推广。

社 会 资 金 投 入

自2021年1月成立以来，实现营业收入
300万元，支出80万元，其中研发费用
支出60万元，管理费用及人员工资支出
20万元，研发费用占比75%。

经 营 情 况

公司团队总计投入500万，其中现金
入股300万，知识产权作价入股200
万；P r e - A 轮 前 股权设置为：技术
团队占股80%，管理团队20%。

创 始 团 队 投 入 与 股 权

宿州市高新区政府以股权形式提供
创业扶持资金300万元，占股10%，
目前投资款已全部到位，正在进行
股权变更办理等相关事宜。

地 市 资 金 投 入



知识产权情况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非常注重

知识产权的保护，各项技术

均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截

止目前，公司累计申请知识

产权18项，其中发明专利6

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软

件著作权8项，目前已获授

权的发明专利为2项。



第二部分  团队介绍



科研人员：
    信息智能创新中心目前共有科研人员50余名，其中国家杰青1名，教授13名，副  

    教授25名，博士后11名。

工程技术人员：
    中心目前共有工程技术人员30余名，其中高级工程师16名、项目管理人员5名

在校学生：
    中心面向工业人工智能、智能感知、先进控制等方向招收工程硕士与工程博士，

    目前共有在读博士21名，在读硕士76名。

中后台科研支持中心（中科大先研院信息智能创新中心）



李鲲，公司运营负责人，中科大自动化系博士，曾任安徽省一
一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安徽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主要负责公司筹建、公司战略方向和发展
规划制定、组织架构制定等。

主要成果：

       公司领军人：李  鲲



公司研发负责人，中科大自动化系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机器学习理论及其在地球

科学、工业领域的交叉应用研究。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石化等设

立的科研项目7项合计约800余万元。

主要成就
1. 安徽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奖励-2019] 

2. [2019 国基委-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3..[2019 中石化-科技攻关外协项目]

4..[2020 先研院-应用型科技成果培育项目] 

5.[IEEE-GRSL-2021] Intelligent Cross-Well Sandstone Prediction Based 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6.[IEEE-JAS-2018] Self-Tuning Asynchronous Filter for Linear Gaussian System and Applications

7.[IEEE-TCAS2-2020] Feature-Temporal Semi-Supervised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for Robotic Terrain 

Classification

8.[IEEE-TCST-2021] A Novel Inertial-Visual Heading Determination System for Wheeled Mobile Robots

9.[IEEE-TGRS-2021] Robust Unilateral Alignment for Subsurface Lithofacies Classification

10.[IEEE-TIE-2019] FVC A Novel Non-Magnetic Compass

11.[IEEE-TIE-2021] Broad Feature Alignment for Robotic Ground Classification in Dynamic Environment

12.[IEEE-TSMC-2019] Indoor Localization for Skid-Steering Mobile Robot by Fusing Encoder, Gyroscope, 

and Magnetometer

13.[SCIS-2019] FVO Floor vision aided odometry

14.4.[GEO-2021] Unsupervised domain adaptation using maximum mean discrepancy optimization for 

lithology identification

     研发专家：吕文君



公司运营负责人，中科大

自动化系博士，曾任安徽

省一一通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作为第一完

成人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

二等奖1项，主要负责公

司筹建、公司战略方向和

发展规划制定、组织架构

制定等。

公司运营团队核心成员

李  鲲 吕文君  黄 涛  宋  磊 贾晓敏  

公司研发负责人，中科大

自动化系博士，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机器学习理论及

其在地球科学、工业领域

的交叉应用研究。作为项

目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中石化等设立的

科研项目7项合计约800

余万元。

公司技术负责人，毕业于

东北大学计算机专业。曾

在 河 北 钢 铁 M E S 项 目

（3000万级）和东华钢

铁MES项目（1000万级）

担任技术负责人，主要负

责生产车间的设备的数据

采集与生产管控系统设计。

公司市场营销负责人，曾

任乌苏里江药业东部区总

经理（上市公司子公司）、

和君商学院安徽十届辅导

员、十一届班主任，主要

负责渠道公关运营、合伙

人模式设计以及新型营销

体系规划与设计。

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兰

州理工大学硕士，原中国

雨润食品集团人力资源总

监（01068.HK）。负责

企业战略人力资源规划、

胜任力模型构建，组织发

展，人才梯队建设、绩效

管理，薪酬职级体系设计。



第三部分  产品及服务



本项目建立“ 测井智能解释 — 地质体智能构建 — 油气分布智能预测 — 井位智能推荐 ”
的技术体系，构建油气智能勘探综合平台，提供从原始数据到井位部署的油气勘探综合服
务，准确预测区带含油气性，提出勘探方向，优化井位部署，为油田高效勘探、效益开发
探索新的辅助技术，以达到提升勘探决策水
平、提高勘探成功率、降低勘探成本的效果。

技术服务 ——  油气智能勘探综合平台 

油气智能勘探综合平台基本架构 相关技术路线图



      

技术服务  ——  油气智能勘探综合平台



      

技术服务  ——  油气智能勘探综合平台



油服是指石油服务，主要
为石油天然气勘探与生产
提供工程技术支持和解决
方案，油服产业链可比较
简单地分为勘探、开发、
储运、炼制、销售、化工
等环节。

勘探是整个油服产业链的
第一步，是油服行业核心
痛点环节，也是国内油服
产业技术最薄弱的环节，
尤其我国是陆相生油，油
气藏的均质性较差，勘探
难度相对与中东等其他地
区更高

将人工智能技术推广和部署到石
油勘探领域中，开发在勘探大数
据采集、勘探大数据分析等领域
的新型集成智能油服软件，通过
人工智能算法优化从钻井到开采
的时间、油井的产量和开采成本
等指标，实现油田运营商投资价
值和利润最大化。

 什么是油服？ 油服核心痛点 智能油服大数据平台



学术动态企业动态
《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石油领域排名第
一的期刊

与人工智能

结合的研究

在2014年

开始逐年增

长!

沙特阿美 斯伦贝谢

独立成立人工智能技术研发部门

强强联合开发人工智能技术

壳牌 惠普

雪佛龙 微软

中石化 中科大

专利动态
  世界油服龙头斯伦贝谢在中国专利布局

开 始 大 量 布 局
方 法 类 专 利 ，
从 传 统 技 术 向
智能油服进发！



中美科技之战不仅仅体现在芯片领域，在工业软件领域，无论是机械、电子、
控制、液压、气压、热力和电磁等专业，还是航空航天、船舶、车辆、能源等领域，
基本上都是被美德法这几个国家垄断着，工业界的软实力一直被国外控制。

石油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命脉，相关数据具有高度保密性，一旦外泄，用于
其他用途，后果不堪设想。目前国内油田勘探领域基本采用的是国外数据采集、分
析以及预测软件，国内在油田综合服务软件领域几乎为空白，因此开发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综合性智能油服大数据平台势在必行！

中科院：将卡脖子清单
转任务，集中全院力量
全力攻坚。



习近平主席：油气勘探开发技术要加快科技创新发展！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就“十四五”
时期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听取意见。
       在讲话第二大点“加快解决制约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中，习近平指出，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国防建设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习近平举了农
业、工业、能源资源、社会几方面实例，其中能源资源方面，他指出，石油对外依存度达
到70%以上，油气勘探开发、新能源技术发展不足。

这是继2018年7月，中央领导批示要大力提升国

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努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后，

国家最高领导人再次对油气行业提出要求。
讲话指出，科研研究方向的选择要坚持需求导向，

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讲话更是直

指油气勘探开发技术，亟待科技创新发展。



智能油服大数据平台由测井
大数据模型构建技术软件及模块、
测井资料分析与处理模块、测井
大数据分析岩相模型构建模块、
潜在含油气区大数据分析预测软
件及模块、勘探部署井位优选软
件及模块、油服勘探开发大数据
云计算中心等组成，目前已完成
地学核心系统、油藏工程核心系
统、地震解释系统、测录井解释
系统的开发。

测 井 资 料 分

析 与 处 理 测 井 大 数
据 分 析 岩
相 模 型 构

建

潜 在 含 油
气 区 大 数
据 分 析 预

测
勘 探 部 署 井

位 优 选

油 服 勘 探
开 发 大 数
据 云 计 算

中 心

智能油服大数据平台

 核心产品及服务



系统功能：整个油服软件的工作平台，包括应用界面、通用窗口，
提供基本数据管理、数据输入和输出功能。

地学核心系统



 油藏工程核心系统

系统功能：直接从地质模型建立流体数据、完井数据等模型。

以实钻结果（含油与不含油）

作为标签数据，从最新编制的

构造解释成果图上提取成藏关

键要素的数据信息，包括圈闭

信息、断裂信息等。结合建立

的岩相模型、烃源岩模型、盖

层模型，利用自主设计的FS-

WELM方法，实现潜在含油气

区的预测。



地震解释系统

系统功能：快速提供地震数据体、优选研究目标区等，提高对地下地层和构造的了解。

以地球物理学家给

出的地震解释成果

为标签，采用自主

设计的SeisSeg语义

分割算法实现地层

的快速划分与断层

的智能解释。



测录井解释系统

系统功能：从勘探数据库提取研究区内的所有探井的钻井井位数据、层

位数据、测井曲线数据等。研究分析数据的特征、分布规律等。

    选择对岩性反映敏感的测井

数据，分别形成训练集、测试

集、验证集，研究适应岩相模

型建立的机器学习、深度学习

方 法 ， 采 用 自 主 设 计 的

SegLog算法创建测井大数据

岩相预测模型，以可视化的方

式进行展示，并进行技术验证。



三维地质体模型智能构建系统

    以具有高分辨率和准确度的测录井

数据为基础，结合地质学家给出的沉

积相、沙地比等解释成果，融合地震

三维数据，利用样本加权、流形正则

化、域适应等机器学习方法，实现三

维体的快速、准确构建。

已经完成理论验证、算法设计、代码

实现，正在向本系统集成。



构建基础硬件环境，提供异构计算和储存模

块，打造数据处理能力达20PB，算力达

36PFLOPS，算法和模型类别超100多种的

大数据云计算平台，平台应用层对石油运营

商、相关科研院所开放，面向相关从业人员

提供系统化的实训课程，促进石油人工智能

应用生态的发展。

数据

算法

算力

油服勘探开发大数据云计算中心



名校名企重大合作

中石化科技攻关项目：

《用于井位部署的人工神

经网络结构与半监督图构

建算法技术研究》

资助强度：715万元

负 责 人：吕文君



已在国内外著名领域期刊发表论文
论文名称 期刊名称 SCI影响因

子

Active Domain Adaptation with Application to 
Intelligent Logging Lithology Identific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Cybernetics

11.079
top期刊

Robust Unilateral Alignment for Subsurface 
Lithofacies Classific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5.855
top期刊

Interpretable Semi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Method Under Multiple Smoothness 
Assumptions With Application to Lithology 
Identification

IEEE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Letters

3.833
二区

Cross-Domain Lithology Identification Using 
Active Learning and Source Reweighting

IEEE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Letters

3.833
二区

Intelligent Cross-Well Sandstone Prediction 
Based 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IEEE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Letters

3.833
二区

Semi-supervised learning for lithology 
identification using Laplacian support vector 
machine 

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3.706
石油工程类排
名：1/19 

Evaluation of active learning algorithms for 
Formation lithology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3.706
石油工程类排
名：1/19 

Feature-Depth Smoothness Based Semi-
Supervised Weighted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for Lithology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3.706
石油工程类排
名：1/19 

Well Logging Based Lithology Identification 
Model
Establishment Under Data Drift: A Transfer 
Learning Method

Sensors 3.275
top期刊

Unsupervised Domain Adaptation Using 
Maximum Mean Discrepancy Optimization for 
Lithology Identification

Geophysics 2.609
二区

基于标签传播的岩性预测半监督学习算法研究 地球物理学进展 中文核心



第四部分  商业模式



国内外油服公司产业布局

公司名称 物探 钻完井 测录井 油气设备 工程建设 油气生产

斯伦贝谢（美国） √ √ √ √ √ √

哈里伯顿（美国） √ √ √ √ √ √

贝克休斯（美国） √ √ √ √ √ √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全球油服行业经过150多年的发展，巨大的市场使得国外油服行业形成了充分市场化
的竞争格局，以斯伦贝谢、哈里伯顿和贝克休斯为代表的国际油服巨头起步较早，目前基本
涵盖包括物探、钻完井、测录井及油田生产等作业环节，具备一体化油田技术服务能力，实
力雄厚，在全球油服领域占据约73%的市场份额。目前国内油田勘探领域基本采用的是国
外数据采集、分析以及预测软件，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自主研
发的油服大数据平台，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



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Rosneft）、沙特阿美
（Saudi Aramco）等石油巨头在石油钻探及服务方面的支出连年上涨，2019年已达
到2080亿美元，增幅为2018年的6%；2020年或将继续增长14%左右。2019年，
中国石油开采量占全球总产量4.25%，石油产量与石油运营商在油服板块的支出成正
相关，意味着2019年国内各大石油运营商在油服行业支出已达到90亿美元，按照每
年8%的平均增长率计算，未来5年内，国内油服行业市场容量将达570亿美元。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市场容量



针对不同油田运营商及相关
科研院所的需求，在标准版
软件的基础上，可以增加其
他的业务模块，为客户提供
一站化综合软件服务。

一、定制化软件部署

根据用户需求以及数据集不断丰
富程度，定期在线对软件进行更
新升级，方便客户订阅服务。

二、软件增值服务

构建基础硬件环境，提供异构计算
和储存模块和大数据云计算平台，
平台应用层对石油运营商、相关科
研院所开放，面向相关从业人员提
供系统化的实训课程。

三、大数据云计算平台服务
Ø 为国内外各大油田巨头部署智能油服大数据

平台，并针对具体业务需求提供综合性服务，
按照服务周期收取服务费、平台维护费、系
统升级费用以及附加功能开发费等，收费标
准与各油田勘探量相关；

Ø 为国内外石油勘探类科研院所提供包含勘探
数据异构计算以及储存模块等功能的云计算
平台，同时面向相关从业人员提供系统化实
训课程，按平台使用频次以及培训次数收费。



第五部分  市场推广



技术优势

具有多年油服行业开发经验的研发团队

拥有全面系统化的油田勘探地址数据集

大规模多源、多尺度、异构数据处理算法

成熟的测井大数据岩相模型以及油气运聚时空
模型建立方法

我们的优势

市场优势
与中石化等油田行业内大型公司
已合作数年，在行业内具有先发
优势。相关研究成果已在中石化
某油田得到成功应用，为该油田
节约了上亿的开采成本，该技术
填补了国内在石油人工智能领域
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打破了国外
同行在本领域的垄断地位，充分
保障了我国在石油行业的大数据
安全，为在国内外大型油田进行
市场推广提供了技术保障。



目标客户



营收预测

模块类型 模块名称 模块介绍
销售价格
（万元）

升级服务费
（万元/年）

备注

基础模块

地学核心系统 整个油服软件的工作平台，包括应用界面、通用窗口，提供基本数据管理、数据输入和输出功能 120 40 必选

油藏工程核心系统 直接从地质模型建立流体数据、完井数据等模型 120 40 必选

数据与成果浏览器 为观看井和地震数据、油藏解释、模型及模拟结果提供方便的浏览环境 120 40 必选

地震解释 快速提供地震数据体、优选研究目标区等，提高对地下地层和构造的了解 120 40 必选

域转换 将由地震时间剖面解释数据生成的三维网络，从时间域转换成深度域 120 40 必选

地震采样
根据时深转换的速度模型对地震数据体进行深度转换，并与油藏模型的网络相匹配，建立地震属
性模型

120 40 必选

地震数据透视与提取 为用户提供高效的地震可视化解释功能，快速显示振幅、相位等各种地震属性体 120 40 必选

叠后处理 提供更清晰的构造特征和地层特征，利用地震信息进行油藏分析 120 40 必选

断层自动解释 对断裂系统提供自动分析、自动识别功能 120 40 必选

井相关 提取井旁地震道、制作合成地震记录、编辑修改曲线等 120 40 必选

相建模 提供几种用于详细表征相的分布特征的基于目标和象元模拟技术 120 40 必选

岩石物理属性建模 利用测井数据、钻井数据和层面趋势进行被选区带实际情况模拟、定量描述储层参数的空间变化 120 40 必选



模块类型 模块名称 模块介绍 销售价格
（万元）

升级服务费
（万元/年）

备注

高级模块

断层封堵性分析 基于统计数据定量计算断面的传导率 160 80 可选

裂缝模型 以离散性数据形式来描述裂缝，建立离散裂
缝模型 160 80 可选

流线模拟 运用多相条件的流线数值，模拟三相流体流
动状态 160 80 可选

数据分析 进行多种数据转换，描述相模型的厚度属性、
属性间的概率相关性等 160 80 可选

井位设计 提供在三维空间与地质模型一体化的设计地
质靶标、井轨迹功能等 160 80 可选

测井及地震数据聚类分析 基于神经网络原理，针对确定性和随机性的
3D属性评估技术提供低成本的选择 160 80 可选

... ... ... ... 可选

n 基础模块为客户必选模块，高级模块为客户可选模块，基础模块单个售价为120万元，以后每年收取40万元
的升级维护费，即单个客户购买基础模块需花费120（万元）*12=1440（万元），以后每年需缴40（万元）
*12=480（万元）升级维护费；

n 2022~2023年产品基础模块部分系统正式投入商用，营收累计达400余万元；
n 2024~2026年产品基础模块基本投入商用，产品高级模块陆续投入商用，营收累计达3500余万元，创造利润

700余万元，税收210余万元。

营收预测



第六部分  发展规划



深度挖掘油田勘探领域

的需求，在已有研究基

础上，继续投入500万元

用于完善集油井信息采

集、勘探、分析一体化

服务软件。依托宿州市

云计算数据中心，申报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在国内两座大型油田进
行推广应用，打破国外
垄断。实现累计销售收
入3500余万元，创造利
税900余万元。借助宿
州“云都”的优势，着
力搭建油井大数据云计
算平台，争创区域级石
油人工智能国家工程实
验室。

全面替代国外同类油服

软件，申请油服行业核

心技术专利50余项，牵

头制定行业标准和国家

标准，提高品牌知名度

和国内市场占有率，实

现累计销售收入破亿元。

加大油田测井、钻井等
关键性传感设备的研发，
为各大石油运营商提供
测井、钻井等一站式工
程解决方案，积极推动
产品向中东、拉丁美洲、
北美进行服务渗透，提
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
有率，实现年均销售收
入1亿元，实现在科创板
上市。

第一阶段
（1-2年）

第二阶段
（3-5年）

第三阶段
（6-8年）

第四阶段
（9-10年）



第七部分  融资计划和财务预测



公司估值：5000万元。
估值来源：
             1. 目前已完成地学核心系统， 油藏工程核心系统，地震解释系统， 测录井
                解释系统，三维地质体模型智能构建系统，三维地质体模型智能构建系统，
                油服勘探开发大数据云计算中心。
            2. 博士研发团队、市场行业精英。
            3. 已完成的多个项目，中煤集团、大唐电力、中石化
            4. 已获得的专利、实用新型、软件著作权以及正在申请中的专利。
            5. 行业发展前景和未来发展前景。
融资需求：融资500万元，出让10%的股权。
资金用途：研发、市场、元器件采购。
目前情况：公司已经开始盈利，收入大于支出，有正向现金流流入，每月有利润。

融资计划



2021年 2022年 2024年2023年 2025年 年份

200

年
销
售
额
（
万
元
）

400

800

2021年到2025年营收财务预测

2021年300万元

2022年500万元

2023年1200万元

2024年2100万元

2025年3500万元



欢迎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