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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从矿场实践出发 , 针对龙虎泡高台子区块套损的 6个特点 ,从几个方面分析了龙虎泡高台子区块套损

原因 ,首先从理论上进行了研究 , 得到了理论支持;其次综合分析了油田地质 、开发特征及套损特点 , 提出了该区块

套损的主要原因是注水过程中微裂缝开启 、延伸 , 导致泥岩夹层进水 , 使泥岩吸水蠕变 , 产生非均匀外载超过套管

的抗挤毁强度 ,从而使套管产生椭圆变形。最后结合现场实际情况 ,给出了相应的 5 个预防及治理措施 , 龙虎泡高

台子区块套损速度得到缓解 ,对低渗透致密性油藏开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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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虎泡高台子区块区域构造位于松辽盆地中央

坳陷区齐家 —古龙凹陷西侧 ,龙虎泡—大安阶地北

部 ,是长垣西部外围地区第 1个大面积投入开发的

特低渗透油田 ,共动用含油面积 56km2 ,地质储量

1756×10
4
t ,其中高台子油层地质储量 1476×10

4
t。

高台子油层的主要储层为高三组 、高四组 ,油藏埋藏

深度 1800m左右 ,地层厚度 300m 左右 ,具有储层物

性差 、单层厚度小 、敏感性强的特点;平均孔隙度

13.5%,平均空气渗透率 0.51×10
-3
μm

2
,属于低孔

隙度 、特低渗透储层 。

龙虎泡高台子区块共有油水井 606口 ,其中油

井 464口 ,水井142口 。自 1997年大规模投入开发

以来 ,水井套损比较严重 ,从 1999年年初发现套损

以来 ,近 2年的时间里已证实有 21口水井套损 ,占

水井总数的 14.8%(见表 1)。这些套损井给油田注

水调整带来很大困难 ,影响了油田正常开发 。针对

套损上升速度快 、给油田正常开发带来的危害大的

实际情况 ,积极地开展了龙虎泡高台子套损原因分

析工作 ,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及预防措施 。

表 1　龙虎泡高台子区块水井套损状况

投注时间/年.月 投注井数/口 套损井数/口 变形/口 错断/口 拔不动/口 发现套损时平均注水时间/月

1995.12～ 1996.04 2 — — — — —

1997.12 35 11 8 3 — 17.6

1998.06～ 1998.09 3 — — — — —

1999.02～ 1999.07 70 9 8 — 1 14.2

1999.12 30 1 — — 1 9

2000.08 2 — — — — —

合计 142 21 16 3 2 —

　　一 、龙虎泡高台子套损特点

从现场验证的情况来看 ,龙虎泡高台子区块套

损井主要是水井 ,其套损形式以变形为主 ,占总套损

井数的 76.2%;其次是错断 , 占总套损井数的

14.3%。分析认为 ,龙虎泡高台子区块套损井主要

有以下6个特点 。

1.套损井主要为水井 ,且以变形为主　统计 19

口有铅模及井径测试资料的套损井 ,共有套损点 63

个 ,其中变形点 60个 ,错断点 3个。

2.大部分套损井为多变点 、长井段损坏　有 12

口套损井套损点在 3个以上 ,占统计井数的 63.2%。

3.在断层附近的套损井所占比例较大 ,且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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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比较严重　目前断层附近水井已有 10口套损 ,

占断层附近注水井总数的 26.3%,其中 3口错断井

均分布在断层附近。

4.经过水力压裂的套损井所占比例较大　1997

年压裂的 15 口注水井 ,目前已有 6口井套损 ,占压

裂井数的 40.0%。

5.射孔井段内夹层部位或顶界附近的较多　从

纵向上看套损点位于射孔井段内夹层部位或顶界附

近的较多 ,共有套损点 55个 ,而位于射孔部位的套

损点仅有 8个。

6.套损点的岩性以泥岩为主　岩性为泥岩的套

损点有31个 ,占总套损点数的49.2%。

二 、套损原因分析的理论依据

龙虎泡高台子区块储层为特低渗透层 ,导压能

力差 ,地应力测试结果(17个井组)表明 ,龙虎泡高

台子储层中有微裂缝存在 ,主要有 2组:一组方位是

北东 30 ～ 65°,另一组方位是北西 38 ～ 65°。分析认

为 ,龙虎泡高台子区块套损的主要原因是注水过程

中微裂缝开启 、延伸 ,导致泥岩夹层进水 ,使泥岩吸

水蠕变 ,产生非均匀外载超过套管的抗挤毁强度 ,从

而使套管产生椭圆变形。

由于地层中非均匀地应力的存在 ,泥岩吸水蠕

变将对套管产生 1个非均匀的外挤力 ,套管周围围

岩蠕变外载的分布形式为椭圆形 ,其分布规律可以

近似地用余弦函数来表示[ 1]

σn = s1 +s2cos(2θ)

式中　　σn ———套管所受的径向蠕变外载力 ,MPa;

θ———与最大水平地应力方向夹角 ,°;

s1、s2 ———与试验条件及岩石性质有关的

常数 ,MPa 。

套管承受这种外载能力比承受均匀外载能力

低 ,所以一旦注入水进入泥岩层段 ,椭圆形外载就会

挤压套管 ,使套管发生椭圆变形。

三 、套管损坏的主要原因

综合分析油田地质 、开发特征及套损特点 ,得出

以下几个使泥岩吸水蠕变从而导致龙虎泡高台子区

块套损的原因。

1.套管接箍渗水导致泥岩吸水蠕变　从套损点

的分布上看 ,在已证实的套损点中有 10个距套管接

箍位置小于 1m 。有关试验结果表明(大庆油田钻井

研究所),在14MPa 压差下 ,注入水就可以从水泥环

渗出 。在接箍密封性能差的情况下 ,就使得套管接

箍渗水 ,造成泥岩吸水蠕变 ,导致套损 。例如该区块

的龙 7-14井共有 6处变形点 ,其中 4处位于接箍

上下 。

2.注水压力高导致微裂缝开启 ,造成套损　龙

虎泡高台子在 1997年大面积投入开发时 ,采取了早

注水 、早分层及早期高注采比等措施。初期注采比

为3.8(目前为3.2),实际注水强度为3.1m3/(d·m)。

由于龙虎泡高台子渗透率低 ,导压能力差 ,随着注水

时间的延长 ,造成井底周围憋压 , 平均静压已达到

39.5MPa ,导致注水压力不断上升 。统计投注较早的

36口注水井资料 ,注水3年 ,平均注水压力由投注初

期的 17.1MPa 上升到目前的 19.9MPa 。

统计 17口井地应力测试结果表明 ,油层中有微

裂缝存在 ,裂缝开启时的平均注水压力为 19.5MPa。

在 142口注水井中 ,注水压力超过 19.5MPa 的井有

56口 ,其中已有 10口井套损 。因此 ,由于龙虎泡高

台子存在微裂缝 ,注水压力高时易造成裂缝开启 ,导

致注入水进入泥岩夹层 ,从而使泥岩吸水蠕变造成

套损 。

大庆布木格油田的扶杨油层与龙虎泡高台子区

块比较类似 ,平均油层中深为 2200m ,于 1999年 12

月投注 10 口注水井 , 初期注采比为 8.2(目前为

6.3),注水压力由投注初期的 20.9MPa上升到目前

的 23.6MPa ,从已作业的井看 ,均未发现套损。其主

要原因就是扶杨油层没有微裂缝 ,进一步证实了龙

虎泡高台子是由于微裂缝的存在而导致套损 。

3.断层附近微裂缝发育 ,导致套损井多 ,套损程

度严重　构造地质学理论认为 ,断层附近微裂缝发

育 ,离断层越近 ,微裂缝的密度就越大 ,缝宽也越大。

发育方向和最大地应力方向与最近断层走向基本一

致 ,而最小地应力方向与断层走向垂直。龙虎泡高

台子区块有10口套损水井位于断层附近 ,套管均严

重变形并有 3口井错断。如该区块的龙 17-12井 ,

位于断层附近 ,大修过程中测方位 、井径 ,发现变形

点1807.7m处变形范围为 114 ～ 139mm ,受力方向为

87°,基本与断层走向一致;该区块的龙6-10井处于

2条断层交汇处 ,错断口在G Ⅰ 1与 G Ⅲ3 夹层内 ,错

断口上部发现 5处变形 , 变形点均位于泥岩夹层。

证实了由于断层附近微裂缝发育导致注入水侵入泥

岩夹层 ,使泥岩蠕变造成套损 。

4.压裂加大了垂直裂缝延伸程度 ,导致套损井

多　高台子区块油层砂岩层薄 ,泥岩 、砂岩交错分

布 ,而且含钙较高 。压裂产生的垂直裂缝远远超出

砂岩层 ,延伸到泥岩中 ,为注入水进入泥岩形成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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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通道 。从表 2的井温测井资料可以看出 ,压裂

产生的垂直裂缝已穿过砂岩层 ,延伸到泥岩隔层。

高压注水时 ,注入水会更多地沿垂直裂缝进入泥岩

层 ,更易产生多点套管变形 。从压裂水井套损点的

分布上看 ,6口压裂套损井有 25个套损点 ,在压裂层

段内的就有 22 个 ,其余 3 个也均在压裂层段附近 ,

说明水力压裂时压裂层段内的泥岩夹层被压开 ,从

而导致泥岩夹层吸水 。如该区块的龙 6-06 井 ,压

裂GⅢ3～ 9层段时 ,加砂 3min ,加砂量为 1.5m3即发生

窜槽 ,导致该井在注水 17个月后发生错断 ,且错断

点以上有 4个变形点 。
表 2　压裂层段裂缝高度对比

井号 压裂层段/m 裂缝高度/m

龙 11-12 1784.6～ 1787.5 14.0

龙106-12 1775.2～ 1781.3 18.4

龙 6-06 1785.4～ 1790.3 19.0

龙110-18 1815.3～ 1820.5 15.6

龙 28-08 1812.3～ 1816.4 16.5

龙110-20 1814.6～ 1818.8 17.8

　　5.套管强度低 ,抵抗不住非均匀地应力而引起

的挤毁变形　龙虎泡高台子使用的套管为 J-55钢

级 ,壁厚为 6.20 ～ 7.72mm ,由于开发时只考虑了钻

井完井施工要求 ,没有考虑油田开发过程中地应力

变化等对套管承载能力的影响 ,因而造成套管强度

低 ,抵抗不住非均匀地应力而引起的挤毁变形。根

据水力压裂施工曲线计算出龙虎泡高台子区块

(1800m 深度)的最大 、最小地应力分别为 42MPa 和

37MPa ,由于泥岩吸水蠕变使套管承受椭圆形径向分

布载荷 。利用非均匀载荷下套管强度的计算方法对

承受不同椭圆分布形态(即轴比 a/b 不同)外载荷

下的P-110 、N-80 、J-55等不同钢级套管进行强

度校核 ,计算结果见表 3。
表 3　不同钢级壁厚套管抗外挤强度

套管钢级 J-55 J-55 N-80 P-110 P-110

壁厚/mm 6.2 7.72 7.72 7.72 10.54

抗内压强度/MPa 29.42 36.66 53.33 73.31 100.05

抗外挤强度

/MPa

均匀外压 21.51 33.85 43.3 51.5 102.23

a/ b

0.95 16.30 25.66 32.82 39.04 77.49

0.9 12.91 20.31 25.98 30.90 61.34

0.85 10.73 16.88 21.59 25.68 50.98

　　从表 3 可以看出 , 龙虎泡高台子所下壁厚为

7.72mm的 J-55钢级套管 ,无法抵抗最大和最小地

应力分别为 42MPa和 37MPa(轴比为 0.88)时所形成

的非均匀外载;只有使用壁厚为 10.54mm 的 P-110

钢级套管 ,才能抵抗由于泥岩蠕变产生非均匀地应

力而引起的挤毁变形 。

综上所述 ,龙虎泡高台子区块的主要套损原因

是由于储层中存在微裂缝 ,加之油田注水压力不断

上升 ,注水过程中微裂缝开启 、延伸 ,导致泥岩夹层

进水使泥岩吸水蠕变 ,产生非均匀外载超过套管的

抗挤毁强度 ,从而使套管产生椭圆变形 。

四 、龙虎泡高台子区块套损防治措施

根据龙虎泡高台子区块套损的特点及原因 ,在

预防套损方面作了以下工作。

1.针对断层附近注水井易套损的特点 ,对断层

附近注水压力较高的注水井进行控制注水。从 1999

年 5月开始 ,对断层附近 15口注水压力较高的水井

实施了方案降水 ,降低配注185m
3
/d ,配注强度由3.1

m3/(d·m)降到 2.3m3/(d·m),实际注水降低197m3/

d;调整后 ,注水井平均注水压力由 19.4MPa 下降为

19.0MPa 。目前在这 15口井中没有发现套损 ,有效

地防止了裂缝进一步延伸加速套管损坏 。

2.针对断层附近注水井套损现象比较突出的矛

盾 ,对断层附近的注采系统进行调整。将断层附近

的5口注水井改为油井 ,从而有效地预防了套损现

象的产生 。

3.在龙虎泡高台子区块新钻井中下入高强度套

管 ,提高其抗挤毁强度 。对龙虎泡高台子区块 8口

注水井在射孔井段及其上下 40m距离内下入高强度

P-110厚壁套管 ,从已作业的 4口井看 ,没有发现异

常情况。

4.针对注水压力高的问题 ,开展措施降压试验。

主要开展了酸化解堵和周期注水等降低注水压力试

验。

酸化解堵试验中 ,针对储层高含泥 、高含钙的特

点 ,优选解堵降压配方 。现场施工 6口井 ,在日注水

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 , 6 口井平均注水压力由措施

前的 22.0MPa下降到初期的 20.6MPa ,下降1.4MPa;

平均视吸水指数由措施前的 1.11m
3
/(d·MPa)上升

至措施后的的 1.49m3/(d·MPa), 上升0.38m3/(d·

MPa),平均有效期达到 79d。

理论研究表明 ,周期注水能有效地控制注水压

力的持续上升 ,扩大注入水波及体积 ,降低注水压

力。实施的 8个注水井组周期注水前平均注水压力

21.7MPa ,目前实施6个月 ,2个注水周期 ,注水压力

21.2MPa ,下降了 0.5MPa 。

5 .为减少由于作业诱发套损的可能性 ,在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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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井井下固体防蜡降凝管技术

范　凤　英

(胜利石油管理局临盘采油厂 ,山东临邑　251507)

　　摘要　固体清防蜡技术是近几年才兴起的油井清防蜡新工艺。该技术是针对原油生产过程中 , 油井结蜡影响

正常生产而研制开发的新一代油井防蜡降凝产品 ,它摈弃了以往各种清防蜡措施施工繁琐和费用较高的缺点 , 不

仅现场施工简单 、费用低 , 而且在 1个周期内不用任何维护。在胜利 、中原 、辽河等油田结蜡较严重区块的现场使

用 ,都取得了防蜡 、降凝 、改善原油低温流动性的良好效果 ,保证了油井的正常开采。一次性投放后 , 有效期可达 8

～ 12 个月 ,在有效期内 ,不用采用其它清防蜡措施。

主题词　油井　(固体防蜡)　降凝剂　杆柱

作者简介　范凤英 , 1961 年生。1983年毕业于石油大学(华东), 现从事采油工程工作 , 高级工程师。

　　目前 ,为了维持结蜡油井正常生产采取的主要

措施是热洗 、人工定期加清防蜡剂 、下抽油杆尼龙刮

蜡器和电加热等措施 ,但这些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弊

病 ,如对低压漏失井热洗相当于压井 ,造成油井生产

不正常 ,同时热洗周期 、热水温度 、热洗水质和水量

等很难完全满足标准要求;人工定期加清防蜡剂受

人为因素的影响;尼龙刮蜡器因井下故障多已被淘

汰;电加热技术由于耗电量大 ,现场用的很少 。固体

防蜡降凝剂克服了上述防蜡工艺技术的缺陷 ,不仅

现场施工简单 ,而且比其它任何清防蜡措施的费用

都低。在结蜡较严重的区块进行现场应用 ,取得了

良好的防蜡 、降凝效果 。固体防蜡降凝剂一次性投

放后 ,有效期为 8 ～ 12个月 ,最长有效期达一年半。

在有效期内 ,不需采用其它的清防蜡措施 ,管理方

便 。

由固体防蜡降凝剂加工组装成防蜡降凝管 ,接

在生产管柱上 ,可实现井下自动加药 。

一 、固体防蜡降凝剂的作用机理

固体防蜡降凝剂是由与微晶蜡结构相似的高分

子聚合物及其它助剂复配而成 ,具有与原油中的蜡

共晶或吸附蜡晶的作用 ,使原油中的蜡形成众多的

小晶体 ,阻止蜡晶在油管壁和抽油杆上聚集和长大 ,

作业施工时提前 3d关井降压 ,并采取控制放溢流的

办法 ,以防止套管受力瞬间变化过大导致套损 。

五 、结论

1.龙虎泡高台子区块套管损坏多发生在注水

井 ,以泥岩的套管变形为主要形式 。泥岩段在高压

注水时 ,易引起泥岩层吸水蠕变 ,使得 J-55套管难

以承受较大的非均匀挤压力 ,导致套管损坏。

2.对于储层物性差 、渗透率低的特低渗透层 ,投

入开发后注水压力不宜过高 ,从而减缓套损上升速

度 ,使之得到有效地控制 ,并且在低渗透 、导压能力

差的油田应在油层段下高强度套管 ,以提高抵抗非

均匀外载的能力 。

3.目前对于深部多点套损井还没有有效的修复

工艺 ,即使通过胀管整形修复后 ,一段时间内又在原

来套损部位损坏 ,无法按注水方案实施机械分层注

水 。因此 ,应在套管防护上加大力度 ,降低注水强

度 ,使注水压力不超过地层的破裂压力。

4.开展注采系统调整试验 、加密调整试验 、不同

驱替方式试验 ,以改善油田开发效果 ,从而解决套损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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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Jiang Tingxue , Wang Baofeng , San Wenwen (Fracturing &Acidizing Technical Service Center of Mangfang
Branch of RIPED ,CNPC)

Abstract　The specialty and the fracture countermeasure of low permeability and abnormity high pressure pools were
argumented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of Fan-128 fault in Shengli Oilfield , which the period of validity of fracturing is
shorter.A lots of simulate calculations were carried out from two aspects about oil well and water well.At last , one new
fracturing technology design project was put forward.Two wells had been done and a telling effect was acquired.The
success has a great realism meaning to increase production measures of Fan-128 fault..

Subject heading　Shengli Oilfield　low permeability pools　abnormal pressure　fracture　technology design

ANALYSE OF CASING FAILURE AND ITS PREVENTIVE MEASURE OF GAOTAIZI FAULT IN
DAQING OILFIELD

by Li Shuqun , Sun Xianjie , Zhao Li juan(No.9 Production Plant , Daqing Oilfield Co.)
Abstract　The reason why casing failure occurred in Gaotaizi fault is analyzed from a few aspects aimed at the char-

acters of casing failure in this area.Firstly , it is studied in theory and obtained sustain.Secondly , the field geology , the
production feature and the casing failure character are analyzed synthetically ..Then , the main reason is brought forward
that micro-fracture opening and extending bring mudstone sop and creep.So the production uneven load is bigger than
the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casing.This makes casing becoming ellipse.Five preventive measures have been put forward
and the speed about casing failure in Gaotaizi fault become slower.

Subject heading　casing failure　mudstone 　creep　fault　water flooding　fracturing　heavy wall pipe　pre-
ventive measure

TECHNOLOGY OF DOWN HOLE SOLID PARAFFIN INHIBITION POUR POINT DEPRESSION PIPE
by Fan Fengying (Linpan Oil Production Plant , Shengli Oilfield Limited Company)
Abstract　Solid paraffin inhibition technology is a new oil well paraffin inhibition technology springing up only a

few years.It is a new production for oil well paraffin inhibition , which discard the disadvantage of the past paraffin inhi-
bition.The solid paraffin inhibition has a lower cost and simple construct in field using , and need no other maintenance
in a period.After using in Shengli Oilfield , ZhongyuanOilfield and Liaohe Oilfield , a better effect was gained.The pe-
riod of validity of this technology is eight to twelve months and in the stage there is no other measure to be done.

Subject heading　oil well　solid paraffin inhibition　pour point depressant　rod string

TECHNOLOGY OF PLUGGING AND PROFILE CONTROL IN VISCOUS CRUDE OIL THERMAL RE-
COVERY WELL

by Wang Leixu , Yu Qian , Zhou Jianhua (Oi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cademe ,Zhongyuan Petroleum Exploration
Bureau)

Abstract　In the production stage from steam soaking to steam flooding , the problems of Henan Oilfield were bigger
difference about formation , severity steam channeling , longer period and high heat lossing.The new grain agent about
plugging and profile control which is mainly made from by-product of alkalization industry was developed with higher
strength , easier plug removal , lower cost.The field construct technology was matched with it.Lab and field test show
that this technology has a series characters such as better pumpability , higher strength , easier plug removal , longer peri-
od of validity and non-risk.The technology can plug cannel of steam channeling validity , hold back edge water and
steam injection profile control.

Subject heading　viscous crude oil　thermal recovery　by-product of alkalization industry　high strength　plug
removal easily　plugging　water shutoff　profile control

NITROGEN SOAKING TECHNOLOTY WITH SURFACTANT ASSISTANT
by Wang Haiping , Liu Yingxue(Oil Production Technology Academe , Jianghan Oilfield Co.)
Abstract　The fashion of nitrogen injection includes nitrogen-water injection alternately , nitrogen-water injec-

tion with impulse and nitrogen soaking.Nitrogen soaking is simple and easier done , lower cost and quicker effect.The
mechanism of nitrogen soaking is narrated briefly.Lab tests have been done to study the technology parameter of nitrogen
soaking , and using surfactant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later stage.Field test shows nitrogen soaking technology with sur-
factant assistant is a feasible fashion of nitrogen injection.

Subject heading　surfactant　nitrogen injection　mechanism　field testing

APPLICATION OF TRACER TESTING TECHNOLOGY AMONG WELLS IN BAO26 -30 WELL
GROUP IN KE' ERQIN OILFIELD

by Wang Qian , Di Tingting , Qi Haiying , Yu Xiejia(Drilling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Academe , Liaohe Oilfield
Co.)

Abstract　With distribution and non-distribution isotope tracer , tracer testing among wells has been done in
Bao26-30 well group in Ke' erqin Oilfield.It was explained determine the nature with the direction of water flooding ,
the connectivity among wells and uneven of reservoir.The remaining oil saturation among injection and production wells
was given out quantificationally.The propose about adjusting and fathering is presented to water injection well group.

Subject heading　isotope　tracer testing　remaining oil saturation　distr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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