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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采气过程中加入高温泡沫排水剂有利于降低地层水表面张力及井筒液柱密度 , 改善水气流动状态 ,

达到排水采气的目的。通过一系列室内试验筛选出适合江苏盐城气田气水共产井的高温泡沫排水剂。 实践证明 ,

Ych 高温排水剂能保证气井连续排液 ,保证气井的正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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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沫排水采气是近年来国内外迅速发展起来的

一种排水采气技术 ,在采气工业中得到普遍应用 ,它

具有设备简单 、施工方便 、成本低 、适用井深范围大 、

不影响气井正常生产等优点。国内已有泡沫排水剂

(以下简称泡排剂)十多种 ,一般适用于 70℃以下的

地层。随环境温度的升高 ,泡排剂的起泡能力和稳

定性会大大降低 ,尤其在 100℃以上的高温地层 ,许

多起泡剂产生的泡沫会在几分钟内消失 ,甚至不产

生泡沫 。为解决高温 、深井和产水量大的气井排水

采气问题 ,研制了高温泡排剂 Ych ,并引入气井连续

排水理论对泡排机理进行了探讨。

1　泡排工艺机理

(1)降低地层水的表面张力 ,使水在气流的扰动

下容易被分散 ,大液滴变成细小的液珠 ,进而有利于

气水流态由举升效果差的气泡流或段塞流向易举升

的雾状流或段塞流转变 ,减少气液的滑脱损失 。

(2)降低密度 。起泡后 ,垂直管中的液体转化为

泡沫 ,使液态密度几乎可降低到原来的 1/10 ,使液

柱的压力大大降低 ,同时气 、液流度差别不大 ,有利

于举升。

(3)井底气水混合物因气流冲击会产生涡流 ,泡

排剂会减少涡流造成的垂向流动阻力 ,提高管段液

相的可输性。

(4)可清洗井底 ,同时泡沫会将不溶性污垢 、颗

粒携带出井筒。

由于上述作用的结果 ,在不能连续带水或不能

将水完全带出的井中加入泡排剂后 ,能够改善或恢

复井的生产 。

2　高温泡排剂的研制

泡排剂的优劣及工艺参数是泡排效果好坏的关

键 。根据气田情况 ,要求泡排剂应达到以下指标:

(1)与地层水混溶后不产生沉淀 ,避免造成井下

堵塞。

(2)在室内 90℃的高温地层水中具有较好的起

泡 、稳泡能力和带水能力。

(3)适用于 100℃以上 、4500m 以内 、日产水20m3

以上的高温气井 ,使用后有较明显的排水功能 ,使施

工井油管液面下降 ,气产量增加 ,井口压力提高 。

(4)泡沫排水剂具有缓蚀功能 。

在以上条件下 ,开展了系列高温泡排剂研制试

验:首先配制出泡排剂 ,并多次进行简单的罗氏泡高

试验来调整配方;然后在高温下进行罗氏泡高试验

和动态带水试验 ,对比 Ych和其它常用泡排剂的性

能 ,确定其起泡能力 、高温稳定性和动态带水能力是

否最好 ,以及其经济使用浓度;通过泡排剂的缓蚀能

力 、表面张力 、持水率和配伍试验的测定来评价其综

合性能;最后将研制好的高温泡排剂用于现场高温

井 。

2.1　罗氏泡高试验

在 90℃条件下 ,将配制好起泡剂浓度的地层水

溶液装在罗氏泡沫管内 ,用滴液的方法测定起泡剂

的起泡及稳泡性能。测试时 ,按起泡剂浓度0.1%,

0.3%,0.5%的顺序依次做起 ,每个试验重复测试 3

次 ,取最终数据平均值 ,试验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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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几种泡排剂的起泡和稳泡性能对比试验

泡排剂
浓度

/ %

泡沫高度/mm

初始 3min 5min 8min

Ych 0.1 191.7 246.7 206.7 143.3

0.3 250.0 308.3 286.7 140.0

0.5 256.7 336.7 323.3 173.3

UT-11B 0.1 154.0 213.3 186.7 120.0

0.3 203.3 300.0 283.3 113.3

0.5 226.7 305.0 296.7 100.0

CT5-2 0.1 138.3 10.0 0 0

0.3 155.0 13.3 5.0 0

0.5 196.7 13.3 5.0 0

HT-3 0.1 106.7 10.0 5.0 1.7

0.3 203.3 15.0 5.0 3.0

0.5 231.7 15.0 5.0 3.0

　　试验结果分析:

(1)泡排剂 CT5-2和 HT -3的起泡性能和泡

沫稳定性都较差 。

(2)泡排剂 Ych 和 UT-11B的起泡性能和稳泡

性能都较好 ,但从 8min 的泡沫高度试验数据来看 ,

Ych抗高温能力比 UT-11B还要强。

(3)泡排剂 Ych的使用浓度为 0.1%～ 0.5%时

均具有较好的起泡和稳泡性能 。

2.2　动态带水试验

在水温90℃、模拟气井油管条件下 ,用气流搅

动的方法使起泡剂溶液产生泡沫 ,测定一定时间内

的带水能力 。试验按照起泡剂浓度 0.1%, 0.3%,

0.5%依次做起 ,直至泡沫将混合试液带完为止 ,每

个浓度测试3次 ,取最终数据平均值 ,结果见表 2。
表 2　几种泡排剂的动态带水能力试验

泡排剂
浓度

/ %

带水量

/ mL

带水时间

/min
备注

Ych 0.1 142.5 1.5

0.3 176 1.75 带出全部试液

0.5 177 1.75 带出全部试液

UT-11B 0.1 130 1.75

0.3 160 1.75

0.5 172.5 1.75 带出全部试液

CT5-2 0.1 150 1.75

0.3 167.5 1.75

0.5 171 2 带出全部试液

HT-3 0.1 95 2.5

0.3 155 2.5

0.5 170.5 2 带出全部试液

　　试验结果分析:

(1)在 0.5%的浓度下各类型起泡剂均能全部

带出试液 ,但在低浓度下 Ych ,UT-11B , CT5-2带

水能力较好 ,且性能稳定 ,其中泡排剂 Ych 带水能力

最强。

(2)0.3%～ 0.5%的泡排剂 Ych 具有很好的带

水能力 。

通过几种泡排剂罗氏泡高和动态带水试验 ,初

步确定 0.3%的泡排剂 Ych为所选高温泡排剂。

2.3　泡排剂 Ych的评价试验

2.3.1 　泡沫含水率测定 　在 90℃下 ,用浓度为

0.3%泡排剂溶液发泡 ,然后用收集瓶收集 l L从动

态泡沫带水仪中排出的泡沫 ,待泡沫全部消失呈液

体后 ,再测定液体体积 ,共进行 5次试验 ,泡排持水

量分别为 11mL , 12.5mL , 10.5mL , 12mL , 12mL , 11.6

mL ,说明每升泡沫的平均持水量为 11.6mL。

2.3.2　泡排剂与地层水的配伍性试验　在 90℃条

件下 ,将 5%的 Ych溶液和地层水混合 ,反应24h后 ,

试液由灰白色不透明状变为深黄色 ,瓶底有 47.7mg

沉淀物 ,占混合液质量的 0.095%,小于 1.0%,且为

易于分散和携带的粉状 ,容易被气液带出 ,不会造成

地层堵塞 ,更不会影响排水效果 。

2.3.3　腐蚀试验　在 90℃,13MPa 的条件下 ,用挂

片腐蚀仪进行试验 ,测取地层水和 0.3%泡排剂溶

液对N80钢片的腐蚀率 ,测得地层水对N80钢片的

腐蚀程度为 0.4083%,而加入 0.3%泡排剂的溶液

对N80 钢片的腐蚀程度为 0.08593%,缓蚀率达到

78.9%。

2.3.4　表面张力变化试验　利用表面张力测试仪

测得地层水的表面张力为 76.5mN/m ,用该地层水

配制 0.3%的 Ych 泡排剂溶液 ,测得其表面张力为

34 mN/m ,下降率55.6%。

根据以上试验 ,泡排剂 Ych的综合性能指标为:

外观 淡黄色液体

密度(20℃) 1.03 g/cm3

起泡高度(90℃) 开始时≥191.7 mm

5min后≥206.7mm

表面张力(20℃) ≤34mN/m

沉淀物(20℃) ≤0.095%

适用矿化度范围 0 ～ 7000mg/L

缓蚀率 ≥78.9%

3　泡排工艺设计

　　气井要达到连续排液的条件是气流上升速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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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最大液滴沉降速度[ 1] ,据此可推导出液滴的滞

止流速(沉降速度)公式(1)。式(2)和式(3)分别为

流量公式和气井连续排液的临界流速公式

v c=0.0523 σ 9.8ρL-
34158γgp

ZT

1
4

·
γg p
ZT

-
1
2

(1)

Q c=
24990A p vc

ZT
(2)

vkp=avc (3)

式中　　vkp———管鞋处临界流速 ,m/ s;

　　vc ———管鞋处液滴的沉降速度 ,m/ s;

　　γg ———天然气的相对密度;

　　σ———液体表面张力 ,0.0765 ,mN/m;

　　p ———状态压力 ,MPa;

　　A ———流通面积 ,m2;

　　a ———井深因数;

　　ρL———液体密度 ,kg/m
3
。

由公式(1)可知:表面张力越小 ,滞止流速越小;

压力越低 ,滞止流速越大;液体重度越小 ,滞止流速

越小 。

某气井层深 3711 ～ 3976m ,静压 32.74MPa ,油层

温度 132.2℃,产气 4.7×104m3/d ,天然气的相对密

度为 0.5877 ,天然气偏差因数 Z 为 0.98 ,井口温度

38℃。地层水总矿化度为 32 000mg/L ,水型 NaHCO3

型 ,天然气中含有一定量的二氧化碳。由于该井较

深 ,井深因数 a取 1.3 。

根据公式(1)～ (3)计算 ,在井口流压为 6.6MPa

(为满足输送要求必须达到的井口压力)时 ,井口实

际流速低于井口临界流速 ,不能达到连续排液的要

求。因此必须通过泡沫助排剂来达到降低临界流速

的目的。

根据试验结果和现场资料 ,利用公式(1)～ (3)

对有关参数进行了计算 ,各数据变化见表3。
表 3　加入泡排剂后试验井有关参数的变化

参数 原始数据

起泡后数据

井口压力

不变时

井底压力

不变时

表面张力/mN·m-1 0.0765 0.034 0.034

液体密度/kg·m-3 1031.1 128.9 128.9

井口压力/MPa 6.6 6.6 15.64

vkp/m·s
-1 2.42 1.39 0.66

Qc/104m3 3.95 2.27 2.54

v实际井口/m·s
-1 1.92 1.92 0.81

q实际井口/ 10
4
m

3
3.14 3.14 3.14

　　计算结果说明 ,加入泡沫助排剂后 ,液体密度降

为原来的 1/8。在保持井底流压即生产压差不变的

情况下 ,降低了表面张力和液体密度 ,井口实际流速

0.81m/ s ,大于临界流速 0.66m/ s ,且小于 1m/ s ,因此

可通过泡排达到连续排液的目的 。

4　现场应用

Chq气田 Zh22井 ,生产井段 4286 ～ 4318m ,井底

温度高达 105℃, 地层水为 NaHCO3 型 , 总矿化度

20 000mg/L。2002 年 1 月 ,套压 2.5MPa , 油压1.6

MPa ,平均产气量 2.1×104m3/d ,日产水 0.36m3 。由

于井底压力较低 ,差压流量计显示忽高忽低 ,说明气

井带水生产不稳定 ,有间断出气现象。2 月份 ,采用

Ych型泡排剂助排 ,按 0.14%浓度每天加入0.5kg

后 ,差压流量计显示日趋平稳 ,生产恢复正常。

赤水气矿宝三井 ,井深 2900m ,井底温度 92℃,

地层水总矿化度 2.92×104mg/L ,CaCl2 水型。该井

水产量大 ,井口水温 60 ～ 70℃,使用多种起泡剂效

果都不好 。采用气举生产 ,日注气 8.5×10
4
m

3
,日产

气 0.8×104m3 左右 ,日产水 190 ～ 240m3 。2002年 3

月 ,该井使用 Ych型泡排剂 ,每天加入 60 ～ 70kg ,使

用浓度 0.025%,初期日增产气 0.8×10
4
m

3
,生产稳

定后 ,日产水量可维持在 240 ～ 270m3 ,日产气量 1.5

×104m3 ,增幅达87.5%,使高温 、高产水气井达到了

泡沫助排采气的目的。

5　结论

(1)高温泡排剂 Ych现场应用效果明显 ,满足了

高温 、深井泡沫排水采气的需要 。

(2)在现场应用井例中 ,地层水温度达到 92 ～

105℃。

(3)高温泡排剂 Ych 一般使用浓度 0.1%～

0.5%,现场可根据实际情况和经济需求适当调整 ,

最低有效使用浓度达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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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In a manner analogous to type-curve matching for

well testing , we can analyze field tracer data by compar-

ing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ransfer function and

phase spectrum , both the heterogeneity index and pore

volume can be easily and quickly estimated by this

method.If the partitioning tracer and non-partitioning

tracer were used simultaneously , then the residual oil

saturation can be estimated.We demonstrate this method

by analyzing field tracer data from the Xinjiang oil field ,

the results show very good agreement with other tradition-

al methods.

Key words 　type-curve matching 　multi-well

tracer 　transfer function 　phase spectrum 　heteroge-

neous index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FOAM DISCHARGING AGENT

by Qiang Yonghe(Jiangsu Petroleum Exploration

Bureau)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gas production ,

adding High Temperature Foam Drainage Agent(HTF-

DA)can reduce the surface tension of formation water

and well-bore fluid density , improve the flowing state of

water and gas ,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goal of drainage

and gas production.In this paper , the HTFDA , called

YCH , which is compatible to the gas-water producing

well in Yanchen Oilfield , is chosen by a serious of labo-

ratory experiments.The practices proved that YCH , the

HTFDA , ensure gas well discharge liquid continuously

and production normally.

Key words　foam drainage technology 　mecha-

nism　high temperature　deep well　produce water rate

RESEARCHES AND OILFIELD APPLICATIONS

OF OIL WELL MASKING WASHING-WELL

TECHNOLOGY

by Tang shanfa , Yu gaoming , (Jianghan Petroleum

Institute),Cai muping ,Guo hongjin ,Yang shungui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that there is

loss of circulation , formation damage and water out in

washing-well of negative pressure oil well , the viewpoint

of masking washing-well technology is proposed , and rel-

evant washing fluid is prepared.Library and oilfield ex-

periment show the masking washing fluid have better sta-

bility of suspension 、masking temporary shut-off 、high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 and ability to remove temporary

shut-off;All problems that oil-wellwater removal time is

long , formation is damage , and producing capability de-

creases are resolved;Washing-well water is saved , the

working program under well is simplified , non-production

cost decrease;1%～ 5% recovery efficiency is attained

in per well.

Key words　negative pressure oil well　masking

temporary shut-off　washing-well　oil reservoir protec-

tion　and application

MECHANICS ANALYSIS OF PERFORATING

COMBINEDWELL TESTING STRING AND PRO-

TECTION TECHNOLOGY OF DOWNHOLE IN-

STRUMENT

by Yin Hongdong(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ang Jianjun ,Li Shiyi

Abstract 　Combined with on site practices , the

mechanics analysis of the perforating combined well test-

ing string is carried out.The effect of high pressure and

the vibration of perforating gun on the string is analyzed

more emphatically.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high pres-

sure produced in the sealing interval is the main factor

that causes the string vibration at the instant of detonat-

ing , and the vibration absorbing method of the string is

put forward.The high pressure is indicated as the main

factor causing damage of the pressure gauge.Based on

which , the proper string structure , and protecting de-

vices of the downhole instrument are designed.The suc-

cess rate of perforating combined well testing operations

is increased.

Key words　perforating combined well　testing　

shock absorber　protector

ALKALI CORROSION INHIBITOR FOR TUBING

AND CASING IN OIL WELL WITH MIDDLE OR

HIGHER CONTENT OF WATER

by Wu Zongfu ,Li Zhongkai ,Huang Hongquan ,Nan

Tianjie , Wang Ping , Wang Dachuang , (Oil Producing

85Vol.25 No.3　　　　　　　　　　　　　　　ABSTR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