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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指出传统凝析气藏油气分布模型存在的问题 ,推荐三区渗流模型 ,并提出凝析气藏多区多相油气分布

的概念。分析了不同开采阶段气藏露点压力和油气相渗变化特征 , 并将油气相渗进行性变化的思想引入凝析气藏

的试井分析中 ,提出基于多区多相油气分布模型的凝析气藏不稳定试井和产能试井分析方法。指出目前凝析气藏

生产压差确定存在的问题 ,强调了合理确定生产压差的原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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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析气藏的主要特点是当地层压力下降到露

点压力以下时 ,在储层会产生反凝析 ,并不断堆积 ,

造成气相渗透率急剧下降 ,并伴随产量大幅度递减 。

尽管凝析气藏在生产中所表现出的特殊现象已

引起人们的重视 ,但到目前为止 ,对其中存在的深层

次问题有些并未被认识或解决 。凝析气藏开发指导

思想上还存在以下问题:(1)将复杂的凝析气藏相变

与渗流理论简单化 、近似化 ,并以此来指导凝析气藏

生产;(2)对由于反凝析等导致的储层流动的持续性

恶化与产能进行性地降低难以认识 、预测与控制 。

笔者拟就凝析气藏开采中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进

行讨论。

1　不同阶段储层多区多相分布理论与参数

变化特征

1.1　常用凝析气藏油气分布模式

(1)地层压力高于露点压力:在储层未有凝析油

析出 ,为干气分布。

(2)远离井眼的地层压力高于露点压力而井底

流压低于露点压力:凝析油在近井地带析出并逐渐

积累 ,导致气相渗透率减小 ,产能降低 ,即所谓的“凝

析油堵塞”现象。储层表现为油气两相与干气分布

状态。

(3)地层压力低于露点压力:整个储层皆为油气

两相分布。

这种凝析气藏分布的基本概念是对的 ,然而 ,没

有量化方法 ,有时将凝析油饱和度在储层作平均对

待 ,难以准确描述凝析气藏不同阶段的渗流特征与

气藏参数。

1.2　Gringarten凝析气藏三区油气分布[ 1～ 3]

Gringarten等人研究表明 ,在凝析气藏不同开采

阶段 ,储层会出现 2个或 3个不同流度区 ,如图 1所

示 ,分别为:(1)I区:油气两相流动区域;(2)II区:油

气两相共存 ,但凝析油不流动 、仅有气相流动的区

域;(3)III区:单相气流动区域 。

　　三区渗流模型明确提出储层油气两相流分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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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凝析气藏三区油气分布

征 ,同时给出确定各区半径的方法 。尽管这种分布

模型与参数确定方法还不精确 ,但它能够有效推进

凝析气藏开采中有关问题的解决 ,已得到国内外一

些学者的认同。

1.3　凝析气藏多区多相油气分布

基于多相流理论与多孔介质力学 ,对Gringarten

的凝析气藏三区模型可作进一步修正。

(1)模型一 ,对图 1 ,考虑多相流动流型间的过

渡区与流体流速剥离作用 ,给出如图 2所示的油气

分布 。特点:三区之间存在过渡区;含油饱和度分布

考虑了毛管数影响。

图3　凝析气藏多区油气分布

在图 3中 ,流型 I:不可动凝析油;流型 II:在近

井地带 ,较多的凝析油单相流入井底 ,形成单相凝析

油流动;流型 III:气液两相流动;流型 IV:单相气流

动。各流型之间也存在过渡流型。

1.4　不同开采阶段气藏露点压力变化特征

由上所述 ,在凝析气藏开采的不同阶段中 ,储层

含油饱和度不断变化 ,这意味着储层中重组分比例

增加 ,由此带来气藏的露点压力也在变化 。在各种

模拟与计算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这一点 。

1.5　不同开采阶段和测试期间气藏相渗变化特征

在生产和稳定测试期间 ,若地层有反凝析液产

出 ,气相相对渗透率将会明显降低。工作制度不同 ,

生产压差就不同 ,在地层中凝析液的析出程度不同 ,

导致气相渗透率不同。即当井底流压低于露点压力

时 ,储层内有凝析液析出 ,形成气液两相流动 ,导致

不同工作制度测试情况下气相相对渗透率不同 ,且

多数情况下差别很大。

对于不稳定测试 ,在不同时刻沿径向的凝析油

饱和度分布均在变化 ,从而导致油气相对渗透率也

处于变化之中 ,继而会影响压力分布和气井产量。

同样 ,在各种模拟与计算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气相

渗透率的不断变化特征 。

2　凝析气藏试井新理论

凝析气藏开采与测试的不同阶段 ,存在的储层

多区多相分布特征与相渗变化特征 ,揭示出现有的

试井理论 、方法与软件过于简化 ,可能会对气藏的解

释产生较大误差。

2.1　基于凝析气藏多区模型的不稳定试井理论

凝析气藏试井解释模型的正确性建立在是否准

确描述储层真实渗流状态基础上 。目前凝析气藏不

稳定试井解释是沿用过于简化的模型去做曲线拟

合 ,如图 4所示 。

图 4　试井解释复合图版

由前所述的凝析气藏多区油气分布描述已经表

明 ,在不稳定测试期间 ,储层常常出现 2个或 3个不

同流动区域 ,而仅仅采用单一区域来描述整个储层

的物性存在较大误差。同时 ,不同测试时刻 ,影响压

力响应的相对渗透率是不断变化的 。因此 ,在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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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凝析液析出时 ,采用简化的方法进行试井解

释与实际偏差较大。即使是考虑了油气两相流动 ,

而忽视了油气相渗变化特征的试井方法 ,其解释结

果也难以反映真实储层生产状态。

继Gringarten等人提出的多区油气分布模型后 ,

国外有些学者提出了相应的试井解释方法。这些方

法考虑了不同区的不同流动特征 ,得出不同区的渗

透率参数 ,使得能够更加符合实际地认识储层 。

2.2　基于凝析气藏多区模型的产能试井理论

凝析气藏产能试井普遍采用(1)式所表示的单

相气二项式产能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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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式可以看出 ,系数 A 、B 与渗透率的变化

密切相关 ,但渗透率是一个常数 。在凝析气藏产能

试井中 ,由于测试工艺的需要 ,不可避免会出现井底

流压低于露点压力的情况 ,结果不同工作制度下的

储层油气分布从干气变油气两相状态 ,并有可能出

现前述的三区油气分布状态。不同油气分布下 ,储

层平均渗透率不相同 ,因此 ,不同工作制度下的系数

A 、B 不再表现为常数 ,而是应表述为渗透率 k 的函

数 ,即:A(k)、B(k)。如果测试期间有水产出 ,势必

造成相渗变化 ,即使没有反凝析发生 ,所作的产能方

程也都不正确。如果加之反凝析发生 ,这种产能方

程就更加不正确 。

目前的产能试井方法由于忽视了凝析油析出后

对储层物性的影响 ,用不变的二项式曲线来描述整

个生产阶段的流入动态 ,因而常常导致产量预测偏

高 ,更无法反映储层在不同开采阶段的真实生产状

态。更为精确的凝析气藏产能试井方法必须建立在

多区模型基础上 ,同时考虑不同区域渗透率的变化 。

基于测试期间反凝析发生 ,或有水产生的产能

试井方法尚不成熟 。本研究提出了分段测试的方

法 ,即:在井底流压高于露点压力情况下的测试可以

得到储层为单相气的地层参数;在井底流压低于露

点压力情况下的测试可以分段得到储层为该段参数

情况下的气液两相的地层参数。在实际开采中 ,还

要考虑露点压力变化特点 。本方法正在改进 。

3　凝析气藏生产压差确定原则

关于凝析气藏测试与合理生产压差的确定问

题 ,许多教材 、专著与文章都阐述过 ,但在实际中往

往还存在明显的问题:其一 ,在多种影响因素中 ,既

对主要因素认识与把握得不够 ,同时又对多种因素

兼顾不够;其二 ,受油藏 、干气藏测试与生产中生产

压差确定方法的影响 ,所采取的压差过大;其三 ,未

按现代油气藏管理理论与方法指导生产 ,为了获取

高产量 ,所采取的压差过大 。

凝析气藏生产压差确定不合理 ,特别是生产压

差过大 ,对产能与采收率影响极大 ,许多情况下 ,其

不良后果超出想象 。对于某一凝析气藏 ,由于储层

的特殊性 ,不同因素对确定合理生产压差的影响大

小和敏感程度不同 ,因此 ,须综合考虑不同因素的制

约 ,进行敏感性分析 ,最终得到合理的生产压差 。

3.1　减少反凝析液量

反凝析对生产的影响巨大 ,即使很低的凝析油

饱和度也会使气相渗透率急剧降低 ,导致产能大幅

度下降。国外凝析气藏开采实践证实[ 4] ,在极端情

况下液相饱和度上升 1%,气井产能将降低一半。

因此 ,必须充分重视凝析液析出对储层物性的影响 ,

防止近井地带被凝析油污染 。

图 5是凝析气的典型 p -T 相态图 ,A 点为上

露点 ,B点为反凝析液量最大点 ,C 点为下露点。仅

从减少反凝析液量出发 ,可以考虑控制井底流压适

当远离 B点。

图 5　典型 p-T 相态图

3.2　减少出砂量

凝析气藏开采过程中 ,出砂造成的危害比油藏

出砂造成的危害更大。应将生产压差控制在临界范

围内。

3.3　减少水侵量

　　尽可能搞清水的分布情况与水体大小 。对产水

凝析气藏 ,一旦生产压差过大 ,水将侵入气藏造成水

锁 。由于孔隙毛管力的作用 ,水锁很难解除 。现场

往往低估水对气藏开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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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减少孔隙变化

应力敏感性凝析气藏应考虑优选生产压差。

3.5　要有利于排液

生产压差的确定应同时满足储层流入动态和临

界携液流量的要求。

3.6　生产压差确定的综合分析与调整方法

凝析气藏开采是一项系统工程 ,流体从地下采

出地面并最终外输至用户要经历不同的生产子系

统 ,涉及不同的生产工艺流程 。各个子系统相互影

响和制约 ,因此合理工艺参数的确定必须是在满足

不同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下才能达到最优 ,作为主

系统级控制变量的生产压差确定更是如此。

对生产压差进行优化最终目标是提高单井产

能 ,并实现单井生产寿命周期内经济效益最大化
[ 5]
。

生产压差的确定存在一组约束条件 ,包括上述所列

参数及其它相关参数 。

在进行生产压差综合分析时 ,首先要清楚储层

的基本特性 ,例如地质特性 、孔隙和裂缝分布 、水体

分布 、凝析气特性等 。然后 ,对约束条件进行筛选和

排序 。对某些储层 ,有的约束条件可以忽略 ,因为它

对于生产的影响并不存在或是非常微小 。

同时 ,生产压差在整个开采过程中并非固定不

变。必须随时关注生产井的情况 ,一旦产量和压力

出现异常波动 ,就要参照前述原则及时调整生产压

差 ,从而延长稳产期 ,降低气井的废弃压力。

4　结论

(1)凝析气藏多区多相油气分布模型更接近于

储层真实状况 ,有助于正确认识凝析气藏 。

(2)在凝析气藏开采过程中 ,要重视储层不断变

化的凝析气露点压力与气相渗透率。

(3)基于多区多相油气分布模型的凝析气藏不

稳定试井和产能试井分析方法 ,所得出的储层参数

更符合实际 。

(4)在确定生产压差时 ,应综合分析其敏感性 ,

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储层的伤害 ,尽可能避免采用过

大生产压差与追求过大产量 。同时 ,在生产过程中 ,

应根据生产井情况及时调整生产压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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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Qibei-3 well.The rate of penetration of the TSP bit is
bring up 56%～ 67% on other bit.The developed TSP
bit has widest applying foreground.

Key words　formation property　strength of rock　
TSP bit　application

NEW PATTERN AND ITS RULES OF OIL NON-
DARCY FLOW IN POROUS MEDIA

by Yao Yuedong , Ge Jiali , (Institute of Petroleum
and Gas Engineering ,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Abstract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dimensionless
analysis , the data of fluid flow in porous media have been

plotted to log-log type curve.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ule of fluid flow in porous media.Based on test of much
core , the pattern of petroleum flow in porous media have

five forms:high speed , sub-high speed , linear , low ve-
locity and super low velocity.And the marginal values of
them have been obtained.Summarize , all pattern' s equa-
tion can be described as follows:.The physical and me-
chanical analysis of low velocity and super low velocity

patterns has demonstrated the same conclusion with the

experiment.And the starting pressure gradient has been

demonstrated.Based on the new non-Darcy flow theory ,
typical examples of transient flow are studied.It is clear
that the new non-Darcy model proposed here has signifi-
cant advantages for study on fluid flow in porous media ,
and it can guide oilfield development.

Key words　non-darcy 　flow in porous media 　
flow pattern

DISCUSSION OF THE PERMEABILITY INCREAS-
ING MECHANISM OF THERMAL TREATED

ROCK

by Liu Junrong , Wu Xiaodong ,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Abstract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high-tempera-

ture treatment was carried out on a lot of rock samples ,
which come from reservoir formation , to determine the ef-
fect of thermal treatment on permeability and porosity ,
which were measured under the atmospheric pressure and

room temperature.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hanges of

permeability and porosity exist a threshold temperature

and they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temperature in the rang

of 100℃ to 800℃.Up to 800℃, permeability increased
two orders and porosity increased ten times.According to
these experiment results , the permeability increasing

mechanism of thermal treated rock was discussed and ana-
lyzed in this paper from the theories of por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mineral dehydration and destruction 、 ther-
mal stress concentration 、chemical bond breakage 、stress
relaxation and so on.

Key words　Rock 　Thermal Fracturing 　Perme-
ability Increasing　Mechanism Analysis

SOME PROBLEMS IN DEVELOPMENTAND PRO-
DUCTION OF GAS CONDENSATE RESERVOIRS

by Li Xiangfang , Cheng Shiqing , Qin Bin , Tong
Min , GuanWenlong ,(Institute of Petroleum and Gas En-
gineering ,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Abstract　The problems existed in traditional model
of condensate and gas distribution in gas condensate reser-
voirs are pointed out in the paper.Three-zone model of
flow in porous media is recommended , and multi-zone and
multi-phase model of condensate and gas distribution in

gas condensate reservoirs is firstly presented.The varying
characteristics of dew point pressure and condensate and

gas relative permeability during different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phases are analyzed.The concept of conden-
sate and gas relative permeability varying with production

is introduced into gas condensate well test analysis.The
analysis methods of transient well test and production well

test based on multi-zone and multi-phase condensate and
gas distribution model are advanced.The present prob-
lems in determining production pressure difference of gas

condensate reservoirs are indicated and principles and

method to acquire reasonable production pressure differ-
ence are emphasized.

Key words 　gas condensate reservoirs 　relative

permeability　Well test　production pressure difference

NEW MODEL FOR FRAC-PACKED WELL PRO-
DUCTIVITY PREDICTION

by Qu Zhanqing , Zhang Qi , Dong Changyin ,(Uni-
versity of Petroleum);Wang Dengqing

Abstract　The productivity Prediction of the frac-
packed well is the basis of frac-pack design.Stimulation
effect caused by fracturing can be estimated by stimulation

ratio.The effect of gravel-packing in screen-casing annu-
lar and perforations on the well productivity can be shown

by gravel-pack productivity ratio , which can be calculated
by the additional skin factor.The total productivity ratio
of the frac-pack means the product of simulation ratio and
gravel-pack productivity ratio.According to the IPR be-
fore the frac-pack job , which can be calculated by the

testing data , the IPR curve of frac-packed well can be ob-
tained , and the case study of Yan 6-8 well in Tuha oil-
field proves the reliability of this new model.

Key words　 sand control　productivity prediction
　stimulation ratio　productivity ratio　skin factor

FUZZY IDENTIFICATION AND QUANTATIVE

CALCULATION METHOD FOR BIG PORE

THROAT

by Liu Yuetian , Sun Baoli , (Institute of Petroleum
and Gas Engineering ,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Yu
Yongsheng

Abstract　Basing on the expert system fuzzy ide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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