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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肯基亚克盐下油藏是埋藏在 3000 m厚的盐丘下的地质条件复杂 、低孔特低渗 、异常高压碳酸盐岩油藏。

开发初期曾遇到的问题是地层结构复杂 、巨厚的盐丘难以钻进 、射孔完井产量低 , 钻井成本高 , 不具备经济开采的

价值。在认真研究油藏地质特征 、地层压力和工艺要求的基础上 , 通过简化井身结构 , 筛选适合于盐丘地层的钻井

液体系 , 尝试裸眼完井方法等手段 , 有效地把直井的钻井周期从原来的 500 d左右缩短到 180 d左右 , 单井初始产

量从原来的 30多吨提高到平均 200 t以上 , 多口井初始产量达到 500 m3 /d以上 , 有一口井初始日产量千吨以上。

盐下钻井周期缩短和单井产量提高的因素很多 ,但是井身结构简化 、突破巨厚盐丘的钻井技术和裸眼完井方法是

其中最关键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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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基亚克盐下油田位于西哈萨克斯坦滨里海盆

地东缘的肯基亚克构造带上 ,是一个典型的以下二

叠孔谷阶(P1K)盐丘为核心的穹隆短轴背斜。盐下

油田有 2套储集岩:平均埋深 3800 m的下二叠系陆

源碎屑岩储层和深度在 43504500 m的石炭系碳酸

盐岩油藏 , 2套储层均属异常高压低渗透油气藏 。

前苏联在此打过 42口井 ,但是有 40口井报废 ,其中

有 26口井因工程原因报废。仅有的 2口可生产井

日产不足 40 m
3
。钻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井身结

构复杂 ,钻井周期长 ,石炭系井深 4500 m左右 ,套管

层次达 4层以上 ,钻井周期 500 d以上 ,钻井成本超

过 800万美元 。盐下油田被视为经济边际油田 ,哈

萨克斯坦把开发许可证免费送给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公司(CNPC)。 CNPC接手后面临的挑战是降低

钻井成本 ,缩短钻井周期 ,提高单井产量。 CNPC科

技局组织了由项目公司和国内多家研究机构共同参

加的科技攻关项目 “肯基亚克盐下油田钻完井配套

技术研究”,其中最关键的技术是井身结构优化 ,克

服盐岩蠕变对井身质量带来的影响以及选择适合的

完井方法。取得的主要成果是:科学合理地把井身

结构从 4层套管简化为 3层;通过优选两性离子饱

和盐水钻井液体系配合 PDC钻头 ,创造了盐丘钻井

的快速安全模式;试验和推广了裸眼完井并获得单

井高产 ,打破了国内和前苏联盐下高压低渗透油藏

不能裸眼完井的禁忌。

1　井身结构优化可行性论证与实践

234井是 CNPC接手后所钻的第 1口井 ,为避

免盐丘给钻井带来的不利因素 ,该井选择布在盐丘

比较薄的位置上 ,盐丘厚度仅 500 m。其井身结构

仿照前苏联的模式采用 4层套管结构 (不包括导

管),即  508 mm表层套管下到 650 m,封隔上部松

土层 ,为打开下部二叠系地层做准备 。  339.7 mm

技术套管下到 2373 m,为打开孔古阶盐丘作准备。

 244.48mm技术套管下到 3724 m,封隔孔古阶盐

丘 ,  139.7 mm生产套管下到 4500 m,封隔石炭系

油藏并完井。该井井身结构复杂 ,套管层次多 ,大直

径钻头钻进井段长 ,而大直径钻头可选型号少 ,钻头

寿命短 ,机械钻速低。完钻井深 4500 m,钻井周期

高达 537 d,除了停工 150 d以外 ,纯钻井周期 387

d。该井采用的是射孔完井 ,酸化投产后产量不足

30 m
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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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克服 234井井身结构存在的缺陷 ,决定简化

井身结构。通过研究地层岩性剖面上存在的矛盾和

地层压力的变化规律 ,认为把表层套管和首层技术

套管合二为一是完全可能的 ,分析如下。

(1)通过 234井的钻井实践摸清了盐下油藏的

地层压力剖面。从压力体系上看 ,二叠系以上的中

生界地层孔隙压力属正常范围 ,二叠系顶部到孔古

阶地层压力系数为 1.35,而中生界地层的承压能力

较高 , 234井在钻井过程中没有发现大缝大洞 ,也没

有发生大的漏失 ,破裂压力系数达 1.7以上 ,这说明

孔古阶以上的二叠系地层与中生界地层之间的钻井

液密度还有相当大的调整空间 。如果用高于 1.35

g/cm
3
的钻井液密度贯穿这 2段地层不会引起大的

井下复杂情况发生。

(2)从井眼稳定性上看 ,中生界岩性为砂岩 、粉

砂岩与泥岩不等厚互层 ,上二叠统是一套粉砂质泥

岩层 ,两段井眼经过长时间钻井液浸泡以后没有发

生缩径 、垮塌 、卡钻等大的井下复杂情况和事故 。

(3)穿过盐丘后 ,二叠系还剩一段质地坚硬的

砂泥岩层 ,地层压力系数 1.79,与下部石炭系地层

的压力系数 1.84非常接近。 234井在这段钻井过

程中没有发生坍塌 、缩径或大的漏失等复杂情况 ,说

明该地层可以和下面的石炭系油藏一起打穿。

8001井为第 1口简化井身结构的试验井 ,位于

肯吉亚克油田盐丘构造顶部的一口开发评价井 ,位

于 119井和 94井之间 ,设计井深 4500 m,预计钻遇

的盐丘厚度约 3100 m左右 。该井的井身结构是 ,

 339.7 mm表层直下到二叠系孔古阶顶部的 753 m

处 ,为打开下部孔古阶盐丘做准备。  244.48 mm

技术套管下到 3735 m, 封隔孔古阶盐丘 , 最后是

 139.7 mm生产套管下到 4500 m。

8001井的井身结构试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钻

井周期仅 151 d,比同井深的 234井缩短钻井周期

386d。 8001井之后全部 30余口直井和水平井皆采

用 3层套管井身结构 ,实践证明三开井身结构能够

满足该地区钻井和开发的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 ,

8001井周期的明显缩短除了与井身结构简化是关

键以外 ,还与合理的钻井的钻头选型以及突破 3000

m巨厚盐丘的安全快速钻井技术密切相关 。在钻头

的使用上 , 1只 BD536型号 PDC总进尺 2230 m,纯

钻速间 611.5 h,机械钻速 3.65m/h。目前 ,盐下石

炭系直井的平均钻井周期 180 d左右 ,水平井的钻

井周期不足 200d。

2　突破 3000m巨厚盐丘钻井的关键技术

下二叠系孔谷组主要为巨厚盐岩层夹石膏层 ,

偶夹薄层砂 、泥岩 ,在盐丘主体部位钻井 ,盐层厚达

3000 m左右。根据国内外的钻井经验认为盐层和

石膏层易溶解 ,导致缩径 、塑性流动和盐重结晶 ,从

而进一步导致卡钻 、挤毁套管以及钻井液性能恶化。

而上 、下二叠系结合部的泥岩 ,往往因盐层溶解失去

依托而坍塌 ,对钻井威胁极大;为了解决在盐丘上钻

井面临的这些问题 ,研究组认为关键是选好钻井液

体系 ,要求选用的钻井液体系要突出以下技术特性:

较好的抑制性和控制地层造浆的能力;抗饱和盐水

和石膏污染的能力;在高密度条件下较好的润滑防

卡能力 ,满足大斜度定向井的防卡要求;深井高密

度 、高矿化度条件下优异的流变特性 ,降低钻井液流

动阻耗和压力激动值;深井段钻井液维护工艺简单 、

处理量小 、稳定周期长 ,避免钻井液频繁处理 ,密度

的大幅波动诱发漏 、喷等复杂情况 。根据上述指导

原则 ,制定了钻穿巨厚盐层的钻井液工艺如下:

(1)在盐层前 100 m将淡水钻井液转化为饱和

盐水钻井液 ,以避免钻井液对盐层的溶解形成大肚

子井眼 ,使上部泥岩地层失去盐层支撑而垮塌。研

究完成一套转化淡水钻井液为饱和盐水钻井液的技

术方案。

(2)钻井液体积的补充。由于盐层厚达 3000

m,钻头为  311.2 mm的盐层井眼仅理论容积就达

240 m
3
,加上盐层无造浆性 ,膨润土含量总是趋于下

降 ,因此补充体积量必须兼顾膨润土含量的稳定 。

(3)钻井液流变性的维持 。在饱和盐水的条件

下 ,处理剂的作用周期和处理效能都会有所下降 ,要

定时定量的补充各种处理剂 ,保持饱和盐水钻井液

流变性稳定。

(4)预防岩盐层缩径的钻井液密度 。由于岩盐

在地应力的作用下 ,具有塑性变形的特点 ,其变形能

力与许多因素有关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地温梯度。

因肯基亚克盐下油田地温梯度不高 ,盐层的塑性变

形能力不是很强。实钻表明 , 钻井液密度控制在

1.80g/cm
3
左右 ,即能克服深部盐层的塑性变形 。

(5)保持井径规则。在实际钻进时 ,随着深度

增加 ,钻井液体积减少 ,会出现暂时的欠饱和 ,盐层

会有一定的溶解 ,采用补充饱和盐水膨润土基浆的

方式可以避免该问题。但实际上轻微的欠饱和 、可

控制的盐层溶解是有益的 ,可减缓盐层的塑性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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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盐重结晶速度 ,降低卡钻的危险。

实钻试验表明 ,该钻井液体系与钻井液技术方

案 ,完全可以克服和解决巨厚盐层带来的问题 。没

有发生盐层和石膏层易溶解 、缩径 、塑性流动和盐重

结晶问题 ,井眼规则 ,没有发生挤毁套管问题;平均

井径扩大率仅为 5% ～ 8%,目前该钻井液方案已经

推广应用 20余口井 ,效果较好。

3　裸眼完井可行性探讨

为提高井筒完善系数 ,决定采用裸眼完井 。为

使裸眼完井能够具备科学性 、合理性和有效性 ,从地

质和工程 2个方面分析论证了裸眼完井的可行性 。

在综合分析地质风险 、地层压力和工程风险的基础

上 ,得出裸眼完井完全可行的结论。

3.1　肯基亚克盐下石炭系油藏地质特征

拟实施裸眼完井的地层属中石炭统(C2)巴什

基尔阶(C2b)及以下地层 。该段地层特点如下:

(1)肯基亚克油田盐下油藏目前仍保持原始油

藏状态 。通过对老资料和部分新资料的研究 ,已基

本搞清了石炭系油藏构造 。

(2)盐下油藏具有埋藏深 、构造简单 、物性差 、

油品性质好 、异常高压等特点 。其中石炭系油藏具

有统一油水界面 ,为块状油藏 ,地层时代老 ,压实强

度高 ,岩石致密坚硬 ,岩性单一(基本属于石灰岩),

泥岩夹层少且致密坚硬 ,稳定性极好 ,裸眼井筒不易

垮塌和缩井 。

(3)由于构造运动不甚强烈 ,故对岩石的破坏

程度较小 ,断裂(断层)发育不普遍 ,以往钻井过程

中尚未发现破碎带及大缝大洞 ,储层以孔隙 裂缝

型为主 。地层不易坍塌或发生大的井漏。测井资料

表明井径规则。

(4)该构造下二迭(P1)阿舍力(Pas1)砂 、泥岩

地层直接不整合于中石炭(Cb2)巴什基尔(Cb2)碳

酸岩之上。岩性界面清晰 ,同时地震及测井界面也

清楚准确 ,钻井施工易于掌握 。同时该界面在构造

上起伏较小 ,埋深 42504300 m左右(地面海拔高度

约 200m)。

(5)二叠系和石炭系油藏皆属异常高压油藏 ,

压力系数分别为 1.79和 1.84,破裂压力系数 2.1

以上 ,无论采取先期完井还是后期完井 ,地层压力不

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 。

从上述地质和地层压力特征上看 ,石炭系井适

合采用裸眼完井方法 。本结论同样适用于该构造盐

丘顶部及盐丘以外部位的井 。

3.2　先期完井对工程的要求

(1)钻井液密度不易过高 。裸眼完井目的就是

最大限度地解放油气层 。如果钻井液密度太高则对

油层污染比较严重。裸眼完井是直接诱喷投产的 ,

污染严重会使裸眼完井的效果变差。

(2)如果采用尾管封隔石炭系顶界以上地层 ,

则生产尾管与技术套管之间的重叠段要长 ,尾管固

井质量要好 ,否则可能会导致油气水窜 ,尤其在地层

含有 H2S的情况下 , H2S上窜会使套管发生氢脆断

裂。

(3)采用先期裸眼完井要尽量使用单只钻头打

开石炭系油藏 ,避免中途起钻换钻头 ,因为起钻速需

要用重钻井液压井 。

(4)完钻起钻速首先要充分循环 ,使进出口的

钻井液密度达到平衡 ,尽可能用密度较低的钻井液

压井(比钻进密度稍高一点)。

(5)为了避免测井时压井 ,打开石炭系时要使

用 LWD。

(6)用综合录井仪准确确定石炭系顶部的深

度 ,同时为钻井提供必要的工程参数 。若钻井工程

能够满足上述要求 ,认为石炭系裸眼完井完全可行。

4　先期完井现场试验

4.1　试验井地层层序设计

2003年 7月 ,选定了 8017井作为先期完井的

试验井 ,为降低高密度钻井液可能造成的地层污染 ,

该井还尝试采用近平衡方法打开石炭系油藏。 8017

井是肯基亚克盐下油田的一口开发井 ,位于 8001和

116井之间 ,处于盐丘最发育的部位 ,孔谷阶盐层厚

达 3700 m。该井为一口直井 ,原设计钻穿石炭系油

水界面 50 m后完井 ,设计井深 4500m,该井地层层

序如下:

新生界(Q):岩性为砂质黏土和砂 ,厚度 4 m。

中生界(K+J+T):深度从地面以下 4 m到海拔 -

595 m,岩性为砂岩 、粉砂岩与泥岩不等厚互层。上

二叠统(P2):层段为 -595 ～ -635 m,厚度 40 m左

右 ,是一套粉砂质泥岩层。下二叠统孔谷阶(P1k):

深度从海拔 -635 m到海拔 -3700 m。顶部有一段

泥岩层 ,中间岩性为巨厚的岩盐层 ,偶夹陆源碎屑

岩 ,主要为泥岩 、粉砂岩 ,还夹有硬石膏 。底部是泥

岩 、砂岩 、硬石膏互层。下二叠统阿尔琴阶 、阿舍利

阶 、萨克马尔阶(P1ar, P1a, P1s):深度从海拔 -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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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到 -4292 m,岩性为砂岩和泥岩互层 、泥岩夹细砾

岩 ,底部为一套红色泥岩组成风化壳残积层 。中石

炭统巴什基尔阶(C2b):根据实钻资料获得的石炭

系顶界深度为 -4292 m,比预计深度下落 22 m,岩

性为生物碎屑灰岩和鲕粒灰岩 ,是该井的目的层。

4.2　先期完井方案设计

4.2.1　地质要求　8017井三开在进入石炭系 3 ～ 5

m以后完钻 ,下入  177.8 mm尾管并固井 ,然后用

 155.58 mm钻头打开石炭系油藏。完钻井深的确

定取决于油水界面的位置 , 8017井与 8001井有相

同的油水界面 ,即海拔 -4223m,根据完井井身应高

于油水界面 50m的要求 ,设计完钻深度为海拔 -

4170m,亦即井深 4365 m。为减少后期测井作业对

井眼的污染程度 ,要求在打开石炭系时使用 LWD

随钻测井仪 ,避免完钻后测井。

4.2.2　井身结构设计 　根据地质要求 , 8017井的

井身结构为: 339.7mm表层套管下至 635 m,封隔

孔古阶盐丘顶部以上地层; 245 mm技术套管下至

3741 m, 封隔整个盐丘层段; 177.8 mm尾管从

3501m下至 4301m,封隔石炭系顶部以上地层 ,为先

期完成创造条件 。

4.2.3　近平衡试验　为减少高密度钻井液给石炭

系储层带来的伤害 ,在 8017井同时还开展了用近平

衡方法打开石炭系油藏的现场试验 ,通过使用旋转

防喷器和气液分离器等井口设备 ,成功地把钻井液

密度从传统的 2.02 g/cm
3
降低到 1.881.90 g/cm

3

(略高于原始地层压力系数 1.84),拓宽了该井段钻

井液的密度窗口 。

4.2.4　试验结果与分析 　8017井完钻后 ,未经酸

化直接投产获得初期日产量超过 450t的巨大成功 。

该产量为同区块 234井产量的近 15倍 ,为 8001井

产量的 3.5倍。分析 8017井高产的原因有以下几

个方面 。

(1)地质上 8017井位于石炭系油藏构造的较

高部位 。

(2)先期完井方法大幅度地提高了井筒的完善

系数 ,有效增大了泄油面积 ,充分沟通了裂缝性储层

与孔洞性储层的渗储空间组合 ,同时减少了固井和

射孔带来的油层损害 ,是该井获得高产的关键因素 。

(3)用近平衡方法打开石炭系油藏在一定程度

上减轻了钻井液对地层造成的伤害。

8017井试验成功以后 ,紧接着又在 8010 , 8011,

8031, 8033, 8009等水平井上进一步试验裸眼完井

方法 ,均获得初产 500 m
3
/d以上的产量 ,其中 8010

井最高产能达到 1170 t/d。目前肯基亚克盐下石炭

系油藏已投产 25口井 ,其中直井 8口 ,大斜度水平

井 17口 ,采用裸眼完井的有 17口 ,平均单井日产

228 t。盐下油藏从一个经济极限油田变成了具有

年产 200万吨原油能力的中型油田 。

5　结论与认识

(1)井身结构简化和突破巨厚盐丘的安全快速

钻井技术是盐下井缩短钻井周期的关键因素 ,同时

也为盐下油藏的布井原则改变提供技术保障 。

(2)8017井先期完成获高产导致了盐下井完井

方法发生重大变革 ,完井方法的变革是盐下石炭系

油藏井获得高产的关键因素 ,打破了国内和前苏联

在盐下高压低渗透油藏不能采用裸眼完井的禁忌 。

(3)两性离子饱和盐水体系完全可以克服和解

决巨厚盐层带来的问题 ,盐丘上钻井没有发生盐层

和石膏层易溶解 、缩径 、塑性流动和盐重结晶问题 ,

井眼规则 ,更没有发生挤毁套管问题 。通过加强井

控意识 ,配套井控设施 ,应用近平衡钻井技术可以把

钻井液密度从现在的 2.02.07 g/cm
3
降低到 1.90

g/cm
3
左右 ,解放了机械钻速 ,减少了井漏井涌等复

杂情况发生 ,减少了地层污染 ,提高了固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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