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1000-7393(2007)03-0045-04

砂岩油藏注水井深部酸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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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吐哈油田长期注水开发后 ,注入水外源性伤害和地层内源性伤害不断在地层深部累积 , 采用常规酸化措

施效果不理想。为此 , 通过长岩心污染模拟实验 , 研究了深部污染的污染特征及酸化解堵机理 , 通过解堵液缓速和

工艺过程的综合应用实现深部解堵。应用 AcidGuide专家系统对单井进行全面的污染诊断分析 ,并进行了参数优

化设计 , 形成了适应吐哈油田深部酸化解堵的技术体系 , 现场应用取得良好效果 , 为类似低渗透油藏水井增注措施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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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哈油田注水开发不断深入 ,注入水外源性伤

害和内源性伤害不断向地层深部推进并在地层深部

累积 ,致使注水能力下降 ,地层能量得不到有效补

给 。沿用早期开发的磷酸缓速酸工艺 、胶束酸酸化

工艺等措施 ,因酸化活性处理深度有限 ,只能解除地

层浅表的污染 ,酸化效果不理想。如何解除地层深

部累积的污染 ,恢复地层吸水能力 ,保持注采平衡 ,

已成为急需解决的生产问题。

1　油田注水伤害分析

1.1　注入水外源性伤害

表 1是吐哈各油田储层孔喉直径分布特征 ,早

期的地层孔喉普遍小于 4μm。但油田经过多年的

注水开发 ,由于增产增注作业及注入水的冲刷等原

因 ,近井地带地层孔喉 、孔隙有所增大 ,固相颗粒容

易进入地层深部 ,引起地层伤害。
表 1　吐哈油田各区块储层孔喉直径特征

区块 层位
渗透率

/10-3μm2

孔隙度

/%

孔喉直径分布 /μm

1以下 1～ 4 4～ 10 10 ～ 25 25 ～ 63 63以上

区块 1 J2q 4.34 11.6 59 32 8 0.5 0 0

J2s 9.53 12.2 40 22 32 4 1 1

区块 2 J2s 13.33 20.82 56.82 23.82 15.10 2.01 0.90 1.40

1.1.1　粒度分析结果　如图 1、图 2所示 。

图 1　S9-18井 1000 m深井返排水样粒度分析

图 2　S9-18井 2000 m深井返排水样粒度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 , 2口井返排样所含的固相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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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50%的颗粒粒径分别小于 13.279 μm、 18.329

μm。固相颗粒 、细菌及其繁殖产物 、结垢物等不仅

在射孔孔眼和地层浅表处滤集 ,还将随注入水进入

深部地层 ,堵塞地层孔隙和喉道 ,常规酸化措施处理

半径较小 ,无法解除深部伤害。

1.1.2　水样离子及固相含量分析结果　取样分析

结果表明(表 2),原水样中含有不溶于盐酸的杂质

和大量的铁离子 ,并含有大量钙 、镁盐 、SiO2及其它

不溶性机械杂质 。水样总矿化度较高 , 30 ℃已有明

显的结垢趋势 ,易在地层浅表和深部形成伤害 。
表 2 　S9-18井井筒 1000 m处污水分析结果

分析项目 分析结果 分析项目 分析结果

pH值 6.0 Cl-含量 4767

Mg2+含量 14 气味 油味

HCO-3 含量 974 水型 CaCl2
NO2含量 13.64 Ca2+含量 431

颜色 浅棕半透明 Na++K+含量 1952

30 ℃结垢倾向 有 SO4
2-含量 30

机杂含量 /% 5.6 SiO2含量 225.0

110℃蒸发残渣 11845 沉淀物 大量粒状

Fe2+含量 11.6 总矿化度 9168

CO3
2-含量 0

　　注:离子含量 、矿化度 、残渣 、SiO2 含量单位均为 mg/L。

1.2　地层内源性伤害

储层伊蒙混层比较高 ,高岭石含量较大(表 3),

注水过程中易引发黏土膨胀和地层微粒运移 ,形成

地层深部污染。
表 3　油田 J2q-J2x砂岩油层黏土矿物分析

层位
矿物成分 /%

伊蒙混层 伊利石 高岭石 绿泥石 混层比

J2q 37.4 28.6 15.1 19.0 60.6

J2s 12.2 18.1 39.1 30.7 45.7

2　长岩心深部污染模拟实验

以往的室内岩心污染模拟实验中 ,由于实验条

件的限制 ,岩心长度仅为 3 ～ 7 cm,无法满足模拟深

部污染的需要。本次实验 ,运用长岩心流动实验装

置 ,采用多级岩心串联的方法将实验岩心长度增加

到 94cm,以实验模拟深部污染的现象。

实验设备:长岩心流动实验装置;串联长度为

94 cm的天然岩心:两段 , 1号 , 2号;岩心平均直径:

2.5cm;测压点位置:0、18、38、58、78、94 cm;污染

源:S9-18井的深井返排样。

试验结果如图 3、图 4所示 。

图 3　1号串联岩心污染模拟实验

图 4　2号串联岩心污染模拟实验

通入污染源的量逐渐增加 ,各段岩心的渗透率

都有所下降 ,表明各段岩心都受到污染 。

分析实验数据特征表明:

(1)在污染源注入过程中 ,随着注入量逐渐增

加 ,各段岩心的渗透率都逐渐下降 ,表明各段岩心都

受到污染 ,并且污染位置逐渐向深部推进。

(2)开始端污染程度较重 ,靠末端污染程度相

对较轻 ,表明地层条件下浅部的伤害程度最大。

(3)随注水量增加 ,各段污染程度趋于相同 ,此

趋势表明 ,长期注水后 ,地层深部也存在严重污染 。

(4)浅部地层的伤害以注入水外源性固相伤害

为主 ,而深部地层的伤害以地层内源性水敏伤害 、微

粒运移伤害和细菌伤害为主 。

3　深部酸化室内研究

常规土酸的活性处理距离只有 30 cm左右 ,通

过加大用酸量虽然可以增大深度 ,但酸化过程中 ,会

对近井筒地带造成过度溶蚀 ,破坏地层岩石骨架 ,易

引起地层坍塌 、套管变形 、出砂等严重后果 ,并且依

靠增大用酸量所能提高的处理深度十分有限 。因此

研究的新配方 ,主要利用地层离子交换的特点 ,交替

注入 A、B两种解堵液 ,使之在地层中逐渐混合反应

生成 HF,从而起到深部酸化的作用。

3.1　深部酸化机理

A、B剂复配的酸液体系能生成少量 HF,并达

到化学平衡状态。在地层中随着 HF的消耗 ,系统

平衡被破坏 ,从而不断解离出新的 HF直至消耗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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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因此可减缓反应速度 ,增加酸化处理深度。

利用地层黏土的离子交换特点 ,通过多次(如 3

-6次)交替注入 A、B剂 ,使之相继吸附在黏土矿

物表面生成氢氟酸分子就地溶解黏土和堵塞物 ,从

而处理深部地层 ,同时也不会对浅表地层过度溶蚀 。

地层孔隙流道为相互联系的空间网络结构 ,同

一个孔隙存在多个入口和出口 ,以段塞方式交替注

入酸和氟化盐水溶液后 , 2种溶液在向地层深部推

进的过程中逐渐混合 。A、B剂 2种流体交替注入地

层向深部推进的过程中逐步混合在一起 ,不断生成

HF,解堵液在地层深部仍具有活性 ,可实现深部地

层的处理。

3.2　解堵液基本性能

岩粉溶蚀率:13%-31%,可有效溶解堵塞物;

表面张力:<30 mN/m,助排性能良好;破乳能力:

>90 %(2 h、50 ℃),能有效防止乳化堵塞;防膨

率:>80%,有效抑制黏土膨胀;铁离子稳定性能:

>1600 mg· L
-1
,可满足现场要求;防腐能力:<3

g/(h· m
2
),护管柱 ,施工安全;杀菌能力:30 min初

始细菌浓度 10
6
个 /mL。

3.3　长岩心模拟深部解堵实验

常规酸体系酸化解堵较浅(图 5),第 1段岩心

解堵效果较好 ,而对第 3、4、5段岩心 ,没有解堵能

力 ,表明常规酸液对地层深部伤害没有解除能力 。

而深部酸化体系(图 6),通过多伦次交替注入 A、B

解堵液 ,实现了对各段岩心的均匀处理 ,解堵深度

大 ,各段岩心渗透率恢复率高。

图 5　1号串联岩心常规酸液解堵实验

图 6　2号串联岩心深部酸化体系解堵实验

4　污染诊断与设计

污染诊断和设计主要依托 AcidGuide专家系

统。该软件是一套用于基岩酸化的专家系统软件 ,

其中广泛收集了酸化专家的基岩酸化理论和实践经

验。在该系统的指导下 ,能全面 、正确地诊断地层伤

害机理 ,并能根据专家经验数据库的推荐 ,确定各解

堵液配比 、浓度和相应的施工参数 。

AcidGuide专家系统主要有以下功能:

(1)运用模糊逻辑学对候选井进行评价 。

(2)以油藏地质特征 、流体性质和岩石矿物分

析为基础 ,建立了地层岩石矿物数据库和针对不同

伤害机理的酸液数据库 。

(3)提供各种原因引起的地层伤害机理诊断 ,

如:钻井 、完井 、生产过程 、修井 、注水等;应用流程图

的方式 ,通过对油井一系列作业过程的资料收集 ,确

定可能出现的地层伤害机理 。如图 7。

图 7　地层伤害机理诊断界面

(4)确定泵注程序 、解堵液用量和浓度 、前置液

和后置液及其添加剂等(图 8 )。

图 8　施工参数确定界面

5　现场试验概况

目前 ,深部解堵酸化现场共应用 17井次 ,平均

47　陈　钢等:砂岩油藏注水井深部酸化技术



处理半径 2.46 m,均取得了明显的解堵增注效果 ,

酸后平均日增注 27.0 m
3
,平均视吸水指数是酸前

的 3.74倍 ,增注效果显著。

6　结论

(1)采用岩心串联和多测压点长岩心实验装

置 ,使模拟岩心长度达到 94 cm,并建立了相应的实

验数据处理方法 ,突破了短岩心模拟的限制 ,对深部

污染进行了成功模拟 ,明确了深部污染的特征 。

(2)研究出深部解堵液配方 ,该配方具有对各

段岩心处理较为均匀 、解堵深度大 、各段岩心渗透率

恢复率高等特点 。

(3)形成了一套段塞式注入现场施工工艺 ,结

合深部解堵液配方应用 ,可将酸化活性处理能力大

幅度提高 ,岩心渗透率恢复率可达 90%以上 ,对酸

化井完成有效的深部解堵 。

(4)应用 AcidGuide酸化专家系统和现场资料

进行污染诊断 ,结合室内配方实验结果 ,实现了酸化

规模及各项施工参数的优化 ,形成了深部解堵污染

诊断和优化设计技术 。

(5)该项研究解决了地层深部污染问题 ,恢复

地层吸水能力 ,保持注采平衡 ,为水井深部解堵增注

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证 ,同时 ,该技术研究也为类似

的低孔低渗油藏水井增注措施提供了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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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煤层气清水压裂应用成功

　　近日 ,首次打入山西煤层气压裂市场的大庆井

下作业分公司井下压裂队 ,根据煤层气压裂的特点 ,

本着清洁压裂 、减少煤层污染的原则 ,把以前只有在

工艺实验井中尝试应用的清水压裂首次应用到市场

开发中 ,一举获得成功 。目前 ,压裂的 35口井 ,成功

率达 100%,压后产能良好 。

清水压裂是用清水做携砂液的一种水力压裂 ,

是目前压裂领域的尖端技术之一 ,也是国内外不断

深人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其优点在于成本低 、节

省人力物力 、污染小 、性能稳定 、压后返排好 、整体效

果好。但清水压裂也存在着自身运载能力不足 ,容

易出现砂堵事故等弊端 。此次 ,大庆油田井下压裂

队除了对清水压裂液进行添加剂技术处理外 ,还采

用了大排量压裂车组作保障 ,单井的最低排量达到

每分钟 8m
3
/min,这也是这次施工取得成功的重要

技术手段之一 。山西晋城煤层气清水压裂施工的初

试成功 ,对大庆油田的压裂技术及对煤层气压裂的

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也为清水压裂的进一

步探讨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依据。

(供稿　文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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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ncyofthesewells, thispaperanalyzesthefactors
thataffectpumpefficiencyandfoundsouttheeffectof
cavitationerosiononit.Theoptimaljumpingheightof
fixedvalvesisdeterminedbasedoncalculation, with
thetraveldecreasingto12 mmfrom 45 mmbefore.
Thisreducestheeffectofthedissolvedgasescaping
fromcrudeoilandthecavitationerosion, solvingthe
problemsofthevalveandthehighleakingrateof
crudeoil, whicharecausedbythelongdistance.In
2005, thelaboratoryresearchresultsofYangtzeUni-
versitywereappliedtothefield.Asaresult, the
pumpefficiencyofoilwellsincreasedby18%onaver-
ageafterimprovingthefixedbonnetofpumps.It
provesthatthepumpefficiencycanbeeffectivelyim-
provedbychangingthejumpingheightoffixedvalves
into12mm.

Keywords:suckerrodpump;cavitationero-
sion;fixedvalve;jumpingheight;pumpefficiency

WUGang, OilProductionTechnologyResearch
Institute, HubeiOilfieldCompany, Renqiu062552,
Hebei, China

Researchonsystem efficiencyofpumpingunitwellsin
demonstrationareasofQinghaiOilfield.ZHANGLi-hui,
ZHANGQi-han, GUOJi-min, GONGMing-zhu.ODPT,
2007, 29 (3):39-41

Abstract:Inviewoftheobjectivefactthatthe
systemefficiencyofthepumpingunitwellsinQinghai
Oilfieldislow, QinggequanOilfield, ahigh-energy-
consumptionarea, isselectedasademonstrationarea
tosaveenergy.Basedonanalyzingthemechanismof
enhancingthesystemefficiencyofpumpingwells, uti-
lizingenergy-savingproducts, andconductingtechno-
logicaltransformationsforenergysaving, thebehavior
ofpumpingunitsisgreatlyimprovedandtheworking
lifeofpumpingunitsisprolonged.What'smore, an
optimizationapproachofpumpingunitwells, whichis
suitablefordemonstrationareas, isdeveloped.This
solvestheproblemsoflowsystemefficiencycausedby
theunreasonableroddesignandtheexcessivelylarge
pumpingparameters.Thesystem efficiencyisin-
creasedto18.6% from 12.94%, whichmaybea
goodreferencetoimprovingthesystemefficiencyof
pumpingunitsinQinghaiOilfieldinthefuture.

Keywords:QinghaiOilfield;demonstrationare-
as;pumpunit;systemefficiency

ZHANGLi-hui, DrillingTechnologyResearchIn-
stitute, QinghaiOilfieldCompany, Dunhuang736202,
Gansu, China

COgasgenerationandaccumulationlawsinhigh-energy
gasfracturing.QINWen-long, PUChun-sheng.ODPT,
2007, 29 (3):42-44

Abstract:Inrecentyears, manyseriousCOpoi-
soningaccidentshaveoccurredduringhigh-energygas

fracturingoflowpermeabilityreservoirs, whichposes
greatthreatonsafetyproductionofoilfields.Inthis
paper, themechanismthatCOgasgeneratesafterthe
deflagrationofseveralformulationsofHEGFgunpow-
derisinvestigatedsystematicallybasedonusingthe
detectiontechnologytosimulatethedeflagrationof
closedbombvessels.Takingthefivewellsinalow
permeabilityoilfieldinnorthernShaanxiasanexam-
ple, theCOgasaccumulationlawisanalyzedduring
HEGFoperation.Thereforethecountermeasuresto
preventCOpoisoningaccidentsareproposed, whichis
ofgreatsignificancetoensureHEGFoperationtoin-
creaseoutput.

Keywords:lowpermeabilityreservoir;high-en-
ergygasfracture(HEGF);carbonmonoxide;genera-
tionandaccumulationlaw;countermeasure

QINWen-long, CollegeofPetroleumEngineer-
ing, Xi'anPetroleum University, Xi'an710065,
Shaanxi, China

Sandstonereservoirwaterinjectionwelldeepacidization
techniqueresearchandapplication.CHEN Gang, WEI
Jian-jun, WANGShu-jun, LIUJian-wei, JIAOLi-qiang.
ODPT, 2007, 29 (3):45-48

Abstract:Duetolong-termwaterfloodingdevel-
opmentofTuhaOilfield, exogenousinjurycausedby
injectedwaterandformationendogenesisinjuryin-
creasinglyaccumulateindeepformation.Theeffectof
conventionalacidizingtreatmentisnotgood.Inthis
paper, longcoreinjurysimulationexperimentiscon-
ductedtoresearchthedeepinjurycharacteristicsand
thepluggingremovalandacidizationmechanism.Deep
pluggingremovalisrealizedbasedonthesyntheticap-
plicationofretardedpluggingremoversandtechnologi-
calprocess.Diagnosisanalysisismadeonoverallin-
juryofsinglewellsandparametersoptimizationdesign
isconductedbyapplyingtheexpertsystemofAcid-
Guide.Goodeffectisachievedinfieldapplication,
whichmaybeagoodreferencetointensifiedinjection
measuresofinjectionwellsinsimilarlowpermeability
reservo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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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oilreservoirinlowpermeability
areasofLiubeiOilfieldfeaturesinstrongwatersensi-
tivity, strongstresssensitivity, andplastic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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