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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 2气田压力动态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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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克拉 2气田是 “西气东输”的主力气田 ,由于该气田属于异常高压气田 , 为规避风险 , 不能将压力计下入

产层中部进行测试。为了监测克拉 2气田的生产动态 , 通过在克拉 2气田引入高精度电子压力计进行井口测试 ,

利用平均温度和平均压力法将井口测试参数折算至产层中深参数 , 进而进行压力恢复试井解释 、产能试井解释和

井口气体漏失监测。研究结果表明 ,该方法能适应克拉 2气田异常高压环境 , 利用测试结果及其解释可以进行产

能计算 , 为气田稳产提供产能评价;对高压高产气井进行漏气监测 , 能够检测出漏气的具体位置 ,提高了克拉 2气

田的动态监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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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拉 2气田是目前国内探明储量规模最大的整

装干气气藏 ,是 “西气东输 ”塔里木的主力气田 ,具

有构造高陡 、储层巨厚 、中孔中渗 、气体质量优等特

点
[ 1]
。克拉 2气田原始地层压力为 74.35 MPa,压

力系数达到 2.0220(3750 m),单井井口压力在 60

MPa左右 ,产量(90 ～ 400)×10
4
m

3
/d,属于高产的

异常高压气田
[ 2, 3]

。考虑到克拉 2气田作为西气东

输的主气源地 ,井下电缆测试作业风险大 ,作业时井

口高压防喷与安全都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无法满

足动态监测条件 ,给压力动态分析带来了极大困难 ,

主要表现在超高压气井在获取井底压力方面受限 ,

无法直接将压力计下到井底 ,只能在井口监测压力 。

出于安全平稳供气需要 ,克拉 2气田采用高精度的

PPS31系列井口电子压力计进行井口测试。克拉 2

气田地层流体为干气 ,流体性质稳定 ,地层无明显产

水迹象 ,易于将井口压力折算至井底压力 ,然后根据

气体垂直管流特性 ,将井口测试数据折算至井底 ,进

行压降测试 、压力恢复测试和验漏测试解释。

1　PPS31高精度井口电子压力计及其性能

PPS31系列井口电子压力计是由加拿大先锋石

油公司研制开发的高精度压力监测设备 ,整套系统

采用了先进的压力传感器和 GPRS无线传输技术 ,

PPS31监测系统可通过 GPRS实现数据的实时无线

传输 ,监测系统自身也可存储 50万组数据 ,并具备

井口数据的实时显示功能。

压力计部分采用硅 —蓝宝石探头和数字式信号

传输方式 ,精度和分辨率比较高 ,保证了录取资料的

准确程度和质量;外形设计小巧 ,外筒采用 INCON-

FL718防腐材料 ,可在井下恶劣条件下长期工作;具

备远程数据的实时监测功能 ,井口监测的数据可实

时传输至中央控制室 ,达到远程实时监控的目的;无

线传输部分采用 GPRS系统为数据传输网络提供了

一个平台 ,很好地解决了在野外作业同时对多井进

行实时监测这一难题 ,见图 1。

图 1　PPS31井口电子压力计

PPS31高精度井口电子压力计的技术指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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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程高达 103.4MPa,压力精度为 0.000138MPa,

压力分辨率为 0.0003%;温度量程为 -40 ～ 80 ℃,

温度精度为 0.20℃,温度分辨率为 0.01 ℃;采样间

隔为 1 s～ 18 h/点。

2　测试资料处理

井口压力监测资料解释难点在于如何将井口压

力数据折算为井底压力数据 ,根据气体垂直管流动

特性 ,采用的压力折算方法为平均温度和平均偏差

系数法
[ 4]
,采用小步长迭代求解。利用该方法将井

口压力折算至产层中深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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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pws为井底静压 , MPa;pts为井口静压 , MPa;pwf

为井底流压 , MPa;ptf为井口流压 , MPa;γg为气体相

对密度;H为产层中深 , m;Tws为井底绝对静温 , K;

Tts为井口绝对静温 , K;Z为气体偏差系数;d为油管

内径 , m;d/e为管径与绝对粗糙度的比值;Re为雷

诺数;μg为气体黏度 , mPa· s。

通过上述计算方法得出与井口压力数据对应的

井底流压或井底静压数据 。

3　应用实例

高精度井口电子压力计监测技术在克拉 2气田

已成功应用 11口井共 20井次 ,测试工艺包括产能

试井 、压力恢复测试和验漏测试 。

3.1　产能测试

应用井口电子压力监测技术在克拉 2气田共成

功进行了 8井次的产能试井 ,以 KL2-4井 2005年

9月 26日至 10月 7日产能试井资料为例 ,实测压

力历史资料见图 2和表 1。从压力历史资料看 ,该

井测试很成功 ,每个工作制度下压力稳定 (变化幅

度小于 0.0345 MPa);二项式产能方程线性关系好

(图 3),二项式拟压力方程如下 。

拟压力法二项式产能方程

ψ(pR)-ψ(pwf)=6.8528Qg+0.019Qg
2

　　无阻流量

QAOF=2529.87×10
4
m

3
/d

单井控制储量 234.56×10
8
m

3

图 2　KL2-4井实测压力

表 1　KL2-4井产能分析结果

产气量

/104 m3· d-1

井口流压

/MPa

产层中深流压

/MPa

产层中深静压

/MPa

106.40 63.01 72.92 73.29

147.97 62.75 72.67

199.30 62.37 72.42

249.60 61.88 72.12

图 3　KL2-4井拟压力法二项式产能 IPR指示曲线

3.2　验漏测试

克拉 2气田井口内漏问题较为普遍 ,但缺乏验

漏手段。 2005年 6月 4日应用井口电子压力监测

技术对 KL2-7井进行井口阀门验漏测试分析。测

试结果表明(图 4),采气树液压主阀和液压翼阀存

在轻微渗漏 ,手动翼阀密封性相对较好 ,将测试结果

与主控室单井产量记录对照 ,发现该井关井时 ,主控

室每天仍记录到 4200 ～ 10 000 m
3
的单井产气量。

采取措施封堵泄漏处 ,为安全生产扫除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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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KL2-7井井口阀门验漏测试压力历史

4　结论与建议

(1)利用高精度电子压力计在井口测压 ,根据

井口压力折算产层中深压力 ,解决了在异常高压气

井无法将压力计下入气井进行压力监测的难题。

(2)利用测试资料成功地进行了克拉 2气田产

能试井解释 ,获取了气井的无阻流量及其控制储量。

(3)利用井口压力动态监测资料可以及时发现

气井井口内泄位置 ,保障高产气井安全生产 。

(4)该方法没有考虑井筒温度变化对资料的影

响 ,目前还无法解释井口获得的关井压力异常恢复

数据 ,无法得到真正的地层参数资料 ,需要进一步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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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固井技术现状(一)

基本水泥

目前国外 BJ、福拉斯马斯特 、道威尔 、哈里伯顿和诺斯

科等五大能源技术服务公司都生产基本水泥 ,共有 13类:波

特兰水泥 、高铝水泥 、市售低密度水泥 、市售膨胀水泥 、微细

波特兰水泥 、微细波特兰水泥和微细高炉矿渣混合物 、高细

度水泥 、高炉矿渣 、微细高炉矿渣 、波特兰水泥和高炉矿渣的

混合物 、可储存的液体水泥 、酸溶水泥 、合成树脂水泥。

油井水泥外加剂

主要以哈里伯顿 、BJ、休斯 、德莱塞 、道威尔五家公司的

产品为代表 , 水泥外加剂品种比较多 , 主要分为 13大类 , 包

括:促凝剂 、缓凝剂 、降失水剂 、分散剂 、消泡剂 、减轻外掺料

(减轻剂)、加重外掺料(加重剂)、防漏外掺料(防漏剂)、防

止水泥石高温产生强度退化的外掺料 、触变水泥 、隔离液和

冲洗液 、清除钻井液污染剂 、特种外加剂。

新型钻井固井液技术

美国壳牌石油公司及几个其他石油公司在多功能钻井

液(UF)性能 、胶凝浆特性 、滤饼固化 、界面胶结等方面作了

大量实验(剪切胶结 , 激活剂的扩散实验 ,水平井大型井筒顶

替模拟试验), 研制出新型钻井固井液技术 ,在原有钻井液配

方的基础上 ,添加少量高炉矿渣或其他可水化材料 , 基本上

不影响钻井液的其他性能。 新型钻井固井液技术采用 UF

钻井 、MTC固井提高了钻井液和固井液的相溶性 ,有效地解

决了传统固井水泥浆与钻井液的不相溶问题 , 从而实现了第

1、2界面的良好分隔和胶结强度 ,特别是提高第 2界面的胶

结质量 ,减少和阻止油 、气 、水流体的层间窜通 , 而且由于激

活剂的扩散和渗透 , 使滤饼形成了固化的致密钻井液 , 阻止

了循环漏失和水泥浆液柱回落。 新型钻井固井液与普通油

井水泥浆相比 ,具有调节性能的外加剂价格低廉 , 且具有低

失水 、强度发展快 、沉降稳定性好 、耐污染等特点。

(文慧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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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ccomplishedsuccessfullyusingdomesticoilwell
cement, admixtureandadditivecompletelyintermsof
optimizationdesignofcementingtechnologyparameter
andaseriesoflaboratoryresearchessuchasthermal
stability, thickeningtime, strengthdevelopment, wa-
terlossathightemperature, mediumstopsimulation,
andsoon.Althoughadditivecostisequivalenttoone
thirdofimportedproducts, thecementinghas100%
qualifiedsegmentand96.46% highqualitysegment,
whichprovidesreliableapproachforcementingtech-
nologyofhightemperatureanddeeplayernaturalgas
wellnationalizationinSongliaobasin.

Keywords:anti-hightemperature;padfluid;
cementslurry;cementingtechnology;constructionop-
eration

WANGShun-li, JilinPetroleumGroupCompany,
DrillingTechnologyInstitute, Songyuan138000, Jilin,
China

Reliableandeconomicalselectionforcasingpipein
low-potentialgasfield.WANG Jian-dong, LIN
Kai, ZHAO Ke-feng, WANG Xin-hu, WANG
Jian-jun.ODPT, 2007 , 29 (5):98-101

Abstract:Reliableandeconomicalselectionof
casingpipeindevelopmentoflow-potentialgasfieldis
oneofefficientmeasurementstoreducedevelopment
cost.Themaininfluencefactorsarespecifiedbyappli-
cationevaluationtestofAPIlongroundthreadcasing
pipe.Withactualworkingconditionsandmainstream
wellstructureoflow-potentialSuligegasfield, accord-
ingtostatisticalresultsofexperimentaldataforcasing
historicalgoods, thesafetycoefficientofstringcasing
designisdeterminedbyreliabilityanalysismethods,
reliableeffectofloadvariabilityoncasingpipeis
checked, andtwostringplansisdesignedsuccessful-
ly.Theyare 139.7mm×7.72 /9.17 mmN80/J55
LC+CATTS101 specialthreadcompoundcasingstring
and 139.7 mm×9.17 mmN80 LC+CATTS101
specialthreadcasingstring.Casingthreadparameter
controlscollarout-of-roundnessunder0.7%bystand-
offandpitch.Optimumandmaximumtorqueisused
forthreadingandinterferencecoilsarenotlessthan
1.70coils.CATTS101 threadcompoundsareusedfor
threading, whichshouldhaveuniformandappropriate
painting.Accordingtovariousfactorsinfluencingcas-
ingpipesuitability, additionaltechnicalspecification
forcasingorderandfieldoperationspecificationare
established.Asaresult, morethan160 wells, taking
thesaidmeasurements, havegoodperformanceand

makeremarkableeconomicbenefit.
Keywords:low-potentialgasfield;casingstring

optimization;economy;reliability;reducingdevelop-
mentcost

WANGJian-dong, InstituteofTubularGoodsof
ChinaPetroleum andGasGroupCompany, Xian

710065, Shaanxi, China

MethodforpressuredynamictestingofKela2gas
field.LIRu-yong, ZHUZhong-qian, WUZang-
yuan, DENGJun, WANGYan-ling.ODPT, 2007,
29(5):102-104

Abstract:Kela2 gasfield, asabnormalover-
pressuregasfield, isthemaingasfieldofwest-east
gastransmission.Foravoidingrisk, testcan'tbedone
byputtingmanometerinthemiddleofproductionlay-
er.AimatmonitoringproductionperformanceofKela
2 gasfield, wellheadtestisdonebyusinghighpreci-
sionelectronicmanometerinthegasfield.Welltesting
interpretationofpressurerecovery, welltestinginter-
pretationofproductivityandmonitoringofwellheadgas

leakingoutaredonebyaveragetemperatureandpres-
suremethodthatconvertsparameterofwellheadtestto
deepmediumlayer.Itshowsthat, themethodadapts
toabnormaloverpressuregasfieldenvironmentofKela
2 gasfield.Productivitycalculationcanbedoneby
testingresultsandinterpretation, whichprovidespro-
ductivityevaluationforgasfieldstability.Concretepo-
sitionofgasleakingcanbedetectedbymonitoringfor
hightemperatureandhighyieldgaswell, whichim-

provesdynamicmonitoringlevelforKela2 gasfield.
Keywords:Kela2gasfield;abnormaloverpres-

sure;pressuremonitoring;productivity
LIRu-yong, KeyLaboratoryofPetroleumEngi-

neering, MinistryofEducation, ChinaUniversityof
Petroleum, Beijing102249, China

Applicationofcombinedperforatingtechnologyin
XianheWang541 block.YUEChang-bo, YUAN
Li.ODPT, 2007, 29 (5):105-106

Abstract:Combinedperforatingisjointoperation
ofperforationandhighenergygasfracture, withsuch
advantagesasbigdrillingdepth, multiplefracturesand
greatlyenlargingseepageareainthenearwellarea.
Therefore, analysisandresearchonfeasibilityofcom-

binedperforatingtechnologyinWang541 districtis
donefromtheoreticalfoundationofcombinedperfora-
ting.ItshowsthatreservoirinEs3 blockiswithhigh
quartzcontentandhasgoodpore-throathom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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