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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低渗透油藏挖潜技术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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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对低渗透难动用储量进行开发 , 在文昌 13-2油田 ZJ1-1、ZJ1-3、ZJ1-7L油组 , 文昌 13-1油田

ZJ1-4U油组实施了钻长水平井技术提高产能;内挂井槽解决了海上平台空间 、平台资源有限与实施挖潜的矛盾;

对产能进行评价并优选开发井位及确定合理井距;运用电潜泵进行深抽采油 , 新增动用储量 800×104 m3左右 ,累

计日增油 950 m3 ,指导了文昌 15-1油田主力层 ZJ1-4油组 、文昌 14-3油田 ZH1-2等油组的开发。实践证明

该套技术适合海上低渗透率油藏挖潜 ,为其他类似油藏的开发做了技术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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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海洋石油工业勘探开发的发展 ,油田开发

中后期挖潜在海上油田开发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低

渗透油藏储量目前在海上所占比例逐步增加 ,已达

约 20%。低渗透油藏的挖潜是海上油田稳产的一

项重要内容 ,如南海西部目前存在低渗透油气藏的

油气田就有多个 ,其低渗透油藏的特点是:岩性细 ,

泥质含量高 ,岩石孔隙小 、吼道窄 ,储层各向异性差

异大 ,束缚水饱和度较高 ,可动油饱和度低 ,渗流能

力低 ,开发时需克服启动压力 ,具有非达西渗流特

征 。通过工作实践摸索 ,总结出一套海上低渗透油

藏挖潜技术和做法 ,为开发好该类油藏提供借鉴。

1　挖潜难点

由于在开发方案中未考虑低渗透油藏等难动用

储量的开发 ,后期挖潜在海上难度大 ,难点主要是:

(1)产能评价 、井位优选和合理井距确定;

(2)如何提高低渗透油藏产能 ,达到海上经济

门限;

(3)解决海上平台空间 、平台资源有限与实施

挖潜的矛盾 。

2　挖潜思路与流程

运用开发地震 、开发地质 、油藏工程 、海上工程

等技术 ,加强对低渗透油藏的地质研究。首先研究

低渗透油层成因机理并进行低渗透油层测井评价 ,

然后进行低渗透油藏储层综合评价并开展针对低阻

油层的三维地震反演及储层预测 ,深入研究低渗透

油层开发地质特征和储量 ,建立低渗透油藏三维模

型 ,研究挖潜方案 ,提出合理开采低渗透油层的建

议。当地质油藏挖潜方案可行时 ,在充分发挥油田

已有设施的前提下 ,研究新增井槽 、钻长水平井 、优

质筛管防砂 、电潜泵深抽采油 、优化工作制度等配套

措施 。在解决了海上平台空间 、平台资源有限与实

施挖潜的矛盾后 ,实施挖潜方案 ,提高低渗透油藏的

动用程度 ,从而实现减缓老油田递减 ,改善开发效

果 ,提高油田采收率 。技术流程如图 1所示 。

图 1　低渗透油藏挖潜技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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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挖潜技术

3.1　产能评价技术

在低渗透油藏中 ,流体在地下流动过程中存在

着启动压力梯度 ,即需要克服某一压力梯度值 ,流体

才能流动。由于启动压力梯度的存在 ,低渗透油藏

流体渗流过程变成非达西渗流 ,在这种情况下 ,试井

资料曲线特征与存在不渗透外边界油藏的试井曲线

特征相类似
[ 1]
。由于地层的非均质性和各向异性

往往会使地层表现为区域化油藏 ,尤其是对于地层

渗透率低于 5×10
-3
μm

2
油藏 ,地层的非均质性将

更加严重 ,这种区域化低渗透油藏中介质和流体的

特性参数是不同的 ,各区域交接面间流体流动存在

一定的阻力 。

低渗透油藏存在启动压力时 , 直井或斜井产量

的计算公式如下 。

Q=
2πkh(pe-pw)

μlnre/rw
1-

 /2kτo(re-rw)
pe-pw

(1)

式中 , pe为供油边界压力 , MPa;re为供油半径 , m;

pw为井底压力 , MPa;rw为井筒半径 , m;τo为流体屈

服应力(极限剪切应力), Pa;h为油层厚度 , m;k为

渗透率 , μm
2
;μ为流体黏度 , mPa· s; 为孔隙

度 , %;Q为产量 , m
3
/d。

式(1)表明 ,影响低渗透油藏产能的主要因素

是生产压差 ,油井的产量随生产压差的增大而增大 ,

而采油指数则有一个最大值 ,即在某一个压差下 ,能

量利用率最高
[ 2]
(见图 2)。

图 2　低渗透油藏采油指数与生产压差关系

从图 2中还可以看出 ,在生产压差较小时 ,采油

指数随生产压差增大而增大 ,随着生产压差的增大 ,

介质变形的影响渐渐增大 ,因此在生产压差较大时 ,

采油指数随压差增大而减小 ,在实际油田的生产中 ,

生产压差的取值要按照生产优化要求而定 。

3.2　优选开发井位及合理井距的确定

由于海上油田开发的经济门限高 ,油井产能及

可采量需达到较高值才有经济效益 ,而油井产能与

沉积相带有一定的关系 ,因此开发井尽可能部署在

有利砂体微相带上 ,以期获得较高产量 ,如部署于临

滨砂坝 、分流河道微相或河口坝微相带等 , 海上一

般用不规则井网布井。低渗透油藏挖潜部署井位要

考虑以下因素 。

(1)从油藏构造精细研究 、沉积微相研究 、储层

综合评价 、应力和裂缝方向研究入手 ,开展精细地质

基础研究 ,提高对低渗透油藏的认识 ,根据数值模拟

和油藏工程方法对产量进行预测 ,最终找出油藏的

潜力所在 。

(2)以调整 、转注为手段 ,合理布局注采井网 ,

增加储量控制程度。在地质研究基础上 ,充分考虑

地层裂缝对注水开发效果的影响 ,在实施调整 、更新

和转注等注采井位优化调整过程中 ,注采井位部署

尽量避开注入水裂缝优势走向 ,对注采井网进行合

理布局和优化 。在部署井位时 ,井点尽量避开裂缝

延伸的主水道方向 ,近断层高部位井点尽量利用大

斜度多靶定向钻井技术进行断层掏边 ,降低注水井

启动压力 , 提高视吸水指数 ,增加可采储量。在确

定注水井位时 ,尽量应用沉积相研究和裂缝研究成

果 ,充分考虑主砂体和裂缝延伸方向 ,油水井连线与

裂缝方向基本上呈 45°夹角优选注水井点 。通过合

理选择投产层位 ,专注专采差油层 ,增加可采储量 。

合理井距确定是低渗透油田开发的一个重要问

题 ,采收率与井网密度关系密切 。可采期的单井效

益和单位面积总效益随井网密度变化 ,海上应以单

位面积总效益最大化为准则 ,研究合理井网密度及

其对应的采收率 、单井可采储量 、可采期的单井效益

和最大单位面积总效益 ,同时求出经济极限井网密

度。该方法对于低渗透油藏开发方案和开发调整方

案的经济技术论证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3.3　电潜泵深抽采油技术

式(1)表明 ,要提高直井或斜井产量 ,应立足于

2项措施:一是尽可能放大生产压差 ,二是进行油藏

改造 ,即通过酸化压裂等改造措施尽量提高油层的

渗流能力 。对于放大压差生产 ,海上发挥了以电潜

泵深抽采油技术为主的一套技术 。

(1)电潜泵深抽采油技术在低渗透油藏中应

用 ,可将油井井底流压降低到 2MPa以下 ,这极有利

于充分动用受层间干扰而未动用或弱动用的薄差油

层 ,减少了小层间的干扰 ,可以缓解地层供液不足的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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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低渗透油藏油井见水后 ,产液(油)指

数会大幅度下降 ,电潜泵深抽采油技术由于增大了

生产压差 ,提高了流体渗流速度 ,有利于油井产能提

高 。

(3)建议选择多油层 、注采系统较好的油井进

行提液采油 。提液采油是在保持合理地层压力系统

下进行的 ,因此 ,油井下入电潜泵深抽的同时 ,应对

相应的注水井进行分层调控 ,加强与油井对应的层

位注水 。

3.4　钻长水平井技术

除了放大生产压差 、进行油藏改造提高低渗透

油藏产能外 ,水平井开采低渗透油藏在海上具有明

显的优势 ,主要表现在:(1)由于低渗透油藏渗流阻

力大 ,生产压差一般都较高 ,而水平井近井压降比直

井小且为直线型 ,可以采用较小生产压差进行生产 ,

以减轻水锥和气窜 ,延缓见水时间 ,提高水驱波及体

积和最终采收率;(2)水平井可以连通垂直裂缝 ,增

大油井渗透率 ,提高低渗透油藏产油量和采油速度;

(3)水平井单井控制泄油面积大 ,单井产量高 ,可以

减少钻井量 ,实现海上稀井高产 ,投资省 ,采油成本

低 ,经济上大大优于直井或斜井开采 。

低渗透油藏由于物性差 ,产能低 ,海上开发一般

设计多靶点 、长距离水平井开发 ,以便钻遇有利部

位 ,提高产能 。长水平井取得高效的关键是地质认

识到位 ,精细低渗透油藏描述 ,搞准厚度平面分布 ,

精确划分油组小层 ,设计好水平井轨迹。目前海上

已开发 、实施了多种形式的水平井 ,进一步发挥了水

平井的作用 ,包括多分支水平井和长水平井;另外 ,

已发展了水平井地质导向钻井技术 ,地质导向钻井

就是以井下实际地质特征来确定和控制井眼轨迹的

钻井技术 ,使用这一技术 ,在多专业协同工作 ,精心

设计 ,精心施工后 ,可以精确地控制井下钻具命中最

佳地质目标 。

低渗透油藏水平段长度与产能关系研究表明:

随着水平段长度的加大 ,采液指数几乎呈直线上升 。

如某直井自喷测试日产仅 6.5 m
3
/d,采油指数为

4.3 m
3
/(d· MPa),比采油指数为 0.29 m

3
/(d·

MPa·m),如采用  88.9 mm水平井长度达到 1200

m,采油指数预测达 34.8 m
3
/(d· MPa),产能提高 7

倍 。

3.5　油层保护技术

低渗透油层不仅孔道细小 ,而且一般含泥质较

多 ,容易受到污染和损害。一般情况下 ,低渗油层污

染比高渗油层严重 ,水平井污染比直井严重 ,因此 ,

低渗透油藏水平井污染对其产量影响较大。要特别

重视从钻井到生产全过程油层保护 ,减少对油层的

伤害 ,提高产油能力和注水能力。

(1)研制适合各油藏地质特点的钻井液。钻井

液造壁性能要好 ,形成的滤饼薄 ,失水量小 ,滤液具

有抑制黏土膨胀和减少微颗粒运移的特点 ,防止近

井地带导流能力降低。

(2)采用近平衡压力钻井技术。在保证地层孔

隙压力与井内静液柱压力相平衡的情况下 ,钻井液

密度尽可能低 ,以减小井底压差 ,大大降低钻井液向

油气层中的滤失;在钻井过程中采用近平衡钻井 、屏

蔽暂堵技术保护油层 ,控制钻井液沿裂缝漏失和井

壁崩塌。

(3)降低钻井液滤失量 。在钻井液中加入必要

的高效降滤失剂 ,严格控制其高温高压滤失量。

(4)合理确定钻井参数 。在钻进油层井段时 ,

要合理选择排量和转速 ,避免钻井液对井壁的严重

冲蚀 、鞭打 ,破坏井壁滤饼 ,从而减少钻井液向油层

中的滤失 。

(5)完井作业应针对油层特点和敏感性 ,采用

防污染压井液压井或不压井作业 ,以保证油层污染

程度最低或不污染 ,防止完井液灌进地层 ,在射孔过

程中选用优质射孔液。

(6)研究与水敏黏土矿物配伍的修井液。修井

液滤液侵入地层 ,易破坏黏土矿物与地层流体之间

的平衡 ,使岩石结构 、表面性质发生变化 ,黏土矿物

水化膨胀 ,颗粒分散运移形成堵塞 。应尽可能减少

修井次数及作业时间 ,需要修井时 ,建议使用与储层

配伍的修井液 ,如新研制的 “乳化修井液 ”,它具有

密度小 、稳定性强 、腐蚀小 、与储层配伍性好 、滤失量

小等特点 ,达到保护油气层效果。

3.6　生产平台外挂 、内挂井槽技术

外挂 、内挂井槽技术流程为:(1)对增加井槽和

在导管架上增设相应隔水套管的可行性进行研究。

若平台空间尺寸 、导管架强度 、桩基承载力 、平台动

力等可行 ,再进一步进行隔水套管固定件的设计 ,包

括资料收集 ,现场调查 ,确定位置 、固定型式 ,结构设

计 ,平台强度校核 ,施工安装设计等;(2)组织导管

架泥线桩头的水下检查 ,为水下安装作业提供第一

手资料;(3)确定隔水套管的布置和配套施工工艺

方案;(4)完成修井机和井口区的配套改造;(5)若

平台结构安全评估指标达不到 ,需确定加固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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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延操作平台 ,增加导管架导向结构 ,增加固定

夹 ,每个装置特点不同 ,需要各专业 、各部门共同协

作 ,充分沟通 ,制定出最佳的挂井槽改造方案。

4　挖潜实例

运用该套技术在文昌 13-2油田 ZJ1-1、ZJ1-

3、ZJ1-7L油组 、文昌 13-1油田 ZJ1 -4U油组实

施了钻长水平井技术 ,内挂井槽解决了海上平台 、资

源有限与实施开发 、挖潜的矛盾 ,对产能进行评价并

优选开发井位及确定合理井距 ,运用电潜泵进行深

抽采油 ,新增动用储量 800×10
4
m

3
,累计日增产 950

m
3
/d,提高了单井产量(平均达到 160 m

3
/d),指导

了文昌 15-1油田主力层 ZJ1-4油组 、文昌 14-3

油田 ZH1 -2油组的开发等 ,储量超过 2000 ×10
4

m
3
,目前开发形势较好。

文昌 13-2油田 ZJ1-3U油组物性差 ,表现为

岩性细 、泥质含量较高(12.6% ～ 49.4%),岩石孔

隙度小 、吼道窄 ,储层各向异性差异大 ,束缚水饱和

度较高(60%),可动油饱和度低(20%),渗流能力

低 ,未进行开发 ,但具有挖潜潜力。 ZJ1-3U油组形

成低渗透率的主要原因为:孔隙结构分选差 ,双峰明

显 ,且排驱压力较低 ,细孔 、微喉占较大比例 ,泥质组

分高 ,使其孔隙流体中束缚水饱和度高。

首先对文昌 13-2油田 ZJ1-3U油组进行了精

细的油藏描述 ,包括层位标定 、地震资料解释 、构造

图的编制。

ZJ1-3U油组为层状边水构造油藏 ,常温常压

油藏 ,地面原油密度为 0.811 g/cm
3
,油品性质好 。

通过地质再认识 ,重新计算储量为:控制地质储

量 220.2×10
4
m

3
,其中南区 209.0 ×10

4
m

3
,北区

11.2×10
4
m

3
。在三维地质体上建立油藏数值模

型 ,进行了数模研究 ,由于物性差 、厚度小 ,直井 、斜

井产能低 ,故设计用水平段较长的水平井开采 。经

井数 、井距优化 , 先用 2口水平段较长的水平井

A15h、A16h(水平段长 850 m、750 m)开采南区 。油

藏数模研究表明:若用 2口水平段较长的水平井 ,单

井产能可达 100 m
3
/d,可累积采油 28.29×10

4
m

3
。

经论证 ,内挂一排井槽的方案可行 ,且能实施。

后经调整井地质设计和实施 ,修井机与拖轮配合钻

完井 、重视油层保护 ,采取 LWD随钻测井 , 裸眼下

优质筛管完井 ,电潜泵深抽开采 , 2口井分别于 2006

年 10月和 2007年 5月 20日正式投产 ,单井日产达

150 m
3
/d,是探井测试日产 6.5m

3
/d的 23倍 ,采油

指数为 35 m
3
/(d· MPa),是探井测试采油指数 4.3

m
3
/(d· MPa)的 8倍。经过合理工作制度的摸索 ,

确定了以较小油嘴开发的原则 , 生产比较稳定 ,到

2007年 7月底 , 2口井分别累积产油 23 965 m
3
、

8878 m
3
,挖潜效果好 ,经济效益高 。

5　结论

海上低渗透油藏挖潜涉及地球物理 、地质 、油

藏 、钻井 、完井 、采油 、工程等多专业 ,是一项综合性

很强的技术 ,任何一方面出问题均会影响挖潜效果。

低渗透油藏挖潜的关键首先在于井位优选和提高油

井产能 ,达到海上经济门限 ,其次是解决海上平台空

间 、平台资源有限与实施挖潜的矛盾 。总结出的海

上低渗透油藏挖潜技术 ,只是海上油田开发中后期

挖潜的一部分 ,通过在文昌 13-2油田实施 ,取得了

良好的开发效果 ,形成了一套海上已开发油田挖潜

低渗透油藏的开发模式 ,提高了难动用油藏的开发

效果 ,提高了整个油田的采收率 ,为其他类似油藏的

开发做了技术储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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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imulationtechniqueofdrillinglong
horizontalwellswasconductedtoenhancedeliverabili-
tyinthelow-permeabilityreservoirsinWenchang13-2
oilfieldwhichconsistedofZJ1-1, ZJ1-3, ZJ1-7Lfor-
mationsandWenchang13-1fieldwhichofZJ1-4Ufor-
mation.Theinternalhangingwellslotsovercomethe
problemsoflimitedplatformspaceandapplicationof
wellstimulation.Flowpotentialwasevaluatedandwell
locationwasoptimizedwhilerationalspacingbetween
wellswasdefined.Electricpumpwasusedtodeep
drawoil, whichaddsnewreservesofmorethan800×
10

4
m

3
anddailyamountof950 m

3
.Thistechnique

contributesusefulreferencestothedevelopmentof
ZJ1-4seriesinWenchang15-1oilfieldandZH1-2 se-
riesinWenchang14-3oilfield.Practiceshowthatthis
techniqueisfitforthelow-permeabilityreservoirstim-
ulationintheoffshore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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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fresidualoilsaturationevaluationinhighsalini-
tywaterinjectiondevelopment.CAIJun, LIMao-wen, HE
Sheng-lin.ODPT, 2007, 29(6):77-79

Abstract:Evaluationofresidualoilsaturationis
thedifficultyandkeyinthewaterfloodingzonelogging
interpretation.Wettabilityandformationwaterresistiv-
itywillchangealotoncethereservoirisflooded.
Thereforesomeparametersusedinthesaturationesti-
mationneedtoberedefined.Oneexamplewhichliein
fluvialfaciesdepositoilfieldofSouthChinaSeafor
studyingkeyparametersinsaturationevaluationof
floodingzoneisgiveninthepaper.Aneffectivewayof
gettingkeyparametersforresidualoilsaturationevalu-
ationwasdevelopedthroughtherockelectricityexperi-
mentssimulatingreservoirconditionsandrelationship

pursuebetweenthemixedwatersalinityandtheactual
watercut.Themethodwasingreataccordancewith
fieldpracticeinapplication, andlaysafoundationfor
exactevaluatingresidualoilsaturationofsuchkindsof
oilfield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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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avingpressureofWZ12-1Noilfieldis
highwhilethereservoirliquidhasnormalpressuregra-
dient.Formationpressurecoefficientislessthan1.05
g/cm

3
andthedrillingfluidusedisbiggerthan1.3g/

cm
3
.Twowellcompletionsystemsofperforationcom-

pletionandopenholecompletionwereadopted.Be-
causethedrillingfluidpressureishigherthanthatof
thereservoirfluid, thedrillingfluidwillintrudeinto
formationdeeplyandquantitatively.Thiswouldcause
reservoircontaminationanddamageaswellasabnor-
mallyhighflow-backpressure.Measuresofproperly
protectingreservoir, optimizingandchoosingappropri-
atedrillingandcompletionfluidsystemswereformula-
tedbystudyingthereservoirnature, sensitivityand
specialrequirementsofdeviatedholesinWZ12-1Noil
fieldfordrillingfluids.Thegoalofdrillingfastandex-
cellentlywasrealizedandthepossibledamageinthe
processofdrillingwaseffectivelyallev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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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cation;rheologicalproperty;hydrocarbon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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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fbypassingflowinlaminarflowwellcementation
anditspreventionandcure.LUO Yu-wei, XIAO Wei.
ODPT, 2007, 29 (6):83-86

Abstract:Bypassingflowisapttohappenwhen
thecementmilkbypassesthethickdrillingfluidonthe
intheprocessoflaminarflowcementation.Thisphe-
nomenonwillcausethemixtureofcementmilkand
drillfluidwhichresultsintheweakbondofcement
mantle.Thereisnotauniversalideaofoptimization
designmethodofcementingdisplacementthoughalot
ofworkhasbeendoneforbypassingflowprevention.
Throughthebypassingflowexperimentsinhouseand
quantitiesoffieldwellcementationpractice, it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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