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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克拉美丽气田是新疆油田公司第一个千亿立方米整装气田。针对气田火山岩储层岩性物性变化快、低孔低渗、气水

关系复杂的地质特征和生产动态特征差异大的投产早期开发情况，结合 15 口气井试气与试采资料，评价了气井产能主要影响

因素，在气井试气与试采特征基础上，系统分析了火山岩气藏试气与试采差异性。研究表明：火山岩气井初始产能的高低与其

稳产能力不存在必然关系，试采无阻流量与地层系数关联性强，更接近气井真实产能，气井合理配产和后期方案调整中应充分

利用试采数据；压裂井试气建立的产能方程与试采曲线特征差异较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压裂导流能力随时间下降显著，产能

预测需要考虑压裂井试气时的裂缝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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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ifferences of gas well test and production test of volcanic gas reservoir

GAO Yuncong1,2, LI Xiangfang2, LIU Hua1

（1. Northeast Petroleum Branch, Sinopec Group, Changchun 130062, China;  

2. MOE 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China）

Abstract:  Kelameili gas field is the first packaged gas field with developed reserves of more than 100 billion cubic meters in Xin-

jiang Oilfield. According to the geological features of strong heterogeneity, low porosity and low permeability, and complex water-gas 

relationship, and the large difference of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the effect factors on gas well deliverability were evaluated, based on 

the well test and production test data of 15 gas wells. The differences of gas well test and production test of volcanic gas reservoir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as well test and production test.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initial deliverability of 

volcanic gas wells had little relation with rate maintenance capability. The open flow capacity of production test is strongly related to the 

formation flow capacity, so it is better to predict the gas deliverability, and production test data should be fully used during gas produc-

tion allocation and plan adjustment. For fractured wells, the deliverability equation by gas well test is greatly different from production 

test data, and the main reason is the significant decrease of the conductivity with time, so the deliverability prediction need consider the 

crack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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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岩气藏地质条件复杂，储层非均质性严重，

渗流主要表现为不均匀介质流动特征［1-8］。从克拉

美丽气田滴西 14、17、18 井区石炭系火山岩地层探

井及评价井试气情况看，部分井天然气初期产量每

天可达几十万方，但有些井每天只产几千方或几方；

从试采情况看，部分试气时产能较高气井在试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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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与产量持续下降，难以保持稳定，表现出严重的

复杂性。如何充分认识火山岩气藏试气试采的差异

性，寻找出规律，对制定气田有效开采措施和开发方

案设计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1　气井产能主要影响因素

1.1　裂缝发育程度对产能的影响

火山岩是火山喷发后冷凝熔结和压实固结形

成，原生气孔多数呈孤立状互不连通，难以对储渗

起作用，研究表明孔隙大小落在 0.25~0.75 μm 之

间，而且从压汞曲线和不同孔隙分布概率看孔隙大

小分布极不均匀，火山岩的基质喉道半径比低渗砂

岩要小得多［9-10］。因此火山岩储层储量更需要裂

缝来沟通才能有效动用，不同旋回、期次、岩性的裂

缝种类和发育程度不同，不同规模的裂缝共同构成

裂缝网络，极大改善了储层渗流能力。测井解释克

拉美丽气田储层裂缝发育程度高，其中发育段厚度

超过 70%，开启缝占 93.4%，气井初期产能普遍较

高。滴西 18 井区有效储层成岩方式以熔浆冷凝结

晶为主，裂缝发育程度 93%，储层渗流能力较强；

而滴西 14 井区有效储层成岩方式以压实作用为主，

裂缝发育程度仅 9%，滴西 18 井区产能明显高于滴

西 14 井区。

1.2　岩性、岩相对产能的影响

岩性、岩相是控制火山岩储层物性的内因，不同

岩性、岩相产生裂缝的机率和发育程度不同，原生孔

隙和颗粒粒度大小不同，受侵蚀也存在不均匀性，储

渗能力变化大。克拉美丽气田岩体叠置，岩性、岩相

变化快，储层物性差异大，气井产能平面差异较大。

从渗流能力最差的火山沉积岩含量上看，滴西 18 井

区最少占 16%，隔夹层密度相应最小；滴西 17 井区

最多占 57.6%，井区连通性最差。从测井解释气层

主要岩性上看，滴西 18 井区以次火山岩（花岗斑岩、

二长玢岩）为主，占 90%；滴西 14 井区以酸性火山

碎屑岩（凝灰质角砾岩、流纹质凝灰岩、英安岩）为主，

占 51.6%；滴西 17 井区以基性火山熔岩（玄武岩、

玄武质角砾熔岩、玄武质火山角砾岩）为主，占 90%，

18 井区气井产能普遍高于滴西 14 和 17 井区。

1.3　产水对产能的影响

国内探明储量过亿方的火山岩气藏储层（克拉

美丽气田、徐深气田、松南气田与长岭气田）普遍中

低孔低渗、裂隙较发育，水锁是首要的储层伤害原

因，早期少量游离水的存在不会对其生产造成太大

影响，但由于较大裂缝的存在极易发生水锥和水窜，

形成水锁后严重影响气藏的采收率。克拉美丽气田

平面上受多个火山机构控制，存在多个气水系统，储

层裂缝比较发育且存在底水，气水关系复杂，57% 的

气井生产初期就产水，部分井因为人工压裂缝沟通

下部地层水或天然高角度裂缝连通气水层已经形成

水窜，如滴西 183 井、滴西 403 井、滴西 171 井试采

不到一年就因积液严重导致停产，如图 1 所示。对

产水气井要严格控制生产压差，构造低点的井更应

该注意合理配产，防止气井过早进水影响采收率。

1.4　动态储量对产能的影响

气井井控动态储量越大，相同压差下单井产量

越高，稳产时间越长。火山岩气藏岩性岩相复杂多

变，储层非均质性强，气井连通性较差，气井动态储

量差异性较大。克拉美丽气田储层总体物性差，单

井平均控制储量 3.014×108 m3，气藏 60% 以上的气

井初期配产高于气井无阻流量（即 Qaof）的 1/4，较长

期开井储层供给能力不足，小井控储量气井投产后

产量、压力快速递减，如 DX1824 井试气 Qaof21×104 
m3/d，初期配产 10×104 m3/d，气井投产后产量、

压力迅速下降，如图 2 所示。气田开发实践证实

井控储量大小是气井稳产的主要原因，0.25×108 

m3~9.2×108 m3，动态储量低于 1×108 m3，气井试采

初期产量就开始下降；动态储量高于 2×108 m3，气

井试采初期产量与动态储量呈线性关系，气井的动

态储量越大，稳产期产气量越大。

2　气井试气与试采差异性

2.1　试气特征

2.1.1　气井产能差异大　不稳定试井解释气井渗

透率范围为（0.005~18.5）mD，平均渗透率 0.298 
mD，反映储层渗流能力差别较大，不同井区和同一

井区内不同气井间可借鉴性差。对采用系统试井

和不稳定试井方法试气的气井解释无阻流量范围为

（8.72~184.6)×104 m3/d，气井产能差异较大，会给后

期开发带来很大难度。

2.1.2　气井压裂改造后产量明显提高　气田物性较

差储层占主体，大部分井射孔后日产气只有几方到

几千方，但是气井压裂效果明显，压裂后产量明显提

高。滴西 18 井区的气井初期产能与压裂规模（加

砂量）之间线性关系良好，与储层岩性较均一的地质

认识一致，而滴西14井区产能与压裂规模关系不大，

反映了储层连通性差和流体物性复杂的地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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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试采特征

2.2.1　大部分气井试采早期就开始产水　投产后

大部分气井的无水期较短，生产几天到几个月后气

井普遍出水，气井产水后产量下降较快。试采后滴

西 14 区块出水井 6 口，占该区块试气试采总井数的

66.7%，滴西 18 区块出水井为 5 口，占该区块试采总

井数的 50%。如滴西 403 井因配产不合理造成水窜

生产不到 3 个月即停产。

2.2.2　不同井型的气井稳产能力差异较大　欠平衡

井和水平井以Ⅰ和Ⅱ类储层为主，主要位于火山构

造高部位，气井污染小，储层厚度大，供气范围大，该

类井型气井的稳产能力较强。而压裂井投产初期产

能总体较高，但稳产性差、产量衰竭快。气田储层原

始压力较高，气井以裂缝为主要的渗流通道，压裂沟

通了井附近储层中天然孔隙和裂缝形成产能，压裂

后井筒与近井地带耦合强，导流能力强，提高了气井

的初期产能。但火山岩气井压裂有效期较短，随着

持续开井生产，试采后火山岩部分微裂缝闭合，压裂

的裂缝长度减小，导流能力变差，裂缝间压力干扰增

加，供气能力减弱，压裂井的产能必然降低。

2.3　试气与试采差异性分析

2.3.1　Qaof 具有时效性，试气和试采 Qaof 差异较大

气井试气试采 Qaof 存在较大差异，大部分气井试采后

气井的 Qaof 比试气明显降低，可见气井初始产能的高

低与其稳产能力不存在必然关系，如图１所示。因为

储层非均质性比较严重，试气中难获得稳定的测试

点，部分气井产能曲线甚至负斜率，采用试气资料建

立的产能方程存在较大偏差。不同气井因为不同原

因也会造成此差异：气井井控储量低，较长期开井供

气能力不足；气井近井处物性较好，初期产量高，但

受储层规模限制与边界效应，难以维持较长期生产；

产水对储层伤害影响气井真实产能；初期因压裂改

善近井区渗透性，但远井区保持了原始的低渗透和低

供给能力，随压降漏斗扩展到低渗透区域，气井产量

下降，最终维持较低产量。克拉美丽气田一些气井虽

然试气测试为高产气层，但生产中高产量不能维持较

长期的生产，产量较早跌落。对于火山岩储层试气并

不代表试采，试气无阻流量可以作为储层平面产能横

向对比的手段，但不能作为配产唯一依据。

2.3.2　地层系数对试气和试采产能影响不同　气井

试气 Qaof 与地层系数相关性小，反映了火山岩气藏

试气具有特殊性，试气阶段时间较短，波及范围有

限，主要代表近井附近的供气能力，不代表整个流动

图 1　气井试气与试采 Qaof 差异比较

范围，同时试气阶段获取的各项参数受到完井方式、

压裂返排、测试时间等影响，不确定性较大。气井试

采 Qaof 与地层系数有较强的相关性，试采井通过一

段时间试采后，波及范围增大，获得的参数代表可流

动区域的参数，因此气井优化配产和后期方案调整

中应该充分利用试采数据，见图 2。

图 2　试气与试采 Qaof 与试井解释地层系数关系

2.3.3　自然产能井和压裂井试气和试采产能差异

较大　克拉美丽气田压裂投产井产量递减快，自

然投产井产量递减慢。自然投产井试采产量多高

于试气预测值，试采无阻流量比试气无阻流量增

加 0.252~1.22 倍。而压裂投产井试采产量多低于

试气预测值，试采无阻流量比试气无阻流量减少

0.136~0.515 倍。火山岩气藏压裂井的试气裂缝效应

影响试气产能方程的准确性，其压裂裂缝随生产时

间的有效性、外围储层供气能力差和水锁效应导致

早期产量递减快，火山岩气井压裂具有失真性，试气

数据对试采的指导性差。自然投产井储层物性好、

连通性强、井控储量大，试气试采生产状况变化不大

使得试气对试采影响不大，随着生产近井地带产生

解堵现象使得产量变高，产量递减慢。

3　结论

（1） 受裂缝发育好坏、岩性岩相复杂多变、动态

储量差异大、气井产水等因素影响，火山岩气藏气井

产能差异较大。

（2） 火山岩气井试气与试采无阻流量差异显著，

（下转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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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基于 930 m 模拟实验井，配套研制了气水两

相嘴流测试装置，并针对苏桥储气库生产井出水特

点，开展了空气—水两相嘴流实验。

（2）借助流型观察窗观察和通过实时采集的数据

分析发现，液体段塞流过孔眼所消耗的压降大于气

体，导致段塞流条件下液体在嘴前回落严重，嘴前压

力、嘴后压力、产气量、产水量波动幅度大，而环雾流

波动幅度小，嘴流稳定性好。因此，可利用嘴流特性

判别两相管流流型。

（3）随气水比增加，嘴流的稳定性逐渐变好，当气

水比增加到 1 800~2 000 m3/m3 时，嘴流稳定性几乎

保持一致，说明流型已从段塞流过渡到环雾流。

（4）嘴流的稳定性关系到举升管的正常排液，因

此苏桥储气库有水气井井下节流技术适用的气水比

应高于 1 800 m3/m3。对于大液量气井，井筒为段塞

流，嘴径不应太小。此实验研究对于其他有水气藏

井下节流工艺设计也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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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产能的高低与其稳产能力不存在必然关系，试

采无阻流量与地层系数有较强的相关性，更接近于

气井真实产能，气井配产、有效开采措施调整和开发

方案设计中应充分利用试采数据。 
（3） 试气建立的产能方程与试采曲线特征差异

大多发生在压裂井，其中压裂导流能力随时间显著

下降是重要原因之一，产能预测需要考虑压裂井试

气裂缝效应。

（4） 自然投产井试气试采生产状况变化不大使

得试气对试采影响不大，有效井随着生产近井地带

产生解堵现象使得产量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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