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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RN 油田是中石油海外经营开采最早的、中亚规模较大的碳酸盐岩油藏。油田自然递减率高，主力油藏地层压力保

持水平低，纵向动用程度不高，层间矛盾大。结合油田实际情况，研究了 3 种分层注水技术——液力投捞分层注水、同心双管分

层注水、桥式偏心分层注水技术。现场应用表明，桥式偏心分层注水和同心双管分注技术应用效果显著，液力投捞分注技术不

适用于该油田。该研究对海外碳酸盐岩油田开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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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elective water injection in heterogeneous carbonate reservo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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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N	oilfiled	is	the	earliest	large	oilfield	in	Middle	Asia	developed	by	Petrochina	overseas.	The	oilfield	faced	high	produc-

tion	decline,	low	reservoir	pressure	maintaining,	low	vertical	producing	degree,	serious	conflicts	between	layers.	According	to	actual	

conditions	of	the	oilfield,	three	types	of	effective	and	economic	separated	layer	water	injection	techniques	have	been	selected:	separated	

layer water injection by hydraulic running and pulling, concentric pipe separated layer water injection and bridge-type eccentric separate 

layer water injection. Field application shows bridge-type eccentric separated layer water injection and concentric pipe separated layer 

water	injection	work	well	in	this	oilfield,	separated	layer	water	injection	by	hydraulic	running	and	pulling	is	not	suitable	for	this	field.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instructive	to	the	high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carbonate	oil	fields.

Key words:	RN	oilfield;	carbonate;	separated	layer	water	injection;	concentric	pipe	separated	layer	water	injection;	eccentric	sepa-

rate layer water injection

RN 油田是一个大型带凝析气顶及边底水的复

杂碳酸盐岩油气田，具有剩余可采储量较大、采油

速度低、采出程度低的特点，有石炭系Ⅰ、Ⅱ两套含

油层系，纵向有 5 个油组。油田埋藏深度为 2 500~ 
3 800 m，储层孔隙度为 10.6%~13.7%，有效渗透率为

0.1~20 mD，部分地层天然裂缝较发育，主要储集类

型有孔隙 – 裂缝型、孔隙型和孔隙 – 孔洞型。岩性

以石灰岩为主，地层原油密度为 0.65 kg/m3，地层原

油黏度为 0.28 mPa·s。储层温度为 75 ℃，储层孔隙

压力梯度仅为 0.55~0.70 MPa（100 m）。
油田经过连续 4 年产量大幅上升后，开发过程

中的矛盾和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其主要标志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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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降幅度增大、老井自然递减率大幅上升。分析

认为，问题主要在注水：（1）注水量仍然不能满足注采

平衡的需要，油田转注时间晚，欠注大，压力仅为原

始压力的 60%；（2）注水井笼统注水，注水开发储量

动用程度很低；（3）少数层段严重超负荷注水，大多数

层段不出液或不吸水。

油田采用分层注水技术面临的技术难点如下：

（1）碳酸盐岩油藏非均质严重，孔隙、溶洞、裂缝发育，

单层吸水、出液井比例高，分注卡封难度大；（2）油田

转注时间晚，层系多，两层分注不能满足要求，目前

成熟的细分层工艺调测较为繁琐，要求高；（3）注水水

质较差，井下条件复杂，井下工具及水嘴易腐蚀和堵

塞，调测失败可能性大；（4）分层注水既要满足开发要

求，又要井下工具少，工艺成熟配套，操作简单。

1　RN 碳酸盐岩油藏分注技术

1.1　同心双管分层注水技术

1.1.1　管柱结构　管柱结构（图 1）：喇叭口 +KCY211 
-135 封 隔 器 +Ø73 mmUP TBG（外）×4TBG（内）

变扣接头 + 4TBG 油管 + 耐腐蚀密封筒 +4TBG 油

管。内管自下而上为：导向头 + 延长管 + 密封插管

+ Ø60 mmUP TBG。

图 1　同心双管分注管柱结构

1.1.2　技术原理　同心双管分注是在同一井筒内下

入 2 根油管，1 根外管，1 根内管，用封隔器将需要隔

开的上下层封隔。外管（主管）连接密封插管和密

封体等配套工具插入封隔器，然后从外管内再下入 1
个内管，内管下接另一个密封插管，此插管插入密封

体，通过内管向下层注水。通过内外管环空向上层

注水，从而实现分层注水的目的。

1.1.3　技术特点　（1）能有效消除层间干扰，地面控

制各层配注量，配注准确，便于计量和现场管理，特

别适合于让纳若尔油田的分注状况；（2）不存在堵水

嘴问题，对水质适应性好；（3）可以不动管柱对上下层

进行酸洗处理，大大降低了后续工作的费用和风险；

（4）两根油管都有支撑（外管支撑在封隔器上，内管

支撑在外管上），并且外管与封隔器之间、内管与外

管之间都是插管密封，管柱安全系数很高。

1.2　液力投捞分层注水

1.2.1　管柱结构　图 2 是液力投捞分注管柱结构示

意图。

图 2　液力投捞分注管柱结构

1.2.2　工作原理　自调分层注水配水器为一级两层

井下分注工具，与注水封隔器配合使用，可实现一级

两层分层注水。该配水器芯子上装有陶瓷水嘴或钨

钢水嘴和流量调节器，在注入泵压波动时，可自动调

节，保持配注入水量基本不变。该配水器采用钢丝投

捞或液力投捞芯子。该配水器有以下几个基本组件：

配水器工作筒、配水器芯子、液力投捞井口捕捉器、

钢丝捞具、井下流量计。封隔器将井筒封隔成两段

或三段，注水时自调配水器与注水芯子相配合，为各

段提供不同的注水通道。配水器投入时可随注入水

自动坐入工作筒；打捞可用钢丝作业或液力冲出。

1.2.3　技术特点　（1）只有 1 个工作筒，工作筒居中；

（2）各层配水芯子连接成一个整体，投捞 1 次可同时

对 3 层水嘴进行调整；（3）注水芯子上端装有皮碗等

液力提升装置和打捞装置，可用液力投捞或钢丝打

捞的方式将芯子打捞上来，操作方便可靠。

1.3　桥式偏心分层注水

1.3.1　管柱结构　在桥式偏心分层注水管柱的基础

上，设计了适合 RN 油田的分层注水管柱。管柱由

Y111-135 封隔器、Y221-135 封隔器、桥式偏心与侧

向单流阀组成，结构见图 3。
1.3.2　工作原理　Y221-135 封隔器为卡瓦支撑不可

洗井封隔器，坐封时需按坐封高度上提管柱，然后右

旋管柱，使滑环销钉从封隔器锁紧轨道滑动到坐封

轨道上，下放管柱，滑环销钉从坐封轨道下端向上运

动，使支撑卡瓦张开卡在套管壁上，管柱继续下放，

封隔器上部调节环压缩胶筒，封隔器坐封。Y111-
135 封隔器为尾管支撑式封隔器，当下部 Y22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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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隔器坐封卡在套管壁上之后，管柱继续下放，管柱

重力压缩封隔器上接头，进而压缩胶筒，封隔器坐

封。封隔器坐封后即可正常注水，然后下入测试仪

器进行流量测试，根据测试结果更换两级桥式偏心

配水器中的水嘴，达到分层注水的目的。

1.3.3　技术特点

（1）施工时可以按照配注方案在偏心堵塞器中装

入相应的水嘴，通过投捞堵塞器可调配任意层的水

嘴；（2）封隔器坐封后即可正常注水，待注水稳定一段

时间后下入测试仪器进行流量测试；（3）当下管柱过

程中发生出气现象需要循环洗井时，从套管注水，打

开侧向单流阀就可达到循环洗井的目的；（4）Y111-
135 封隔器起保护套管作用，施工时该封隔器下到射

孔井段以上位置，释放后保持封隔器以上套管没有

套压，防止注水时对射孔井段以上套管造成损害；（5）
管柱施工操作简单，经济可行。

2　现场应用和效果评价

2.1　同心双管分注工艺应用分析

应用同心双管分注工艺实施了 13 口井。从

A346 井 2004 年 7 月的 PLT 吸水剖面测试成果可以

看出，该井 3 600 m 以下井段几乎不吸水，吸水剖面

严重不均。为了改善下部层段的吸水状况，于 3 603 
m 处下封隔器，采用同心双管分注工艺实施分注。

根据吸水剖面对比分析对分层注水效果统计，

分注工艺实施后，弱动用层总吸水量由实施前的

108.7 m3/d 增加到 1 024 m3/d；强动用层总吸水量由

实施前的 1 378.3 m3/d 减少到 756.6 m3/d。
2.2　液力投捞分注工艺的应用分析

液力投捞分注工艺共实施了 5 口井。从已经施

工的井来看，只有１口井在修井后上下层的注水量

能满足分注要求，其他 4 口井在修井作业后，注水量

下降很大，注水压力上升较高，现场实施失败。分析

原因是：上下层间压差大，造成配水芯子打捞困难；

注水水质很差，易堵水嘴，且层间注入量变化大，从

而不能做到较长时期的正常分注。因此，该工艺措

施不适用于 RN 油田。

2.3　桥式偏心分层注水的应用分析

采用桥式偏心分层注水及测试工艺一级两层实

施了 11 口井。目前已见到了很好的现场应用效果，

封隔器密封良好，满足了分层流量调配的需要。从

PLT 流量测试仪测得的吸水剖面来看，A345 井为 
3 680 m 以下的 Г4 层强吸水，而 Г3 层段弱吸水。

为了改善上部层段的吸水状况，2004 年 10 月 10 日

在该井 3 585 m 处下封隔器，采用桥式偏心分注工艺

对 Г3、Г4 层实施分注。从分注前后相对吸水量的

对比来看，分注效果较好。

3 　结论

（1）根据 RN 油田的碳酸盐岩非均质特征和经济

适用的原则，研究并设计了液力投捞分层注水、同心

双管分层注水、桥式偏心分层注水管柱。

（2）同心双管分注技术对水质适应性好，地面可

有效控制各层配注量，计量和现场管理方便，适合于

RN 油田；桥式偏心分层注水技术正常注水可以下

入测试仪器进行流量测试，通过投捞堵塞器可调配

任意层的水嘴，管柱施工操作简单，适用于 RN 油田；

液力投捞分注技术投捞工作量大，对水质要求高，不

适用于该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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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桥式偏心分层注水管柱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