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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异常压力储层因其压力异常，为完井测试工程设计带来一定的难度。为避免异常压力给测试施工带来安全隐患，通

过对国内常用的 APR 完井测试工具和常规测试管柱工艺的调研，并针对压力异常储层特点及完井需求，形成了压力异常下不

同完井方式对应测试管柱联作工艺。分析了压力异常储层对施工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典型实例，验证了工艺可行性。研究结果

可为异常压力储层 APR 测试技术完井测试工程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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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ot application of APR completion testing technology in abnormal pressure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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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normal pressure will make the well completion testing design difficult in abnormal pressure reservoirs. For avoiding 

hazards in test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R well completion test tools and conventional test string technology popular in China, and 

proposes the testing string combination technique of different completion modes under abnormal pressure, which considering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abnormal pressure reservoir and completion necessity. Moreov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for operation in 

abnormal pressure reservoir and verified the feasibility of above technique by case study. The research results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abnormal pressure reservoirs using APR well completion test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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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井测试是探井钻完井后，为取得油气储层参

数，对储层进行产能评价的必要手段。为了有效缩

短测试施工周期，节约施工成本，根据完井需求，通

常采用完井测试联作工艺。而储层压力是完井测试

工程设计考虑的一个重要指标，异常压力是影响整

个测试施工的关键因素。

地层压力系数是评价储层能量高低的重要指标。 
一般来说，大多数油气藏的储层压力系数在 0.7~1.2
之间，称之为常压储层，而小于 0.7，则称为低压异

常，大于 1.2为高压异常 ［1］。低压异常储层分布较少，

一般低压异常储层如果具备开采价值，其渗透率相

对较高，油、气侵发生的速度较快，为方便试油或试

气诱喷返排，该类井通常考虑负压射孔，完井测试时

完井液通常考虑低密度或通过计算掏空一定管柱深

度完井，避免储层污染；完井测试过程如果发生油、

气侵，为防止井涌或井喷，必须在二次井控中将侵入

井筒的储层流体迅速及时地压回去， 保证井筒内部

压力平衡［2］。高压异常储层分布相对较广，尤其在

川东北深层气井和页岩气井，以及老区储层断裂带

普遍存在。由于储层压力过大，测试施工时易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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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涌、井喷等事故，完井测试时通常采用提高井浆密

度来实现一级井控，保证施工安全。放喷测试时，

则通过控制流量来控制压差，防止储层出砂或垮塌。

高压异常储层测试，尤其是联作测试，采用高密度井

浆易造成管柱埋、卡，易污染储层，增加测试施工的

复杂性。本文主要针对高压异常储层的完井测试技

术策略进行论述。

1　完井测试工具

完井测试工具国内通常采用多流测试器（MFE）、
液压弹簧测试器（HST）、压力控制测试器（PCT）和

环空压力控制测试器 （APR）等［3］。其中APR （Annulus 
Pressure Responsive）工具因其全通径、操控压力低且

方便简单、易于联作、简化施工过程等特点，目前在

国内处于主导地位。

APR 工具是 Halliburton 生产的一系列压力控制

工具的总称，通过环空压力的控制来实现井下工具

的操作，并通过控制不同的压力级别来实现对不同

测试工具的操控。APR 工具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引

入国内，目前已经逐步呈现垄断趋势。APR 测试工

具有如下优点［4］：（1）由环空压力控制，操作简单方

便，且操作中无需动管柱；（2）全通径，适用于高产井，

并可进行绳索作业；（3）有利于对储层进行酸洗和挤

注作业，有利于联作测试，节省施工时间；（4）可在斜

度较大的井或定向井中进行测试。

采用 APR 测试，可根据测试井需求，对一系列

不同功能的测试工具进行优选组合。APR 主要测试

工具有：（1）压控测试阀（LPR-N 阀），一种套管井内

使用的大通径、环空压力操作的井下测试开关阀，通

过环空加压、泄压的反复操作，可实现多次开关井；

（2）多次循环开关阀（OMNI 阀），一种由环空压力

控制的可实现多次开关的循环阀；（3）破裂盘循环阀

（RD 阀），通过环空压力控制的一次性循环阀，主要用

于测试完毕后循环和压井作业；（4）破裂盘安全循环

阀（RDS 阀），作用同 RD 阀，打开循环同时，内部球

阀关闭实现测试储层封隔，主要用于封隔测试层和

将储层液体循环排出管柱，国内常与 LPR-N 阀联合

使用进行取样；（5）RD 取样器，一种通过环空压力操

作实现井下液体取样的全通径取样器，取样前后均

保持测试管串全通径状态；（6）RTTS 封隔器，一种大

通径、可封隔双向压力、机械坐封的封隔器［5］。

此外，根据不同施工需求，还有伸缩接头、震击

器、液压循环阀、放样阀、压力计托筒、安全接头等全

通径配套工具。测试时，要根据测试的目的和测试

井实际井况，选用合适的工具，形成适用的测试工

艺，从而完成完井测试的目的。

2　APR 测试工艺

APR 因其全通径及环空压力控制等特性，适用

于联作测试。经典联作测试工艺为射孔—测试联作

和射孔—酸压—联作测试［6-7］。

2.1　射孔—测试联作管柱

如图 1a 所示，射孔前掏空液柱，降低回压增大

测试压差，通过环空加压进行负压射孔测试，也可

采用环空加压或油管内加压延时正压射孔测试，均

有利于及时发现油气层，获得真实的流体产能。测

试一般选用 LPR-N 阀作为测试主阀，可以通过环空

加压、泄压实现测试主阀的井下开关井。测试完毕

后，环空加压，打开 RDS 阀，进行循环替液、压井，并

在 RDS 阀和 LPR-N 阀之间取样。当压井发生严重 
漏失时，RD 阀可以作为备用循环阀使用。该测试管

柱可以实现多次开关井，适用于储层物性相对较差

的井。

2.2　射孔—酸压—测试联作管柱

如图 1b 所示，该测试管柱下管柱过程中 OMNI
阀处于循环位，坐封封隔器后替酸，通过环空加压、

泄压操作，将 OMNI 阀从循环位换至测试位，然后

从油管内加压射孔，进而实施酸化、测试作业，测试

结束后环空加压关闭 RDS 循环阀，进行井下关井测

压力恢复以及压井。这种管柱结构简单，使用工具

部件相对较少，测试通道大，施工成功率高，测试周

期短，施工费用相对较低，可以大大加快勘探开发的 
进度。

图 1　APR 测试联作管柱

3　异常压力储层完井测试策略

3.1　完井液优选

完井测试的目的通常是对评价井或参数井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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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段产能进行评估并取得地层参数。测试过程采用

的完井液在井下通常处于静止状态 3 d 以上，有时

甚至几个月。相对钻井过程中循环使用的钻井液，

测试使用的完井液性能不能得到及时调整和维护，

且完井测试工具，如封隔器的坐封、解封、测试阀的

关闭与打开等，都对完井液的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高压异常储层来说，完井液通常采用钻井循环并

处理的钻井液加入重晶石粉调高密度来获取，钻井

液内含有钻井岩屑致使性能下降，在高温高压下极

易出现固化现象，致使测试工具失效。为避免由完

井液带来安全隐患，通过采用如下策略对完井液进

行优化。

（1）根据异常高压储层特性预先开展小型实验，

根据实验结果确定完井液配方。

（2）进行现场钻井液室内模拟老化实验，重点控

制其稳定性，加足抗高温高压处理剂，保证完井液测

试周期内无固相析出。

（3）循环过程中，密切检测完井液性能，确保其性

能稳定，一旦发现有固相析出，停止测试起钻。

3.2　高压异常储层测试工艺优化

压力异常井因为压力异常造成施工难度加大。

对高压异常储层，通常调高完井液密度压井来保证

施工安全，而这就容易造成测试管柱的卡、埋等施工

隐患。通过对 APR 测试技术的总结，针对不同完井

需求及适用条件，形成对应测试联作类型，优选出管

柱结构，可为完井测试工程设计提供参考（表 1）。
表 1　高压异常储层测试工艺管柱

联作类型 管柱结构 主要功能

先射孔，
再测试

射孔：减震器 + 筛管 +
压力延时点火头 + 射孔枪； 
测试：OMNI+RDS+RD+RTTS

油管加压射孔（正
压），测试，可酸化

射孔—测试 RDS+LPR-N+RD+RTTS+ 压
力延时点火头 + 射孔枪

油管加压射孔

射孔—酸
压—测试

OMNI+RDS+RD+RTTS+ 压
力延时点火头 + 射孔枪

射孔（正压）酸压
一次完成后测试

（1）先射孔、再测试。该方案主要针对深层复杂

异常高压油气井，通过降低测试管串工艺复杂性，保

证施工安全。其中射孔亦可选择电缆输送射孔技术，

射孔工艺由射孔层段的长度决定。测试管串具有酸

洗、酸压的功能。储层改造可采用连续油管挤酸或

地面挤注。该套方案通过简体管串工艺，施工可靠

性高，但同样增加了工序，延长工程周期。

（2）射孔—测试联作。该方案主要针对高渗高压

异常储层，工艺较为成熟，施工可靠性高。因高压储

层高渗产出快，易造成井涌甚至井喷，建议采用正压

射孔工艺。

（3）射孔—酸压—测试联作。该方案主要针对

低孔低渗高压异常储层。为保证该类储层试油或试

气效果，射孔工艺建议采用正压射孔，储层改造建

议采用地面挤注酸液。该套工艺较为复杂，为保证

施工安全，需对储层认知清楚，工序必须经过严格 
论证。

4　异常压力储层测试实例

4.1　测试井现状及对策

以X井为例，该井是一口评价井，射孔层段4 287.5 
~4 301.0 m，测试层是一套浅海碳酸盐岩台地沉积地

层，具有较好的含油性；压力系数 1.54~1.62，属于高

压异常系统；地温梯度 3.01 ℃ /100 m，预测目的层

温度在 130 ℃左右；H2S 含量 0.15%。

该区块原采用射孔—测试—酸洗三联作方案，

采用钻井回收钻井液配制密度 1.8 g/cm3 完井液。

施工过程中出现以下问题：（1）封隔器坐封后，

环空压力控制井下工具失效；（2）起钻时卡钻，载荷

过载，造成测试管柱断裂；通过钻铣、打捞落鱼等

手段，打捞井下断裂的测试管串落鱼，地面观察，

封隔器胶筒已经开裂损坏，且管串内部井浆严重 
固化。

分析原因，一是因为异常高压采用重浆循环，在

高温高压下测试时，上部管柱重浆静候时间较长，导

致稠化，并有固相析出，造成封隔器埋卡及测试工具

堵塞，环空压力无法作用在测试工具上，导致测试工

具失效；二是下部管柱环空中重浆无法循环导致稠

化，造成测试管柱卡钻，起钻时因载荷过大，造成管

柱断裂；三是井下测试工具多，测试工艺较复杂，井

下测试静候时间过长，测试风险性增加。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采用如下对策：（1）优化完井

液性能，保证高温高压下完井液性能稳定；（2）优化测

试管柱工艺，尽量保持完井液循环，预防完井液静候

时间过长导致固相析出。 
4.2　测试优化方案

4.2.1　完井液优化方案　为保证测试施工安全，优

选完井液，采用如下措施：（1）对调整密度的完井液

预先开展小型实验，检测其基本性能，从表 1 可看

出，该配方在高温老化 96 h 后，性能稳定，能够满

足入井的要求；（2）控制完井液的高温稳定性，重点

以磺化酚醛树脂、磺化褐煤和抗高温聚合物进行调

整；（3）循环过程中，密切检测完井液性能，确保其性

能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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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入井完井液性能

实验条件
ρ/

g·cm–3
PV/

mPa·s
YP/
Pa

Gel/
（Pa/Pa）

滚前 1.63 60 16 3.5/9

150 ℃、21 h 1.63 31 9.5 3/7.5

150 ℃、48 h 1.63 27 9 2/6.5

150 ℃、72 h 1.63 26 9 2/6

150 ℃、96 h 1.63 27 8 2/6

4.2.2　测试工艺及工具优化方案　针对该井异常高

压、高温、含 H2S 等难点，优选测试工具及射孔器材

耐温 150 ℃。为防止 H2S 渗入到井筒，对井筒造成酸 
腐，测试前地面保证封隔器胶筒密封性良好，测试上

部测试管柱钢级采用 L80-1，扣型采用 VAM TOP 气

密封扣，测试工具采用 CAS 扣。为保证二次安全施

工，降低测试管柱复杂性，采用先射孔再测试的方

案。因射孔层段跨隔较长，采用油管输送射孔工艺

（TCP）。
优化射孔管柱：压力延时点火头 +TCP 枪总成

+ 压力延时点火头 + 筛管 + 减震器 + 油管 + 磁定位

短接 + 油管。

优化测试管柱：筛管 +RTTS 封隔器 + 安全接 
头+大约翰震击器+液力旁通阀+压力计托筒+LPR- 
N 阀 + 放样阀 +RDS 阀 +RD 阀 + 伸缩接头 + 磁定位 
短接 + 油管。

储层改造采用连续油管布酸，挤酸和地面挤注

相结合的方式挤酸。

4.3　应用效果

该井调整方案后测试过程中，因产量较高，采用

系统测试，通过在地面调整油嘴改变生产制度。地

面测试记录见表 3。
表 3　试气地面油嘴调控数据

油嘴 /
mm

产量 /
t·d–1

H2S 含量 /
mg·L–1

节流前压力 /
MPa

节流后压力 /
MPa

4.8 172 1 000 34.6 1.1

9.5 537 700 21.7 2.1

12.7 660 900 16.5 2.4

该井在测试过程进行一开、一关，进行原始储层

压力测试，然后进行放喷求产，产量较小，决定进行

酸化。酸化采用连续油管布酸，井口挤酸。酸化后

放喷，待产出稳定后进行系统测试求产。通过地面

对油嘴调整，实现了 3 种不同工作制度的测试。

通过现场试验，完井液得到有效改善，沉淀问题

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测试工艺满足该异常压力储层，

整个施工安全、可靠，且在测试时，产出稳定，缩短整

个施工周期。

5　结论与认识

（1）异常压力储层因其特殊性，会造成施工安全

隐患或储层污染隐患，测试过程中要尽量考虑其特

征因素，优化测试管柱工艺，保障施工安全。

（2）异常压力储层，无论低压还是高压，对完井液

的性能要求较高，下井前一定要做完井液的温度、压

力稳定性实验，保证整个测试过程中无固相析出，杜

绝因此造成的测试管柱卡、埋等情况。

（3）测试时尽量缩短完井液静止时间，增加循环

过程，防止完井液稠化。

（4）测试管柱工艺主要考虑测试功能的需求，完

井液的优选配置是解决异常压力的关键，考虑相互

影响因素，将两者紧密结合，才能形成适用于异常压

力储层的测试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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