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6 卷 第 3 期
2014 年 5 月

石     油     钻     采     工     艺
OIL DRILLING & PRODUCTION TECHNOLOGY

Vol. 36  No. 3
May  2014

文章编号：1000 – 7393（2014） 03 – 0103 – 03　　　doi:10.13639/j.odpt.2014.03.0026

油管穿孔气举排水采气技术

易　劲　顾友义　潘云兵　李　秋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中油气矿，四川遂宁　629001）

引用格式：易劲，顾友义，潘云兵，等 . 油管穿孔气举排水采气技术［J］. 石油钻采工艺，2014，36（3）：103-105.

摘要：龙岗礁滩气藏为高温、超深、中高含硫气藏，试采期间气井普遍产水，受水侵影响气井产量降低，井筒携液能力变差，

甚至因积液严重而关井，影响气井正常生产，现有排水采气工艺难以满足实际生产需要。根据气藏气井超深、中高含硫、产液量

大、管柱有封隔器以及消泡难等特点，提出采用油管穿孔配合压缩机气举排水采气工艺，并制定了工艺施工步骤。该工艺不需

要改动生产管柱，无需井下气举工具，有效地解决了设备抗硫、耐高温等问题，为气藏排水采气的优先选择工艺。在龙岗 001-18
井进行了首次试验，通过优化注气压力、生产制度等工艺参数，实现了超深、高温、中高含硫气井排水采气，气井成功复产，降低

了系统内其他生产井的水侵风险，可为同类气藏超深气井排水采气工艺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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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age gas recovery technology by tubing perforated gas-lift drai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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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nggang reef gas reservoir is a high-temperature, ultra-deep, mid-high-sulfur containing gas pool. During produc-

tion test, most of gas wells produced water. Because of water invasion, production of gas wells decreased, the liquid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wellbore becomes poor, even leading to gas well shut-in due to severe accumulation of fluid, hence affecting the normal production 

of gas wells. The existing drainage gas recovery technology cannot satisfy the actual produc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as 

wells being ultra-deep, mid-high sulfur content, large liquid production, pipe string having packers on it and difficulty in defoaming, etc.  

The drainage gas recovery technology is presented by perforating tubing and by gas lift using compressor, and the operation procedures 

is established. This technology need not to modify the production string or to run in gas lifting tools, effectively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of equipment anti-sulfur and high temperature-proof, so it is the preferred technology for drainage gas recovery for gas pools. This 

technology was first tested in Well Longgang 001-18, optimizing the parameters of gas injection pressure, production system, etc. The 

drainage gas recovery is successful in ultra-deep, high temperature and mid-high sulfur containing gas wells. The successful resumption 

of gas well production reduces the risk of water invasion in other producing wells within the system. This method can be a reference to 

drainage gas recovery technology for ultra-deep gas wells in similar gas p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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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礁滩气藏气井普遍产水，自气田投产以来，

产水量总体呈上升趋势。通过分析气井产水特征和

动态监测资料，部分气井存在强水侵，导致气井产量

降低，井筒携液能力变差，甚至因井筒积液而关井，

如果气田水不及时排出，还会导致与该井连通的高

产气井受到水侵的影响。因此，急需采取排水采气

措施，以恢复或提高产水气井的单井产能，确保气藏

平稳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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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龙岗礁滩气藏排水采气难点

龙岗礁滩气藏不同于一般的有水气藏，其高温、

超深、中高含硫的特点决定了其排水采气工艺优选

的高要求。

（1）举升高度高。龙岗礁滩气藏埋藏深度 4 823~ 
6 261 m，目前普遍采用的柱塞等排水采气工艺不能

满足举升高度要求［1］。

（2）产液量及水气比大。气井生产水气比较高，

大部分高于 2 m3/104 m3。个别井水侵严重，产气量

下降较快，产液量增大，水气比上升较快，导致气井

生产困难。

（3）地层温度高，地层压力差异大。龙岗礁滩气

藏地层温度在 140 ℃左右，地层压力差异较大（25~61 
MPa），对排水采气工艺的选择不同，压力较低的井，

排水采气工艺的选择难度大。

（4）井身结构复杂。龙岗礁滩气藏主要为直井，

龙岗 001-23 井、001-18 井为大斜度井，对有杆泵排

水采气工艺选择的局限性较大［2］，其他排水采气工

艺选择的影响较小。

（5）管柱均有封隔器。现有生产井除龙岗 001-
27 井外，均是采用一次性完井管柱结合永久式井下

封隔器完井，且井下套管抗硫等级较低，无法满足原

料气进套管的排水采气工艺要求［3-4］，要求选择的排

水采气工艺不需改动生产管柱，否则施工难度大、成

本高。

（6）消泡难。泡排工艺［5-6］施工简单，但消泡不

完全，带水泡沫进入净化厂净化设备，将对净化系统

正常运行产生不利影响。

2　气举排水采气工艺优选

不同地质条件的产水气井采取不同的排水采气

工艺，优选依据是根据气井的地质条件、生产动态、

管串结构等特点，结合工艺的优缺点以及经济效益

来确定，即在可采储量、地面集输条件确定的情况

下，从井底静压力、气井产液量、井身结构等方面确

定工艺措施方案。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各种排水采气工艺的适应

性及优缺点［7-8］，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提出油管穿

孔配合压缩机气举工艺为龙岗礁滩气藏排水采气 
工艺。其技术特点为：

（1）不动管柱，无需井下工具，施工成本低，风险

小。龙岗礁滩气藏是典型的高温、超深、中高含硫气

藏，意味着选择排水采气工艺需要考虑排水采气井

下设备抗硫、耐高温的问题，改动生产管柱的施工风

险大、施工成本高的问题，泡排工艺的泡排剂配伍

性、消泡可行性的问题等。采用油管穿孔气举工艺

最大限度地回避了这些问题，下入射孔枪在封隔器

以上的设计深度处对油管进行穿孔，在地面进行设

备操作，与常规下入气举阀的气举工艺相比较，油管

穿孔气举工艺不需要改动生产管柱，也无需井下气

举工具，有效地解决了以上诸多问题，成为龙岗礁滩

气藏开展排水采气的优选工艺。

（2）利用已有燃料气，气源方便。使用压缩机将

低压气压缩为高压气并通过油套环空向井内持续注

入来实现对井筒积液的人工举升，气藏在投产前已

建成完善的燃料气管网，所有管线材质均为 20 号无

缝钢管，设计压力为 4 MPa，输压为 2 MPa。开展该

工艺均可就地获取净化气，气源方便。

（3）打孔位置深度固定，气举时启动压力较高，气

举开始需要液氮助排，穿孔后影响油管强度。

3　油管穿孔气举排水采气工艺设备及施工步骤

3.1　气举工艺设备

12 m3 液氮槽车，提供启动氮气气源；70 MPa
液氮泵车一台，注入液氮实现气举启动；350 型车载

式压缩机一台，将净化气加压后注入井内，实现连续

气举，可提供最高约 33 MPa 注气压力。

3.2　施工步骤

（1）下入通井规通井至设计穿孔深度；

（2）下入射孔枪在设计穿孔深度处对油管进行 
穿孔；

（3）使用 70 MPa 液氮泵车将定量的液氮注入油

套环空；

（4）开井生产，待气井顺利启动，气水产量稳定

后，停止注氮并启动 350 型车载式压缩机进行注气；

（5）跟踪气举过程中的注气压力、油压、注气量、

产气量、产水产量等数据，当注气压力不稳定或过高

可导致压缩机停机，需再次使用液氮启动，直至压缩

机实现稳定运行。

4　应用实例

龙岗 001-18 井在气举工艺实施前，一直处于水

淹关井状态，在 2011 年 12 月底进行过一次开井提

喷，无效，井筒内积液严重，液柱产生回压过大。通

过实施油管穿孔配合压缩机气举工艺，成功实现了

复产。

2012 年 3 月 24 日开始采用液氮启动、放空提

喷、压缩机气举等施工程序后，成功实现该井水淹复

产，初期最高日产气量 15.38×104 m3，最高日产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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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m3。截至2012年6月初，车载式压缩机工况稳定，

生产平稳，注气压力 29.3 MPa，日注气 2×104 m3，油

压 10.5 MPa，日产气 2.5×104 m3，日产水 180 m3，实

现累计产气 357.96×104 m3，累计产水 13 264.0 m3。

龙岗 001-18 井成功复产表明，在产水量过大，井筒

积液严重导致气井水淹的情况下，通过实施人工举

升的强排水工艺，完全能够实现超深水淹气井复产

并实现平稳生产。

通过分析储层发育连续性、水化学特征、压力监

测资料以及生产动态特征，证实龙岗 1 井区长兴组 4
口井属同一个压力系统，其中 3 口井为长兴组生产

井，且各生产井之间具有较好的连通关系。

 测井解释结果表明，龙岗 001-18、001-8-1、001-2
井的长兴组下部均存在水体连通，在龙岗 001-18 井

受水侵影响无法自喷生产的情况下，地层水向龙岗

001-8-1 井方向水侵，进而严重影响龙岗 001-8-1、
001-2 井正常生产，通过对龙岗 001-18 井实施强排

水工艺，有效降低水侵对龙岗 001-8-1、001-2 井生产

的影响。

 生产井龙岗 001-18 于 2011 年 5 月水淹后关井，

相距仅 1 km 的龙岗 001-8-1 井已经受到了来自龙岗 
001-18 井方向的水侵影响，水产量持续上升，在 6 个 
月时间内从20 m3/d上升至45 m3/d，日产气量从32× 
104 m3 下降至 22×104 m3，截至龙岗 001-18 井实施气 
举排水采气前，在未改变生产制度的条件下，套压在

33.4~37.2 MPa 之间波动，油压 31.66 MPa，日产气

20.93×104 m3，日产水 42 m3。

 截至 2014 年 3 月，龙岗 001-18 井实施油管穿孔 
气举排水采气已实现累计产气 1 152×104 m3，累产 
水 91 809 m3，同时龙岗 001-8-1 井生产动态也发生明 
显变化，生产油套压相对稳定，日产气量由 22×104 m3 

增至 25.66×104 m3，日产水量由 45 m3 增至 56 m3。来 
自龙岗 001-18 井方向的水侵强度降低，有效缓解了压 
力系统内其余生产井的水侵风险。

5　结论

（1）依据气藏气井超深、中高含硫、产液量大、管

柱有封隔器以及消泡难等特点，提出采用油管穿孔

配合压缩机气举排水采气工艺，制定了施工工艺步

骤，该工艺不需要改动生产管柱，无需井下气举工

具，有效地解决了设备抗硫、耐高温等问题，为气藏

排水采气的优先选择工艺。

（2）该工艺在龙岗 001-18 井首次试验并取得成

功，通过优化注气压力、生产制度等工艺参数，实现

了超深、高温、中高含硫气井排水采气，可作为同类

气藏超深气井排水采气的备选工艺。

（3）在积液严重，甚至水淹关井的情况下，采用该

工艺进行人工举升强排水，能够实现水淹气井复产

并平稳生产，有效降低压力系统内其余生产井的水

侵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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