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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水稠油测试一般采取电潜泵、气举等作为人工举升手段。针对西非某区块深水稠油油藏的特点以及资料极其匮

乏而无法做好精细测试设计的实际情况，通过对拟测试层的储层特征、原油物性、作业环境等的深入研究，优选出地面杆驱螺杆

泵作为人工举升手段，最终采用射孔枪 + 防砂管 +DST+ 螺杆泵联作测试工艺，以及空心抽油杆内电缆加热、保温油管保温的降

黏措施，成功克服了稠油、出砂以及水深低温对测试造成的困难，最终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为同类区块的测试作业提供了有

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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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epwater heavy oil testing is usually done by artificial lift means using electric submersible pump and gas lift. Consid-

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epwater heavy oil reservoir in a block of Congo (Brazzaville) and the failure to perform sophisticated test-

ing design due to extremely scarce information, the surfacedriven screw pump is selected as the artificial lift means based on the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crude oil, and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of the formation to be tested. 

Finally, the testing process perforating gun + sand liner + DST + screw pump coupling is adopted and viscosity reduction measures 

such as cable heating and insulation of insulating tubing inside the hollow sucker rod are taken to successfully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caused by heavy oil, sand production, and deepwater low temperature for the testing. Satisfactory results are ultimately achieved and the 

technology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testing of similar bl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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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针对稠油开采的人工举升方式主

要有电潜泵、杆驱螺杆泵、电潜螺杆泵、氮气气举以

及射流泵等现阶段，国内海域已发现的稠油储量主

要分布在浅水区域，最大水深位于我国南海东部海

域，达到 285 m。国外深水区域的稠油开采和测试，

以电潜泵为主，以巴西为例，其海上石油占总石油产

量的 95% 以上，主要来自深水油田，且大多是稠油，

目前大多采用电潜泵举升［1-4］。螺杆泵受原油黏度

影响较大，但螺杆泵适用于高含砂、高含气和高黏度

油藏。电潜泵适用于大流量开采，但不适用于低产、

高含气和出砂井。在西非某区块的深水稠油油藏资

料极其匮乏，该区块位于深水，急需通过深入研究优

选稠油人工举升手段。

1　油藏基本情况

西非某区块 E-1 井位于西非西南海域陆架与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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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过渡的深水区，井位水深 549.25 m。1997 年法国

某石油公司在该区块钻探了一口探井 L-1 井，并分

别对 1 752.5~1 760 m 和 1 738~1 745 m 的稠油油藏

进行了 2 次测试。E-1 井拟测试的主要目的层与 L-1
井 2 次测试的井段属于同一层位，因此，L-1 井的资

料对该井测试方案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测

试层段储层物性好，岩性主要为细砂岩、粗砂岩，泥

质胶结，岩性疏松，具有极高的出砂风险；测井解释

孔隙度 17.7%~33.4%，渗透率 23.2~703.5 mD，泥质

含量小于 16%；原油物性差，地层条件下黏度约为

70~90 mPa·s，脱气原油密度约为 0.98 g /cm3、凝固

点 12 ℃、倾点 15 ℃，气油比约为 30~50 m3/ m3，油藏

温度约为 60 ℃左右，压力系数 1.03。L-1 井位水深

674 m，海床温度低至约 5 ℃，远低于原油凝固点，该

井 2 次测试均没有实现自喷，采用了注柴油并连续

油管气举举升工艺；DST1 开井气举求产了 30.17 h，
共产原油 25.5 m3，DST2 开井气举求产了 41.5 h，共
产原油 22.5 m3。2 次测试的原油日产量均很小，且

都没有达到稳定，井下压力资料混乱无法精确解释

地层特性参数，没有获得理想的PVT样品分析资料。 

2　测试难点及排液技术优选

2.1　测试难点

中海油对 E-1 井钻探前即决定对该井的稠油油

藏进行测试，以确定后期投资及开发方案。由 L-1
井钻探情况可知，E-1 井拟测试层埋深浅、岩性疏松，

出砂压差很低；原油物性很差，胶质沥青含量高、密

度高、黏度大、凝固点高、气油比低，流动阻力大，原

油流动困难，且易携砂。但是由于 L-1 井所获资料

极其有限，没有岩心资料，难以做好精细防砂；没有

可靠的原油物性资料，无法准确预测产能、无法准确

模拟井筒温度、原油黏度及流动状态，也就无法据此

选择降黏方式，为测试设计带来了巨大困难。同时，

E-1 井位处水深大，测试期间测试管柱、隔水管及大

量海水都是良好的热传递介质，加快了地层流体所

携热量的散失，会导致原油黏度急剧增大而难以流

动。因此，综合分析认为，E-1 井稠油油藏测试的主

要难点是原油黏稠、流动困难、地层疏松易出砂等，

且举升方式的选择、原油流动保障以及如何应对出

砂等均存在较大挑战。

该井原油在地层条件下的黏度约为 70~90 mPa·s， 
且储层物性很好，因此，原油可以顺利从储层孔隙中

流动到井筒中；随着原油在井筒中向上运动，温度

逐渐降低，黏度逐渐增大，原油流动越来越困难，且

由于水深大，泥面温度低，热交换剧烈，即使原油能

够流动至泥面处，但由于温度急剧降低，原油黏度会

迅速升高使得泥面附近的原油难以流动。根据对E-1
井 MDT 所取原油样品（受油基泥浆污染）的粗略分

析，原油在泥面约 5 ℃的低温时，黏度可达 20 000 
mPa·s 以上（图 1），如果不采取加热、降黏及人工举

升等措施，原油在泥面附近就不能流动。因此，该井

的稠油需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是采取何种降黏、举

升工艺措施顺利将原油从井筒中举升至地面。尽管

稠油测试常用的人工举升方式有多种，但每种举升

方式都有其自身的优点与局限［5-10］。在选择举升方

式时受到诸多制约，一些在其他地区广泛应用的工

艺难以在该井中应用。
 

图 1　E-1 井 MDT 原油样品黏温曲线

2.2　工艺方案对比

2.2.1　氮气气举　此工艺最大的问题在于在气举过

程中非但不能给原油加热降黏，反而会因为气体膨

胀降温导致原油黏度急剧增大，从而使得本来就因

为原油物性差且水深大、温度低造成的原油流动不

畅，而更加难以流动，道达尔公司在 L-1 井测试失败

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氮气气举工艺首先应予以排除。

2.2.2　电潜泵　该泵在无法精确防砂的情况下难以

适应地层大量出砂，若采用电潜泵，就必须以充足的

岩心分析资料为基础进行防砂研究，而该井储层胶

结疏松易出砂，且没有相应的岩心分析资料，不具备

防砂研究的条件。采用电潜泵无法通过井下加热的

方式降低原油黏度、提高原油流动性。由于半潜式

钻井平台的升沉及漂移特点，电潜泵动力电缆长时

间在井下工作易发生磨损、脱落，甚至具有卡钻的风

险。另外，电潜泵的主要设备在井下，遇到问题无法

及时维修处理；若使用电潜泵，还需要采用相应的

可实现电缆穿越、回接的深水水下测试树，而该种水

下测试树全球资源较少，不但难以锁定且费用昂贵，

所以电潜泵不适宜在该井测试中使用。

2.2.3　电潜螺杆泵　适应于高含砂流体，但却存在

和电潜泵相同的问题，即半潜式钻井平台的升沉和

漂移可能导致动力电缆磨损、脱落以及水下测试树

的资源、费用问题，同时，也不能实现对原油的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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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降黏，电潜螺杆泵不适宜在该井测试中使用。

2.2.4　地面杆驱螺杆泵　在稠油易出砂油藏的测试

中具有诸多其他工艺不具备的优势［4-9］：适用黏度

范围广，最大可达 8 000 mPa·s；适应高含砂井，理

论上，在原油中含砂量达 40％的情况下也可正常生

产（砂埋情况除外）；适应高含气井，不易气锁；结

构简单，泵效高；可通过地面调频调节流量，确定合

理的求产制度；可实现螺杆泵抽、电缆加热、变频变

压于一身，并可与其他测试工具等联作，在测试成功

的前提下，可大幅度地节约作业时间；为能够在测

试作业过程中遇到风险时顺利解脱水下测试树，在

深水测试作业时，可将螺杆泵定子下在水下测试树

球阀以上，从而避免了螺杆泵抽油杆对水下测试树

解脱的影响。综合分析认为，针对该井地层易出砂

但又缺乏相关资料而无法做到精细防砂、原油黏度

大不易流动，且水深大更易降温而加大流动困难的

现实情况，并考虑到深水测试工程问题，地面杆驱螺

杆泵举升工艺是最佳的人工举升方式。

2.3　技术方案确定

由于泥面温度低，原油在泥面附近无法流动，即

使螺杆泵泵抽也难以克服原油的流动阻力。在国内

浅水钻井平台上采用螺杆泵测试时，加热柜功率一

般是 75 kW，由于该井水深比以往任何作业井的水

深更大，为了确保测试成功，将加热柜更新为加热功

率达 150 kW 的可调式中频加热柜，可大大提高加热

效率，根据电缆下深及现场实际情况，随时可以调整

加热功率，适用加热深度范围为 20~1 800 m，起到升

温降黏、提高原油流动性的目的。

为尽量降低测试管柱内原油与管柱外巨大水体

的热交换程度，在整个测试管柱中，除了测试工具及

螺杆泵定子等之外，其他全部采用保温油管，以尽最

大可能减少管柱中原油的热量散失，确保原油的顺

利流动。由于深水测试泥面附近必须使用水下测试

树，以便在紧急状态时解脱水下测试树，为了确保安

全，设计测试管柱时，螺杆泵定子不宜下到水下测试

树以下（图 2），综合分析后确定螺杆泵定子下深为

550 m，因此，管柱中空心抽油杆内能够采用电缆加

热的井段就是从钻台到 550 m 左右。

 基本方案制定完毕后，测试前依据在拟测试层

所取 MDT 原油样品的分析结果，模拟了日产原油

40 m3、采用螺杆泵空心抽油杆内电缆加热且地面加

热柜功率为 150 kW、加热电缆下深为 550 m、并在全

井筒使用保温油管时的井筒温度模拟分布情况（图

3），低温区即泥面附近温度为 14 ℃左右，原油黏度

可控制在 2 000 mPa·s 左右，可见螺杆泵泵抽作业是

可行的。
 

图 3　E-1 井井筒温度分布模拟曲线

由于井位处水深大、钻井平台升沉大，高空作业

起、下抽油杆和安装驱动泵头的难度均比自升式钻

井平台以及浅水区域的半潜式钻井平台要大得多，

因此，采用了最新研制的新型半潜式平台螺杆泵测

试井口补偿配套系统及井口操作台和新型直驱泵头

替代常规的卧式驱动泵头，有效防止停泵或卡泵时

的反转扭矩造成抽油杆脱扣或断杆［1］，安装更加方

便快速、节约作业时间，提高了作业的安全性。由于

拟测试层原油含有一定量的天然气，为提高深水测

试作业的安全性，采用耐压 34.48 MPa 的井口 BOP。

3　作业过程及应用效果

3.1　作业流程

现场作业时，首先下入射孔枪 + 防砂筛管 + 
DST+ 螺杆泵联作测试管柱，其中带有螺杆泵定子，

防砂管以宽松防砂为主。射孔后初开井，诱喷压差

为 3.07 MPa，开井后观察流动显示情况，确认原油无

法自喷至地面，关闭井下测试阀。

安装好新型半潜式平台螺杆泵测试井口补偿配

套系统及井口操作台等井口相关设备，下入螺杆泵

转子和抽油杆，安装井口螺杆泵直驱泵头，下入加热

电缆，准备就绪后，开始电缆加热，并缓慢启动螺杆

泵，调节螺杆泵转速时依据低速启泵、平稳调速的原

图 2　E-1 井上部测试管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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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进行，以确保不激动地层，尽量减少地层出砂，螺

杆泵运转过程中，密切关注螺杆泵电机电流的变化。

3.2　应用效果

螺杆泵泵抽运转过程中，运行平稳，加热电流

90~100 A，加热效果良好；在泵抽测试过程中实测

井口钻杆表面温度 40 ℃以上，最大可达 55 ℃（图 4），
其钻杆内原油温度应更高。

 

图 4　E-1 井 DST2 测试电加热井口实测温度曲线

该井测试求取了 3 个螺杆泵泵抽转速下的原油

产量，其中在转速为 180 r/min 时，生产压差为 1.42 
MPa，原油日产达到 81.7 m3，采油指数高达 57.5 m3/

（MPa·d），获得了稳定的产能数据；测到了理想的压

力资料，现代试井解释渗透率为 1 680 mD，总表皮因

数 0.566（图 5）。测试还取到了合格的地层流体分析

样品。因此，该井的稠油测试取得了成功。

 

图 5　E-1 井 DST2 测试双对数曲线

4　结论

（1）通过对拟测试层的储层特征、原油物性、作业

环境等进行深入研究，采用射孔枪 + 防砂管 +DST+
螺杆泵测试联作、电缆加热、保温油管保温的测试工

艺，成功克服了稠油、出砂以及水深低温对测试造成

的困难，将原油顺利举升至地面，测试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证明这种工艺对深水易出砂稠油油藏的测试

具有独特的优势。

（2）该井测试是世界上首次在深水区域采用地面

杆驱螺杆泵对稠油进行测试作业，形成了一种全新

的深水稠油测试工艺。该井测试的成功，初步探索

出一整套适合深水稠油出砂井测试的配套技术。该

工艺的创新发明及成功应用将会对深水稠油、出砂

油藏的勘探、开发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3）建议对深水水下测试树对抽油杆的剪切问题

进行深入研究，有效解决该问题能够使抽油杆下至

水下测试树以下更深的位置，加长加热井段，提升加

热效果，这将适当增大生产压差，从而有可能大幅度

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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