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井新技术及其应用

自1926年首次进行中途测试以来，试井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

试井的范围也从简单地在钻柱上安装封隔器和阀门发展到了一系列

先进的井下和地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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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勘探与生产公司都希望知道

他们所钻的井将产何种类型的流体，

产量是多少以及生产能持续多长时间。

在合理规划、技术正确、实施得当的前

提下，试井可以解答许多诸如此类的

问题。人们使用各种形式的试井方法

来确定油藏压力、边界距离、延伸面

积、流体性质、渗透率、流量、生产压

差、地层非均质性、垂向分层、产能、

地层损害、生产指数以及完井效率等

信息。

通过测量流体流出地层过程中的

>数据测量点。根据测试规模，可以在井下、地面及流动路径上的不同点获得
各种测量数据。测量所获得的信息不仅可以帮助项目工程师建立流量和压力之

间的重要关系，而且也可以帮助他们跟踪洗井液的变化情况，了解系统中热流
和水合物的形成条件，并对系统组件的性能进行评估。

井下油藏条件及流体性质，试井工艺能

为勘探与生产公司提供各种动态测量结

果。根据测试规模的不同，工程师对流

动路径多个点上的某些参数进行测量，

从而能够将井底压力、温度和流量数据

与相同参数的地面测量结果进行比较

（下表）。作业者通过试井能采集到油藏

流体样品（包括在井下和地面进行采

集），从而能观察射孔层段和井口之间

流体性质及流体成分的变化情况。这一

信息对于预测油藏未来的动态及完井效

果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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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井至少应该记录井底压力随流

量变化而变化的情况。通常获得井底压

力和温度数据以及地面流量和产液样

品，然而对这些基本测量内容经常进行

调整。

为了满足不同测试需求和测试策

略，服务公司开发出了各种新型测试仪

器和方法。本文介绍了在井下和地面测

试设备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新进展，讨

论了试井的原因及油藏开采各个阶段所

应用的策略，以及合理规划、准备和实

施试井所能提供的信息。中东某气田

的应用实例以及墨西哥湾地区一次创

纪录试井作业说明了当今试井方法所

具有的多功能性和高性能。

为什么要进行测试？

当前，作业者一般是根据地质和

地震资料、测井资料以及试井资料对

大多数探区实施勘探和开采。在对远

景区进行钻探之前，首先利用地震资料

圈定潜在油藏的深度和宽度。在钻井过

程中，利用测井数据确定诸如孔隙度、

岩性、岩石类型、饱和度以及地层深度、

厚度和倾角之类的油藏静态参数。然后

再通过试井测量油藏动态特性。测试过

程中压力和流量的变化为确定油藏及其

流体的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



>试井目的。试井目的决定了测试类型，一般情况下，需要实现多个不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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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试井可以确定泥浆录井、取

心、电测和地震测量等其他技术无法全

面测量到的油藏参数。应该承认，在某

些情况下通过这些技术可以获得类似测

量结果，但测量的质量和范围可能无法

完全满足作业者的目标要求。压力、温

度以及流量测量数据和流体样品是了解

和预测油藏动态与产能的关键。试井数

据是油藏模拟、完井设计、制定油田开

采方案和设计开采设施的基础。

同样，试井结果对储量评估也非常

重要。在将储量归类为探明储量之前，

许多国家都要求实施将流体开采至地面

的流动测试。除了估计储量之外，试井

也是直接测量油藏范围内的总体响应和

探测油藏边界的一种手段。

渗透率是油藏参数中较重要的参数

之一。了解渗透率及其在各方向的变化

规律对制定射孔策略、评估裂缝或断层

的连通性、预测油井动态及模拟油藏在

一次、二次或三次开采条件下的生产动

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渗透率是一个

对规模很敏感的参数，其数值取决于规

模与测量方向。与其他油藏特性一样，

渗透率也可能是非均质性的。因此很难

通过扩大比例的方法根据岩心渗透率数

值推断出整个油藏的渗透率值，而且某

个部位的渗透率测量结果通常也不能充

分描述同一油藏内其他部位的渗透率特

征。试井能够通过实际测量压力和流

量，提供一个大规模的综合渗透率指

标，从而为评估油藏传导流体的能力提

供重要方法。

测试目的和策略

在油气井及其所属油藏勘探和开采

过程中的每一阶段，试井的目的都有所

不同。在勘探和评价阶段，试井可以帮

助勘探与生产公司确定油藏规模、渗透

率及流体性质。这些信息与压力和产量

信息结合后可以用来评估探区的产能以

及经济上的可行性，是确定储量的主要

依据。在探区早期评估阶段，了解流体

性质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此时勘探与

生产公司需要确定安装何种类型的设备

来处理井筒产出液并将其输送到炼厂。

　　在油藏开发阶段，工作重点由先前

的评估产能和流体类型转向评价压力、

流量以及确定油藏内部的分隔情况。这

些信息可以用来改进油田开发方案及优

化随后的井位布置。

在开采阶段，利用试井来评估完

井效率，诊断开采过程中出现的意外

变化。通过试井，作业者能够确定产量

下降到底是由于油藏本身的原因还是

完井作业所造成的。在油藏寿命后期，

这些结果对随后的二次开采策略评价

至关重要。

试井可以分成产能测试和描述性测

试两大类。产能测试的目的是获得具有

代表性的油藏流体样品，并确定油藏在

特定储层静态压力和流动压力下流体的

流动能力。但是当勘探与生产公司需要

评估油藏规模和流动能力、分析水平和

垂向渗透率以及界定油藏边界时就需要

实施描述性测试（上表）。产能测试通

常试图在一系列不同流量条件下获得稳

定的井底压力，通过调整油嘴尺寸来连

续改变流量，但在调节油嘴尺寸之前，

必须通过连续测量来确保井下压力和温

度处于稳定状态。

产能测试旨在获取稳定的井下测量

结果，描述性测试则需要测量不稳定压

力。不稳定压力由地面流量的阶跃式变

化产生，可以通过井下压力传感器或永

久式井下压力计测得。产量变化导致的

压力波动从井筒扩散到周围地层。这些

压力波动受流体性质及油藏内部地质特

征的影响。压力波动可能在均质地层内

直接传播，也有可能受到低渗透层的阻

挡，或者在进入气顶时完全消失。作业

者通过记录井筒压力随时间变化的响应

能够获得压力曲线，该曲线形状与地质

特征的几何形态以及油藏内部的流体性

质有关。

可以在完井前或完井后以及油藏开

采的任何阶段实施试井，因此，试井作

业具有多种规模和模式（请参见“测试

系列”，第48页）。作业者的目的决定了

测试模式和规模（下一页图）。测试模

式的范围从运用 MDT 模块式地层动态

测试器实施的裸眼井电缆测试到利用

CHDT 套管井地层动态测试器实施的套

管井测试； 从采用钢丝作业测量生产

井的井底压力到简单地监测关井后的井

口压力等[1]。

尽管一些测试需要通过数天或数周

的大规模测试才能实现，但利用新技术

的其他一些测试在数小时内就能完成。

新技术的发展使试井面貌获得了彻底的

改观，在流量计量方面这些技术所带来

的变化尤其明显。

1. 钢丝作业将工具和流动控制设备选择性地下

入井筒或是将其回收。钢丝绳穿过井口上安
装的压力控制设备，从而可以在带压条件下
安全地实施各种井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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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模式和规模。测试规模是时间的函数。小规模测试利用电缆地层测试器在数分钟或数

小时内就能完成，采集到的流体样品大小在数立方厘米到数升之间，引起较小的压力波动，
因此只能探测井筒之外数英尺的半径范围。相反，大规模试井可以持续数个月，产出数千桶
流体，产生的巨大压力波动能扩散到井筒以外数千英尺的距离。

经过几年的研究，斯伦贝谢公司开

发出了多相流量计量设备，并在流动环

路及世界各地的油田中进行了实验应

用。其中一次早期测试是在阿尔及利亚

国家油气公司（ Sonatrach）的支持下

在阿尔及利亚 Hassi-Messaoud 油田中

进行的。在 2001年 PhaseTester 便携式

多相定期测试设备投入商业应用之前，

测试结果被用来校验流量计的性能。

2002 年该测试技术在 Hassi-Messaoud
油田得到应用。此后，这种测试设备在

Sonatrach 的其他油田作业中也得到应

用。

PhaseTester Vx 多相试井技术在 In
Salah Gas（ISG）项目中得到了广泛实

验应用。ISG 项目是 Sonatrach、Statoil
和 BP 公司的合作开发项目，涉及阿尔

及利亚中南部七个气田的开发，是阿尔

及利亚最大的天然气项目之一。

Krechba，Teguentour和 Reg气田的试井

服务目的包括：

● 洗井－降低完设备与生产设备连接

之间地层损害的可能性，降低随后

开井过程中固相产出对设备的损害 ；
● 测试流动能力－测试再入井和新井

的产能；

● 测试腐蚀程度－收集二氧化碳（CO2）

和硫化氢（H2S）含量的相关信息；

● 测试井压－采集每个气田早期开采

阶段的井底压力数据；

● 测试产能－放空气井，实施单一流

量测试，以确定总体产能。

预计平均产量为 5000 万英尺 3/ 日
（140万米3/日）。出于安全考虑，设备必

须能够安全处理 7000 万英尺 3/ 日（200
万米3/日）的产量。预计除干气之外，24
小时生产测试还将产出高达9%的CO2、

11 ppm 的硫化氢以及不同含量的凝析

油、油、泥浆、沉积物和水。此外，还

将通过柴油返排方法来限制测试管柱承

受的压差。

　                         （下接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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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分离器。为保护分离器并便于提升作业，便携式三相分离器（上）被装入一个结构
框架内。剖面图（下）显示折向板和挡板的作用是分离产出液。这些产出流体从入口处进
入之后经过一系列挡板，导致液体从混合流中析出，由于存在密度差异，液体在重力作用

下分离。

试井所涉及的仪器和服务种类

十分广泛。为满足勘探与生产公司

的测试需求，已经开发出了各种类

型的仪器和方法。在试井仪器和技

术的发展历史中，钻杆测试（DST）成
为主体，其他仪器和技术都是在此

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按照从简单

到复杂的自然进程，测试产品已扩

展到涵盖地面、采样、钢丝和电缆测

试设备等各个领域。

1926 年，E.C. Johnston 和 M.O.
Johnston兄弟进行了首次商业DST测
试。他们将封隔器和阀门组合后下入

裸眼井，用于临时完井及流量控制。

到1933年，Johnston试井设备公司对

其产品进行改进，增加了一个用于测

量地层压力的压力计，从而在流量数

据中增加了地层压力数据[1]。此后，

试井设备和方法的不断革新带动了试

井专业的蓬勃发展。

测试工程师很快认识到需要地

面设备来处理 DST 仪器串形成的临

时完井装置产出的地层流体，这就

使得三相测试分离器和缓冲罐成为

许多试井作业中的标准配置。测试

分离器设置在节流管汇的下游，节

流管汇是为控制地面产出流体的流

量而设置的。

分离器接收井产出的流体后利

用重力和流体密度差异将流体分离

成水相、油相和气相（右图）。完成

分离后，在三相流体流出分离器的

过程中对各个相单独进行计量。气

相被输送至单独的天然气管线，或

者将其燃烧掉[2]。液相混合后返回到

出液管线，或者被输送到储罐。在一

些无法储存及运输产出流体的偏远

测试系列

地区，可能不得不将产出液输送到燃烧

器中进行处理。

缓冲罐位于分离器的下游，它可以

为流入其中的分流液体缓解压力骤增提

供流动空间。缓冲罐中的原油压力下降

后，天然气将会脱离溶解，使原油体积

减小。因此，可以在缓冲罐中测得原油

的体积收缩率。产出液处理过程中可能

还需用到一些诸如蒸汽热交换器或间接

式加热器之类的辅助设备。加热器位于

分离器的上游，用来加热产出液，防止

形成水合物，以及降低流体粘度和分解

乳化液。燃烧器位于缓冲器的下游，其

作用是处理产出的气体，在某些情况

下，也可以利用燃烧器处理产出液。

可以通过钢丝作业测量井下压力和

温度。过去的钢丝测量利用机械图表记

录仪测量井下压力，并利用最大读数温

度计测量井下温度（BHT）。随着晶体 -
传感器技术的问世，井底压力计和温度

计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越来越高。现在利

用单个晶体测量同一点上的温度和压

力，消除原先利用第二个晶体校正温度

时出现的温度滞后或其他偏差。诸如

CQG 石英晶体压力计和 UNIGAGE 压力

计系统之类的传感器具有多种用途，可

以在实施钢丝作业、DST和油管传输射

孔（TCP）作业中记录井下压力。



1. Johnston 试井设备公司于 1956 年被斯伦贝
谢公司收购。

2. Atkinson I，Theuveny B，Berard M，Connort G，
Lowe T，McDiarmid A，Mehdizadeh P，Pinguet
B，Smith G 和 Williamson KJ：“多相流测量
新技术”，《油田新技术》，16 卷，第 4 期

（2004/2005 年冬季刊）：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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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下测试树。SenTREE测试树的设计能够提高钻井船和半潜式钻井平台试井作业的井
控能力。SenTREE 测试树安装在海底防喷器组内部。

在DST和TCP作业中，测量可以在

封隔器之上或之下进行，压力计可以设

置在测试管串内部或外部。测量数据可

以在井下记录，也可以将其传输到地面

进行实时读取。

同样，作为试井管柱核心的测试阀

也在不断发展。测试仪器设计已经从最

早简单但却有效的 Johnston 地层测试

阀，到1961年发展为MFE多次循环测试

器。MFE测试仪器已经在数千口裸眼井

的DST测试中得到了应用，而且目前仍

然应用于某些致密岩石地区的传统DST
测试中。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海上勘探

活动的日益频繁，需要采用更合适的测

试阀在高压深井和浮式钻机作业中进行

套管井测试。PCT压力控制测试阀在这

一领域找到了用武之地。应用该测试阀

无须使用人工方法上下移动管柱（这一

点在浮式钻机测试时应予以特别关注）。

PCT仪器通过对测试管柱－套管之间的

环空施加压力来进行作业。1981年，针

对高产井迅速开发出了全井眼 PCT 仪

器。

随着 IRIS 智能遥控作业系统的开

发，第一台新一代“智能”测试仪器于

1989年诞生。这个双阀门系统将测试阀

门和循环阀门结合在同一个仪器中。整

体式传感器和微处理器使该仪器具有可

程序化的特点，使得测试作业更为灵活

简便。开启和关闭这两个阀门的机械能

量来自仪器本身，而不是通过在地面操

纵管柱或环空压力来提供。

现在，由地面发出的编码压力脉冲

可向井下仪器发出指令。这些低强度的

压力脉冲信号沿着环空传输到井下并被

井下仪器的智能控制器所探测。微处理

器对每一个脉冲信号进行分析，以便将

指令与作业过程中的其他压力事件区分

开来。利用井下流体静水压力来执行

IRIS 脉冲命令，开启或关闭相关阀门，

或者进行各种阀作业。例如，可以将测

试阀设置为当环空压力过大时自动关

闭，一旦压力恢复正常，又重新打开。

微处理器储存压力数据资料并存档，

列出所有执行过的命令，用于后续的

作业分析。

深水探区的钻井和完井工作由浮

式钻井船或半潜式钻井平台完成；除

钻井防喷器（BOP）之外，浮式钻井船

试井还需要额外的井控措施。这种需

求催生了 1975年 Johnston-斯伦贝谢 E-
Z Tree可回收井控系统的开发。1997年
开发的另一种系统为紧急情况下的作

业提供了更加安全的环境，该系统中

的海底测试树能够关闭管线和剪切

闸板。 SenTREE海底井控系统可以在

地面通过水力作用控制安全自保式

双球和瓣阀模块（上图）。而且

SenTREE 系统还可用作测试管柱的

一个断开点，在钻机位置偏离允许

范围时使钻机远离海底 BOP。



>   便携式流量计。PhaseTester 多相流量计被封装在模块式构架内（左），重量为 3750 磅
（1705 公斤），体积较小，用一辆中型卡车便可运输（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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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多相流测量方法已经

开 始 在 地 面 上 得 到 应 用 。

PhaseTester 便携式多相流定期试井

设备是为准确测量油、气和水相的

流量而开发的。利用该设备可以准

确测量段塞流、泡沫流和稳定乳化

液中的各相流体的流量[3]。在DST测
试过程中，通常将 PhaseTester便携

式流量计安装在井口下游与地面分

离器上游之间（上图）。

PhaseTester 装置采用 Framo 工

程公司和斯伦贝谢公司联合开发的

Vx 多相试井技术，将一个文丘里管

与一个双能量伽马射线高速探测系

统结合在一起。压力是在流体进入

文丘里喉管时测得的。当流体进入

文丘里喉管时，位于文丘里管一侧

的小型放射源释放出一系列不同能

级的离散伽马射线。由流体引起的

伽马射线衰减是在两个不同能级上测得

的。在放射源的对面，闪烁探测器与光

电倍增管结合使用，来探测未被流经文

丘里管的混合流体吸收的伽马射线。尽

管流态中存在紊流，但每秒钟实施45次
测量仍然可以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低能伽马射线的计数率与流体成分

有关，因此取决于水 /液比。高能伽马

射线的计数率主要取决于混合流体的密

度。流量计算机可以计算出油管中每一

个相的相对含量。综合流经文丘里管混

合流体的密度和压差数据就能得出稳定

的具有高分辨率的总质量流量数据。流

量计算机将流体PVT体积性质与各相的

含量及质量流量数据结合后，可以每隔

10秒钟提供一次油、气和水的瞬时体积

流量数据。

还开发了一种专用的Vx解释程序，

用于测量天然气体积分数（GVF）在 90
－ 100%范围内的气井流量。Vx天然气

模式解释程序使得 PhaseTester 流量计

可以测量从干气到超湿气和富凝析气范

围内的所有天然气的流量。即使流体中

天然气体积分数（GVF）高达 98%，Vx
天然气模式程序也同样可以准确测量出

流体中水的流量。

前文描述的部分概念已经被整合至

一个小型、轻便的试井装置中，该装置

可准确测出流量，同时还能处理试井过

程中的大量产出物。CleanTest测试设备

由一个多相流量计、一个专门设计的地

面分离器和一个安装在分离器下游的水

处理装置组成，如果需要还可以包括一

个产出物无烟处理所需的高效燃烧器

（下一页图）。 　
位于地面井口和分离器之间的

PhaseTester Vx 流量计在试井过程中对

产出液进行持续监测，消除了流量测量

结果对分离工艺的依赖性。这一点在洗

井阶段（也就是油井刚被打开后开始流

动的阶段，此时地层侵入带卸去泥浆滤

液、盐水以及钻井或完井作业中被泵入

井下的其他流体）尤为重要。作业者可

以通过多相流量计监测地面流量，快速

确定油井清洗完成的时间。

在 CleanTest 平台上，在流量计下

游安装一个可以调整的 CleanSep 试井

分离器，用来控制流出的液体。由于已

经 在 上 游 安 装 了 一 个 高 精 度

PhaseTester 流量计，因此无须再在该

分离器中安装一般情况下用于测量地面

各相流体含量的检测器。这样，分离器

可在油井开井回流时投入使用，在洗井

时不必再为避免损坏设备而使液流绕过

分离器。该方法节省了测试程序中的钻

机时间（在将油井清洗到允许产出流体

通过分离器之前，一般需要两到三天的

时间来调整油嘴）。3. Atkinson 等人，参考文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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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器利用一个远程控制的挡

板实施作业，该挡板会随着油相和

水相含量的波动变化而上下移动。

在分离器内，将液流分离成气相、油

相和水相，然后再进行排放。

水从分离器中排出后被输送到

一个移动的水处理装置。该装置结

合了聚集和重力分离技术，以降低

水包油乳化液的浓度。例如，即使水中

含有的是高密度、低API重度的原油，含

有 20000 ppm分散油的水进入处理器后，

在出口处水中的油浓度也不会高于 20
ppm。水处理装置中的样品经过地面分

析器分析后，可以确定水包油乳化液的

含量。由于水处理装置符合严格的环境

保护规定，因此可以在油分离出来后将

水直接排入大海。这种装置为作业

者储存、运输和处理水提供了一种

经济有效的方法。原油被聚集到一

个常压原油回收室内，然后再通过

一个内置泵输送到储罐或燃烧器

中。

>   液流示意图。通过 CleanTest 平台对油藏流体进行处理。产至地面的流体在输送到下游一个专

门设计的分离器之前先通过PaseTester多相流量计进行计量。作业者通过监测流量计来调整分离
器中的流量和热力，从而优化流体处理效果。分离器中的水在排放之前经过一个处理装置后将油
分离出来。高效燃烧器的作用是处理任何不准备储存或运输的液体。



>  简化后的设备布置图。从原先的测试布置图（上）与新的试井布置图（下）的比较可以看出，通过

使用 PhaseTester 多相流量计之后，大大减少了管线数量，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测试过程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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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该项目采用的是诸如水平重力

分离器、缓冲罐、管汇、输送泵和燃烧

器之类的常规技术。2004年，斯伦贝谢

公司引入了PhaseTester Vx天然气模式

解释模型。天然气模式解释模型的多相

能力将流量测量的整个范围扩展到了湿

气或干气条件下。同时，PhaseTester多
相流量计可提供标准条件下准确的天然

气流量读数，以及液体流量值和含水量

值。

应用 PhaseTester 流量计无须进行

相分离，而且采样也不再是一个关键目

标，因此极大地简化了野外测量装置

（上图）。而且，PhaseTester流量计比原

来的试井作业更安全。安装及拆卸所需

时间也比原来减少了11.5天，所需的人

员、卡车和后勤车辆也大大减少。与原

先的试井作业相比，估计可以节省28%
的费用。

在另外一次试井作业中，作业者关

注的重点是如何解决液相产量的不确定

性。2005年，在Krechba油田的应用中，

PhaseTester Vx 系统能够明确区分天然

气和液体的不同流量（下一页，上图）。

随后用PLT生产测井仪器证实了这些流

量的准确性。PhaseTester Vx 技术在增

加安全性，降低后勤、人员和作业时间

成本的同时，帮助作业者获得了高质量

数据。

流体采样

除压力、温度和流量之外，作业

者还需准确掌握油藏产液的特性。作业

者对油藏内流体的了解程度将决定一个

远景区未来的开发（下一页，下表）。诸

如油藏采收率、储量估算和产量预测之

类的重要经济指标都受流体性质的影

响。除了获得有关流体化学成分、密度、

粘度和油气比（GOR）信息之外，作业

者还尤其关注确定产出流体形成蜡、水

合物、沥青质的条件。因此，了解流体

性质对评估一口井或一个远景区的盈利

能力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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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试井洗井过程中确定流体流量。利用 PhaseTester流量计对 Krechba 油田某井 24小时洗井过程进
行了监测。每次按照洗井方案增大油嘴尺寸后，都对井口压力、液体和气体流量进行测量。PhaseTester
结果显示，每一次油嘴尺寸调整后各相都有明显的稳定流量。

>对采出流体样品的要求。需要对井口上游和下
游具有代表性的流体样品进行取样和分析。

试井是采集代表性油藏流体样品的

主要手段。人们认为单相流体样品能够

代表油藏流体的性质，故而样品是在饱

和压力和临界温度条件下采集的。因为

如果超出这些条件，有机固相将会在样

品中析出来。为了使样品具有代表性，

应严格遵守压力 - 温度标准。

代表性样品分析结果为设计及模拟

从砂面到销售管线之间的生产过程提供

了重要数据。生产模拟建立在压力 -体
积 -温度（PVT）分析数据基础之上，而

且假设未开采油藏之前油藏处于原始条

件之下。一旦对油藏进行开采，随着开

采过程中压力的下降，流体性质肯定发

生变化。

代表原始油藏流体的样品并不一定

总能采集到。当油藏压力低于油的泡点

压力时，油中的轻质组分将汽化成为一

个单独的气相[2]。相反，当凝析气藏中

的压力低于露点压力时，将会从液体中

析出凝析油[3]。随着相应的轻质组分或

重组分的减少，油藏的流体成分会发生

改变。

在原始油藏流体代表性样品的采集

过程中，时间因素起着关键作用。在油

藏开采阶段应尽早采集样品，避免油井

生产时由于压降原因导致出现两相情

况。为此，在发现井中，常常在钻穿一

个层段后，以及在钻杆测试 （DST）期

间都使用电缆地层测试器进行广泛采

样。

如果样品采自一个面积很大的油

藏，除了压力之外，作业者还须考虑该

样品所具有的代表性程度。也就是说，

从某一位置获得的单个样品可能无法说

明一个大型油藏内流体物性的变化或分

隔情况，也无法解释厚生产层段中从顶

部到底部之间的流体物性变化情况。因

此常常在油藏内钻其他井时对油藏进行

取样，同时也在油藏不同深度上进行取

样。取样作业通常是利用电缆地层测试

器进行。

地面采集的流体样品与井下采集的

流体样品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在液体从

射孔段产到地面的过程中，由于压力下

降，沥青质可能会从油藏流体中析出。

伴随着流体产到地面过程中温度的下

降，蜡也可能从溶解中析出。作业者非

常关注井下和地面流体性质的差异，目

前已经开发了多种技术来采集各种流体

样品。

地面样品的采集通常在井口或分离

器中进行。在分离器中采样需要分别采

集油相和气相样品，同时准确测量相应

的流量、压力和温度数据，然后在实验

室内将油样和气样混配成有代表性的样

品。当特殊分析需要的流体样品体积超

过常规取样仪器的采集能力或者在无法

采集到井下油藏流体样品的情况下，就

在地面采集流体样品。在炼厂分析或是

提高原油采收率研究中可能需要大量流

体样品。

2. 泡点是部分液体开始转化成气体时的温度和

压力。因此，如果恒定体积的液体在恒定温
度下，随着压力下降气体开始形成的那个点
就是泡点。

3. 露点是气体开始凝析时的温度和压力。某一

特定体积的气体在恒定压力下，随着温度逐
渐下降，液滴开始形成的那个点就是气体在
该压力下的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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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口取样管汇。该设备易于运输，为井口产出
流体提供了必要的取样筒、阀门以及压力计等。

> 井下流体取样器。单相油藏取样器（SRS）利用
氮气驱动的活塞对体积为600厘米3的流体样品室

施压，从而保证样品室被取至地面时流体压力仍
保持在饱和压力之上，而且流体仍处于单相状
态。同时，保持较高压力也能防止沥青质从流体

中析出所导致的样品不具有代表性。

由于井下样品是在井筒允许的条

件下在最接近油藏压力和油藏温度的

情况下采集的，因此最能代表原始地

层流体的特性。井下样品一般通过电

缆或钢丝作业中的装置获得，或者这

些装置本身就是DST仪器串的一部分。

当井下流压高于储层原油饱和压力时，

就会用到这些样品。在PVT分析以及诸

如评估沥青质和蜡的析出和沉积的流

动保障问题时，井下样品发挥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

取样技术的选择受多种因素的影

响，包括油藏性质、所需样品的体积、

所要取样的油藏流体类型、油藏衰竭

程度以及所需要的地面和地下设备类

型等。虽然某些取样设备在大多数情

况下可以通用，但每种取样模式都需

要其特定的设备。可以将取样模式大

致划分为以下五种基本方法：

● 井口取样：使用特制井口取样管汇

在地面采集样品（上图）。只有在井

口流压和温度高于油藏流体饱和压

力的条件下，即井口流体为单相时

才能采集井口样品。虽然这种情况

不常见，但有时确实存在。例如在

某些海底油气井中，产出流体在流

往地面节流管汇的全过程中可能一

直保持单相。

● DST 地面取样：通常在测试分离器

中取得油气样品。准确测得油气流

量、压力和温度数据之后，可以在

实验室中将这些样品进行混合，以

近似代表井下代表性流体的组分。

此类样品只有在分离器内部流动条

件稳定时才可以采集。任何情况下

都应该进行地面取样，以防止意外

情况下无法成功采集到井下样品。

● DST 井下取样：在 DST 主要流动阶

段末期采集具有代表性的井下流体

样品。系统在接收到地面指令后打

开样品室，DST 仪器串上特殊钻铤

中的单相储层取样器（SRS）就是这

样的一个样品室（右图）。应用SCAR
井下携带装置最多可以获得8个SRS
单相样品。通过爆破片或发送至IRIS
触发器的泥浆脉冲遥测信号将SCAR
取样仪器激活。DST井下取样在油藏

压力和温度下进行，如果油藏压力

高于泡点压力，那么采集到的就是

单相流体。

● 钢丝取样：一般在生产井中进行，

SRS 取样装置悬挂在钢丝上，并通

过生产油管下放到射孔段顶部。当

设备下放到预期深度之后，设置在

SRS 中的计时器将使样品室打开，

使流体进入。

● 电缆地层测试器取样：在裸眼井中

一般使用诸如MDT仪器之类的电缆

仪器测量油藏压力。除了采集油藏

流体样品，还对油藏内不同深度的

压力进行测量以获得油藏压力梯度

数据。MDT仪器的多次采样能力使

得它可以在油藏不同深度上进行样

品采集以便描述流体的变化情况。

常常利用电缆地层测试结果指导随

后的钻杆测试。

在 MDT 仪器中，样品质量监测由

OFA 光学流体分析模块、LFA 实时流体

分析模块或CFA流体组分分析模块来完

成。通过这些模块可以确定流体是否已

经超过了饱和压力（即原油样品低于泡

点压力或气体样品低于其露点压力）。

同时也可以验证样品所受到的泥浆滤液

污染程度是否足够低[4]。

利用 MDT 仪器采集到的样品被储

存在一个单相多样品室（SPMC）内，以

确保流体被取至地面过程中仍能维持在

地层压力。在套管井中进行试井作业之

前，探井中采集的裸眼MDT样品通常可

以初步显示油藏流体的类型。在某些井

中，采用 MDT 压力测量和取样来代替

DST。
针对油基泥浆（OBM）开发出了一

种专用聚焦取样系统，该系统能够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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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携式流体分析实验室。PVT Express 分析装置能够提供有关油藏流体物理性质、组分和特性等方

面的信息。通过将实验室带到井场，作业者可以迅速获得流体组分、泡点或露点压力、压缩系数、粘
度和其他重要参数的详细分析结果。

4. Andrews RJ，Beck G，Castelijns K，Chen A，Cribbs
ME，Fadnes FH，Irvine-Fortescue J，Williams S，
Hashem M，Jamaluddin A，Kurkjian A，Sass B，
Mullins OC，Rylander E和 Van Dusen A：“利用原
油和凝析油的颜色定量测定污染程度”，《油
田新技术》，13卷，第 3期（2001年秋季刊）：

24-43。

有关 CFA 流体组分分析模块更多的信息，请
参见：Betancourt S，Fujisawa G，Mullins OC，
Carnegie A，Dong C，Kurkjian A，Eriksen KO，
Haggag M，Jaramillo AR和 Terabayashi H：“井下
油气分析”，《油田新技术》，15 卷，第 3 期
（2003 年秋季刊）：54-61。

5. 有关Quicksilver Probe取样仪器更多的信息，请

参见：Akkurt R，Bowcock M，Davies J，Del Campo
C，Hill B，Joshi S，Kundu D，Kumar S，O’ Keefe
M，Samir M，Tarvin J，Weinheber P，Williams S
和 Zeybek M：“井下流体取样和分析新方法”，
《油田新技术》，18 卷，第 4 期（2006/2007 冬
季刊）：4-19。

6. Burgess K，Fields T，Harrigan E，Golich GM，

MacDougall T，Reeves R，Smith S，Thornsberry K，
Ritchie B，Rivero R 和 Siegfried R：“过套管地层
测试和采样”，《油田新技术》，14卷，第 1期
（2002 年春季刊）：46-57。

7. Oilphase-DBR 是斯伦贝谢公司的流体取样和分
析部门。Oilphase 公司于 1989 年在阿伯丁成

立。该公司推出了业界第一支单相、套管井、
井下取样仪器。斯伦贝谢公司于 1996 年收购
了Oilphase。DBR是Donald Baker Robinson（Peng-
Robinson状态方程的建立者之一）于1980年在
加拿大艾伯塔省埃德蒙顿创建的。DBR设计和
制造了无汞PVT和流动保障实验室设备、状态

方程软件以及稠油流体分析设备等。2002年，
斯伦贝谢收购 DBR 并将其与 Oilphase 合并。

混相油基钻井滤液对油气流体样品的污

染。Quicksilver Probe电缆取样仪器利用

两个不同的流动区域将纯净的地层流体

聚焦流入MDT仪器内[5]。取样探针外部

的“屏蔽”环抽取滤液，与此同时中心

的环从锥形流动中心抽取纯净的油藏流

体。但该取样系统的使用范围却并不只

局限于OBM，无论用何种类型的泥浆钻

井，均能快速取得纯净储层流体样品。

利用CHDT仪器（由MDT仪器演变

而来）可以在套管井中进行井下取样。

这种仪器在套管上钻一个直径为0.28英
寸的孔，穿过水泥和地层，然后使用探

针进行取样和测压。在收回探针后，插

入 10000 psi（69 MPa）的双向密封塞以

封堵套管上的孔[5]。

流体分析

压力 -体积 -温度（PVT）关系和产

出流体成分是勘探与生产公司关注的重

点，这些数据对一口井或一个远景区盈

利能力的评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产

出液的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质将会对完

井、管线、分离站和泵站，甚至对处理

装置和炼厂的设计产生影响（尤其在有

二氧化碳、硫化氢或其他腐蚀性物质产

出的情况下）。流体组分分析为油藏模

拟提供了关键的输入数据。

流体分析一般在 PVT 实验室中进

行，某些情况下也可在井场进行流体分

析。PVT Express现场井液分析为井场的

PVT分析提供了一个专用实验室（右上

图）。Oilphase-DBR流体取样和分析专家

在得到样品后立即进行PVT分析。分析

人员在其独立的实验室内对饱和压力、

泡点和露点、油气比、天然气组分（至

C12 ）以及原油组分（至C36）、常压流体

密度和粘度进行测量[7]。在数小时内就

可将流体分析结果提交给客户，为制定

关键的测试和完井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在最近的一次海上试井作业中，

PVT Express 专家对井口采集的油藏流

体样品以及分离器中采集的天然气和流

体样品进行了分析。Oilphase-DBR工程

师分别对采样温度和油藏流体温度下井

口液样的饱和压力、油气比以及流体组

分进行了测量。以上信息通过 InterAct
实时监测和数据传输系统传送到

Oilphase-DBR休斯敦流体分析中心进行

数据质量检验。然后将结果加载到PVT
Pro状态方程模拟软件中进行进一步模

拟分析。得到的压力 -温度矩阵数据被

传回井场，在井场将这些数据下载到

PhaseTester 数据文档中。这些数据使

得测试工程师能够更好地建立流体识别

系统，以优化试井过程中得到的

PhaseTester 流量计测量结果。

试井方案设计

随着计算机化方案设计应用软件的

问世，采用一般原则的试井作业设计也

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试井作业要求明确

测试目标并进行仔细设计。一般情况

下，多数试井作业都围绕以下目标进

行：采集实验室分析所需的流体样品，

测量油藏压力和温度，确定井产能，评

估完井效率或确定油藏规模、边界及其

他参数等。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试井工

程师必须制定动态测量程序，并选择合

适的设备进行作业。无论作业者的目标

是什么，当前的所有试井设计都必须将

安全和环保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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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井设计的第一步是必须对试井目

标有详细的认识。在所有有关流量设

置、测试时间、压力计采样频率和流体

取样规程的决策制定之前都需要明确了

解测试的目的是什么。在某些情况下，

首要目的是采集样品，有些测试可能需

要得到最大流量或最大压差数据，而其

它一些测试的目的是评价完井效率或探

测油藏边界。必须仔细分析每一目的的

成本 - 效益关系。

测试目的必须建立在详细的地球物

理、岩石物理和钻井信息分析基础之

上。在必须考虑经济和作业因素时，应

该对这些目标进行优先排序以帮助随后

的决策。地质师和工程师将根据分析结

果确定测试层段、符合指定目的的测试

数据类型以及相应的试井类型等。

为了确定试井所能达到的目标范

围，测试工程师对测试过程中产量变化

所带来的油藏响应进行模拟。计算机模

拟可以帮助试井设计者分析不同压力和

流量变化对油藏和测试系统的影响，同

时也有助于确定能够测量预计压力、温

度和流量范围的系统类型，以及确定执

行这些试井程序所需的井下和地面测试

设备。

通过对模拟结果进行分析可以确

定何时出现明显的压力不稳定特征，

例如在井筒续流或完井影响结束时，

或者在无限作用径向流动开始时和流

动过程中[8]。测试人员也可以利用这些

结果预测断层或压力边界所导致的外

边界效应。通过进行敏感性分析可以

确定潜在油藏参数对流动段以及关井

段的影响。此时，可能有必要对主要试

井目标进行审查。在很多情况下，可能

发现达到特定目标所需的流动或关井

时间常常导致经济上的得不偿失。试

井设计流程必须对上述问题进行权衡

考虑。

确定了测试参数之后，试井工程师

可以选择相应的数据采集系统和试井设

备。选择过程中应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

面： 　

● 确保所需的试井数据足以能够验证

测试的有效性。

● 要求地面读数装置显示实时决策所

需的、反映井下记录器记录的压力

和温度测量数据。

● 当测试目标要求对油藏进行详细描

述时，应使用高分辨率压力计。

● 确保测量数据有备份。

● 海上作业过程中要求有备用的井下

仪器，以确保在井下和海底有效地

进行井控。

● 选择适当的地面设备以安全有效地

处理预期流量和压力。

● 产出流体的处理应符合环保要求。

地面流动设备的设计和规范涉及到

许多方面。为了将产出流体安全地输送

到地面，试井工程师必须设计相应的流

体传输系统，该系统必须可以承受和控

制从井口到分离器、再到储罐或者火炬

塔的高流量液体和气体。工程师必须考

虑流经每个设备的流体速度、摩阻和压

降等因素，避免油管、弯管和设备等遭

到严重腐蚀。

设备布置图是一个重要的设计工

具。设备布置图显示出将要使用的测试

设备、管线总体排布以及井场中每个设

备的具体位置。试井设计人员可以根据

预期流量和井口压力数据确定管线、井

口装置、节流管汇、加热器和测试分离

器的尺寸及额定压力。选择合适的管线

尺寸对防止流体速度过快、压力损失过

大以及设备超压尤为重要。

对地面测试分离器而言，高流量是

特别要关注的问题。过量流体会快速超

出设备的处理能力，导致液体流入分离

器的气管线内，或者导致油管线内形成

泡沫。如果在设计系统时能将滞留时间

和压力分布考虑在内，就可以避免出现

上述问题 [9]。同时，在测试设计过程中，

也应使温度和压力保持在一定范围内，

以防止水合物的形成。否则，就应设计

在节流管汇上游注入乙二醇或甲醇。

测试设计时应考虑整个系统的安全

性，所有地面测试设备都必须接地。流

动管线和排出管线分别用颜色标明，以

明确管线的工作压力，所有管线都必须

固定牢靠。布置设备时也考虑调节或削

弱噪声与热辐射的影响。测试过程中获

得的噪声测量数据显示，流量增大时，

分离器和天然气管线中的噪声也相应增

强。热辐射会对人员和设备造成影响，

因此，设备的平面布置方案应确保不同

设备（如井口装置、蒸汽热交换器、分

离器或火炬塔）之间具有适当的距离。

这些距离取决于每个设备的行业标准，

目的是降低意外燃烧的可能性。

试井设计软件可以帮助设计人员确

定地面设备及绘制设备平面布置图。

ArchiTest 试井设计软件与PIPESIM生产

系统分析软件组合可以对地面系统进行

节点分析，模拟地面流程的稳定状态。

这项应用涉及所有地面试井设备，从油

嘴到分离器，再到燃烧器等（下一页

图）。输入井口流压、温度、流量、流

体组分、API原油重度以及天然气比重

等数据以后，该软件能够对流过地面设

备的流体进行模拟－开始是钻井或完井

液，然后过渡到油藏流体。

根据输出数据可以预测各阶段的

压力和流量，重点指出不符合预期条

件的设备。然后利用该系统可以确定

系统对分离器压力、地面油嘴或流动

管线尺寸变化的敏感性，也可以利用

该软件确定不同流速条件下的腐蚀情

况，计算通过分离器处理流体所需要

的滞留时间等。

如果油井未连接到生产设施，但

客户要求对产出流体实施处理，那么

利用 ArchiTest 软件可以预测火炬燃烧

释放的噪声和热辐射方式，还可以利

用该软件预测形成水合物、乳化液或

泡沫的风险。

8. 随着压力不稳定扩散到地层内，不再受到井
眼和近井眼效应的影响，因而更能反映地层
特性。由于此时瞬态压力不受外边界的影响，

其径向延伸似乎为无限大，因此该阶段通常
被称为无限作用径向流动阶段。

9. 流体通过某组件的流量大小是其滞留时间的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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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化设备布置示意图。ArchiTest程序用于设计地面测试设备的平面布置。根据计算的流量、压降和腐蚀流量来核实图中每个设备的长度、直径和工
作压力，以确保设备能够处理产出流体。未达到作业设计标准的地面测试设备用红色突出显示，以便于查看。

在深水环境中，试井设计、高性能

设备及安全和环保要求面临最严峻的

考验。最近进行的一次试井作业突出

说明了大规模试井设计和实施的复杂

性。

深水大规模试井实例

墨西哥湾（GOM）地区99%探明原

油储量的产层都是中新世或更年轻的

岩石。但最近几年在更老的地层中发

现了潜在油气藏，指明了新的勘探方

向，扩大了 GOM 钻探范围。在勘探与

生产公司在深水区域寻找此类油气藏

的同时，必须开发新的技术，并对原有

技术进行改造以应对这一恶劣作业环

境的挑战。

在深水和超深水地区勘探过程中，

试井的重要性越加明显。为了获得有用

的测试结果，这些复杂的大规模试井的

设计就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而且测试

本身也需持续几个星期才能完成。试井

获得的流量、压力和流体性质数据对下

一步钻井、完井和开采方案的制定起着

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数据可能会决定

作业者是否继续进行下一步作业还是放

弃探区。如果作业者选择完井，那么这

些测试数据将指导作业者选择处理产出

流体所需设备的规模和类型。

为了能使深水探区的勘探作业获得

成功，勘探公司必须采用各种先进技术

以更好地对远景区进行描述，这些远景

区的水深可能在5000英尺（1500米）或

更深，储层在海底以下20000英尺（6100
米）或更深。开始时利用地震方法尽量

搞清构造的情况。在钻井后，采用不同

的方法确定储层中流体的性质。

雪弗龙公司及其合作伙伴丹文能源

公司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一直在墨西哥

湾地区对始新世深层进行勘探。在勘探

过程中，位于 Walker Ridge 758 区块的

Jack 2 号井在成功完成 GOM 地区最深

试井的同时也创造了多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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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前的准备。在利用Cajun Express号半潜式钻机实施大规模试井之前，在原先由Discoverer Deep
Seas号钻井船所钻的 Jack 2号井中下入套管并暂停作业，预先驶入的驳船收集测试过程中产出的流
体。

该井离海岸175英里（280公里），在

新奥尔良西南约270英里（435公里）处，

水深为 6965 英尺（2123 米）。Jack 2 号
井的钻探目标是Wilcox趋势带砂岩，完

钻总深度达到28175英尺（8588米）（右

图）。

起初根据地震勘探资料对这一盐下

储层进行钻探，之后进行了全面的测井

和测试作业，以确定其延伸范围和油气

质量。雪弗龙公司Jack 2号井的裸眼地

层评价程序包括了由自然伽马、电阻

率、压力和定向测量组成的LWD系列。

同时，雪弗龙公司还要求使用综合系列

电缆测井仪器进行测量，包括感应、密

度、中子、元素俘获能谱、自然伽马能

谱、声波成像、磁共振、地震成像、地

层测试器和旋转式井壁取心工具等。

尽管测井有助于了解储层深度、孔

隙度、产层总厚度和净厚度等有关信

息，但采油工程师尤为关心的是Wilcox
地层的低渗透率、低原油比重、低GOR
油的特性，以及这些因素对该远景区产

能或经济潜力的影响。为此，决定对该

储层进行长时间的流动测试，以彻底搞

清该储层的产能情况。

雪弗龙公司成立了一个项目组，负

责设计和实施该井的测试作业。为了在

位于海底之下约 20000英尺的盐下储层

中获取有用的测试结果，雪弗龙、斯伦

贝谢和其他技术服务公司用了 14 个月

的时间进行总体规划和协调。雪弗龙项

目组的核心人员包括油藏工程师、作业

和完井工程师，同时还包括一名完井顾

问和一名试井顾问，完井和试井顾问向

雪弗龙 Jack 试井总监汇报。

为了协调斯伦贝谢八项独立服务和

其他测试承包商服务之间的工作，成立

了斯伦贝谢测试和完井项目支持小组。

斯伦贝谢项目经理与雪弗龙试井队一起

在休斯敦开展工作，这位项目经理是斯

伦贝谢测试服务的总联系人。在位于路

易斯安那州 Houma 的斯伦贝谢测试基

地，一位资深作业协调人员负责后勤及

监督Jack井需要的大量设备的准备、测

试及验收。在试井作业过程中，该协调

人员还担任斯伦贝谢井场监督，负责25
位斯伦贝谢员工及 10 位第三方服务公

司员工的团队协调工作。

综合规划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值得关

注的问题，尤其是如此大的深度上遇到

的井底高压方面的问题。斯伦贝谢对完

井和测试设备做了几项改动，以便在高

压下进行长时间作业。在此之前，多数

井下设备的额定压力为 15000 psi（103
MPa）。在 Jack井中使用的井下设备包

括 IRIS 井下测试仪器和高分辨率存储

式压力计和温度计。为本次作业设计的

eFire电子点火装置与专门改造的7英寸

PowerFlow无段塞大井眼油管传输射孔

枪系统结合使用。上述设备都经过升

级，可以承受 25000 psi（172 MPa）的

工作压力。测试过程中，这些仪器位于

SenTREE高压海底井控测试树下一定的

距离。在地面设置了一个Vx多相流量计

和 PVT Express 现场流体取样和分析设

备来补充基于常规分离器的试井装置。

该井完钻后下入套管，然后利用油

管传输射孔（TCP）技术进行射孔。利

用升级后的 eFire 点火程序确保仪器下

入时不会发生因环空压力波动所导致的

空射现象。利用压裂充填技术进行了完

井，之后，在井眼中下入测试管柱。在

测试第一周，斯伦贝谢公司的一名油藏

工程师在井场负责整合各种数据流，发

现斯伦贝谢、哈利伯顿、ClampOn 和

iicorr 有限公司所提供仪器之间可能存

在的匹配问题。

为期 33 天的试井作业包括两个共

计 23天的流动阶段和两个共计 10 天的

关井阶段。测试过程中，Oilphase-DBR
人员在油嘴上游采集了高压、单相样品

和分离器中的低压样品，然后利用PVT
Express 分析设备对这些样品进行实时

流体分析，在现场使用这些分析结果改

善 Vx 流量计的流体对比结果。在 PVT
Express 流体分析数据的支持下，Vx 多
相流量计提供了准确和离散的流量测量

结果，这些测量结果对雪弗龙工程人员

实施的一些关键实时分析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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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Jack 2号井实施的是一项非常规

测试。在正常试井条件下，实时压力测

量和分析是一种有利的手段，但由于

Jack 井的日成本在 75 万美元以上，实

时压力测量和分析必不可少。根据井下

压力地面读数提供的信息，不断做出与

时间和提前规划有关的重要决策。假如

没有这些实时数据的话，可能会采取比

较保守的测试方法，作业时间会大大延

长。

Jack 井一个重要的未知数是最大

安全生产压降。通过初步分析，制定了

一个大胆的目标。这一目标是根据井底

压力读数得到的实际试井动态制定的。

假如没有这些压力数据，就无法绘制出

实时诊断图，制定出的测试程序也会过

于保守，导致测试流量偏低，增加了测

试时间。

同时，连续的井底压力数据流还便

于进行实时不稳定压力分析。这种分析

在测试过程中的压力恢复以及流动阶段

都很重要。利用Vx多相流量计获得的实

时井底压力和瞬时流量数据，雪弗龙公

司的工程师能够确定出流量变化与压力

之间的关系，并利用叠加方法对流量数

据进行准确的典型曲线分析。在观察与

完井有关的不稳定压力特征时，在流动

阶段出现这些趋势变化可被视为压力恢

复的先兆。据雪弗龙公司估计，由于有

了实时井底压力数据，压力恢复时间缩

短了 27 天。

尽管雪弗龙公司只对预计为350英
尺（107米）产层的40%进行了测试，但

井的日流量达到了6000桶（954米3）。钻

杆测试持续了33天，这也是有史以来测

试设备在这些恶劣条件下进行的时间最

长的一次测试。事实上，在Jack井的试

井过程中，创造了多项有关测试设备所

承受压力、所处深度和在深水条件下的

持续时间等方面的记录。例如，射孔枪

点火的深度和压力是世界之最。此外，

海底测试树和其他 DST 仪器也创造了

世界记录，帮助雪弗龙公司及其合作伙

伴在墨西哥湾深水进行最深的 DST 大

规模测试，为在深水区域获得新的发现

创造更大的机会。

数据综合与解释

必须对油藏流体特性及其与储层岩

石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完井和开采系

统进行彻底、全面地的描述，才能实现

油气藏高效开采。这一描述工作是通过

油藏建模来完成的，而试井数据则为模

型模拟提供了必要的数据。

油藏模型是建立在地球物理、地质

和岩石物理数据基础之上。将动态试井

数据综合到这一静态模型中可以模拟和

预测油藏动态。描述性试井数据在探测

非均质性、低渗透阻挡、构造边界、裂

缝、流体界面和梯度等参数方面尤为有

用，可以将这些参数综合到模型中。

油藏模型建立之后，还需将测试模

拟结果与测量数据进行比较以对模型进

行调整，检验模型参数。为了使实际数

据与模拟数据完全匹配，作业者可能需

要对模型中有关井和油藏的某些假设进

行调整，例如调整渗透率或距断层的距

离或其他此类参数。

随后在模型中输入油田各井的历史

生产数据。进行了另一次模拟，以确定

井底压力和整个油藏压力。通过历史拟

合方法，将模拟得到的流体比和井筒压

力数据与测量得到的数据进行对比。初

始结果进行比较时经常存在不一致的现

象，此时需要再次调整模型参数。这一

迭代过程一直进行，直到实际测量结果

和模拟结果完全符合。然后可以通过油

藏模型预测产量、井位和完井方案等。

试井压力、流量和流体组分数据对

节点分析也非常重要。作业者可以利用

这些数据分析流体从生产外边界流往储

层砂面，通过射孔孔眼，沿油管柱向上

流动，最后通过油嘴流到达分离器的流

动过程。通过节点分析，作业者可以评

估系统中每一节点的流量和压降的关

系，并确定井产量受限是油藏本身引起

的，还是井下完井设备或地面生产系统

造成的。

试井数据最重要的应用之一可能是

不稳定压力分析。通过绘制测量压力与

时间的双对数关系图，并绘制压力变化

导数图，分析人员可以对压力变化进行

极为详细的研究。压力变化导数反映了

油藏压力对试井的响应特征，可以根据

流动状态、边界、渗透率、地层损害、

非均质性和油藏体积对响应特征进行解

释。

将试井数据与上述方法以及其他先

进解释方法相结合，可以帮助开采人员

更好地了解油藏动态，从而实现其工程

和经济目标[10]。

未来展望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试井领

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新的取样

技术和测量方法还在快速发展。

随着高精度 Vx 多相试井技术的问

世，PhaseTester 便携式流量计和永久

式 PhaseWatcher 固定多相油井生产监

测设备的引入，油藏动态评价的状况开

始发生转变。这些变化包括缩短洗井时

间、改进分离和产出流体处理工艺等，

对试井作业的最终结果产生了积极影

响。毫无疑问，Vx技术将扩大多相流量

计的应用范围，从而为开发不同测试程

序和解释软件进而充分利用通过新技术

获得的数据开辟了道路。

新技术开发旨在实现新的测试目

标，试井的形式和范围也将随之继续得

到发展。                                               —MV

10. 有关试井和测试数据解释更多的信息，请参
见：斯伦贝谢：Fundamentals of FormationTesting。
得克萨斯州Sugar Land：斯伦贝谢市场宣传部，
2006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