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力模块

采样单元模块

钻孔控制模块

探头模块

过套管地层测试和采样

 一种新型的测试仪器可以钻过套管、水泥环和岩石，以测量油

气藏压力并采集地层流体样品。这种新型仪器与其它套管井中使用

的仪器不同，它可对钻过的孔眼进行封堵，从而在测试完成后将地

层与井眼封隔开。这一独特的密封能力使作业者不必投入很多费用

修复套管和水泥即可恢复生产。

新型套管井采样和测试仪器。CHDT仪器有四个模块，包括动力模块，控制模块，套管井探头模块和采样单
元模块。动力模块通过电缆提供动力。控制模块对钻孔和压力测试作业各阶段进行控制。探头模块对仪器进
行锚定，使仪器与套管封隔，在套管上钻孔并在测试完成后将钻孔封堵。采样单元采集流体样品。在右上侧
照片中的段塞旁放置了一枚硬币，以直观表示照片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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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开采公司采用多种方法对其油

气井进行评价，其中大家最熟悉的方法

或许要数斯伦贝谢 75年前创立的裸眼
井测井方法。这些方法使用地面记录和

控制设备，由电缆将测量仪器下入井

中，信号通过电缆传输到地面。采用90
年代开发出的技术可以在钻井过程中进

行随钻测井。[1]套管井中的地层评价不

太容易进行，因为过套管和水泥环来测

量地层特性比较困难。尽管存在这些困

难，自30年代以来套管井测量还是提供
了极其重要的信息。[2]套管井地层评价

系列中最新的方法可以在不影响套管完

整性和产能的情况下，进行压力测量并

采集流体样品。

油藏压力是工程师、地质家和岩石

物理学家用来描述目的层的关键参数之

一。有几种方法可以进行油藏压力测

量，其中一些方法还可以采集地层流体

样品。像MDT模块式地层动态测试器这
样的仪器，可以在未下套管的井眼中常

规采集流体样品并测量地层压力。这些

裸眼井仪器在测量时保持静止，在困难

或超压井眼的条件下，或是在大斜度井

眼中，都存在遇卡的风险。

利用裸眼井钻杆测试（DST）资料
可以确定产能、压力、渗透率和油气藏

的范围等。进行测试时，首先利用临时

封隔器对目的层进行隔离，然后将测试

仪器上的阀门打开，使地层中的流体通

过钻杆被开采出来。最后，测试专家关

井，关闭阀门，去掉封隔器并将测试仪

器提出井眼。钻杆测试所需的时间不

一，可能需要不到一个小时或几天甚至

几周，这取决于测试要求和目的。测试

过程必须包括一个以上的流动时期和一

个压力恢复时期。与电缆地层测试作业

一样，裸眼井DST测试也面临仪器遇卡
的风险。

当遇卡的风险很大而不允许进行裸

眼井地层测试或裸眼井钻杆测试时，开

采公司有时就在不进行压力测量的情况

下下入套管，因此，能够在刚下套管的

井眼中采集流体样品并进行压力测试就

显得极为重要。

在下套管的老井中确定压力和流体

类型也非常重要。由于各种原因，在一

些老井中可能漏掉了一些储量，应该对

漏掉的油气层进行评价，以指导油田开

发并延长油田的经济寿命。此外，在套

管井中得到的资料可以帮助作业者更好

地设计加密钻井，监测二次开采作业的

进程，如注水和注气作业等。

CHDT套管井动态测试器一次下井
可以钻穿套管，测量储层压力，采集流

体样品并对测试钻孔进行封堵（前一

页）。斯伦贝谢与天然气技术研究所

（GTI）联合开发出了 CHDT仪器，该研
究项目是GTI开发评价套管井新方法计
划的一部分。[3]

本文回顾了开发 CHDT的背景情
况，介绍了该仪器的工作原理，并对开

发套管井测试仪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

题进行了讨论。

Keith Burgess
Troy Fields
Ed Harrigan
美国得克萨斯州 Sugar Land

Greg M. Golich
Aera Energy LLC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Bakersfield

Tom MacDougall
美国得克萨斯州 Rosharon

Rusty Reeves
Stephen Smith
Kevin Thornsberry
雪佛龙德士古公司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Brian Ritchie
Devon加拿大公司
加拿大艾伯塔省卡尔加里

Roberth Rivero
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委内瑞拉加拉加斯

Robert Siegfried
天然气技术研究所

美国伊利诺伊州 DesPlaines

在编写本文过程中得到以下人员的帮助，谨表谢

意：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的 Patricia Bonilla和 Juan
Ceballos；美国得克萨斯州 Sugar Land的 Kimi
Ceridon，Chuck Fensky，Mario Flores，Gus Melbourne，
Joe Nahas，Dwight Peters和 Brian Sidle；美国路易
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Beth Clark；加拿大艾伯塔省
卡尔加里的Trent Hunter和Alan Salsman；美国阿拉
斯加州 Anchorage的Mike Kasecky；路易斯安那州
的 Belle Chasse；以及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 Alan
Sibbit。

ABC（套管井分析），ADN（方位密度中子），ARC
（阵列补偿电阻率），套管井RFT，CBT（水泥胶结
仪），CHDT（套管井动态测试器），CHFR（套管井
地层电阻率），CQG（晶体石英压力计），ELANPlus，
GPIT，LFA（流动流体分析仪），MDT（模块式地层
动态测试器），OFA（光学流体分析仪），RFT（重
复式地层测试器），RSTPro（PSP平台油藏饱和度
仪）和USI（超声波成像仪）是斯伦贝谢公司的商
标。

Monel是 Inco Alloys国际公司的商标。

1. Bargach S，Falconer I，Maeso C，Rasmus J，
Bornemann T，Plumb R，Codazzi D，Hodenfield K，
Ford G，Hartner J，Grether B和 Rohler H：“实时
LWD：随钻测井”，《油田新技术》，12卷，第 3
期（2000年秋季刊）：58-78。

2.  Schlumberger：Cased Hole Log Interpretation Principles/
A p p l i c a t i o n s。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
Schlumberger Educational Services，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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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管井中的测试

为满足作业公司流体采样和压力测

量的需要，斯伦贝谢公司在 80年代对
RFT重复式地层测试器进行了改进。[4] 改

进后的RFT仪器采用聚能射孔弹对套管
进行射孔。和其它射孔作业一样，如果

不知道套管和水泥的详细信息、地层压

力和岩性信息，则很难控制或预测射孔

通道的长度，而实际上这些信息通常都

是没有的（上图）。在完成测试并将RFT
仪器从井中提出后，可以对射孔孔眼通

道进行修补，或是采用段塞或挤水泥作

业将其密封。这种仪器一次下井可以测

试两个点。

虽然这种套管井测试器可以使作业

者采集到重要的压力数据，但采集到的

流体样品的质量不高，因为在采集样品

前没有对流体特性进行测量，而且取样

筒控制阀打开后也没有压降控制。使井

重新恢复生产可能比较困难，因为使套

管得到高质量的密封非常复杂而且耗

时。此外，套管壁上的射孔毛刺会对以

后的作业造成影响（右上图）。套管井

RFT仪器外径比CHDT要大，因此不能在
小直径井眼中使用，而且RFT仪器也不
能与MDT模块进行组合。
最近，MDT仪器被用来在套管井中

通过射孔来采集流体样品。[5] 套管井RFT
仪器和MDT仪器都为成功研制CHDT仪
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两种

仪器都解决了裸眼井测试器和裸眼井钻

杆测试遇到的诸多问题。

CHDT仪器可以钻出平滑、一致的
采样通道，克服了套管井RFT仪器的局
限（右下图）。与此同时，CHDT仪器一

>常规套管井测试器和CHDT模拟结果的比较。利用常规套管井测试器对一段
下套管并固井的贝雷砂岩进行射孔，同时利用 CHDT仪器对其进行了钻孔
（上）。无法对套管井 RFT射孔通道的长度进行控制，而相比之下，CHDT钻的
孔眼则很规则一致（下）。

1号普通水泥

CHDT
孔眼通道

CHDT段塞

7英寸29磅套管

贝雷砂岩，
抗压强度10k psi

套管井FT射
开的孔眼通道

CHDT
孔眼通道

1号普通水泥

>套管井测试器射孔时形成的带毛刺的孔眼入口。

带毛刺的
孔眼入口

> CHDT孔眼通道和段塞。CHDT仪器可以钻过套
管、水泥环和地层，形成非常光滑的孔眼，并在
测试完成后利用段塞将孔眼封堵。

CHDT段塞

4.  Burgess KA，MacDougall TD，Siegfried RW和 Fields
TG：“Wireline-Conveyed Through-Casing Formation
Tester Preserves Casing Integrity”，SPE 72371，发
表在 S P E 东部地区会议上，美国俄亥俄州
Canton，2001年 10月 17-19日。

5. 关于利用MDT仪器在套管井中进行流体采样的
详细情况，请参见：“Cased-Hole Tester Provides
Field Testing Alternative”，油气杂志，99卷，第
24期（2001年 6月 11日）：49-52。

    Hurst S，Hows M和 Kurkjian A：“Cased-Hole Tester
Provides Field Testing Alternative”，油气杂志，99
卷，第 25期（2001年 6月 18日）：50-52。

6. 关于利用MDT仪器进行流体采样的详细情况，
请参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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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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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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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下井可以评价多达6个点，是早期仪
器能力的三倍。这是第一支专门为在套

管井中进行地层测试而制造的仪器，一

次下井作业可以采集多个地层压力，获

取高质量的地层流体样品，并能有效地

恢复压力的完整性（左下图）。可以使

用电缆、钻杆或爬行器传送仪器，爬行

器用于在大斜度井中传送仪器。

当准备进行 CHDT作业时，水泥胶
结质量是一个应该考虑的关键因素。如

果胶结质量差，层间的连通可能会影响

测试结果。了解套管的状况以及外部套

管硬件（如扶正器）的位置也很重要。

利用 USI超声波成像仪器并结合使用
CBT水泥胶结仪器可以对这些参数进行
评价，评估水泥胶结质量以及套管参数

等。套管和水泥的厚度以及岩石类型影

响到钻测试孔眼的难易程度和速度。

作业开始时，首先将CHDT仪器下入
目的深度。锚式鞋将仪器封隔器推向套

管，以在套管内表面与仪器之间形成密

封。在套管上钻孔前，进行封隔器密封性

测试，以确保已经建立起适当的密封。

在对密封性进行验证后，使用灵活

钻轴上的混合式钻头进行钻孔。钻孔过

程中井眼的液压体系是相互隔离的。在

地面对钻头的位置和钻头周围流体的压

力进行监测。钻头周围的流体可能是完

井液（如盐水），也可能是油基或水基

钻井液。随着钻头从套管钻入水泥环，

由于体积变化以及水泥孔隙压力的差异

阿影响，会产生小的压力变化。在钻头

钻入水泥环的过程中，不断从通道内清

除碎屑，并将碎屑抽入仪器内。这一方

法可以提高钻孔效率并降低钻头处的扭

矩。这种多用途钻头坚固耐用，一次作

业可以钻穿套管、水泥和岩石。

一旦钻头钻入地层，测量的压力则

稳定在储层条件下的压力，钻孔过程即

停止。在钻孔前，降低钻头周围流体的

压力可以在与地层建立起连通后提高压

力响应，从而能够更容易地探测这一响

应。钻孔通道进一步向地层深部延伸可

以增加评价低渗透率地层的流动面积，

并增加横切天然裂缝的机会。从套管内

表面算起，该仪器的钻孔长度最大可达

6英寸（15厘米）。
为进行压降分析，CHDT仪器可以

在各种流速下进行多次预测试，测试体

积高达 100厘米 3（6英寸 3）。进行预测

试的目的是获得准确的地层压力记录。

而且，还可以通过水力密封和流度预测

试，指示是否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样品。

可以对 CHDT预测试室进行流体充填，
清除和再充填。在不同深度处进行多次

预测试可以探测微环空的存在，并可确

保地层压力测量是可重复的。井场预测

试解释在分析时考虑了孔眼在地层中的

穿透深度，并且包括了应变压力计和

CQG晶体石英压力计的压力响应。
当在仪器与地层之间建立起适当的

连通后，开始采集流体样品。仪器对流

体电阻率进行监测，以进行流体类型识

别，并且可以与 OFA光学流体分析仪，
LFA流动流体分析仪以及MDT的抽汲模
块进行组合使用，以进行高级流体类型

识别和污染监测（左图）。[6]

CHDT仪器可以包括 1加仑（3.8升）
可采集含硫化氢样品的采样筒，适合在

大多数51/2英寸的套管中使用。MDT仪器
采样筒的外径是43/4英寸，这些采样筒可

以在 7英寸或是更大尺寸的套管井中传
送。采样筒包括多样品模块，该模块可

容纳6个采样瓶。多样品采样瓶是450厘
米3（27英寸3）或250厘米3（15英寸3）的

单相采样瓶。另外，还有1，23/4和6加仑
（3.8，10.4和 22.7升）的采样筒。同时部
署几个采样筒可以增加作业效率。

在对特定目标进行压力测试和采样

后，CHDT仪器可在所钻孔眼中插入一个
耐腐蚀的蒙乃尔（Monel）段塞，以对
该孔眼进行密封（上图）。这种金属间

> CHDT仪器技术规格。该仪器非常复杂，但很坚
固，可以在 350oF（177oC）和 20000psi（138MPa）
的环境中使用。仪器采用模块化设计，可用于多
种不同的用途。

长度（不包括采样）

采样筒

仪器外径

套管尺寸

温度

压力

是否可用于含硫化氢环境

最大负压

钻孔并封堵的最多孔眼

数量†

所钻孔眼直径

最大穿透深度

段塞耐压

预测试体积

压力传感器

标准 CQG 压力

采样

流体识别

能否与MDT 组合

31.2 英尺

9.7 英尺

4 1⁄4 英寸

5 1⁄2 英寸到9 5⁄8英寸

350°F

20,000 psi

是

4000 psi

每次作业6个

0.28 英寸

6 英寸

10,000 psi, 双向

100 厘米3

CQG和应变压力计

15,000 psi

PVT 和常规

电阻率和 LFA 模块

能‡

†与地层有关
‡在7英寸或更大尺寸的套管中可与MDT模块组合
（抽汲模块，OFA和PVT采样筒）

> CHDT的组合。左侧是标准 CHDT仪器的四个模
块。MDT仪器的模块可以与CHDT仪器进行组合，
如右侧所示。

> CHDT段塞。这些图片表明，该仪器可以将段塞
准确密封在测试孔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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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封可以对套管压力的完整性进行恢

复，耐压差高达 10000psi（69MPa）。下
入段塞后，套管原始内径的变化仅为

0.03英寸（0.8毫米），在不降低段塞额
定耐压的情况下即可消除这一变化。在

CHDT作业后，对套管的压力完整性进
行恢复，避免了常规段塞封堵作业、挤

水泥作业、压力测试以及刮管作业等相

关的成本和钻机时间。在油井的整个寿

命过程中，在修井或弃井作业前，可以

利用 CHDT对地层进行经济有效的测
试，从而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大规模射

孔作业。

CHDT测量结果可以与其它过套管地
层评价仪器得到的结果进行综合，如

CHFR套管井地层电阻率测井仪器以及
RSTPro油藏饱和度仪器等。这样得到的过
套管综合评价结果消除了某些不确定性，

从而得到优化的决策结果。CHDT为优化
再完井计划、充分利用老的或是不完整的

测井资料、评价未知产层以及油井的经济

潜能等，提供了经济有效的方法。

虽然CHDT仪器的应用仍处于初期
阶段，但其封堵孔眼的成功率高达

93%。如此高的可靠性表明，只有7%的
时间需要采取补救措施。如果 CHDT仪
器不能封堵孔眼，则可采用补救方法，

如使用桥塞进行封隔，套管修补或挤水

泥作业等，都是典型的应急方法。主要

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作业的可靠性（左上

图）。作业前的充分准备是实现既定目

标的关键。由于 CHDT仪器的应用范围
很广，因此应根据具体情况准备每一次

作业。[7]

探井中的测试和采样

雪佛龙德士古公司在美国墨西哥湾

深水钻了一口难度较大的探井（左图）。

根据最优化钻井计划（NDS）对探井进
行了设计，确保能够尽可能安全、彻底

地进行钻井并对其进行评价。[8]

7. 关于CHDT应用的详细内容，请参见：Burgess等，
参考文献 4。

8 .关于最优化钻井计划的详细内容，请参见：
Bratton T，Edwards S，Fuller J，Goraya S，Harrold
T，Holt J，Lechner J，Nicholson H，Standifird W
和Wright B：“避免钻井过程中的问题”，《油田
新技术》，13卷，第 2期（2001年夏季刊）：32-
51。

>改善 CHDT仪器的可靠性。

效
率
，

 %

50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仪器测量次数

50

累计封堵成功率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雪佛龙德士古公司在墨西哥湾的一口探井的位置，下方图片所示为随

动塔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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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佛龙德士古公司获得了随钻ARC
阵列补偿电阻率和 ADN方位密度中子
测井资料。由于井眼情况不好，因而在

下套管前没有进行其它裸眼井测井。有

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两个砂体是否相互

连通以及下部目的层是否有油水界面。

为充分评价该远景区，雪佛龙德士

古公司首次使用钻杆将CHDT仪器输送
到井下进行测量，同时进行测量的还有

OFA仪器。利用这些仪器的测量结果，
通过测量压力可以评估油藏的分隔特

性，通过采集样品可以评价流体含量。

这也是首次在水深1754英尺（535米）的
环境中，从 2001英尺（610米）高的随
动塔式平台上进行的 CHDT测井作业。
随动塔式平台处在不断的运动中。此

外，这也是 CHDT第一次在螺旋管上钻
孔。

作业环境带来了一些令雪佛龙德士

古公司的工程师非常担心的问题。

CHDT所钻孔眼的直径为0.28英寸（0.71
厘米），因此，钻孔后作业过程中的仪

器移动可能会使定位非常不准确，无法

进行封堵作业。主要担心的问题是，钻

杆的移动会使仪器的位置发生变化，因

此，工程师花了很大的努力来制定其它

替代计划。例如，在 CHDT仪器之上的
钻杆总成中使用挤压封隔器使封隔器坐

放在套管内，以支撑仪器的重量并尽量

减少仪器移动的机会。

最后，雪佛龙德士古放弃使用所有

的替代方法，选择了在开始钻孔作业前

对井下加速度计进行监测 30分钟的做
法。X，Y和 Z加速度计是 GPIT测斜仪
的组成部分，可以包括在 CHDT仪器串
上，他们分别测量井下仪器在X，Y和Z
方向上的加速度。尤其是通过观察Z轴
的情况，测井工程师可以判断仪器是否

在移动。此外，井场人员对压头张力和

静水压力进行了监测，并确保开始钻孔

作业前使钻杆的重量得到中和。

雪佛龙德士古公司计划钻三个孔眼

进行测试，并在测试完成后将这些孔眼

封堵（右图）。在第一个测试点钻孔后

进行压力测量，以确定该井中的上部砂

岩体是否与邻近生产井中的砂岩体一

样。在第二个测试点测量的压力可以指

>深层目的层。井眼的测量深度超过了 24000英尺（7315米），钻穿了两个砂岩层段。钻井预测上部砂
岩与邻近生产井中的砂岩是一样的（第一个测试点）。在第二个测试点测量的地层压力可以指示上部
砂岩层段的底部是否也与邻近井中的生产层连通。第三个测试点可以指示下部目标砂岩中是否存在油
水界面，或者测量的电阻率不断降低是否是由岩性变化引起的。第三个点上的流体样品将送去进行压

力 -体积 -温度（PVT）分析。该作业中使用的 CHDT仪器串显示在测井资料的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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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上部砂岩的底部是否与邻近井中的生

产层连通。第三个测试点可以指示在下

部目标砂岩中是否存在油水界面，或者

测量的电阻率不断降低是否是由岩性变

化引起的。

因为雪佛龙德士古公司需要前两个

测量点上的压力测量结果以制定油田开

发计划，因此决定承担仪器可能无法封

堵所钻孔眼的风险。在开始作业前，该公

司决定，如果用段塞对孔眼进行封堵，则

对前两个孔眼采用挤水泥封堵的方法，

对第三个孔眼不进行封堵。

该作业进行得非常顺利，对三个孔

眼成功地进行了钻孔、测试和封堵。雪佛

龙德士古公司得以按计划对该井进行完

井，并在下部层段进行了压裂增产处理。

该井投产5个月后的原油产量继续保持在
10000桶 /日（1600米 3/日）。更为重要的
是，作业者得到了关于该油田诸多问题

的答案。第一次测试证实了砂岩与邻井

是连通的（右图）。第二个层段是水层，与

上部砂岩或邻井都不连通。令人感到意

外的是，第三次测试表明，最深砂岩层段

的下部是含油层，并不是水层。

虽然CHDT作业取得了成功，但这一
作业的要求非常苛刻。例如，雪佛龙德士

古公司想在第三个测试点采集6个流体样
品。当时的计划是，钻开孔眼，以30分钟
的间隔采样，获得污染最低的样品，万一

探头被堵住，总还是可以保留一个样品。

由于砂岩非固结特性，探头被堵住。工程

师进行了逆向泵送，以清除对探头的堵

塞。作业过程中，将井眼流体泵入地层，

但不希望从套管上收回探头。如果将探

头收回再将其重新复位的话，很有可能

无法将段塞对准孔眼。无论怎样，采集到

的样品表明，该层是油层，不是水层。

CHDT仪器的性能以及该仪器提供的
信息都给雪佛龙德士古公司的工程师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该公司而言，尤为重

要的是这三个孔眼的封堵和压力测试都

取得了成功。在该油田钻的下一口井存

在类似的井眼问题，在该井中也进行了

CHDT作业，而且钻了 5个孔眼，并进行
了测试和封堵。雪佛龙德士古公司认为，

在无法进行裸眼井测井的井中，CHDT仪
器提供了采集关键油藏数据的很好的机

会。
>在墨西哥湾一口井中得到的压力测试图，所有测试进行得都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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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阿拉斯加的一口探井中，由

于井眼条件的限制，无法使用裸眼井采

样仪器，于 2000年冬季在该井中使用
CHDT仪器测量了压力并采集了 5个流
体样品。对所钻的孔眼都成功地进行了

封堵，并通过机械完整性试验验证了套

管的完整性。在阿拉斯加以及墨西哥湾

地区，CHDT仪器都帮助作业者采集到
了压力数据和高质量的PVT样品，从而
可以对复杂勘探远景区更好地进行全面

评价。

套管井测试帮助进行油藏管理

压力数据是作业者制定长期油藏管

理计划时要用到的关键数据。在这些情

况下，作业者希望在不永久改变生产井

中套管和水泥的情况下来采集数据。与

利用其它套管井地层测试器的常见做法

（如利用射孔弹射孔，然后通过挤水泥

对孔眼进行修复）相比，作业者更希望

能够钻出平滑的孔眼，进行测试和采样

后再将其封堵。Aera Energy LLC公司在
5口井中使用了CHDT仪器，根据测量结
果来确定地层压力，评价衰竭开采情况

并部署加密井等。这些井位于美国加利

福尼亚的 South Belridge油田，产油层
是硅藻岩地层（左上图）。[9]

与任何 CHDT作业部署一样，Aera
公司制定了详细的作业前准备计划，进

行了套管井 CBT测井和超声波成像测
井，以确定水泥环的状况和套管的完整

性。还下入了打捞篮和内径规，以确保

CHDT仪器可以安全下到目的层。随时
准备好了钻机防喷器和压井泵，以防万

一所钻孔眼遇到的压力高于预计的数

值，以及不能对套管进行封堵等意外情

况。在进行作业的过程中，没有采集流

体样品。

在每口井中都是一次作业进行了6
次测试。在另外两口井中，两次作业进

行了12次测试。对所有孔眼都成功地进
行了封堵。在每口井中都确定出了压力

梯度，以确定漏掉的油层以及层间的连

通性（左图）。随着将流体从地层中抽

出进入预测试室，仪器对流量、恢复压

力和压降等进行测量。

9. 硅藻岩是一种富含硅的软质沉积岩，由硅藻残
余物组成。硅藻岩常常在湖泊和深海地区形
成，是一种良好的储集岩。

> South Belridge油田一口井中的裸眼井自然伽马测井，压力剖面和压降 -流度剖面。测量的压力剖面
（中图的蓝色曲线）与初始压力剖面（红线）之间的比较表明了各层的衰竭开采情况。流度剖面（右）
证实了潜在的高产能和低产能地层。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South Belridge油田。该油田的产油层是Belridge硅
藻岩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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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 Belridge油田的 CHDT测试作业。该井中某点上的多次预测试结果的
重复性表明，作业进行得非常顺利。对 CHDT压力数据的实时分析帮助 Aera
公司评价衰竭开采情况，以优化加密钻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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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四口井的压力和流度剖面进行分析后，在第五口井中不同的地层进行了
CHDT测量。CHDT测试结果为制定二次开采计划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从而优化
油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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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测量结果可以对每次预测

试进行实时分析，以评估某特定测试层

的压降流度。在进行预测试压力解释

时，假定可压缩流体在均质地层中的流

动为球形流动。[10] 在每个压力测试深度

上连续进行的预测试都有很好的重复性

（下图）。利用 CHDT测试得到的衰竭开
采结果帮助选取加密井的位置（底图）。

此时，Aera公司即可根据CHDT数据重
新考虑该油田这一地区的井距。

监测加密井中油藏的压力

确定不同储层中的衰竭开采速度是

一项比较困难但又对优化开采至关重要

的任务。过去，一般使用裸眼井RFT仪
器获得油藏压力，或是对套管井中单独

的油藏单元分别进行测试。在加拿大艾

伯塔的一些油田，应用这些方法是不经

济的。

最近，利用 CHDT仪器对艾伯塔一
老气田的碳酸盐岩储藏进行了评价。

Dunvegan Debolt储藏由 800英尺（240
米）的石灰岩、白云岩、页岩和硬石膏

等互层组成。产量主要来自15个白云岩
层，这些层间的垂直分离距离一般小于

30英尺（10米）。所有的气层都是同时
完井的，并进行混合开采。气井以前的

压力数据代表的是井中所有产层的平均

值。

Dunvegan气田发现于 60年代，在
70年代得到开发，开采量几乎过半。所
有加密井钻井计划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

优化加密井井位。目前，加密井井位是

根据预测压力或衰竭开采速度来选取

的，因此，了解每个层的压力对于作业

者（Anderson勘探有限公司，即现在的
Devon加拿大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
的。

Devon公司在Dunvegan气田2001年
加密井钻井计划期间钻了 7-3井（下一
页，上图）。该公司决定使用CHDT测量
8个层的压力。与裸眼井中使用的仪器
不同，CHDT仪器可以通过吊车和修井
机进行作业，不需要使用钻机，也就是

说在该老气田中采集CHDT数据非常经
济、实用。

在将仪器下入井筒前，作业小组分

析了CBT和USI测井资料，以评价水泥
胶结质量，并证实要进行测试的地层之

间是相互隔离的。CHDT两次下井作业
获得了8个层的压力测量结果。结果表
明，该加密井 8个层中有 6个层的质量
不错，另外两个层段（测试 4和 5）不
是很好，因为这些层相对比较致密或者

有超压存在（下一页，下图）。

10. 关于解释方法的详细内容，请参见：Burgess
等，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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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气田天然气的组分比较清

楚，因此未计划进行采样。在测量地层

压力后，对所有孔眼都成功地进行了封

堵。由于该井中的全部潜在产层在进行

CHDT测试后都将进行射孔，因此能否
对孔眼进行成功封堵不是个大问题。

压力数据显示，有一个层（测试3）
的衰竭开采程度比Devon公司预计的要
高，说明一口邻井对该层的开采起了作

用。另外一个层（测试 6）的压力比预
计的压力要高。Devon公司将这些结果
综合应用到其油田模型中，随着加密钻

井计划的开展，为优化井位选择提供了

新的机会。

CHDT数据对于Dunvegan气田来说
有很高的价值：Devon公司可以利用这
些数据不断调整加密井的数量并优化井

位部署。该公司避免钻一口不必要井所

节省的费用约为 1百万美元。Devon公
司也不断尽快将新数据综合到其加密井

钻井作业中，而不是等到钻井完成后再

考虑使用这些数据。CHDT数据为油田
模型的输入参数提供了非常及时的信

息。由于 Dunvegan气田加密井井位的
选取是根据油藏工程解释而不是根据地

震资料进行的，因此，CHDT数据对分
析气井动态以及物质平衡方法计算等都

>加拿大艾伯塔省 Dunvegan气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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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藏衰竭开采。Dunvegan气田 7-3井 8个层的 CHDT压力测量结果（绿色符号）表明了 Debolt气藏衰竭开采的各个阶段。利用
ELANPlus软件确定的岩性显示在右侧。红线表示井眼静水压力。预计测量的压力会落在淡紫色表示的区域内。测试 4和 5可能受
到了地层致密特性的影响，或者受到了地层超压的影响。CHDT测量结果在测试 3中清楚地指示了一个衰竭层段，在测试 6中测量
的压力要高于预计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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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由于 CHDT仪器可以在尽量
降低成本和风险的同时采集必要的数

据，因此，在未来它可能会成为

Dunvegan气田评价的标准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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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美老井中的测试

在委内瑞拉南部Sur油田未固结含
油砂岩中，利用 CHDT仪器对小斜度井
钻穿的两个层进行了评价（右图）。作

业公司是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PDVSA），他们计划对地层压力进行测
量。在测试和采样作业开始前，作业小

组对水泥的完整性进行了评价，并证实

待评价层之间的隔离性非常好。

PDVSA还计划采集流体样品，但地
层的非固结特征看来使采集流体样品不

太可能。该作业公司认为，压力测量本

身的价值就足以有理由进行CHDT作业，
但同时决定通过采用低冲击采样方法来

增加成功采集流体样品的可能性。[11]

常规地层测试器的一个缺点是，采

样过程中在地层和流体中产生压力冲

击。在采样桶打开的时刻，突然产生压

降，当地层与处于大气压力的采样桶连

通时，开始出现流体缓冲。此外，高流

量还会使骨架颗粒变得松散，从而在流

动管线中引起堵塞。[12]

低冲击采样方法就是为了限制流体

采样过程中的压降而开发的。在活塞采

样桶的压力处于井眼压力的情况下，将

地层流体泵入测试仪器，而不是在大气

压力条件下将地层流体抽入采样桶。在

采样桶打开前，抽汲模块将地层中的滤

液冲回到井眼内。使用OFA模块可以监
测流动管线内的流体，以决定何时可以

采集到低污染的样品，然后，在不影响

流动型式的情况下，将流体流动引入采

样桶。

正在测试的井是在 1998年 3月钻
的，起初只在一个层进行了完井。由于

产水量比较大，PDVSA决定对另外一个
层进行测试，以确定地层压力以及该层

中流体的类型。该井中的砂岩样品表

明，地层孔隙性很好，固结较差，有可

能堵塞测试仪器。

两次试图进行采样，但都未获得成

功，因为砂粒堵塞了测试仪器。对压力

进行了测量，并对这两个孔眼都成功地

进行了封堵（右图）。PDVSA随即用上
了这些压力数据，测量的压力低于预计

的数值，表明邻井正在对其中的一个地

>委内瑞拉 Sur油田的位置。

>在委内瑞拉的测试。该压力与时间关系图表明，油藏压力低于预计数值。在

测试快要结束时，流动管线被堵塞，从而无法进行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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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进行开采（上图）。由于没有在低压

油藏进行射孔，节约了 25万美元的成
本。在该作业之后，使用 CHDT仪器对
该地区另外两口老井中的地层压力进行

了评价，孔眼封堵效率为 100%。

过套管地层评价的基础

CHDT仪器投入应用已经有一年多
的时间，其中包括极为严格的现场测试

应用阶段，在试验应用阶段，该仪器在

很多困难环境中均显示出了很强的能力

（左图）。该复杂电子机械系统的研制花

费了多年的时间，使用了创新技术并且

凝聚了研究人员共同的合作成果。

目前，过套管地层评价包括了核和

声波孔隙度、电阻率、岩石力学特性、

岩性、元素分析以及井眼地震测量等。

这些测量结果与CHDT，CHFR和RSTPro
等仪器得到的数据相结合，形成了ABC
（过套管分析）计划的组成部分，该计

划旨在对套管井地层进行全面的地层评

价。[13]这些服务可以让作业者在没有随

钻测井资料的新井中，以及没有裸眼井

测井资料或资料不全的老井中获得地层

评价资料，从而在老井中评价漏掉的油

气层，或监测油气藏的开采剖面以及饱

和度和压力的变化。

随着套管井地层评价服务和产品不

断走向成熟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得到更大

的普及，人们将不断寻求这些测量更为

广泛的应用。                                   —GMG

> CHDT得到成功应用的各种作业条件，包括深度和井斜（上），套管厚度（中）
以及温度（下）等。

>委内瑞拉某生产井中的 CHDT测试点（红圆点）。

11. 关于低冲击采样方法的详细内容，请参见：
Crombie A，Halford F，Hashem M，McNeil R，Thomas
EC，Melbourne G和Mullins O：“电缆式流体取
样的技术革新”，《油田新技术》，10卷，第 3
期（1998年秋季刊）：26-41。

12. 在委内瑞拉这口井进行测试后开发出的新型的
CHDT仪器采用了一个过滤器，解决了在未固
结地层中采样时出砂的问题。

13. 关于 CHFR仪器的详细内容，请参见：Aulia K，
Poernomo B，Richmond WC，Wicaksono AH，Beguin
P，Benimeli D，Dubourg I，Rouault G，VanderWal
P，Boyd A，Farag S，Ferraris P，McDougall A，
Rosa M和 Sharbak D：“套管井电阻率”，《油田
新技术》，13卷，第 1期（2001年春季刊）：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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