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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开发出来的新型射孔液既可以帮助作业公司清洁射孔孔

眼，同时又非常经济。将这些新型射孔液与性能得到进一步提高的

射孔枪和动态负压射孔新技术相结合，能够极大地提高油气井的产

能。

优质射孔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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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井作业之后的清理工作

都非常重要。在钻井过程中，钻头的冲

击和钻井泥浆的水力能量使地层岩石破

碎。钻井泥浆将岩石碎屑携带至地面。

在循环泥浆将岩石碎屑清除之前，地层

已经暴露于外来的固相物质、流体和溶

解的化学物质，有时会降低近井地层的

渗透率，从而造成储层岩石损害。这一

渗透率下降通常被称为地层损害，它是

表皮损害的表现之一。

同样，在射孔过程中，聚能射孔弹

所产生的高能喷射流射穿套管和水泥

环，穿透地层，形成一条深入储层岩石

的导流通道。射孔枪引爆之后，井筒内

的流体会立即流入射孔孔道。与钻井作

业相同，井筒流体与地层之间的接触可

能导致渗透率进一步下降，并降低射孔

效果。在正压射孔中这一情况尤为明

显，正压指的是井筒的静水压力大于地

层压力的情况。对射孔液进行适当的设

计能够帮助避免这类损害，从而大大提

高油气井的产能。

尽管现代射孔作业涉及许多技术，

不过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油气采收率，有

三个基本要素至关重要。它们共同构成

了优化射孔方案的基础。首先，必须在

适当方向上进行射孔；其次，必须能够

有效清除射孔孔道的碎屑；第三，在作

业过程中，必须尽量减小对地层的损

害。碎屑不仅包括射孔孔道中的松散物

质，更为主要的是，其中还有被压碎的

砂岩颗粒，正是这些破碎颗粒造成了所

谓的射孔损害。

在可能出砂的储层中，射孔方向对

实现稳产至关重要，在斜井和水平井中

的影响尤为明显。大量出砂是一个常见

问题，它会腐蚀井下设备，堵塞井筒，

最终阻断流体的流动。2001年，BP公司

注意到，其全球60%的油气产量（大约

为日产 200万桶油当量，即 31.78万米3）

来自于需要进行一定程度防砂管理的油

田[1]。由此可以看出，很有必要对射孔

方案进行优化以确保射孔能够在适当的

方向和相位上进行，从而尽可能减少出

砂并最大限度提高油气产量[2]。

射孔作业后，必须将孔道内的碎屑

清除。长射孔孔道以及致密低渗透率地

层射孔孔道内的碎屑比较难以清除。有

时，可以利用负压射孔来帮助清除孔道

中的碎屑，以最大限度减小射孔损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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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近工程师发现，在射孔

枪引爆后瞬间产生动态负压清洁射孔

孔眼的实际效果比负压射孔更好，而

且在某些情况下更适合完井设计和井

况[4]。一般情况下，初始状态为负压或

正压的条件下都能够产生动态负压。

1. Morton N：“Screening Out Sand”，BP Frontiers，
第 2 期（2001 年 12 月）：18-22。

2. 有关定向射孔更多的信息，请参见：Bersas K，
Stenhaug M，Doornbosch F，Langseth B，Fimreite
H和Parrott B：“定向射孔新技术”，《油田新技
术》，16卷，第 1 期（2004年春季刊）：28-37。

Acock A，ORourke T，Shirmboh D，Alexander J，
Andersen G，Kaneko T，Venkitaraman A，Lopez-
de-Cardenas J，Nishi M，Numasawa M，Yoshioka
K，RoyA，Wilson A和 Twynam A：“实用防砂和

控砂方法”，《油田新技术》，16 卷，第 1 期

（2004 年春季刊）：10-27。

3. 有关负压射孔更多的信息，请参见：Bakker E，
Veeken K，Behrmann L，Milton P，Stirton G，
Salsman A，Walton I，Stutz L 和 Underdown D：
“动态负压射孔新技术”，《油田新技术》，15
卷，第 4 期（2003/2004 年冬季刊）：54-67。

4. Chang FF，Kageson-Loe NM，Walton IC，Mathisen
AM和 Svanes GS：“Perforating in Overbalance－ Is
It Really Sinful？”，SPE 82203，SPE Drilling &
Completion，19卷，第 3期（2004年 9月）：173-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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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E压力动态变化。在射孔枪引爆后的0.1秒内，射孔孔道内部及周围的

压力（蓝色）急剧下降。在与地面连通的井筒内，压力会在大约0.15秒左右
恢复到静水压力。这一过程有助于清理孔道内的地层碎屑，提高开采效率。
为了在静水压力恢复过程中尽可能降低射孔损害，射孔液必须能够迅速在暴

露不久的地层上形成适当的滤饼或密封。

> 地层表面处的过滤作用。在正压条件下，即井筒静水压力大于地层压力时，
射孔孔道内地层表面的作用相当于过滤器。当井筒内的流体在压差作用下被驱

入地层时，固相颗粒会在岩石表面处滤出，只有流体和微粒能够进入渗透性岩
石内（插图）。能够穿过初始过滤带的微粒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岩石孔
喉尺寸以及流体中固相物质的尺寸和特性。一般来说，固相物质沉积在地层表

面附近，形成内部和外部滤饼。滤饼的深度、厚度、弹性以及其他力学特性决
定了在生产期间将其清除的难易程度。

PURE 射孔系统在射孔孔道形成之

后立即产生动态（瞬时）负压，能够获

得清洁的孔道[5]。孔眼周围储层流体的

瞬时减压有助于清除射孔孔道内的碎

屑，与此同时井的其他部分可能仍处于

静态正压状态（左图）。在大多数情况

下，PURE 技术产生的表皮因子要低于

常规负压射孔所能观察到的表皮因子。

一旦射孔枪在设计方位引爆，产生

的动态负压对射孔孔道进行清理后，孔

道内的静水压力将恢复到井筒静水压力

水平。如果井筒的初始状态处于负压，

那么井筒内的流体很难通过射孔孔道渗

透到地层中。不过，根据井身结构和地

层性质的不同，当采用正压射孔时，井

筒内的流体可能会涌入射孔孔道，增加

了进一步损害地层的可能性。

工程师认识到，初始正压射孔可能

会导致地层损害，而有时候却必须采用

这一方法。不过，正压射孔通常是最经

济、最有效的手段，特别适用于作业者

在射孔之后需要从井筒中起出射孔枪系

统的情况。作业者一般有如下三种选

择：

● 射孔后立即丢枪。这一方法要求配

有一个被称为丢枪短节的专用连接

装置，完井装置之下有足够的井深，

井斜小于 60 度，并且已经预先安装

上部完井装置。在这些条件下，可

以采用初始负压射孔，其后释放射

孔枪串，然后立即投入生产。这是

三种选择中损害程度最低的一种。

● 以初始负压进行射孔，然后借助井

口适配器收回射孔枪串，适配器的

作用是可以让作业人员在带压情况

下通过井口收回工具。这种方法造

成的地层损害很小，但由于需要使

用到一些专用工具，因而并不总是

一种经济实用的选择。

● 采用正压射孔，这样可以安全收回

射孔枪串，并且可在井控条件下安

装上部完井装置。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是将射孔液（通常为含有固相

颗粒的压井液）循环出井筒，然后

再进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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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类型射孔液的测试。第一组测试的流体包括油基液和源自盐水完井液的射孔液。每种流体的密度基本相同，多数
添加的是碳酸钙[CaCO3]加重剂。

在本文中，我们将着重对射孔优化

方案中的第三个要素（即射孔液）进行

讨论。我们将介绍大量实验室试验，这

些试验为新型射孔液体系的开发奠定了

基础。然后，我们以南中国海一家作业

公司为例，说明该作业公司如何利用这

些理论概念来提高生产效率。

正压射孔液的评价

由于射孔后射孔液会渗入地层中，

因此可能在射孔孔道径向方向上造成渗

透率损害。径向渗透率损害程度受多个

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原始地层渗透

率、井筒与储层之间的压差、地层孔喉

内粘土及其他碎屑的数量和类型、液相

化学成分以及固相化学和物理性质等。

射孔作业最常用的井筒液是盐水完

井液。当盐水完井液滤失量较大时，根

据漏失完井液的体积或者成本，需要在

射孔层段替入二级完井液体系来封堵射

孔孔眼以防止进一步滤失，这一体系一

般是滤失控制完井液（FLCP）或压井液。

这种射孔后使用的 FLCP 一般是液相与

固相的混合物，固相为诸如碳酸钙

（CaCO3）等的聚合物和微粒，这些固相

微粒的尺寸经过优化，能够最大限度减

少地层滤失量。随着射孔孔道内滤失的

进行，这些流体中的固相和液相在地层

表面处由于过虑作用而发生分离（前一

页，下图）。

滤失到地层中的流体以几种不同的

方式降低地层渗透率。滤失流体中的物

质可能会与地层孔喉中的粘土矿物发生

反应，导致粘土矿物膨胀，从而降低有

效渗透率。渗入储层中的表面活性剂和

聚合物等混合物能够改变孔喉的润湿性

和有效直径，从而改变阻力，并可能限

制油气的流动。

在液相渗入地层的过程中，射孔液

中的固相和聚合物沉淀在射孔孔道和地

层内，在孔道壁与地层之间形成一层低

渗透率滤饼（或密封）。在渗透性岩石

中，形成这一密封的速度以及密封物质

的特性共同决定了滤失速率、总滤失量

以及射孔后地层损害的程度。

Hydro 公司、斯伦贝谢公司和 MI-
SWACO 公司的工程师认识到尽量减小

滤失造成地层损害的重要性，于2001年
开始进行联合研究，旨在开发出优化射

孔液，以帮助最大程度减小正压条件下

射孔后的地层损害[6]。为了给射孔液损

害程度确定一个基准，工程师首先对正

压射孔中常用的水基和油基完井液进行

了评价。Hydro 石油和能源公司与 MI-
S W A C O 公司在位于挪威卑尔根的

Hydro公司实验室针对流体配方进行了

密切合作。对测试流体进行混配并将其

送往位于休斯敦的 MI-SWACO 实验室，

以验证流体性质。然后，将流体样品送

往位于得克萨斯州 Rosharon 的斯伦贝

谢油藏完井技术中心（SRC）进行射孔

实验。

在 Rosharon 实验中心，研究人员

采用多种配比形式在实验装置内对六

种类型的流体进行了评估（下表）。由

于已经证明锌壳聚能弹与某些水基完

井液不配伍，因此对其中几种测试流

体在采用锌壳和钢壳材料时的结果进

行了评估 [ 7 ]。第一组试验采用的是

Castlegate砂岩岩心，其渗透率范围为

600 － 1000 毫达西。

在实验室，工程师对测试岩心在

300˚F（149˚C）温度下进行了 16 个小时

的干燥处理。然后将这些岩心中的流体

抽空，用煤油进行饱和，并测定其原始

孔隙度。

5. 有关 PURE 技术更多的信息，请参见：Bruyere
F，Clark D，Stirton G，Kusumadjaja A，Manalu D，
Sobirin M，Martin A，Robertson DI 和 Stenhouse
A：“New Practices to Enhance Perforating Results”，
Oilfield Review，18 卷，第 3 期（2006 年秋季
刊）：18-35。

6. Chang 等人，参考文献 4。

7. Javora PH，Ali SA 和 Miller R：“Controlled Debris
Perforating Systems：Prevention of an Unexpected
Source of Formation Damage”，SPE 58758，发表
在SPE地层损害控制国际研讨会上，美国路易

斯安那州 Lafayette，2000 年 2 月 23-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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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尺寸射孔实验装置。实验装置（左上）中岩心被密封在一个弹性套筒内。在对实验装置进行密

闭后，在模拟井下条件下对压力和温度进行控制。大小蓄液器可以提供远场压力或静水压力（下图）。
在进行实验时，射孔枪（红色）点火后穿过钢板和水泥进入地层岩心，从而实现对井筒条件的模拟
（插图）。

技术员在常温常压条件下确定了轴

向和径向流动形态的渗透率，以对上覆

岩层压力进行模拟。然后将岩心装入射

孔实验装置内，岩心面上附有一层钢板

和水泥板（左图）。给岩心施加上覆应

力，将射孔枪下入适当位置，模拟井筒

中充注测试流体。大多数试验中使用了

旋转实验装置，这样射孔枪可以垂直点

火，以模拟水平井内的定向射孔。在实

验装置达到预期油藏温度后，施加孔隙

压力、上覆应力和井筒压力，以形成450
psi（3.1 MPa）的正压。所有压力稳定

后，工程师引爆射孔枪，让井筒压力和

孔隙压力读数重新稳定。技术员将系统

关闭，并将正压状态保持了三天时间。

在某些实验中，在关井期间继续发

生流体滤失，导致井筒压力下降，并接

近油藏压力（下一页，左上图）。如果

压力下降到预定的水平，技术员就提高

压力以保持450 psi的正压。这个过程是

对现场实际作业情况的模拟，使井筒内

静液柱的高度周期性达到最大，以保持

静水压力。在其中一些实验中，这一加

压和滤失循环过程随射孔液控制流体滤

失能力的不同在整个关井期间出现过数

次。

三天以后，使系统温度降低，压力

降至大气压。在环境温度下，通过让煤

油轴向流过岩心的方法测定了射孔后的

产能。从比较低的流量开始，使煤油不

断流过岩心直至建立起稳态流。然后，

增加流量，以测定清洁效果随流量增加

而改善的情况。

为了对各种测试流体的滤失控制特

性进行比较，工程师测定了形成滤饼时

的流量，这一流量也可以被解释为滤失

速率（下一页，右上图）。技术员还从

常规高温高压（HPHT）滤失实验中获取

了数据。在实验第一分钟内获取的滤液

量（初滤失量），也有助于对不同流体

的滤饼形成特性进行比较（下一页，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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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的关井压力剖面。在 72 小时的关井时间内获得了井筒压力剖
面。压力峰值出现在技术员增加模拟静水压力的时刻，说明流体滤失
到岩心中。根据滤失曲线的斜率可以得到流体滤失速率（插图）。

> 流体滤失速率。此处给出的是井筒压力稳定之后井筒静水压力和孔
隙压力之间的压差与时间平方根的关系图。直线斜率对射孔孔道壁表
面积的变化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它代表的是滤饼形成时的速率。这一

数值也可以被解释为滤失速率，指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滤失到岩心内
或流过岩心的流体体积。

> 第一组 10次试验得到的初步结果（上）。试验 1和试验 2对使用油基射孔液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射孔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到，射孔枪在垂直方向

上进行射孔时岩心的流动效率（CFE）有明显提高。在试验 5和试验 6中，使用钢壳和锌壳射孔弹对由溴化钙（CaBr2）制成的射孔液进行了测试，证实了
溶液中的溴和锌会产生不利影响（左下）。使用钢壳射孔弹，归一化处理后的射孔 /渗透率比（NPPR）得到改善。此外，还对使用水基和油基流体时的CFE
进行了比较。除试验 4外，利用油基流体进行射孔所产生的损害最小（右下）。工程师猜测，试验 4中使用的低固相油基泥浆可能受到了破乳的影响，因

此与其他测试的油基流体相比得到的CFE值要低。试验 7中使用了水基流体，得到的CFE值较高，其中的原因尚不十分清楚。由于如此高的水基CFE值与
所有其他水基试验结果均不一致，因此工程师认为该试验属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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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孔弹壳对流体防滤失添加剂的干扰影响。工程师猜测，射孔弹锌壳粉
碎后的锌粉末与盐水基射孔液中的盐发生化学反应。这些反应产物会对射孔

和压井液中用于控制流体滤失的聚合物产生不利影响。滤失压力数据表明，
使用锌壳聚能弹时缺少防滤失作用（上）；井筒压力（绿色）、近场孔隙压力
（蓝色）和远场孔隙压力（橙色）是相等的，表明没有滤饼和防滤失能力。使
用钢壳射孔弹（下），射孔液能够形成滤饼；井筒压力（绿色）和孔隙压力

（橙色和蓝色）很容易区分。

系列试验得到的数据表明，大多数

流体都减缓了滤液进入岩心的速度。不

过，利用甲酸铯（CsCOOH）盐水配制的

溴化钙（CaBr2）盐水和低固相油基泥浆

（LSOBM）属例外。

以前的试验已经表明，使用锌壳射

孔弹射孔时，锌碎屑和含钙盐水会发生

化学反应。这通常会导致 CaBr2 射孔液

失去其防滤失能力，井筒压力和孔隙压

力很快达到平衡就说明了这一点（右

图）[8]。不过，当使用钢壳射孔弹时，可

以很好地保持其防滤失能力。

实验表明，甲酸铯基 LSOBM 的防

滤失能力较弱。观察到初始流体滤失量

很大，并且有更多的流体流入地层，特

别是在初始滤失阶段。

试验后对岩心进行检查时，研究人

员注意到射孔孔道内充填了一些物质，

在某些情况下充填物为射孔液中的固体

和地层砂粒。孔道内这些物质的作用可

能相当于孔隙性介质，而如果没有这些

物质的话，孔道的导流能力接近于无限

大。为进一步了解各种流体的清洁潜

力，工程师计算出了射孔渗透率，该渗

透率考虑了射孔孔道内滤饼物质的充填

情况。

研究小组根据测得的产能和射孔孔

道尺寸，使用数字模拟器来计算射孔渗

透率。在获得射孔渗透率之后，通过用

射孔渗透率除以岩心轴向和径向渗透率

的平方根来确定归一化处理后的射孔 /
渗透率比（NPPR）[9]。

NPPR 提供了与原始岩石渗透率相

比射孔渗透率的大小。测量与射孔孔道

长度和直径无关。通过NPPR计算得出

的数据证实，使用油基射孔液可以得到

更为洁净的射孔（下一页图）。NPPR也
为水基射孔液清洁效果的评价提供了一

种方法，而岩心流动效率（CFE）计算

一般不确定清洁效果[10]。数据进一步说

明了防滤失能力与产能下降之间的直接

关系。射孔液形成滤饼的效果越差，它

所造成的损害程度就越大，这一情况对

于水基射孔液尤为明显。

总的来说，滤失到地层中的流体越

多，内部和外部滤饼就越致密。因而，

在生产期间清除滤饼就更为困难，并且

对射孔孔道造成的损害更大。当使用水

基射孔液时，NPPR 与滤失速率呈对数

线性下降，表明滤饼清除无效，同时也

表明水基流体会对相对渗透率造成不利

影响。

LSOBM流体试验中的滤失量较大，

有可能会损害产能。不过，尽管所测试

的 LSOBM 流体的滤失速率较高，并且

HPHT 时的数值也较高，但只要在整个

射孔过程中油基流体保持稳定并能保持

其油外相乳化状态，就不会对渗透率造

成明显影响。

能够对模拟井筒压力和地层压力进

行测量帮助工程师更好地了解流体滤失

的动态情况，以及射孔造成的潜在损

害。第一组试验得到的结果表明，无论

使用水基还是油基射孔液，尽量减小渗

透率损害的关键是要在射孔孔道地层表

面上迅速形成高质量的滤饼。尽管在降

低地层损害方面，油基射孔液的性能优

于水基射孔液，但尽量降低射孔液滤失

量仍有助于降低产能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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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孔渗透率的计算。归一化射孔 /渗透率比（NPPR）有助于工程师将地层实际渗透率与射孔后岩石
的渗透率进行比较，也有助于了解不同测试流体的效果。最终目的是获得高NPPR值。油基流体（蓝
色菱形、红色方块和褐色三角形）与水基流体相比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8. Chang 等人，参考文献 4。

9. NPPR=                               ，其中 k= 渗透率。

10. 岩心流动效率（CFE）定义为测得的生产指数
（PI）（岩心被聚能弹射穿后）与理论 PI（假设

射孔孔道和周围地层未受任何射孔损害）的
比值。

11. Chang FF，Mathisen AM，Kågeson-Loe N，Walton
IC，Svane G，Midtbo RE，Bakken I，Rykkje J 和
Nedrebø O ：“Recommended Practice for Overbalanced
Perforating in Long Horizontal Wells”，SPE 94596，
发表在 SPE 欧洲地层损害大会上，荷兰

Scheveningen，2005 年 5 月 25-27 日。

模拟现场条件

尽管第一组试验通过实验室分析

明确了各种流体的效果，但是，关于现

场射孔方案仍有一些问题没有明确答

案。由于各个项目的射孔程序不同，只

是简单地使用低滤失射孔液就能确保

将渗透率损害程度降到最低吗？应该

使用清洁盐水还是专门配制的射孔液

对油气井进行射孔？是否应该使用隔

离封隔器来帮助优化动态负压条件？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设计了

第二组试验，以评价水基和油基射孔

液在不同模拟现场条件下的性能。

设计了几种模拟情形，以再现现

场可能存在的情况－例如，在与地面

连通的井中射孔，在隔离的井筒中射

孔以及使用清洁射孔液进行射孔等[11]。

在第一种“快速压井”情形过程中，井

筒中充满专门设计的含有固相的射孔

液，井筒与地面连通。来自远场井筒流

体的模拟静水压力提供了能量来源，以

快速使井下压力增加到所需的正压状

态。

在第二种“缓慢压井”情形过程中，

对井筒进行正压射孔，但封隔器之下的

井筒被隔离。射孔之后，射孔枪点火形

成的动态压力效应会立即使井筒压力降

低。然而，由于与整个静液柱不连通，

井筒分隔部分在封隔器被人为解封之前

无法回到正压状态。在最后一种被称为

“延迟压井”的情形中，对试验装置的

配置进行调整，以模拟清洁完井液中的

正压射孔。射孔之后，利用类似于前面

试验中所用的射孔液对清洁完井液进行

了替换。压井液的重量在压力的作用下

有效地将清洁液压入地层，直至压井液

到达射孔孔眼并形成滤饼。

工程师在实验室内模拟了这些过

程。带有气顶的蓄液器的作用相当于静

液柱，在射孔段之上提供远场压力效

应。大蓄液器容量代表在与地面连通的

井中射孔的情况，有充足的井筒流体和

能量可以补充射孔枪点火后射孔段周围

压力的不足。相反，小蓄液器容量代表

在封隔井筒中射孔的情况，由于在射孔

后没有足够的能量补充压力的不足，因

此它延长了动态负压期。

在“延迟压井”试验中，试验装置

中加入了清洁完井液。将注满压井液的

活塞式蓄液器连接到试验装置上，但关

闭状态的阀门将其隔离。将蓄液器压力

升高到井筒压力，这样在阀门打开时试

验装置中没有压力损失；通过这一步骤

迅速形成了正压状态。

射孔枪点火后，井筒压力和孔隙压

力随即达到平衡。将蓄液器与试验装置

之间的阀门打开，施以正压，驱使清洁

流体流过岩心样品。形成滤饼后，滤失

停止，之后维持稳定的正压。在压井过

程中，大量清洁射孔液被压入岩心，导

致孔隙压力升高。岩心背面的放压阀使

实验人员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孔隙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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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心流动效率（CFE）。采用快速压井、缓慢压井和延迟压井方法对

Castlegate砂岩进行了射孔。在快速压井和缓慢压井试验中，试验采用的是
油基射孔液。而在延迟压井试验中，射孔枪点火时使用的是清洁煤油，随后
用油基压井液进行替换。快速压井的压力（绿色）显示出较低的滤失速率并

且泵加压次数最少（左上）。缓慢压井方法需要对压力进行更频繁的调整
（中），而在延迟压井方法中，直到利用油基压井液替换清洁煤油后才获得有
效滤失控制（下）。岩心流动效率（CFE）计算结果表明，使用油基射孔液的

快速压井方法造成的渗透率损害最小（右上）。

从各个射孔方案所获得的CFE计算

结果表明，关井期间流体滤失量越少

（如关井压力动态所示），CFE值就越高

（左图和上图）。在与静水压力连通的井

内进行设计适当的射孔所产生的地层损

害预计会小于使用相同流体但与静水压

力隔离的井筒中射孔所产生的损害。此

外，使用清洁盐水进行射孔，然后利用

比重较大的压井流体进行替换，似乎会

造成更大的损害，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有

过多的盐水滤失到地层内。

工程师使用Castlegate砂岩进行了

类似实验，以评价油基射孔液的性能。

与水基射孔液相比，油基射孔液表现出

与之大致相同的趋势，但 CFE 值更高，

表明地层损害较小。实验数据表明，在

与地面连通的井中使用油基射孔液射孔

所产生的损害是所有测试射孔液和方法

中最小的。工程师注意到，在油中射孔

然后压井造成的损害更大，再次说明，

快速形成滤饼对于尽量减少损害性固相

和流体侵入地层是非常必要的。

所有试验均表明，射孔压力动态会

对所有类型压井液的防滤失性能产生影

响。在与地面连通的井中射孔得到的关

井压力剖面显示出良好的滤饼性能。而

在与静水压力隔离的井中射孔得到的关

井压力剖面则显示出较差的滤饼性能

（在关井期间，需要更加频繁地补充压

力）。在模拟井筒中利用清洁流体进行

射孔并随后进行压井时，观察到防滤失

能力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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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压的重要性。在这一试验中，对Castlegate砂岩进行的射孔没
有实现动态负压（左上）。尽管滤失压力剖面（左下）显示井筒压
力（绿色）大大高于孔隙压力（橙色），表明有良好的防滤失性能，

但低滤失速率主要是由于射孔后未能将射孔碎屑从孔道中清除造成
的。计算机轴向层析 X射线成像（CAT）扫描图像（上）显示孔道
内的物质比较致密，密度较高（白色）。为了进行比较，实验人员

采用相同的流体对类似的岩心进行了射孔，但实现了动态负压，岩
心流动效率较高（右上）。射孔孔道中的灰色表明，孔道中留下的
碎屑明显减少。

> 孔隙度的变化。图像 A、B 和 C（下）是取自低渗透 Berea 砂岩岩心（上）薄片样品的图象。使用
油基射孔液进行了射孔。图像A和B与图C相比，细粒物质含量较低，表明由于在射孔过程中获得了

动态负压，清除了压碎带。由于在缓慢压井方法中流体滤失量较大，样品A显示的损害程度较高。样
品B显示在薄片中有稍多的细粒物质；不过，快速压井方法帮助清理了射孔孔道。由于没有获得动态
负压，图像C中的细粒物质含量较高，同时孔道的压碎带也未得到清除。这些试验结果与对较高渗透

率 Castlegate 砂岩所做试验的结果是一致的。

最后，在未借助动态负压进行射孔

的试验中，碎屑堵塞帮助实现了有效滤

失控制。尽管在没有动态负压的情况下

实现了适当的防滤失效果，但孔道内的

碎屑使保留的渗透率降低（上图）。

所有试验完成后，Hydro石油与能

源研究中心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对岩心薄

片样品进行了岩相研究，对从孔道附近

破碎带到远离孔道的原状砂岩基岩的颗

粒和孔隙结构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此

外，他们借助扫描电镜（SEM）对经过

抛光和环氧树脂处理的样品进行了研

究，并对反向散射图像的显微照片进行

了分析。

靠近孔道壁的岩心薄片图像显示了

压力变化对射孔清理效果的影响（右

图）。很显然，聚能射孔弹在靠近孔道

壁附近形成了压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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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快速压井和缓慢压井方法中，

均获得了动态负压，并且清除了压碎

带。实验室研究表明，这两种情况下的

颗粒大小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在缓慢

压井情况下，滤失量比较大，可能导致

损害程度增加。在没有动态负压的情

况下，压碎带没有被清除，结果导致大

量细粒物质留在了孔道内，从而降低

了 CFE 值。

基于所收集的数据和岩相观察结

果，研究小组断定，射孔洁净程度与射

孔对射孔液侵入的敏感性之间存在一

种微妙的权衡关系。获得清洁度足以

形成有效滤饼的孔道可能比设法获得

最清洁的孔道的做法（可能导致更多的

滤液滤失到地层中）更有益于总体预防

损害。对经过抛光和环氧树脂处理的

SEM样品所做的检查进一步证明，要尽

量降低渗透率损害程度，在正压射孔时

必须获得动态负压。

上述大量研究获得的数据表明，在

正压过程中，射孔液的性质、用于压井

和隔离射孔段的方法以及在射孔过程中

成功获得动态负压等，都对油气井最终

产能产生重大影响（上图）。正压射孔

优化方案中必须包括能够快速形成滤饼

的优化射孔液，并在此过程中获得动态

负压。

快速压井射孔液应用实例

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
雪弗龙公司和Eni公司组成的CACT作业

者集团在南中国海对 HZ 油气田进行联

合开发。HZ 油田主要由薄砂岩互层组

成，可通过多层砂岩混采以及钻水平井

的方法实现较高的单井产能。

油管传输射孔（TCP）一直以来是

厚度较大的生产层的首选射孔工艺。但

CACT 工程师发现，电缆射孔枪对于较

大层段内分布多个薄产层来说是一种很

经济的替代方法[12]。在这些井中，经常

在稍微正压的条件下进行多次电缆射孔

作业，因为从作业角度来看这样做既简

便又安全。

以往采用油管传输负压射孔方法和

利用静态负压井筒压力的射孔作业需要

占用更多的钻机时间，而且作业非常复

杂。在许多情况下，采用静态负压射孔

的井表现不佳，这可能是由于因射孔而

产生的表皮没有被完全清除所致。此

外，当采用TCP时，除非钻了足够的鼠

洞以便能够将射孔枪丢到井底，否则必

须进行压井作业来收回射孔枪，这就可

能造成射孔后完井液侵入损害的风险。

为了尽量降低成本、简化作业并尽量减

小射孔损害，CACT 决定使用电缆射孔

枪对大多数新井进行正压射孔，并对现

有井实施正压再射孔。

在对候选井进行研究之后，CACT
油藏和生产部门与斯伦贝谢以及 MI-
SWACO 公司的工程师联合对两项采用

正压射孔的新完井技术进行了试验应

用，包括PURE系统和CLEANPERF非侵

入性射孔液。这些技术预计能够提高完

井效率。

为了对新的射孔系统设计进行测

试，工程师计划将1号参考井的重新完

井结果与新近完井的6号井的完井结果

进行比较。由于1号参考井没有可用的

压力恢复数据，因此对生产指数（PI）
进行了分析，以估计其完井表皮系数。

完井后将 PLT 生产测井仪下入井内进

行测量，以确定含水率最低时所有层

的流量。

> 选择射孔液。图中显示出了不同射孔方法每种试验射孔液的岩心流动效率
（CFE）。在Castlegate砂岩（上）和 Berea砂岩（下）中，油基射孔液与快速

压井方法（紫色）和动态负压相结合，得到了最有利的结果；较高的CFE值
表明射孔损害最小。延迟压井方法（蓝色）以及未获得动态负压（黄色）试
验的损害程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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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符合要求的射孔液降低表皮因子。现场试验数据和PI计算结果表明，
用CLEANPERF液进行射孔的 1号参考井的实际结果（紫色）与模拟优化结果

（绿色）很一致。而利用常规压井液射孔的 6 号井的结果比模拟优化结果低
48%。

参考井中利用电缆传输射孔枪和

PURE 系统在大约 1.3 MPa（188 psi）正

压下射孔的四个层段的PLT生产测井评

价显示，渗透率从9.4到1605毫达西，表

皮系数从 0 到 -0.97。
1号参考井和6号井都使用了PURE

系统进行射孔，但所用射孔液不同。工

程师在1号参考井使用了CLEANPERF射
孔液体系，而在 6号井使用了一种典型

的聚合物压井液。

M-I SWACO 研制出的 CLEANPERF
射孔液体系用于与斯伦贝谢PURE射孔

系统配合使用，主要用于正压射孔。该

射孔液能够在射孔之后立即形成低渗透

率屏障，从而限制固相和流体沿射孔孔

道进一步侵入储层。为了进一步减小射

孔后损害，该体系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很

容易地回流，无需采取补救处理措施。

CLEANPERF射孔液是根据包括地层

特征和预计压差在内的几项标准，针对

具体应用情况而设计的。下列因素对每

一设计而言至关重要，包括为所需正压

提供足够的密度；在地层表面上快速建

立起低渗透率封闭薄带；在封闭带内形

成最小的粘附力和粘结力，以促使流体

从地层中均匀释出，并在回流时得以清

除；在生产前使该体系在井筒内的一段

时间里保持热稳定性；与射孔弹具有很

好的化学匹配特性。

工程师根据CACT提供的岩心薄片

分析结果设计出了配比合理的桥堵剂，

可以有效封闭地层中的各种孔隙。工程

师为 1 号井选择了水基 CLEANPERF 体
系。射孔液使用了 4.21%体积含量的筛

选桥堵剂和两种不同的粘土抑制剂进行

配制。为了促进滤饼的清理，加入了化

学剂，以减小滤饼在射孔孔道壁上的粘

着力。流体中还含有生物聚合增粘剂

（一种淀粉基渗滤控制剂）以及pH和微

生物活性稳定剂。

工程师使用PURE系统和CLEANPERF
射孔液对1号井进行了现场射孔，然后与

6号井的射孔效果进行了对比。测得的完

井表皮系数与利用 SPAN 斯伦贝谢射孔

分析软件模拟的完井表皮系数进行了对

比评价。通过模拟完全清理干净的压碎

带的射孔完井表皮确定出射孔效率，并

将其作为技术极限基准。工程师将 1号
参考井根据 PI 公式测得的完井表皮与 6
号井多层储层测试获得的数据进行了对

比。1 号参考井的模拟理想完井表皮值

约为 -1.38，根据现场试验结果模拟的完

井表皮值为-1.37，非常接近理想值。6号
井（A－ 40层）的模拟理想完井表皮值

约为 -1.85，而根据现场试验结果模拟的

完井表皮值为 -0.97，表明完井表皮值比

模拟的最佳结果低 48%（上图）。

对这两口井的数据进行了仔细分类

和分析。考虑到实验室数据的重要性

（前面曾讨论过），工程师断定，由于这

两口井都采用了 PURE 系统进行射孔，

且所有其他参数基本相同，因此 1号井

完 井 效 率 的 提 高 是 使 用 非 侵 入

CLEANPERF 射孔液的结果。

 射孔设计中的第三个要素

尽管现场应用数据还比较有限，但

本文介绍的实验研究表明，工程师目前

已经具备了制定优化射孔方案的必要工

具和手段。与许多勘探开发作业一样，

完井作业过程井筒内的合成流体也会对

油气井的最终效率和产能产生直接影

响。

符合设计要求的射孔液在帮助作业

公司提高射孔投资回报方面具有很大的

潜力。毫无疑问，优化射孔方案中的三

大要素，即优化射孔枪方位、动态负压

射孔和新型射孔液，未来会得到不断发

展。但就目前而言，符合要求的射孔液

为现代射孔技术的设计和应用带来了不

小的改变。                                      —DW 12.Pizzolante I，Grinham S，Xiang T，Lian J，Khong
CK，Behrmann LA 和 Mason S：“Overbalanced
Perforating Yields Negative Skin Values in Layered
Reservoir”，SPE 104099，发表在SPE国际石油与
天然气大会暨展览会上，中国北京，2006 年
12 月 5-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