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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勘探开发活动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了高温高压井底环境

下的作业。高温高压环境会使油井在整个寿命周期内面临一系列

的技术难题。科学家和工程人员正在开发先进的仪器、材料和化

学品来攻克这些难题。

高温高压油田技术

HPHT 分类体系。分类边界代表常见修井工具组件（弹性密封件和电子

装置）的稳定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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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够听到

有关从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资源中获得

能源的成本和可行性方面的新闻报

道。尽管过去 20年里，可再生能源技

术有了显著的发展，但科研和工程界

普遍认为未来几十年内全球大部分能

源需求仍将依靠化石燃料来满足。因

此，石油行业需要加强勘探开发活动

才能满足未来的能源需求。

发现和开发新的油气藏可能会遇

到一系列的困难，因为油气开采者通

常需要应对恶劣的井底环境。尽管在

建井、增产处理、开采和监测等方面，

高温高压（HPHT）井与其他要求不那

么苛刻的井基本上类似，但HPHT环境

会限制油藏开发所需的材料和技术的

应用范围。

石油工业界已涉足高温高压作业

环境多年，但直至目前，还没有建立

起界定HPHT环境及相关的温度和压

力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行业标准。为了

清楚地界定这些定义，斯伦贝谢以作

业中一般会遇到的技术界限为依据，

将HPHT井划分成三类（下图）[1]。

在本体系中，HPHT井的起始井底

温度（BHT）和起始井底压力（BHP）分
别为150°C（300°F ）和69 MPa（10000 psi）。
这一界限的确定依据与标准的弹性密

封件的特性有关。在高温高压环境下

使用井下设备的工程人员发现，在再

次利用仪器前更换密封件是非常谨慎

明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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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HPHT井是指温度或压力超过现

有电子技术实际作业范围（高于205°C
（400 °F）或138 MPa（20000 psi））的那些

井。目前，要在超过该温度条件下开展

作业，电子仪器内部必须增加散热装

置，或者将仪器置于一个真空瓶内，以

便将其与高温环境隔离开来。

HPHT-hc井是指在最极端的作业环

境（温度高于260°C （500 °F）或压力高

于241 MPa（35000 psi））下的井[2]。虽然

此类压力条件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

遇到，但在温度方面，一些地热井和热

采井的井底温度已经超过了260 °C。
必须强调的是，斯伦贝谢的HPHT

分类体系并不只局限于同时符合温度和

压力标准的井。如果其中一项参数符合

其中一类HPHT范围，那么就将该井划

分到这一范围内。因此，一个开采低压、

浅层稠油的蒸汽驱项目会因其极高的蒸

汽温度而被划分到HPHT-hc范围内。反

之，由于高压的存在，墨西哥湾的一些

低温、高压盐层则被归类到HPHT这一

范围内。

仪器、材料和化学品在恶劣井底环

境下能够工作的时间长短是HPHT井的

一项重要参数。例如，测井和试井仪器、

钻井泥浆和增产液在恶劣井底环境下只

需暴露有限的一段时间，但封隔器、防

砂筛管、油藏监测设备及水泥体系则必

须要在HPHT环境下持续工作多年（甚

至还要延续到油气井开采生命周期结束

以后）。同时，这些时间因素还会对科研

和工程人员的产品研发造成重大的影

响。

《油田新技术》上一次对HPHT领域

进行探讨是在1998年[3]。此后，HPHT项目

不断增多，且作业环境也变得越来越

复杂（上图）。例如，最近 Welling and 
Company公司针对海底系统和服务的方

向所做的一项专项调查报告显示，未来

3-5年内将要钻的油气井中有11%的井的

BHT将超过177°C （350°F ），另外有26%

的被调查者认为 BHP将在 6 9-10 3 
MPa（10000－15000 psi）之间，而5%的被

调查者认为压力会更高。

当前，为了应对HPHT井所带来的

技术挑战，科学家和工程人员正努力拓

展材料科学的应用范围。本文对在

HPHT环境下进行钻井、地层评价、建井、

增产处理、生产和监测所需的技术、材

料、化学品和作业方法进行了介绍，并

通过实例研究描述了一些解决方案的应

用情况。

HPHT技术的测试和鉴定

HPHT 环境加大了油气井的风险。

在 HPHT 井中，误差范围被显著缩小，

而且作业失败后可能会导致更高的成

本并造成更严重的影响。因此，针对

恶劣环境而设计的新产品和新服务在

现场应用之前，必须进行严格的测试

和鉴定，以使其能够经受住更加恶劣

的井底环境的考验 [4]。鉴定工作包括

48

全球范围内的 HPHT 项目。过去 10 年内，HPHT 项目数量显著增加，尽管如此，这些项目仅占全球在产油气藏的 1% 左右。开展 HPHT 作业的地区主

要分布在美国（墨西哥湾深水区域及较深的陆上高温井）、北海、挪威海、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此外，稠油热采项目分布在加拿大、美国加利福尼亚、

委内瑞拉和东欧地区。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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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老化试验，通过此类试验可以不

用经过多年测试便评估出产品的最终

使用寿命。为了进行此类试验，业界

开发了最先进的设施来帮助工程人员

开展符合实际作业条件的评估作业

（右图）。许多测试都是根据业界的标

准流程开展的，但是，随着井底环境

越来越恶劣，现有的测试程序将越来

越难以满足作业的需求 [5]。

实验室评估可以划分为三大类：

流体、机械装置和电子仪器。工程人

员在油井开采周期内会向井内泵入大

量流体。在模拟井底环境下进行的测

试能够解决两个基本问题：即能否配

制出合适的流体并恰当地布置到井

内？流体能否稳定地发挥其预期功

能？测试方案往往较为复杂，常常涉

及到流变学、渗滤、腐蚀和机械性能

评估等方面的内容 [6]。

机械装置包括密封件、筛管和封

隔器，以及诸如轴、活塞、阀和泵之

类的转动和往复式运动部件。除了

HPHT 环境下的测试之外，鉴定测试

也涉及与诸如机械震动、硫化氢

（H2S）、二氧化碳（CO2）和腐蚀性流

体之类隐患相关的测试。

电子元件和传感器是第三个评估

要素，它们在高温下更易受损。作业

人员所面临的这方面的挑战主要与塑

料或复合材料的稳定性有关，这些材

料用来为先进的电子设备提供结构完

整性及绝热保护。电子设备制造商并

未在 HPHT 领域开展大规模的研发工

作，因为与诸如移动电话之类的消费

性电子产品相比，HPHT 电子设备的

市场规模要小得多。因此，油田设备

工程人员不得不通过模拟井底环境来

确定现有电子设备的作业时限。

先进的测试设备与研发成果相结

合后，促成了新的 HPHT 产品和服务

的发展，这些产品和服务涉及到油气

井作业的所有阶段。以下章节将对部

分进展进行重点描述。

钻井及地层评价

工程人员在钻 HPHT 井过程中常

常遭遇超压层、低压层和膨胀性页岩，

2. “hc”一词源自环法自行车赛所采用的最陡

的山地自行车级别。在法语中，“hc”代表

无法划分，意思是“超出划分标准”。

3. Adamson K，Birch G，Gao E，Hand S，Macdonald 
C，Mack D 和 Quadri A:“高温高压井施工”，

《油田新技术》，10卷，第 2期（1998年夏季

刊）：36-49。

Baird T，Fields T，Drummond R，Mathison D，
Langseth B，Martin A 和 Silipigno L:“高温高压测

井、射孔和测试”，《油田新技术》10卷，第 2
期（1998年夏季刊）：50-67。

4. Arena M，Dyer S，Bernard LJ，Harrison A，
Luckett W，Rebler T，Srinivasan S，Borland B，
Watts R，Lesso B 和 Warren TM:“油田新技术

投入现场应用前的测试”，《油田新技术》，

17 卷，第 4 期（2005/2006 年冬季刊）：58-67。

5.   负责测试及鉴定油田产品和服务的管理织

包括美国石油学会（API），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NACE 国际协会和 ASTM 国际组织等。

6. 有关流体实验室测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Dargaud B 和 Boukhelifa L:“Laboratory Testing，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Well Cements”，
Nelson EB 和 Guillot D（编辑）:Well Cementing
－第二版，休斯敦:斯伦贝谢（2006 年）:

627-658。

Gusler W，Pless，Maxey J，Grover P，Perez J，
Moon J 和 Boaz T:“A New Extreme HPHT 
Viscometer for New Drilling Fluid Challenges”，
IADC/SPE 99009，发表在 IADC/SPE 钻井大会

上，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2006 年 2 月
21-23 日。

“Laboratory Techniques for Fracturing-Fluid 
Characterization”，Economides MJ 和 Nolte KG
（编辑）：Reservoir Stimulation，休斯敦：斯

伦贝谢教育服务（1987 年）：C-1－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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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HT 测试。工程人员需要利用专用仪器和设备对实际井底环境下的流体、机械设备和电子仪器

进行评估。测井仪器和相关电子仪器可以在温度和压力分别高达 316°C�和 207MPa 的条件下在一个

HPHT 套管模拟装置（ ）中进行试验。利用 HPHT 稠度仪（ ）能够对温度高达 371°C（700°F）、
压力高达 207 MPa 的水泥浆的固化情况进行评估（图片由水泥测试设备有限公司提供）。一个用于测

量钻井液流变性质的类似设备可以在 316°C�的温度和 276 MPa（40000 psi）的压力条件下进行试验（

）（图片由 AMETEK 公司提供）。在流动保障测量方面，作业人员利用 HPHT 压力 - 体积 - 温度

（PVT）筒（ ）来检测在 250°C�温度和 172 MPa 压力条件下的流体相变化及泡点。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工程人员将设备置于各个经过加固的测试舱内（ ），并在一个中央设施中对这些设备实施远程控

制（ ）。在被装运到现场之前，整套设备可以先在斯伦贝谢位于得克萨斯州 Sugar Land 的一口井（

）中进行测试，额定测试温度和测试压力分别为 316°C�和 241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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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井眼常常较小且斜度较大。为了保

持井控，钻井液静水压力必须保持在既

能抵御地层孔隙压力又能防止地层破裂

及井漏现象发生这一范围之内。结果常

常导致可接受的流体密度范围较小，作

业人员从而必须小心谨慎地控制流体循

环，以避免压力剧增，超过地层破裂压

力。为了防止地层损害或井塌，钻井液

应具有抑制粘土矿物膨胀的功能，同时，

钻井液还应能保持稳定的化学性质，避

免在HPHT环境下发生腐蚀现象。

在过去的十年里，在HPHT井作业

中，常规的卤化物基钻井液已经被甲酸

盐基钻井液所取代 [7]。在高温下，卤化

物流体会严重腐蚀钢材料，引起一系列

的环境问题。相反，只要流体的pH值保

持在碱性范围内，甲酸溶液的腐蚀性就

较低。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作业人员常

常利用碳酸盐来缓冲甲酸泥浆。与卤化

物不同，甲酸很容易降解，因此可以安

全地用于环境敏感区域。

甲酸的水溶性极高，可被用于生成

密度高达2370千克 /米 3（19.7磅 /加仑）

的逆乳状液或无固相盐水，从而降低增

重剂的使用需求 [8]。通常情况下，低固

相密度可以优化钻头吃入深度，并有助

于更好地控制流变性质。同时，甲酸盐

具有低水活性特性。通过渗透作用，它

可以降低地层粘土的水合作用，提高井

眼稳定性 [9]。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曾在北海地区的

钻井作业中利用甲酸基钻井液成功地完

钻大斜度HPHT井 [10]。这些油井分别位于

Kvitebjørn油田，Kristin 油田和Huldra 油田，

储层温度和压力分别高达155°C�（311°F�）
和80.7 MPa（11700 psi）。同时，储层中夹

杂着较多的活性页岩层序。尽管作业环

境非常恶劣，但在为期5年的钻井作业

中，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并未在这些油田

15口HPHT井的钻井过程中遇到井控事

故。此外，控制地层粘土和钻屑有助于

保持较低的固相密度，从而使该公司可

以定期回收和再次利用钻井液。

HPHT环境为设计和操作地层评价

仪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带来了许多挑

战，正如本文前部分所提及的那样，仪

器中最易受到损害的是密封组件和电子

设备。测量物理学要求大多数测井仪传

感器要直接暴露在井筒环境下，为此，

这些仪器被安装在一个探头中。多数探

头单元内都充满了液压油，并配有一个

平衡活塞，用于平衡内部和外部压力，

以保持结构上的完整性，并防止仪器内

爆。目前，探头的作业压力通常达

到 207 MPa（30000 psi）。
电子仪器被置于一个经过专门设计

的保护短节中，并被相互隔离开来 [11]。

与探头部分不同，由于高压将会对内部

电子仪器造成损害，因此，短节并不是

压力补偿式的。在测井作业过程中，大

气压力下短节外壳内的电子组件必须能

够抵御外部压力。外壳破裂不仅会对电

子仪器造成损害，而且还会使仪器变形，

从而必须实施打捞作业。由钛合金制成

的外壳提供压力保护。

密封件表面或接头处出现渗漏也可

能导致短节损坏。因此作业人员常常采

用O型环沿井下仪器串将密封件连接处

和内部间隔密封起来。为了避免整段井

下仪器串受到严重的损坏，各仪器之间

也以类似于潜艇隔离的方式通过密闭的

隔板进行隔离。应用于HPHT环境下的O
型环由含氟聚合物弹性体组成。其中，

最常见的氟化橡胶弹性体的额定温度为

204°C(400°F�)。在更高的温度下，氟化橡

胶将损坏并失去弹性。为了满足在这种

极端环境下的应用需求，斯伦贝谢的工

程人员开发了一种由Chemraz弹性材料

制造的O型环，Chemraz弹性材料是一种

能在316°C（600°F）左右的温度下依旧保

持稳定的高级材料，但其成本要远远高

于氟化橡胶产品[12]。

当前应用于HPHT测井作业中的电子

系统能在177°C�的温度条件下连续工作。

短节内部温度取决于井底温度及电子仪

器所产生的内热。当预期的外部温度较

高时，工程人员将仪器置于一个绝热杜

瓦瓶（能够延缓热传导的真空套）内。

视测井过程持续时间的长短而定，杜瓦

瓶能让作业在260°C�的温度条件下进

行。最近，随着产生较少内热的小功率

电子仪器的诞生，测井作业的时间已得

到延长。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墨西哥

湾油气井的钻井深度不断加深，井底温

度和压力也随之增大（左下图）[13]。相反，

井眼尺寸却常常随着井深的增加而变

小。为了应对这种趋势，斯伦贝谢的工

程 人 员 引 入 了SlimXtreme测 井 平 台

（Xtreme HPHT测井系统的小型版本）（下

一页图）[14]。该系统能提供一套与Xtreme 
HPHT测井系统相同的测量程序。该系统

被封装在一个直径为3英寸的井下仪器

串中，这样就可以将其下入到一个小至

31/2英寸的钻杆或37/8英寸的裸眼内进行

测井作业。此外，部分得益于钛外壳外

表面积的减少，SlimXtreme井下仪器串能

够在高达207 MPa的压力下进行作业。

雪佛龙公司在对墨西哥湾 Green 
Canyon 727 区块 Tonga 远景区中的深水

50

墨西哥湾最深井的井深变化趋势。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井深加速趋势越来越明显。预计

未来几年内作业人员将遇前所未有的井底环境，BHT 将超过 260°C�，BHP 将接近 241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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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井 进 行 测 井 的 过 程 中 应 用 了 
SlimXtreme 技术。在测井仪器下入到

31824 英尺（9700 米）处时，系统成功地

在 26000 psi（180 MPa）的压力条件下保

持了持续作业。雪佛龙公司还对另一

口位于得克萨斯州南部的 Endeavour  2
号探井实施了高温SlimXtreme试验应

用。井下仪器串与封闭在杜瓦瓶内的

仪器部分，在 21800 英尺（6645 米）的

深度和 489° F�（254° C�）的温度条件下提

供了可靠的数据。

HPHT 深井在电缆测井方面为作业

人员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获取信息，

通常需要实施多次下入作业，而小井

眼、长电缆以及沉重的井下仪器串增

加了仪器被卡的风险。

    HPHT 井电缆测井及取样设备和软件。为小井眼 HPHT 井和大角度井钻井而设

计的 SlimXtreme 平台（ ）能够为小到 3 7/8 英寸的井眼提供整套的井底测量数

据。工程人员以 1097 米 / 小时（3600 英尺 / 小时）的速度进行测井，所测量到的

数据可以通过长达 10970 米（36000 英尺）的电缆传送到地面。利用温度设计软件

模拟测井作业，预测各个时间点上的仪器外部（红色）和内部（蓝色）温度（ ）。

在本实例中，虽然随着仪器的下入和起出，外部温度也随之上升和下降，但其

内部温度却很好地保持在了 160° C�以下（绿色），从而表明电子仪器能够得到很

好的保护。这些模拟作业对优化作业及确保仪器正常工作非常有用。应用过程

中应考虑多个作业参数，包括井况、测井速度及是否有杜瓦瓶。HPHT 井越深，

井眼越小，测井和取样作业中井下仪器串被卡的风险也就越大。高强度作业系

统（ ）将标准的斯伦贝谢测井车、高强度双滚筒绞盘和高强度电缆相结合，

能够减少井下仪器串被卡的风险。利用绞盘可以加大对电缆的牵引力，有助于

起出井下仪器串及降低遇卡风险。

7.   甲酸盐以甲酸（HCOOH）为基础。基于甲酸盐

的钻井液使用了钠、钾和铯甲酸及它们的

混合物。

8.   逆乳状液包含连续相或外相中的油及内相

中的水。

9.   水活性（aw）是指用于平衡水合材料的那部分

水的体积。当水与溶解物和表面产生相互

作用时，对其他水合反应无效。aw 值等于 1
代表纯水，等于 0 表明完全不存在“自由” 

水分子。添加溶解物（如甲酸盐）常常使水

活性降低。

Byrne M，Patey I，George L，Downs J 和
Turner J:“Formate Brines：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ir Formation Damage Control 
Properties Under Realistic Reservoir Conditions”，
SPE 73766，发表在 SPE 地层损害控制国际研

讨会及展览会上，美国路易斯安那州

Lafayette，2002 年 2 月 20-21 日。

10. Berg PC，Pedersen ES，Lauritsen A，Behjat N，
Hagerup-Jenssen S，Howard S，Olsvik G，
Downs JD，Harris M 和 Turner J:“Drilling，
Completion and Openhole Formation Evaluation of 
High-Angle Wells in High-Density Cesium Formate 
Brine：The Kvitebjørn Experience，2004－2006”，
SPE/IADC 105733，发表在 SPE/IADC 钻井大会上，

阿姆斯特丹，2007 年 2 月 20-22 日。

11. 探头是测井仪器中包含测量传感器的部分。

短节包括电子仪器和电源。

12. 氟化橡胶弹性体是偏乙烯基氟化物和六氟

丙稀的共聚物，(CH2CF2)n(CF(CF3)CF2)n。Chemraz
弹性体与氟化橡胶复合体相似，但含氟量

要高于氟化橡胶。上述两种弹性体都与业

界所熟知的聚四氟聚合物有关。

13. Sarian S:“Wireline Evaluation Technology in HPHT 
Wells”，SPE 97571，发表在 SPE 高温 / 高压

含硫井设计应用技术研讨会上，得克萨斯

州 Woodlands，2005 年 5 月 17-19日。

14.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引入的 Xtreme 测井仪可以

记录 260°C�温度和 172 MPa（25000 psi）压力条

件下的岩石物理基本测量数据，包括电阻

率、地层密度、中子孔隙度、声波测井和

自然伽马能谱数据等。

Henkes IJ 和 Prater TE:“Formation Evaluation in 
Ultra-Deep Wells”，SPE/IADC 52805，发 表 在

SPE/IADC 钻井大会上，阿姆斯特丹，1999 年
3 月 9-11 日。

遥测和自然伽马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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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性密度仪

井径仪

SLT声波测井仪

AIT阵列感应成像仪

仪器限制

外部

内部

时间，分钟

温
度

高强度电缆

深度，英尺

高强度双滚筒绞盘

标准的

斯伦贝谢

电缆测井车

建议长度

为30－60英尺

电缆弱点

年秋季刊

左

右上

右下



52

200°C  温度条件下 FlexSTONE HT 水泥与常规水泥的特性比较。为确保

水泥 / 套管和水泥 / 地层界面胶结良好，可以配制膨胀性要远远高于常规

水泥的 FlexSTONE 水泥（ ）。同时，FlexSTONE HT 体系还能够改善层间封

隔，包括降低杨氏模量和渗透率（ ）。

线
性
膨
胀

含盐水泥 泡沫水泥
水泥

井
隔
离
特
性

常规水泥

水泥

杨氏模量， 水相渗透率

通过打捞作业起出深水井中被卡的仪

器不但成本高，耗时长，而且安全性差

（可能导致钻杆被卡，仪器损毁或发生

故障）。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不安全因

素，斯伦贝谢的工程人员利用高强度电

缆和绞盘开发了一种经过改进的仪器

部署方法。利用该系统可以快速布置测

井串，而且它还具有更高的牵引能力，

可以降低仪器被卡的风险。

另一项重要的电缆作业是从油气

藏中采集流体样品，然后在井底或地面

对其实施分析。样品测试结果能够为油

公司提供确定完井方法、制定油田开发

方案、设计地面设备、回接卫星油田及

确定多井合采方案所必需的信息 [15]。

HPHT环境加大了井底取样的难度。此

外，高压下新采集的流体样品必须被安

全地输送到地面，然后再送到附近的实

验室。HPHT井取样作业成本高，尤其

在海上作业环境下更是如此。因此，流

体样品的质量对取样作业的投入能否

得到合理回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2004年，雪佛龙公司开始在墨西哥

湾深水区域第三系远景区钻探井（请参

见”“盐下油气藏勘探”， ）。由于

该区域水深达 9800英尺（3000米），总井

深超过 25000英尺（7600米），且BHP和

BHT 通常接近 20000 psi（138 MPa ）和
392°F （200°C  ），因此，要想在这些井

中开展钻井和完井作业，难度可想而

知。2006年，雪佛龙公司决定投入大量

的资源和钻机作业时间对新奥尔良西南

175英里（282公里）的Jack 2号井实施探

边测试（EWT）。为了采集重要的储层

和生产信息，降低与储层分隔性、流体

性质和产能有关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必

须实施长期中途测试（DST）。Jack 2 号
井的测试深度达到了28175英尺（8588
米，）这将是墨西哥湾所有井所尝试过

的最深的测试深度。

在实施DST之前，雪佛龙公司选择

了利用Quicksilver Probe流体取样仪来采

集高纯度的地层流体样品。该系统不仅

可以利用一个独特的多级流体采集系统

降低地层流体样品的污染程度，而且还

可以在350 °F的高温下开展作业。在经

过4个小时的泵入作业之后，Quicksilver 
Probe模块所采集到的样品杂质含量不

到1%。作业公司可以根据样品所提供

的流体性质数据对钻井和试井程序作

出相应的调整，从而降低总体风险。

Jack 2 号井EWT过程中还需要用

到HPHT射孔系统。与雪佛龙公司协商

后，斯伦贝谢的工程人员制造了一个额

定压力达到25000 psi（172 MPa）的工具组

合。Jack 2 号井射孔系统包括一个每英

尺能射 18个孔的 7英寸长的射孔枪、一

个射孔减震器和一个备用电子点火头。

大概用了 9个月的工程设计、制造和测

试，该系统才达到合格的水平。最后 90
天的动态测试在位于得克萨斯州

Rosharon 的斯伦贝谢油藏完井（SRC）中
心的一个测试装置内完成，在该装置内

模拟了各种预期的井底作业环境。由于

该射孔设备表现了良好的性能，因此，

雪佛龙公司的工程人员同意将其布置到

钻机中。

该 EWT取得了成功，在从 Jack 2
号井大约 40%的有效产层段采油过程

中，油井保持了 6000桶 /日（950米 3/日）

以上的产量。这一结果使雪佛龙公司

及其合作伙伴对其他各种尺寸的HPHT
射孔系统产生了需求，以将其应用于

Jack 2 号井附近的其他几口评价井和墨

西哥湾深水区域其他油田的未来开发

作业中 [16]。

固井和层间封隔

诸如 Jack 2号井之类的深水油气

井的层间封隔需要利用能在HPHT环境

下保持稳定的水泥体系。另外在蒸汽

驱井和地热井中也同样需要利用热稳

定水泥 [17]。在高温高压环境下，固井水

泥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会发生显著变化。

水泥浆设计不合理可能导致固化水泥

的完整性受到损害，从而就有可能导致

层间封隔失败。与其他许多HPHT技术

不同，固化水泥必须长期暴露在井底环

境下并维持多年的套管支撑和层间封

隔。

几乎所有的固井作业都会用到波

特兰水泥，其主要粘合材料为硅酸钙水

合物（CHS）。当温度高于大约110°C 
（230 °F）时，该材料会发生矿物学方面

的转化，从而可能引起固化水泥收缩，

导致其强度减弱并呈现渗透性特征。可

以通过添加不低于水泥重量35%的二氧

化硅降低、甚至阻止这种恶化趋势。组

分调整后形成的CHS矿物能够保留期望

的固化水泥性质。尽管可以在温度高达

370°C （700 °F）的情况下采用二氧化硅

稳定的波特兰水泥体系，但在热采井

中，该体系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热稳定水泥体系最初可能能够提

供充分的层间封隔，但井底环境的变

化可能会产生一些能对水泥环完整性

造成损害的应力。构造应力以及井筒

压力或井筒温度的巨大变化可能导致

水泥环破裂，甚至可能将其压碎。由

温度和压力变化引起的套管径向尺寸

变化可能会对固化水泥和套管或地层

之间的胶结产生不利影响，引起微环

空的产生。在深层高温井和开展蒸汽

吞吐（CSS）或蒸汽重力驱油（SAGD）作
业的热采井中，上述问题尤其值得关

注 [18]。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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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固井界才开始利用一

项力学参数（无围压单轴抗压强度）对

水泥设计进行鉴定。由于面临诸多长

期未解决的困难（本文前面部分已有所

提及），斯伦贝谢的科研人员加大了对

固化水泥力学性质和一些能够决定钢

管和岩石力学性质的模型的研究力度。

他们结合井的几何形态对这些模型进

行了修改，引入了CemSTRESS软件（一

种用于分析暴露在预期井底环境下水

泥环性能的应用程序）。研究人员利用

该软件对由压力测试、地层性质变化

和温度变化引起的施加在水泥环上的

径向和切向应力进行分析。除了抗压强

度，CemSTRESS算法还考虑了杨氏模量、

泊松比和抗张强度，这种算法有助于工

程人员为某项特定的应用程序确定合适

的水泥力学性质 [19]。

CemSTRESS分析结果通常显示

CSS 和 SAGD井中的水泥环应该比常规

体系中的水泥环更具可塑性。通过采

用低杨氏模量的水泥便可以达到这一

目的（前一页图）[20]。此外，水泥环在固

化后应能轻微膨胀，以确保与套管和

地层胶结良好。正是在这些需求的推

动下，作业人员开发了 FlexSTONE HT
高温柔性水泥 [21]。这些水泥是将工程

设计的CemCRETE技术粒度方案与能

够降低杨氏模量的柔性颗粒相结合

的水泥系列产品的一种 [22]。此外，

FlexSTONE HT高温柔性水泥固结后的

膨胀程度远远高于常规的水泥体系，

从而能够改善与套管和地层之间的胶

结 [23]。FlexSTONE HT水泥的温度极限

为250�°C�（482°F��）左右。

在北海英国海域开展作业的一家

公司设立了一个远大的目标，即以 680
万米 3/日（2.4亿英尺 3/日）的稳定产量

从三口BHT为193°C（380�°F�）的气井中生

产天然气。要想达到这一目标，需要

有特别高的生产压差，这就会对套

管、水泥环和地层施加显著的机械应

力。通过应用CemSTRESS软件，斯伦

贝谢的工程人员确定在产层段上注入

FlexSTONE HT水泥能够提供一个类似

垫片的密封层，这样就能够经受住恶

劣井底环境的考验。在注入水泥之后，

生产管柱经受了 69 MPa以上的测试压

力及 41 MPa（6000 psi）以上的压降试验。

水泥环仍保持完整状态。在气井生产

两年多后，并未出现完整性方面的问

题。

一些涉及 SAGD井的稠油项目也大

量采用了 FlexSTONE HT水泥体系。东

欧某储层中的原油粘度为 12000 MPa-s
（12000 cp），API重度为 17º。挖掘开采

一直是标准的开采方法。为了减少生

产成本，作业公司选择在一口试验井

中尝试 SAGD技术。这一方法给作业公

司提出了多个建井难题：井深 228米
（748英尺）处 300米（984英尺）长的水平

层段，温度接近 250°C��，及热采循环和

软质岩层导致的应力作用于水泥环上。

FlexSTONE HT水泥成功地经受住了生

产环境的考验，而未产生层间封隔失败

现象。目前，作业公司已经决定更多地

采用SAGD方法。加拿大、委内瑞拉、埃

及、印度尼西亚及美国加利福尼亚的

CSS井和SAGD井中采用FlexSTONE HT水
泥也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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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伦贝谢高温尾管悬挂器。尾管悬挂器是为
蒸汽驱作业而开发的，其特点是密封件由碳纤
维和INCONEL合金组成。该仪器包括永久性卡
瓦和一个单体心轴，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
出现的渗漏路径并可在下入井眼过程中保持转
动。截至目前，斯伦贝谢的工程人员已经在加
拿大部置了150多套这样的装置，而且在压力
测试作业中没有出现故障。部分系统在经历10
个温度高达343°C（649°F�）的热循环后仍然能
够维持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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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岩地层样本在实验室基岩酸化处理过程中形成的酸蚀孔

洞。酸蚀孔洞的长度、方向及数量取决于地层反应性及酸液流入地

层的速度。酸蚀孔洞一旦形成之后，生产过程中所有流体都将通过

它流入井筒。

CSS和SAGD井需要利用特殊的高

性能完井设备处理极端的温度变化。常

见的弹性密封件常常无法有效地发挥

作用，导致压力和流体从套管上部逸

出，从而影响了注蒸汽效率，加大了套

管腐蚀的可能性。最近，斯伦贝谢的工

程人员开始采用一些封装在INCONEL合
金外壳内、由碳纤维制造的密封件。这

些密封件能在340°C （644°F ）的循环蒸

汽温度及21 MPa（3000 psi）的压力下工

作，从而使作业人员能够可靠地布置热

采尾管系统（前一页图）。

加拿大一家大型作业公司正在Cold 
Lake油田实施一个水平井CSS项目，作

业人员在该油田采用了斯伦贝谢的高温

热尾管悬挂器 [25]。作业公司利用定制的

尾管和碳纤维以及尾管顶部的 INCONEL
密封件实现了良好的蒸汽波及，使进入

的蒸汽均匀地分布在了整个水平段内。

这一点通过在先导试验区开展的延时

地震测量得到了证实。

储层改造和开采

储层改造包括两项主要技术：基岩

酸化和水力压裂。这两种技术不仅都可

以避免钻井、固井和射孔作业引起的地

层损害的影响，而且还可以在地层岩石

和井筒之间提供更好的连通。最终目标

是将油气产量提高到远远高于自喷条

件下可能达到的产量水平 [26]。

在基岩酸化处理中，通过岩石中现

有的自然通道向岩石内泵入一种pH值

较低的流体。流体要以低速泵入，不能

使地层出现新的裂缝。酸液会溶解近井

筒地层岩石的可溶性组分和原有修井

液所沉积下来的破坏性物质，从而为油

气流动提供高深透性通道。经过配制的

酸液能够提高碳酸盐岩地层或砂岩地

层的油气产量。

多数碳酸盐酸化作业都利用盐酸

（HCl）与碳酸钙（方解石）地层或碳酸钙

镁（白云石）地层发生化学反应。酸液在

流经射孔孔眼，溶解碳酸盐岩过程中将

在地层中形成高传导性的通道（称为酸

蚀孔洞）。酸蚀孔洞从注酸点开始扩散，

生产过程中所有流体都将通过它流入

井筒（左图）。为了达到良好的增产效果，

酸蚀孔洞网络必须深入并均匀地渗透

整个生产层段。

HCl增产液在低温下增产效果良

好，但在温度高于93°C （200 °F）条件下

则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在高温下，这

种无机酸会因侵蚀地层过快而影响酸

蚀孔洞的深度和均匀性。同时，高温还

加快了油管腐蚀速度，使工程人员不得

不添加高浓度的有害防腐剂。最近，斯

伦贝谢的化学师通过开发基于羟乙基

氨基-羟酸（HACA）配伍剂的酸化液解

决了上述难题。一些常见的商业化

HACA化合物（如乙二氨四乙酸和三钠

羟乙底酸）已经在油田作业中应用了数

十年，主要用作除垢剂和防垢剂[27]。

在200 °C的温度下对多种HACA化合

物实施了实验室试验。评估内容主要包

括石灰岩岩心驱替试验及常见管用金

属腐蚀速率测量。pH值被逐渐调整到4
的三钠羟乙底酸的性能最佳。三钠羟乙

底酸的含酸量低于碳酸饮料，其腐蚀性

远远低于常规的无机酸，而且还可以通

过添加少量更温和、更环保的防腐剂将

腐蚀速度降到很低。

由于pH值更高，三钠羟乙底酸反

应更慢，并能够产生一个分布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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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更深远的酸蚀孔洞网络（右图）。

此外， HPHT环境下的HEDTA流体效率

要远远高于HCl的效率。只需泵入不足

HCl体积十分之一的HEDTA，就可以达

到与HCl相同的增产效果（右下图）[28]。

在应用水力压裂技术时，作业人

员将大量的流体通过射孔孔眼泵入地

层，流体泵入的速度和压力应不但能

够产生裂缝，而且还足以使裂缝远远

扩散到近井区域以外的地方。最后利

用支撑剂（硅酸盐，高球度陶质或铝土

矿颗粒）填充裂缝，使产层和井筒之间

产生一个高渗透性通道 [29]。

压裂液粘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

数，决定着裂缝的形成和延伸，以及支

撑剂通过射孔孔眼沿管柱向下进入裂

缝的输送过程。瓜尔胶基聚合物金属

交联溶液通常可以使流体粘度在HPHT
环境下达到足够高的水平。最常见的

金属交联剂是硼和锆 [30]。但是，仅仅达

到较高的粘度还不足以确保HPHT压裂

作业取得成功。为了在流体泵入井底

过程中尽可能减少摩阻损失，应将交

联作用延缓到流体流入射孔孔眼之前。

此外，压裂液粘度不应对管柱和射孔

孔眼中常见的高剪切率环境过于敏感，

否则，流体将无法有效应对裂缝延伸

和支撑剂携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

加大过早出现脱砂的可能性 [31]。

硼酸盐交联液的性质与锆酸盐交

联液完全不同。硼酸盐交联液由能在

高剪切环境下破裂的离子键中产生，

但在恢复到低剪切环境时，离子键愈

合，流体粘度也随之恢复。而锆酸盐交

联液却并不像硼酸盐交联液那样，因

为锆酸盐交联是共价键的结果，而共

价键只能形成一次。

55

15% 的 HCl（紫色）和 Na3HEDTA（绿色）在 177°C�（350°F��）温度条件下的
酸化效率比较。该图显示了要径向渗入 30.5 厘米（12 英寸）的孔隙度为 20%、
渗透率为 100 mD 的碳酸盐岩地层的一个 30.5 米（100 英尺）厚层段所需的酸
液总量（以孔隙体积表示）。结果表明，无论泵入速率如何，三钠羟乙底酸
的效率要高于 HCl 一个以上数量级。

利用20%的Na3HEDTA进行的酸化岩心驱替试验。在177°C（350°F��）的温度条件下，技术人员
将酸液泵入一个直径为2.54厘米（1英寸），长度为30.5厘米（12英寸）的石灰岩岩心内。
Na3HEDTA溶液造成了大量酸蚀孔洞，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岩心入口（ ）照片显示形成了
多个酸蚀孔洞。CT扫描结果（ ）证实酸蚀孔洞网络扩展到了整个岩心长度范围内。左上方的
CT扫描图像是岩心入口处的状况，从左到右依次是后续的岩心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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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交键是指将一个聚合物链与另一个聚合物

链交联的键。硼和锆与瓜尔胶基聚合物相

互作用，形成能够将聚合物分子效率提高

好几个等级的联动，从而显著增加流体粘度。

31. 当支撑剂颗粒对射孔孔眼造成桥堵，阻碍

流体进一步流入时就会出现脱砂现象。脱

砂的同时将伴随着处理压力的骤增。当裂

缝体积不足或布置在裂缝中的支撑剂未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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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流体过早交联并过早经历高

剪切环境，那么，键破裂将是不可逆的，

流体粘度将下降，出现脱砂的可能性也

将增大（下图）。因此，控制交联时间和

交联位置非常重要。

锆酸盐交联液虽不如硼酸盐交联

液稳定，但由于前者更耐热，因此，目

前几乎所有HPHT压裂作业都采用锆酸

盐交联液。尽管业界在流体设计方面

得到了稳步发展，但仍无法利用锆酸盐

实现足够的交联控制。交联作用对温

度敏感，要想预测HPHT井管柱内的循

环温度常常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化学工作者通过将硼酸盐和锆酸

盐的优点结合到一个体系（ThermaFRAC
压裂液）中解决了上述难题。新的双交

联液体系建立在羧甲基羟丙基瓜尔胶

（CMHPG）基础之上，其特点为具备两

个交联反应：第一个是与硼酸盐有关的

早期低温反应，第二个是与锆酸盐有关

的温度激活反应。硼酸盐交联液使该体

系的剪切敏感性降低，而该体系的热稳

定性则归功于锆酸盐（下一页图）[32]。由

于不再需要添加原先用于稳定和控制

常规锆酸盐流体的添加剂，因此流体配

制更简单，流体性质也更稳定。实验室

测试结果表明该体系在 200º-375ºF�
（93º-191ºC��）温度范围内性能较好。

得克萨斯州南部地区一直是一个

HPHT作业中心，作业公司已经开始利

用新技术来解决难题。该区域的产层

埋藏较深，必须通过长油管柱或小井

眼完井来频繁地实施增产作业。这一

油井几何形态会带来两个棘手的问题：

首先，为了减少摩阻损失及井场泵车数

量必须降低增产处理的泵速 [33]。而低

流速会对用于激发和延伸水力裂缝的

流体压力产生限制；其次，压裂液流经

小直径管柱过程中会经历高剪切环境，

而锆酸盐基流体又极易过早弱化。这

一难题已通过双交联液成功地得到了

解决。

曾经有一口油井，在压裂增产处理

后，套管被挤毁。为了恢复生产，作业

公司对该井实施了修井作业，但却并不

成功。为此，公司不得不选择侧钻，并

实施小井眼完井。作业内容包括从地

面将直径为23/8英寸、长度为12200英
尺（3719米）的油管下入生产层段，然

后进行固井。由于处理作业会对井筒

造成损害，因此必须密切关注井筒完整

性问题。此外，流体向已有裂缝转向过

程中产生的摩阻损失和高漏失速率也

引起了作业公司的担忧。砂岩产层厚度

为 46英尺（14米），BHT为 310ºF（154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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硼酸盐交联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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硼酸盐和锆酸盐化合物交联的瓜尔胶液剪切过程动态。压裂液流变测试主要涉及两类设备：即

一个剪切过程模拟装置及一个粘度计。剪切过程模拟装置能够为压裂液模拟其沿管柱向下流往射

孔孔眼时需要经历的剪切环境。粘度计测量各种剪切速度、温度和压力下的压裂液粘度。通过剪

切过程研究可以了解到管柱中的剪切是如何对流体粘度产生影响的。技术人员测量并绘制出两份

相同流体的流变动态，一份流体经过了剪切过程模拟装置的预处理（蓝色），另一份则未经过预处

理（粉色）。测试结果表明，长期暴露在剪切过程模拟装置所模拟的高剪切速率环境下的硼酸盐交

联液的粘度恢复并达到了未经预处理的锆酸盐交联液的粘度水平（ ）。最终，两个粘度图叠合在

一起。另一方面，锆酸盐交联液在剪切过程模拟装置中经过预处理后则永久性地失去了粘性（ ）。

这一结果将加大出现脱砂的可能。图中的基线粘度相当于一个 100 s-1 的剪切速率环境下的粘度。

周期性的尖峰波形表明粘度计中的剪切速率猛然上升到 300 s-1 左右。工程人员可以利用不同剪切

速率下的粘度测量数据来计算新的流变参数，然后用其对压裂液的设计进行优化。

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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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瓜尔胶是一种由瓜儿豆胚乳制成的粉状物，

被广泛用于食品增稠剂。瓜尔胶衍生物是

经提纯及功能化后的产品，具有良好的热

稳性。水力压裂应用过程中常见的衍生物

包括羟丙基瓜尔胶（HPG）和羧甲基羟丙基

瓜尔胶（CMHPG）。

33. 摩阻损失是指流体流经油管过程中由摩擦

损失引起的压降。压降主要取决于油管直

径、长度、流体的流变性质及流速。高摩

阻降低了油管出口处的流体压力。

34. 压裂处理由两个流体阶段组成：第一阶段

由前置液造缝并使裂缝延伸；第二阶段，

支撑剂砂浆携支撑剂沿管柱向下通过射孔

孔眼进入裂缝。

ThermaFRAC 液在 135ºC�（275ºF�）温度下的剪切过程动态。长期暴露在模拟装置高剪切速率下的

ThermaFRAC 流体的粘度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

作业公司批准了实施一项可以解

决预期难题的ThermaFRAC作业。为了

补偿较高的滤失速度，前置液体积异

常大，占总体积的65%，CMHPG浓度高

达 45磅 /1000加仑（5.4千克 /升）[34]。为

了将摩阻控制在最低限度，最大泵速

被设为12桶 /分钟（1908升 /分钟）。在

浓度为8磅 /加仑（961千克 /米 3）的压

裂液中用支撑剂浆液布置了62000磅
（28120千克）20/40目的树脂涂敷铝土

矿。该处理作业成功实施后，作业者又

在其他小井眼作业中使用了双交联液，

其中包括通过一个直径为27/8英寸、长

度 为11600英 尺（3.536米）的 油 管 将

295000磅（133810千克）的20/40目陶质

及树脂涂敷的陶质支撑剂下布到一个

74英尺（22.6米）厚的层段中。在编写

本文时，在得克萨斯南部由11家作业

公司在121º－191ºC （250º－375ºF ）井底温

度范围内实施的60多次ThermaFRAC作

业都已获得了成功。

另外，新压裂液还被应用在了德国

北部一个HPHT砂岩气层增产作业中。

该储层的平均地层深度为4550米（14930
英 尺）真 垂 深（TVD），BHP接 近150ºC ，
BHP在25－30 MPa（3630－4350 psi）范 围

内变化，地层渗透率范围为0.1－5 mD。
该区域的压裂作业通常由一根专用的

配有钻机的油管柱完成。为了节省成

本，作业公司希望先在不使用钻机的

条件下完成增产作业，通过最终的完

井管柱泵入处理液。

压裂液常常使用常温的混合水进

行配置。但通过已完井层段泵入冷液

会导致油管收缩，这样会对封隔器施

加额外的应力，危及层间封隔。因此，

为了减少热效应，有必要先将混合水

预热到50ºC （122ºF ）。锆酸盐交联与温

度有关，常规的单交联剂体系不可能有

效地控制流变性质。

为了研制出一种有效的溶液，位于

苏格兰阿伯丁的斯伦贝谢客户支持实

验室的工程人员开展了一系列流体设

计实验。该实验室拥有能够对德国这口

气井可能遇到的热环境和剪切环境进

行模拟的测试设备。实验结果表明，利

用双交联液所设计的处理方案完全可

以达到作业公司的成本节省目标。

工程人员对一口产层 30米厚（98
英尺）的井实施了ThermaFRAC处理，

泵入了载有 4.8千克 /米 3（40磅 /1000加
仑）CMHPG的184米 3（48600加仑）的流

体，并在裂缝中置入了32吨（70500磅）

20/40树脂涂敷的高强度支撑剂。该井

的最终裂缝导流能力要比常规单交联

液处理过的邻井高250%，产量也比预

期产量高 30%。鉴于此，作业公司最终

选择该流体对该地区其他 7口井实施了

增产处理。

某些特定类型的HPHT储层既不适

于采用基岩酸化技术，也不适于采用水

力压裂技术。稠油油藏也许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最好利用注蒸汽降低原油

粘度这一技术对稠油实施增产处理。

生产蒸汽的成本大约占SAGD作业成本

的75%，降低汽油比（SOR）及保持最佳

生产速度是提高获利能力的关键。减少

蒸汽注入量可以节省能源成本，降低产

出水体积和处理成本，并减少相关的二

氧化碳排放。利用电潜泵（ESP）系统有

望将SOR降低10%－25%。

电潜泵系统使储层能够在独立于

井口压力或分离器压力的条件下生产，

从而提高了注蒸汽效率，并至少可以使

每桶原油的生产成本降低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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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单模光纤
纯芯单模光纤
WellWatcher BriteBlue光纤

波长，纳米

许多在加拿大作业的公司（包括

Encana、Suncor、康菲、Nexen、道达尔、

Husky 和Blackrock）都在注蒸汽井中部

署了REDA Hotline550高温ESP系统（左

图）。该系统被设计为能在 288ºC�（550ºF�）
的内置发动机温度或218ºC�（425ºF�）的井

底温度下持续工作，它采用高温热塑性

发动机绕圈绝热系统，并能平衡泵内不

同物质的可变膨胀和收缩。许多此类系

统已经连续工作了两年以上。

监  控

保持最佳储层温度分布对SAGD或

CSS井的稠油开采效率具有决定性的影

响。因此，工程人员需要采集实时温度

数据，以便对注蒸汽或开采速度作出必

要的调整。十多年前，WellWatcher分
布式热传感（DTS）系统就已经能够通

过Sensa光纤电缆的激光信号将数据传

送到地面 [35]。但在HPHT环境下，常规

DTS系统却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

大多数暴露在氢环境下的光纤都

会出现老化，而井筒中自然有氢的存在。

温度越高，光纤的老化速度就会变得

越快，从而严重影响信号传输和测量的

准确性。当温度高于200ºC时，暴露在

高压氢环境下的常规光纤可能在数天

内就失去效用。

为此，斯伦贝谢与Sensa的工程人

员利用一种更耐热、更抗氢的材料开发

了WellWatcher BriteBlue多模光纤（下

图）[36]。

氢对经过 HPHT 环境暴露之后光纤性能的影响。通过加速测试技术，能够将 WellWatcher BriteBlue 多模光纤（蓝色）的高温性能与常规单模光纤（红

色和橙色）的高温性能进行比较。多模光纤的透光性以极低的速率退化（ ），可使光纤在安装多年后依然能够传输数据。与单模光纤不同，新的纤维

材料在整个有效波长范围内都保持传输光的能力（ ）。右
左

REDA Hotline550 ESP 人工举升系统。该多组件井下仪器串可在 BHP 高达

218�ºC 的井中应用（ ）。该系统的核心是一个配有硅或碳化钨轴承的离心泵，

可以在极高的温度下保持耐久性（ ）。同时，也可以根据完井要求调整级数。

为了能给流体进入提供一个耐热的机械障碍，在泵发动机内置入了金属 - 金
属密封圈（ ）。用于将动力传递给发动机及将数据传往地面的电缆由坚固

的镀锌钢、不锈钢和耐腐蚀蒙乃尔合金组成的隔热层提供保护（ ）。截

至 2008 年 11 月，加拿大有 100 多口热采井已经采用了 Hotline550 系统。

中

左

右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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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WellWatch Ultra DTS系统配

有新型光纤，能以1米（3.3英尺）的空

间分辨率测量15公里（9.3英里）长度内

的温度，且精确达±0.01�ºC（±0.018�ºF）。
自 2007年起，这一新型光纤系统

已经在加拿大的一些BHT高达 300ºC�
（572�ºF）的蒸汽驱完井的井中进行了应

用（上图）。截至目前，还未观察到任何

可辨别的纤维收缩或测量性能变差的

现象，温度数据为作业公司调整蒸汽

注入量和原油产量从而最大限度提高

作业效率提供了指导（右图）。

由 WellWatcher BriteBlue 系统采集得到的 SAGD 井温度剖面图。光纤以 1 米（3.3
英尺）的分辨率将温度数据传输到地面。温度急剧增加表明蒸汽被有效地注入到

900-1500 米（2950-4920 英尺）的水平层段。

稠油井中的 WellWatcher BriteBlue 纤维设备。工程人员通过连续油管柱（ ）内的导管泵入纤维，该油管柱从地面悬挂在整个生产层段上。

35. Al-Asimi M，Butler G，Brown G，Hartog A，
Clancy T，Cosad C，Fitzgerald J，Navarro J，
Gabb A，InghamJ，Kimminau S，Smith J 和
Stephenson K:“油井和油藏监测技术新进展”，

《油田新技术》，14卷，第 4期（2002/2003年冬

季刊）:14-35。

36. 多模光纤主要用于相对较短距离内的通讯，

如同一幢建筑内或校园内的通讯。常见的

多模链接在几公里距离内的数据传输速率

可达 10 GB/ 秒。多模光纤比单模光纤具有

更强的“光采集”能力，并适用于在 850 纳
米波长范围内工作的低成本电子元件（如发

光二极管或小功率激光器等）。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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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HT技术发展前景

过去十年里大量采用的新技术使

作业公司得以更加自如地应对HPHT项
目所带来的诸多挑战（上表）。随着

HPHT作业的持续增多及井况的日益复

杂，将需要更先进的设备和材料。

工程人员正在努力将HPHT电缆测

井成果引入到随钻测量和随钻测井

（MWD/LWD）作业中。测量系统不仅应

能承受高温高压，而且还应能在钻井

作业所引起的冲击和振动的情况下表

现出稳定的性能。测量系统的应用目的

是通过优化布井、改善井眼稳定性及

减少起下作业次数来降低钻井风险。

当前的化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

包括将初次注水泥和补注水泥添加剂

及增产液的应用范围扩展到HPHT-hc这
一领域。这项工作包括开发新型密封

剂，并将其应用于HPHT井寿命末期的

封堵和弃井作业中，以确保长期的层间

封隔，防止流体在地下各个层段之间

流动，或流往地面。此外，采用更抗流

体和气体腐蚀的材料制造完井设备的

研究工作也在进行之中。

在常规的油井作业中，作业公司一

般不参与设备的设计和制造及化学产

品的研发工作，但作业公司的参与对未

来的超HPHT和HPHT-hc作业的成功至

关重要。作业公司与服务公司之间的合

作将对鉴定试验、制造、装配、测试和

安装作业的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斯伦贝谢的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们正

致力于这项合作，尽最大可能帮助业

界推动技术进步，来满足全球不断增

长的能源需求。                               －EBN

服务领域 最高温度

甲酸钻井液

电缆（SlimXtreme平台）

10
kpsi

12.5
kpsi

15
kpsi

17.5
kpsi

20
kpsi

22.5
kpsi

25
kpsi

27.5
kpsi

30
kpsi

32.5
kpsi

35
kpsi

电缆

钻井

岩石物理

储层

地质

地球物理

测试

添加剂

试验

评价

流体

上部

井下安全和隔离阀

封隔器

流量控制

筛管

流体

工具
下部

监测

永久

生产测井

水力压裂监测

评价

固井

增产

完井

人工举升

电缆

缓凝剂

油管传送射孔

降失水剂

电缆（SlimXtreme平台）

DST

FlexSTONE HT水泥

HEDTA 酸液

射孔

ThermaFRAC 液

WellWatcher Ultra 系统

REDA Hotline550 ESP

热采尾管悬挂器

Quicksilver Probe仪器

钻
井
和
评
价

开
发

生
产

HPHT 产品和服务汇总表。HPHT 井产品和服务涉及到一口井的整个开采寿命周期。表中的色码表明这些技术是如何适用于 HPHT，超 HPHT 和

HPHT-hc 方案的。表中的黑体字部分是本文重点介绍过的产品和服务。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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