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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油管作业及其监测新方法

连续油管（CT）作业监测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CT 作业

队只能依靠地面测量来了解井底环境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作

业人员可以利用光纤和井底传感器监测关键的作业过程，调整工

作参数以应对作业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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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井整个寿命周期中的任何一次

检修和补救性修井作业都很重要。在

修井机就位并进行压井后，很多情况

下修井作业都需要起出和更换采油管

柱。为了避免上述措施引起相关的生

产问题及产生相应的成本，许多作业

公司都利用连续油管（CT）技术对生

产井实施修井作业。该技术使作业人

员可以在保持油井正常生产的情况下

通过现有生产油管或套管下入工具和

材料。

连续油管可以满足生产井修井作

业过程中的三项至关重要的需求：首先，

任何此类作业都需要一种在地层压力

和地面之间提供动态密封的方法；其次，

需要一根可以下入井中来输送流体的

连续导管；最后，需要有一种既能将

导管下入井中又能在带压条件下将其

收回的方法。

CT 技术的优势包括动员和组装速

度快、所需作业人员少、对环境影响

小以及在下入和起出井眼过程中管子

装卸所需时间少等。更重要的是，连

续油管的连续循环能力能够帮助作业

者规避压井过程中非常容易出现的地

层损害风险。这些优点使 CT 技术能够

节省大量的成本，这一点是常规修井

作业所无法比拟的。

但连续油管作业也并非十全十美。

自该技术问世以来，CT 作业队一直不

得不通过地面测量数据来了解井底情

况。修井作业一经实施对任何油井的

井底环境都会造成干扰，这是由此类

作业的性质所决定的。各种机械处理、

化学反应以及流体流动都将不可避免

地对井底环境造成影响，从而引起压

力或温度变化。除了极少数油井实施

高成本永久性完井的例子之外，对井

底环境变化进行监测的唯一方法就是

实施地面压力和流量测量。

引起井底环境变化的第一次事件

和随后事件之间的相互干扰可能严重

阻碍或影响上述测量工作。而地面测

量最大的局限性在于无法反应井底变

化与其深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无

法直接测量到井底参数，针对某些重

要问题，如井中液面深度或封隔装置

膨胀时所处的深度或射孔作业前的井

筒压力，作业人员只能进行推断。

上述问题正在通过光纤得到解决。

其中一个应用就是一种新型井底监测

系统，它利用 CT 管串内的光纤束在为

地面和井底仪器和传感器之间提供遥

测的同时可以沿整段井筒进行温度测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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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压力和温度数据与由 ACTive
井下实时动态系统提供的深度对比数

据结合后使 CT 作业队能对井下状况进

行测量并在井下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

对其进行监测。

井下数据可为作业人员提供有关

油井对现有处理措施反应的量化反馈

信息。由于这些井下测量能够与深度

联系在一起，因此就有可能将其与现

有的岩石物理测量数据建立起联系。

还可以进一步将 CT 数据与地面显示指

标及邻井数据联系起来来验证处理措

施的效果。现场解释软件可以帮助作

业者对一些可能表明作业偏离工作设

计的微妙迹象进行评估。随后，在 CT
管柱仍在井筒内及处理措施仍在进行

的情况下，作业人员可以通过调整参

数来优化处理措施，快速应对井下环

境的变化。

本文对 CT 系统进行了简要回顾，

并对该技术的一般应用进行了介绍。

通过马来西亚、加拿大和沙特阿拉伯

等地的一些研究实例说明了作业人员

是如何利用 CT 测量和遥测技术方面的

新成果来优化井下处理项目的。

CT 的典型应用

所有 CT 地面作业的核心都是一

个连续油管车（CTU），其上缠绕着一

根连续的柔性钢管。在被运往井场途

中，该钢管一直被缠绕在一个大型存

储滚筒上。先将钢管从存储滚筒上松开，

然后使其通过一个鹅颈管，钢管变直

后将其下入井筒。作业结束后，将柔

性管从井中起出，然后重新缠绕到滚

筒上（左上图）。

通过位于缠绕滚筒中心的一个高

压旋转接头来将处理液泵入油管（即

使滚筒处于旋转状态），并利用注入头

来将 CT 管柱从滚筒上松开并将其下入

井筒。CTU 控制室内的 CT 作业人员通

过控制水力驱动的注入头来调整 CT 管

柱的运动和深度。利用位于注入头下

方的一个防喷环组件可在油管柱周围

实现动态密封，这在 CT 管柱下入和起

^ 连续油管车。CTU 最显著的特征是其滚筒，CT 作业队在控制室内对该滚

筒进行操控。有些滚筒可以携带长度超过 20000 英尺（6100 米）的连续油管。

^ CTU 控制室。位于滚筒后的控制室能够清楚地观察整个作业过程。CT 作业人员可以在控制室内对

连续油管作业实施全面的控制（包括注入量、泵压和井下工具激活控制等）。卫星通信可为全球的

连续油管作业提供实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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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带压井过程中至关重要。位于防喷

环和井口之间的防喷器（BOP）组具

有辅助控制及应急调压的功能。作业

过程的监测和协调都由 CTU 控制室的

工作人员完成（前一页，左下图）。

连续油管的直径一般为 1 － 2 英

寸，长度可在 2000 － 20000 英尺（610 －

6100 米）以上，主要取决于卷轴的尺寸。

由于油管是连续的，在将其下入油井

过程中无需进行连接，因此 CT 可以在

下入和起出井眼过程中保持连续循环。

在油井处理作业过程中实现连续循环

能够改善流量控制，而将 CT 应用于带

压井修井作业正是主要基于这方面的

考虑。

作业人员开始在越来越多的完井

或修井作业中利用 CT 来实施射孔、增

产处理或清除结垢和碎屑等作业，以

改善油井动态。浅层气井中的 CT 管柱

有时还被用作生产管柱，有时甚至还

被应用于某些钻井和固井作业中。CT
的强度和硬度优势及其所具有的循环

处理液体的能力使其在修井方面明显

优越于电缆起下工具 [1]。

连续油管作业可以分为三大类：

工具输送或布置、流体输送或充填以

及完井作业。

工具输送－连续油管所具有的强

度和硬度方面的优势使其可以将设备

和工具推送过或拉过大斜度井眼（或

水平井眼）和受限位置，甚至还可以

将阻碍物推离目标层。实际应用表明

连续油管能够在多种作业中完成输送

井下工具的任务。

在层间封隔作业中，作业人员必

须设置桥塞或封隔器来对井筒内特定

层段进行机械隔离。输送和下桥塞及

座放机械、水力或膨胀式封隔器的工

作常常通过连续油管来完成。

在清井作业中，需要采取措施来

清除那些限制油管或套管流量进而影

响产量的结垢或填充物 [2]。其中一个

办法就是将配有清除工具的 CT 下入

井中来清除这些物质（上图）。Blaster
工具就是其中的一种，这是一种旋转

高压喷射工具，能够强力喷射溶剂、

酸液或腐蚀性流体，从而达到清除结

垢或清洗井下筛管和射孔孔眼的目的。

此外，连续油管技术还被拓展应

用到了油井射孔作业中。通常情况下，

通过在专门射孔枪内的射孔弹来射穿

油管和套管，从而使井得以生产。在

许多情况下，射孔枪是通过电缆下到

井下的，但由于电缆工具必须依靠重

力才能到达目标层段，因此可能无法

将该方法应用于水平井或大斜度井。

而且在欠平衡井中，地层压力对电缆

工具造成冲击，会将射孔枪往上推，

引起电缆打结，甚至导致射孔枪卡塞。

对此类油井，可以将射孔枪附在

井下常规有节油管或连续油管的末端

进行传送。这两者的强度和硬度都要

优于电缆，能够为油管提供更大的负

载能力，相当于大大延长了射孔枪管

串和增大了布置角度。与常规有节油

管相比，CT 技术在下入和起出井眼的

速度方面占有优势。

流体输送－ CT 技术的流体循环

或流体注入能力使其尤其适合于投产、

清井、固井和增产处理等作业。

连续油管在一口井的投产过程中

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当钻井液或修井

液所产生的静水压力大于地层压力时，

储层流体将无法流入井筒。通过 CT 管

柱将氮气泵入液柱来降低井筒静水压

力是一种常见的启动生产的方法（下

图）。

在CT管柱被下入到目标深度之后，

通过管柱泵入氮气，使其流入井内的

液柱中，氮气可以降低静液柱的密度。

一旦静水压力低于储层压力，油井便

可开始生产。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循

环诸如柴油（而非氮气）之类的轻质

液体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 除砂。地面泵所产生的压力驱使流体流经一个专门设计的喷嘴以冲掉砂粒、

结垢或其他填充物。

^ 氮气启动油井生产。一些油井需要借助外力

才能开始生产。在油井中注入氮气能降低完井

液或压井液引起的压力，从而使储层流体流入

井筒。

1. 有关 CT 应用更多的信息，请参见：Boumali A，
Brady ME，Ferdiansyah E，Kumar S，van Gisbergen S，
Kavanagh T，Ortiz AZ，Ortiz RA，Pandey A，
Pipchuk D 和 Wilson S ：“连续油管：无钻机井

下作业新方法”，《油田新技术》，17 卷，第
4 期（2005/2006 年冬季刊）：28-41。

2. Ali A，Blount CG，Hill S，Pokhriyal J，Weng X，
Loveland MJ，Mokhtar S，Pedota J，Rødsjø M，

Rolovic R 和 Zhou W ：“综合洗井系统 ：提高效

率降低风险”，《油田新技术》，17 卷，第 2
期（2005 年夏季刊）：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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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技术最常见的应用是清除井筒

中的砂粒或碎屑。井筒中的填充物会

影响油气流动速度，因此将对油气生

产造成严重影响。另外，这些充填物

还会在油井作业中阻碍钢丝或电缆工

具顺利通过，或妨碍井底套筒和阀门

的开启或关闭。常见的填充物包括生

产过程中从储层中带出的砂粒或微粒、

水力压裂作业过程中使用的支撑剂、

有机垢以及修井作业产生的碎屑等。

要清除填充物，通常将安装在 CT
末端的喷嘴下入井内以循环水、盐水

或柴油之类的清洗液。流体在循环过

程中通过 CT 管柱和完井管柱之间的

环形空间将碎屑带到地面。有时，还

在填充物被循环带出井筒之前先泵入

酸液或溶剂，用化学方法分解填充物。

此外，还可以利用凝胶液来实现比水

和柴油更大的携带能力。凝胶液的粘

性会降低颗粒下落速度，在直井及斜

度不大的井中非常有效。在某些情况下，

添加氮气还可以提高流体举升固相的

能力。

作业人员常常将连续油管作为导

管将水泥泵入井底。在挤水泥作业过

程中，可以在一次或二次层间封隔中

利用连续油管封堵射孔孔眼或套管漏

失，也可以在投产或弃井作业中利用

连续油管下水泥塞 [3]。在挤水泥作业中，

通过将专门设计的水泥浆在一定压力

条件下泵入空隙来封堵套管泄漏或现

有射孔孔眼。设计合理的挤水泥作业

可以使水泥充填到地层和套管之间的

空隙中，形成隔离。在打水泥塞作业中，

利用 CT 将水泥浆循环到目标位置，然

后再上提 CT 管柱使其到达水泥顶部以

上的位置。必要时，可以轻微挤压水泥，

在水泥被末段水泥浆驱替后，再将 CT
起出井眼。

与常规修井机相比，采用 CT 方

法固井具有多种优势：

● 无需起出完井设备；

● 可以在不实施压井的情况下开展作

业；

● 可以准确地注入水泥，从而减少泥

浆污染。

增产处理项目也经常利用 CT 来

输送增产液，以通过恢复或改善储层

渗透率来提高油气井产量。在基质酸

化处理中，处理液常常是在低于临界

地层破裂压力的情况下被泵入的（请

参见“高温油气井增产方法”，第52页）。

采用该方法可以在不形成任何裂缝的

情况下促使处理液流过连通的孔隙空

间。

完井作业－ CT 可加速生产管柱

和相关完井设备的安装。在某些油井

中，CT 管柱或 CT 管柱的一部分会作

为永久性完井设施的一部分被保留在

井中。CT 完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延长

老油气井的生产寿命。常见的应用包

括速率管柱、油管补贴和过油管砾石

充填（GP）。
例如，在某些井中，作业人员将

CT 作为现有生产油管中的速率管柱永

久性地安装在井中。当因产出流体的

气液比下降或井底压力下降而引起产

量下降时常常使用这一方法。随着天

然气含量的下降，流体流速会降低，

而随后出现的流体滑脱现象会引起井

筒积液。速率管柱减小了管柱的流动

截面积，从而使特定产量下的流速更高，

将流体带出井筒。

连续油管既可以用作输送又可用

作对生产管柱进行补贴。可以在完井

作业中对连续油管补贴进行定位，以

修补油管机械损坏或油管腐蚀部分，

从而永久性地封堵滑套或隔离射孔孔

眼。坐封在补贴底部和顶部的封隔器

使补贴就位，在现有的完井和 CT 管柱

之间提供密封。

在完井作业中，常利用连续油管

来输送工具、流体和材料。为防止出砂，

井中疏松砂岩层经常需要使用GP筛管。

在 GP 作业中，一般需要进行下冲洗

作业。

首先，将 CT 管柱下入到 GP 深度，

然后再通过连续油管泵入砾石。随后

将 CT 管柱取回地面并配上一个 GP 筛

管组件（左图）。当筛管下到砾石顶部

时，利用 CT 泵入流体来搅动砾石，将

筛管定位于射孔处。随后再将 CT 管柱

取回地面。GP 在地层流体流动的同时

使砂粒保持在原地。如果非 GP 井在

开采后期出现出砂情况，可利用连续

油管实现过油管 GP 完井，通过现有

生产油管安装 GP 筛管，从而保留原

始完井设备。

ACTive 传感器和遥测技术

填充物清除、基质酸化增产处理、

固井作业和其他 CT 应用取得成功的关

键在于能够对井底参数（如温度和压力）

进行模拟和评价。在其他诸如射孔作

业或封隔器、油管补贴或造斜器设置

之类的应用中，还必须具备准确控制

深度的能力。然而，CT 作业队和作业

者常常根据间接的地面指示来推断这

些关键参数。

在常规 CT 作业中，通常根据泵

或井口的地面压力读数来估算井底压

力。然而，压力经过数千英尺的井筒

^ 砾石充填下冲洗。在砾石充填筛管向砾石顶

部下入的同时，地面泵被启动。泵速被控制在

足以使砾石流动但又不会使其再循环回到油管

的水平。在泵工作过程中，CT 被缓慢下入到砾

石中，直到筛管到达目标下入深度为止。通过

CT 管柱泵入投球来释放筛管，之后再将 CT 管

柱起出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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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衰减，在到达地面时已经发生了

变化。因此，地面指标有时会提供错

误的信息。

工具深度是另一项可能出现误差

或解释错误的关键参数。例如，准确

布置射孔枪串是任何射孔作业成功的

关键，而深度控制不当将意味着射孔

段目标错误，甚至会射开水层。

过去，需要进行专门的下入捆绑

作业来控制深度，将 CT 与存储式自然

伽马和套管接箍定位器（GR-CCL）一

起下入井眼，以识别井中已知的参考

点。参考点一般包括井底、已知节流

点、明显的完井设备或短管。诸如 TD
或已知节流点之类的参考点可以通过

仔细标注进行识别。其他诸如短节或

完井层段之类的参考点可通过 GR-CCL
仪器确定其位置。一旦到达参考点，

作业人员立即对地面连续油管做标记，

以标明此时从滚筒中拉出的连续油管

总长度。然后起出 CT GR-CCL，安装

射孔枪。

此外，在进行深度控制时还应考

虑其他一些因素 ：从井下对比点到产

层这一层段的长度，以及其他许多新

的细节必须加以考虑。在存储下入作

业和射孔下入作业之间，更换工具将

会明显改变底部钻具组合（BHA）的

尺寸和重量、流体、摩阻、碎屑以及

连续油管变形等情况。任何一个因素

或多个因素相结合后都可能改变与地

面参数标志相对应的井下测量点的位

置。油管深度误差高达 0.3% 也并非不

常见 [4]。

业界已充分认识到依靠地面指示

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

具体包括：

● 深度控制不当引起封隔器和桥塞下

入深度出现偏差

● 深度控制不当引起射孔枪点火偏离

目标深度

● 压力问题导致射孔枪点火失败（在

将连续油管取回地面后才被发现）

● 射孔前欠平衡不足导致井动态不符

合预期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开发出了一

套特殊的 BHA 及用于评价井下作业动

态的先进的光纤遥测系统和地面控制

系统。ACTive 监测系统在 BHA 内内置

传感器来测量温度、环空压力及 CT 压

力（右图）。深度控制通过一个同样位

于 BHA 内的可配置套管接箍定位器来

完成。CCL 非常灵敏，在任何测井速

度下均能检测到接箍，并能在 15 英尺

/ 分钟（4.6 米 / 分钟）的测速下检测

到平式接头的连接点。此外，CCL 这

一高灵敏性还帮助作业人员发现了其

他异常（如射孔和套管破损）。

这一名为 PTC（压力、温度、

CCL）的 BHA 及相关的遥测系统能够

为作业人员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

而如果采用地面测量，这些信息可能

要在数秒后才能采集到（或者根本无

法采集到）。井下测量数据的应用使

CT 作业队能够更准确地控制深度，并

及时应对处理过程中出现的参数变化。

PCT 组件安装在 CT 管柱终端的 CT 头

下部，可以与诸如射孔枪、多边定位仪、

膨胀式封隔器以及喷射工具之类的其

他 CT 工具一起下入，并可承受较高的

张力载荷、扭矩和压力。

该工具由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

CT 头（在容纳光纤终端的同时提供

CT 接头）以及为电子元件供电的电源

组。BHA 的外径为 21/8 英寸（5.4 厘米），

内置有一个单向阀。最小流通限流尺

寸为 0.688 英寸（1.7 厘米），可使球操

控工具在光纤接头以下工作。

在 CT 管柱内装有结实耐用的高

带宽光纤遥测系统以将 PCT 测量数据

传输到地面。与其他硬线传输介质相比，

光纤具有许多优势。与电线不同，玻

璃纤维以光脉冲的形式传播信号，传

输速度更快且不受电磁干扰。光脉冲

的某些波长对温度变化极其敏感，利

用这一特性开发出了沿整个纤维进行

温度测量的传感器（请参见“利用光

纤技术测量井下温度”，第 34 页）。

ACTive 系统有四根光纤 ：两根

PTC 专用，一根用于测量温度，另一

根作为备用。这些光纤被封闭在柔性

INCONEL 钢制保护套内。该保护套与

光纤都通过 CT 滚筒下入到位于 CT 管

柱末端的工具头中。光纤保护套的外

径只有 0.071 英寸（1.8 毫米），对 CT
内截面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

此不会对泵速产生影响。而且，其重

量非常轻，只相当于一段同等长度单

芯电缆重量的 20 分之一。

 (CT)

CT 

CT 

^ ACTive BHA。井下温度和压力传感器及套管接

箍定位器是 ACTive BHA 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组

件长度仅为 7 英尺（2 米），安装在 CT 头和转

换接头之间，以提供通过 CT 管柱下入的井下工

具上方的测量数据。数据由金属保护套（插图）

内的光纤传送到地面。

3. 通常利用膨胀式封隔器进行一次层间封隔，

之后利用水泥进行二次层间封隔。

4. Rangel PD，Sorman I，Blount CG 和 Woods N ：

“Fiber-Optic-Enabled Coiled-Tubing Operations on 
Alaska’s North Slope”，SPE 106567，发表在 SPE/
ICoTA 连续油管和修井大会暨展览会上，美

国得克萨斯州Woodlands，2007年 3月 20-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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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属保护套的镍铬合金进行了

广泛的测试，测试结果表明该合金能

够经受300°F（149°C）的高温及在腐

蚀性酸液处理或氮启动生产或填充物

清除过程中常见的恶劣井下环境的考

验。这种配套光纤系统不会对标准的

CT程序带来任何其他影响。

安装在CT滚筒压力舱壁后的双向

通信模块通过光纤系统接收PTC传感

器数据，同时，通信模块还可以通过

仪器的光纤束将指令传送到井下。地

面的通信网桥能够以无线的方式安全

地在通信模块和CTU控制室内的路由

器之间传送数据。控制室内的电脑对

井下作业参数进行监测，并可利用其

将指令回传给通信模块，然后再向下

传给仪器（上图和下一页图）。作业

人员可以利用ACTive BHA、遥测和控

制系统监测环空压力来确认清除作业

的效果，测量封隔器周围的膨胀压力

和压差，或者实时确认射孔枪是否已

成功点火。

上述井下测量方法已经在全球

范围内的一系列应用测试中得到了验

证。

马来西亚ACTive射孔实例

Talisman 马来西亚有限公司（TML）

在南中国海拥有 130 多口油气井，该

公司在作业中获得了大量利用 CT 输送

实施射孔的经验。为实施 CT 射孔作业，

TML 决定利用 ACTive 系统来确保在目

标深度进行射孔。TML 设定了一个不

超过安全地层压降的最大欠平衡压力

以规避射孔孔道坍塌的风险 [5]。同时，

该公司预计通过避免实施深度对比测

量可节省钻机时间。

^ CTU 控制室内的数据显示。电脑监视器可提供多种显示图像。图中，利用 CCL 数据生成了深度对比图。为了消除背景噪声，对原始 CCL 数据（红色曲线）

实施了滤波处理（蓝色曲线）。当滤波值超过特定的门限值时，就会触发响应（绿色曲线），该响应将用于对比。除了利用 CCL 数据实时绘图外，用户

还可以输入先前测井作业获得的套管接箍深度（蓝点），这些深度可用作深度对比点。

5. Rae G，Yusof MB，Ghani J，Mokhtar S 和 Munro J：
“Improved Method for Underbalanced Perforating 

with Coiled Tub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SPE 
113698，发表在 SPE/ICoTA 连续油管和修井大

会暨展览会上，得克萨斯州 Woodlands，2008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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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pher - [Bottom Hole Pressure Condition Indicators]

Zone-1: 5600 ft Zone-2: 5750 ft 

Zone-3: 6000 ft  Zone-4: 6050 ft 

Talisman 的作业经验以及射孔记

录和生产分析结果表明，负压越高，

射孔污染清除效果越好。但在一些邻

近油气田中，由于压降过大射孔枪出

现了卡砂。在对岩心和测井数据进行

评价后，TML 油藏小组认为 1000 psi（6.9 
MPa）的初始负压将足以清除射孔污染，

同时避免射孔孔道坍塌及流体侵入新

射孔以外区域。该小组选择了深穿透

射孔弹来穿过钻井污染带，并增大有

效井筒半径。

TML 计划对几个长度仅为 2 － 3
米（7 － 10 英尺）的层段实施射孔作

业，因此需要采用一种具有较高深度

精度并能够确认射孔枪成功点火的方

法。同时，TML 还希望在必要的情况

下能够将 CT 技术灵活地应用于诸如清

除填充物之类的其他作业中。尺寸和

重量也是其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因为

该项作业将在不使用钻机的情况下实

施，多数平台上的起重机能力只有 16
吨左右，且甲板空间有限。

TML 公司的计划需要利用氮气

驱替井筒流体，以达到该储层所要求

的 1000 psi 的负压，该储层的压力为

3200 psi（22 MPa）。在氮气泵入过程

中，为了达到预期的负压，作业者根

据 ACTive 实时井下压力测量数据又从

井中驱替了 50 桶（5.8 米 3）流体。随

后的实时测量确认了井底压力为 2200 
psi（15.2 MPa），表明已经按射孔设计

要求达到了 1000 psi 的负压。

^ 井下压力读数。该窗口用于监测井筒内不同深度的井下压力状况。可以将 ACTive 井下压力数据与用户输入的流体类型方面的数据结合后获得有关井

下压力状况的反馈信息。尽管上图只显示了四个层的情况，实际上作业者可以最多同时监测 6 个不同深度的压力。每个表盘不同的背景颜色代表特定

产层的实时压力条件。表盘只显示某个时间点的瞬时压力，而每个表盘下方的条形图则显示了整个作业过程中的压力条件。在作业过程中，可以很方

便地实时参考这些读数，也可以将这些读数储存起来用于作业后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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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爆指示。将编码压力脉冲序列传到井底用来对射孔枪发出点火指令。实时数据可以证实静水压
力的变化、点火头激活脉冲以及射孔作业等事件。在本实例中，射孔枪点火后井下压力和温度都显

著升高。

^ 酸化处理前注水的 DTS 温度响应。根据 FMI 全井眼微电阻率扫描成像测井资料得到的裂缝密度图
（下）显示该井裸眼完井段存在大量的裂缝。在利用预酸化水冲洗井筒之后，获得了 DTS 测量数据

（蓝色曲线）。温度数据显示水流入地层裂缝的三个冷点（WI），温度明显降低。作业者预计随后进

行的酸化处理能够对这些层段发挥作用。在酸化处理后进行的另一次 DTS 测量（红色曲线）显示

有四个热点，在这些热点裂缝被酸液打开。2 号层和 4 号层与作业者的预期一致，而 1 号层和 3 号

层却给作业者带来额外的惊喜：这两个层中的裂缝虽然吸收了酸液，但在预水洗过程中却未吸收水。

ACTive BHA 上的 CCL 仪器帮助作

业者准确地将射孔枪定位在待射孔层

段。在下入过程中，CCL 检测到了射

孔层段之上安装的一些短管。在第一

次下入作业中，采用一个 10 米（33 英

尺）长的射孔枪串对一个产层进行了

射孔。射孔枪到达目标深度后，通过

环形空间将氮脉冲传到井下的 eFire-
CT 电子点火头系统。在接收到正确的

脉冲序列后，eFire-CT 系统引爆了射

孔枪。作业人员在控制室内确认了射

孔枪已经按计划点火：ACTive 传感器

记录到井底压力瞬时增加到了 2700 psi
（18.6 MPa），井底温度也随之提高（左

上图）。

之后，将连续油管起出地面，该

井开始生产。在对第二个邻层实施射

孔之后，该井产量达到 7000 万英尺 3/
日（198 万米 3/ 日）。

加拿大裸眼增产作业实例

加拿大西部的一家作业公司计划

在某老气田的多分支井中实施基岩酸

化处理，其间面临多项挑战。该分支

井由两个在天然裂缝性白云岩地层中

裸眼完井的分支组成。除甲烷以外，

该分支井的产出气中还含有 21% 的硫

化氢和 5% 的二氧化碳。酸化措施的

成功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

● 能否将工具输送到该井的每个分支

● 工具在低流体静压环境下能否正常

工作

● 增产液处理地层的效率

该气田储层衰竭开采导致的低流

体静压环境限制了其支撑整段液柱的

能力，而要采用依靠压力脉冲遥测技

术的井下工具却通常要求其具有这种

能力 [6]。具有光纤遥测、CCL 深度控制、

精确的流体输送和井下温度和压力测

量能力的 ACTive 基岩酸化压裂技术是

一种理想的选择。为了引导工具进入

目标分支井眼，在位于 ACTive BHA 之

下的过渡接头安装了一个多分支井再

入工具。

Discovery MLT 多分支工具由一个

定向工具和一个可控弯接头组成。CT
工程人员可以在控制弯接头角度的同

时从地面对工具进行定位从而识别多

分支井的各分支井眼窗口。井下压力

读数可以帮助作业人员确认工具是否

已经成功进入目标分支井眼。在工具

进入实施增产处理的目标分支井眼后，

借助基于 CCL 的深度对比对 BHA 进行

准确定位，以优化增产处理效果。

预处理分布式温度传感器（DTS）
数据为 CT 作业队确定增产处理酸液和

转向酸液的位置提供了指导，在处理

过程中获得的实时井底压力读数为 CT
作业队提供了反馈信息。在初次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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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下温度和压力。首次下入确认了水泥浆设计的深度和井底温度（左）。

实时压差稳定地保持在10000 psi，证明了封隔器的完整性（右）。

6. Harber B，Stuker J 和 Pipchuk D ：“Improved 
System for Accessing Multilateral Wells in Canada”，
SPE 113724，发表在 SPE/ICoTA 连续油管和修

井大会暨展览会上，得克萨斯州 Woodlands，
2008 年 4 月 1-2 日。 

7. Cismoski DA，Rossberg RS，Julian JY，Murphy 
G，Scarpella D，Zambrano A 和 Meyer CA ：

“High-Volume Wellwork Planning and Execution on 
the North Slope，Alaska”，SPE 113955，发表在

SPE/ICoTA 连续油管和修井大会暨展览会上，

得克萨斯州 Woodlands，2008 年 4 月 1-2 日。

酸液后，根据井下温度读数确定了得

到改善的流体注入点，以及其他可能

进一步实施处理的层段。在对这些井

下读数进行分析后，作业者针对下一

阶段处理对转向和酸化程序做了调整，

并对泵程序进行了修改。这些调整使

流体在最初酸化处理的层实现临时转

向，从而使多分支井的每个分支都得

到了更好的综合处理（前一页，左下图）。

随后进行的 DTS 测量结果证实了酸液

已成功转向至其他目标增产层段。

沙特阿拉伯降低含水率实例

ACTive 系统被用于恢复沙特阿拉

伯一口含水率为 60% 的水平井的产油

作业。该井是一口裸眼完井的新井，

一直断断续续地从一个碳酸盐岩储层

中产油，水大多产自该井底部。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意识到要在该

水平井中实施堵水作业难度较大。深度、

井底温度和压力信息的缺失将会对高

膨胀桥塞的稳定性、水泥塞的配置及

用于封隔产水层的隔离装置的布置产

生影响。沙特国家石油公司选择了利

用 ACTive 系统在不使用修井机的情况

下进行层间封隔，降低含水率。

作业人员在 CT 上布置了一个过

油管膨胀式封隔器，该封隔器与一个

水泥塞一起将产水层与其他水平井段

隔离开来。在首次下入井眼过程中获

得的 PTC 温度和压力测量数据为制定

水泥浆程序奠定了基础。在第二次下

入井眼过程中布置了封隔器。从 PTC
套管接箍定位器获得的实时读数用于

确定该裸眼完井井内的套管底部位置，

而封隔器的座放深度从这里进行对比。

在将封隔器放置在油 / 水界面后，通

过 ACTive BHA 投球来完成封隔器的座

放和膨胀。在第三次下入过程中，往

封隔器顶部泵入了一些特制的水泥浆

（左图）。为了恢复生产，CT 作业队将

氮气泵入井眼以替换压井液，与此同

时对井下压力进行实时监测。

ACTive 隔离作业使沙特国家石油

公司节省了一半的作业时间。同时，

也使产水量从原来的 3000 桶 / 日（477
米 3/ 日）下降到了 1500 桶 / 日（239
米 3/ 日），原油产量提高了 1000 桶 / 日
（159 米 3/ 日）。

未来的发展

光纤技术新的测量能力是多项研

究的焦点，可能会使 CT 应用仪器的阵

列得到加强。这些测量技术将推动生

产测井能力的进步，并使作业人员得

以对作业参数进行监测，从而有助于

优化 BHA 动态和延长其工作寿命。随

着现场应用经验的积累，开发出了一

些更加成熟的工作流程以及一些更加

直观的解释软件，从而最大限度地利

用井下测量数据。

作业者已经认识到通过井下环境

监测提高安全性和效率能够为他们带

来的好处。随着越来越多的作业公司

开始通过台式电脑来监测这些作业，

安全性和效率可以得到进一步提升，

因为工作人员在办公室便可以实现工

作进度控制，从而减少旅途及井场风险。

这一工作形式已经在某些地区得以实

现。在阿拉斯加，BP 公司的员工利用

安全、实时的井场数据传输对作业进

度进行监测 [7]。通过标准的 Web 浏览

器和互联网端口，BP 公司 Anchorage
办公室的专家与普拉德霍湾周边约

80% 的 BP 公司井场建立起了联系。将

数据传输到工作环境网络化的 BP 公

司 iCenter 可以使 Anchorage 的工程师

与井场作业人员一起查看数据并就作

业方案进行讨论。

随着光纤连续油管技术应用领域

的不断扩大，这一技术将被越来越多

的作业公司所采纳，而其性能也将随

之提高。                                            － M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