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油

勘

探

与

开

发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7 年 12 月

文章编号：1000-0747(2017)06-0967-07

Vol.44

No.6

967

DOI: 10.11698/PED.2017.06.15

国内外水平井控水技术研究现状
孙昕迪，白宝君
（Missour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olla Missouri 65401, USA）
摘要：分析了国内外水平井控水技术研究现状，介绍了水平井中常用的控水技术，总结了针对不同完井方式水平井
的控水方法。控水方法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即机械方法和化学方法，两类方法可单独使用或组合使用。机械方法通
常用于井筒或近井堵水，化学方法可用于封堵基质孔隙或裂缝。在设计堵水方案时应考虑井筒的完井方式，机械方
法和化学方法均可用于裸眼完井及套管射孔完井的水平井；割缝衬管完井及防砂筛管完井只能选择化学方法进行堵
水，机械方法只能提供临时的区域分隔。机械方法成本略高于化学方法，且堵水过程中的深度校正也是一个操作难
点。当出水点在水平井趾端时，机械或化学方法均可单独使用；当出水点靠近跟端或在水平井段时，则需使用封隔
工具进行层位封隔及目标层封堵。图 1 表 1 参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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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review of water shutoff methods for horizontal wells
SUN Xindi, BAI Baojun
(Missour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olla Missouri 65401, USA)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water control techniques that have been applied in horizontal wells and
presents the water control methods for wells of different completion types. Water shutoff techniques are classified as mechanical methods
and chemical methods. These methods can be used individually or in combination. Mechanical methods are usually used to deal with
wellbore water shutoff or near wellbore water control. Chemical methods are used in plugging matrix or fractures. Completion type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designing a water shutoff project. Both mechanical methods and chemical methods can be used in open hole
and cased hole horizontal wells. In the wells that completed with perforated liners and wells completed with sand screen pipe, only
chemical methods can be used to control excess water production, while the mechanical methods can only provide temporary zonal
isolation. Mechanical methods are slightly higher in cost than chemical methods, and the depth correction is a challenge. Mechanical and
chemical methods can be individually used if the water entry point is at the toe. A combination of packers should be designed for the
wells with water entry point near the heel or along the la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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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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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分析国内外水平井控水技术研究现状，介绍水
平井中常见的控水方法，并总结针对不同完井方式应

过度产水是油气田开采中面对的严峻问题之一，
尤其是对于开采中后期的油气藏。过度产水严重影响
油气藏的开采寿命及油气产量，也会造成井眼腐蚀、
出砂等问题。由于产出水的化学组成比较复杂，要使

选择的控水方法。

1 常见控水方法

应用于水平井的控水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机械方

处理后的产出水完全达到环保标准也会增加处理成

法和化学方法。这两类方法可单独使用或组合使用 [1-2]。

本。因此，选择有效且经济的堵水方案十分重要。目

1.1 机械方法

前，在油气开采过程中，为了增加井筒与油气藏的接

机械方法是使用机械封隔工具封堵出水点或者为

触面积进而达到增产目的，水平井的使用与日俱增，

后续堵水提供层位封隔。封隔工具可分为可膨胀封隔

水平井过度产水问题也逐渐得到重视。本文通过文献

工具和非可膨胀封隔工具（见表 1）。可膨胀封隔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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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名称

常用封隔工具特性及封堵机理

形态

可
膨
胀
性

可
回
收
性

Vol. 44

No.6

可膨胀封隔工具包括膨胀式封隔器、桥塞、遇水/
油膨胀封隔器、跨式封隔器、水泥膨胀式封隔器及膨
封堵机理

胀管等。膨胀的过程由不同的机制触发：膨胀式封隔
器通过橡胶囊实现膨胀；桥塞和膨胀管由机械助力完
成膨胀过程 [3] ；遇水/油膨胀封隔器与井液接触时触发

水泥塞

无

水泥固化成
刚性水泥块
无
从而完全
封堵空隙

膨胀。一些可膨胀封隔工具（如跨式封隔器）具有两
个膨胀元件和喷嘴，既可用作层位封隔器又可用作注
入装置。两个膨胀元件可提供层位封隔，工作液可通
过两个膨胀元件间的喷嘴注入到目标层位。
套管外封隔器（ECP）是一类特殊的可膨胀封隔工
具，主要结构是套管外的可膨胀橡胶囊，经常在裸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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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式
封隔器

有

橡胶囊膨胀
后完全填充
有
空隙从而
实现封堵

井水平段中与割缝衬管或防砂筛管间隔配置使用，通
过橡胶囊膨胀实现环空填充从而达到封堵目的。

非可膨胀封隔工具一般为水泥塞。水泥是常见的

直井堵水材料。但在用于水平井段堵水时，由于重力
的影响可能造成不完全封堵。因此，水泥塞适用于封

桥塞

有

通过机械扩
张实现膨胀
有
从而封堵
空隙

堵井筒内靠近垂直井段区域的出水点。近年来，新型
泡沫水泥已被广泛应用于矿场实践。泡沫水泥是将高
压气体（通常为氮气）注入含有发泡剂和泡沫稳定剂
的水泥浆中产生的 [4]。相较于常规水泥，泡沫水泥具有

跨式
封隔器

遇水/
油膨
胀封
隔器
水泥
膨胀式
封隔器

膨胀管

有

有

有

与膨胀式封
隔器类似，由
可膨胀元件
有
（即橡胶囊）
膨胀实现
封堵
与井液接触
后引发膨胀
有
从而实现
封堵
可膨胀元件
膨胀并挤注
有
水泥实现
封堵

钻井液驱替率较高和抗水、气突破等优点 [5]。此外，还
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水泥仍处于试验阶段，如膨胀水泥、
高触变性水泥和纤维增强型中性密度水泥等。
1.2 化学方法
机械封隔工具可以用于封堵井筒本身的硬件破损
以及近井地带较大的裂缝 [6] 。然而，在一些特定情况
下需要封堵岩石基质或细小的裂缝，因此化学方法便
被广泛研究和使用。以下是一些在水平井中常用的堵
水剂。
①凝胶。常见的凝胶主要由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
（HPAM）和乙酸铬组成，可通过加入其他添加剂来
调节凝胶的性能 [7] 。不同的交联体系组分和油藏环境
会使凝胶呈现不同强度。由于注入物是成胶前的聚

版权所有
有

由锥体向金
属保护层施
无 压，使膨胀管
产生形变从
而封堵空隙

合物与交联剂的混合物，因此凝胶的成胶过程发生在
地下。

②聚合物及膨胀剂。聚合物由于强度较低，经常

被用作流度控制剂而非堵水剂。然而，Zaitoun 等 [8]发

套管外
封隔器

有

橡胶囊膨胀
无
后实现封堵

现聚丙烯酰胺（PAM）在遇到膨胀剂时会发生膨胀，
因此可以被用来封堵目标层。因为该药剂对水和油气

由可膨胀元件组成，在其到达目标层后，可以在井眼

的封堵效率不同，所以被称为选择性堵水剂。通常情

中膨胀并完全填充空隙从而达到封隔的目的。大多数

况下，对水的封堵效率高于对油的封堵效率。

可膨胀封隔工具是可回收的，在特定情况下，可回收
式膨胀封隔工具也可与水泥塞一起实现永久封隔。

③吸水膨胀型高分子化合物（WSP）。这种材料是
高吸水性聚合物交联体系，也被称为颗粒凝胶 [9-10]，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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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大小为微米—毫米级。在不同组分和浓度的盐水

膨胀式封隔器并在其下方注入了 23.85 m3 有机聚合

中，WSP 可以吸收质量为其自身质量 5～400 倍的水。

物。第 2 个水泥膨胀式封隔器被置于 2 617.9 m 处，并

④微基质水泥。该水泥的颗粒尺寸小于 10 μm，仅

在两封隔器间挤入水泥形成水泥塞。堵水后含水率并

为常规水泥的 10%。微基质水泥可以进入高渗油藏的

无明显变化，可能是部分化学堵水剂进入产油段并堵

基质孔隙和小至 0.05 mm 的裂缝

[11]

。由于与化学堵水

剂有相似的堵水机理，因此被归类为化学方法。

塞井筒所致。
除了化学方法外，膨胀式封隔器配合水泥塞封堵

⑤HWSO 系列堵水剂。HWSO 是由亚乙基丙烯酸

是常用的机械封堵方法。Saudi 等 [21] 将该方法运用于

乙酯共聚物、烷基溴和丙烯酰胺合成的 [12-13] 。由于含

Ghawar 油田一裸眼完井水平井中，出水点在水平段趾

有亲油和亲水基团，HWSO 在堵水过程中具有一定的

端。先将膨胀式封隔器置于趾端，随后注入水泥塞加

选择性。HWSO 表现为遇水时膨胀，遇油时收缩。该

强封堵。该堵水操作成功地提高了采油量并降低了含

堵水剂具有溶液和颗粒两种形态。马广博等

[14]

研究表

水率。Al-Zain 等 [22]在该油田另一裸眼完井水平井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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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相同的堵水方法，使原油产量从 492.9 m3/d 增加

明 HWSO 颗粒耐温可达 95 ℃。

2 不同完井方式水平井堵水实例
2.1 裸眼完井

至 1 049.4 m3/d，同时含水率从 47.8%降低到 8.4%。
2.2 套管射孔完井

套管射孔完井是将套管下入井中并以水泥固井，

作为最常见的水平井完井方式之一，由于没有套

再通过射孔使得井筒与产层相通。由于射孔段可以精

管和衬管，裸眼完井具有成本低和节流低等优点。然

确定位，该完井方式可以有效地控制流体从产层流入

而，在裸眼井中，与井液直接接触的页岩层可能会发

井筒。然而，为了避免液体从套管和井壁之间流出，

生膨胀从而导致井壁垮塌。由于具有易操作和成本低

该方式对固井质量要求较高。

的优势，化学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裸眼完井的水平井堵
水作业。

Lane 等 [23]对一套管射孔完井的水平井进行了有效
堵水。该井由于断层连通底水造成了产水量大的问题。

[15]

用两种凝胶在 Wafa Ratawi Oolite 油

为了保护射孔段，采用化学堵水方法。考虑到断层与

对一裸眼完井水平井实施了堵水作业。水驱导致

基质渗透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将 HPAM 和乙酸铬凝

该生产井过度产水，出水点在水平段趾端。利用连续

胶通过笼统注入的方式注入至目标层位。生产数据表

油管将无污染交联羟乙基纤维素（HEC）凝胶放置于

明，堵水作业后，产油量从 7.4×104 m3/d 增加至 11.6×104

水平井跟端作为区域隔离段塞，从而保护上部产油层。

m3/d，同时含水率从 90%降低至 72%，但在后续产油

然后，向水平井趾端注入另一种凝胶封堵出水点。堵

过程中含水率略有增加。

Uddin 等
田

[16]

水作业后，该井含水率从 82%降低到 70%～80%。

Snaas 等 [24]对卡塔尔 Idd El Sharji 油田的一套管射

Utomo 等 [17]在该油田用两种凝胶对另一裸眼完井水平

孔完井水平井进行了堵水作业。利用连续油管将水泥

井进行了堵水作业。先将一种可流动的凝胶注入到目

膨胀式封隔器下入到 3 073 m 处注入水泥从而形成水

标层，确保其最大程度进入裂缝从而实现堵水，随后

泥塞，成功地封堵了出水点，进而提高了产油量并降

注入一种强度大的凝胶封堵近井区域。

低了含水率。

Dashash 等

[18]

在 Ghawar 油田

[19]

一裸眼完井水平井

2.3 衬管射孔完井

版权所有

中成功地实施了堵水作业。生产测井仪显示出水点位

衬管射孔完井可分为 3 类：预钻孔衬管完井、割

于水平段趾端。先用膨胀式封隔器隔离产水区，再在

缝衬管完井和预置筛管完井。预钻孔衬管上有多个孔，

封隔器后注入 61.0 m 的水泥塞以加强封堵强度，最后

将其置于生产段可以在提供流动通道的同时提高井筒

在水泥塞后注入 91.4 m 的高黏度凝胶防止水泥坍落。

稳定性。对于一些胶结程度较差的储集层，一旦发生

堵水作业后，该井含水率降低了 50%，原油产量提高

坍塌，衬管的孔隙可能会被堵塞从而导致渗透率降

3

[20]

用化学方法对该油田的另一

低 [25]，进而降低油井产能。另外由于割缝衬管与预钻

裸眼完井水平井实施了堵水作业，但效果并不理想。

孔衬管具有相似功能，二者可相互替换。尽管割缝衬

该井有 360.3 m 处于产层中，堵水前含水率为 60%，

管和防砂筛管均可用于防砂，但防砂筛管的防砂效率

出水点位于趾端。针对该井实际情况，采用水泥塞和

明显更高 [26]。这 3 种完井方式均未进行固井，岩层未

有机聚合物进行堵水。在 2 636.5 m 处放置了 1 个水泥

与衬管接触，因此衬管与产层间存在环空。由于衬管

了 159 m /d。Sharma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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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低的机械强度，机械封隔工具并不适用于封堵

基流体携带的 WSP 颗粒膨胀程度最小，因此可有效地

该环空，因而对环空中流体的控制难度较大。针对该

防止连续油管堵塞。当 WSP 颗粒填充到裂缝之后，注

问题有 3 种解决方案，第 1 种是使用 ECP 进行永久封

入淡水可使 WSP 颗粒膨胀，进而实现封堵。除了割缝

堵，但需在设计井筒时提前考虑 ECP 排布；第 2 种是

衬管完井外，WSP 还在裸眼、预射孔等完井方式水平

使用化学堵水剂对环空进行封堵；第 3 种是使用新型

井堵水中有广泛应用 [34-35]。Arangath 等 [36]对尼日利亚

可控流筛管。目前，一些新型可控流筛管已经成功应

海上油田 1 口预钻孔衬管完井水平井进行了有效堵水。

用于水平井控水

[27]

。

[28]

堵水作业中采用了膨胀式桥塞和水泥环以形成层位分

针对委内瑞拉 Zuata 油田西南部

隔，随后通过连续油管将凝胶注入到目标层中实现堵

SINCOR 区域的 1 口水平井设计了控水方案。产层为

水。堵水后，含水率下降了 92%，同时产油量恢复到

厚 200 m 的未固结砂岩。出于防砂考虑，完井时选择

初期产油量的 87%。

了孔径 0.5 mm（0.02 in）、直径 177.8 mm（7 in）的割

2.4 衬管射孔及 ECP 完井

Foucault 等

石油勘探与开发

缝衬管。堵水前含水率为 80%，出水点在实测深度

该完井方式中，ECP 通常与割缝衬管或防砂筛管

1 710 m 处。该井堵水应用了凝胶、微基质水泥和水泥

组合使用，因此，在形成封隔的同时可兼顾防砂。该

环。水泥由选择性注入式封隔器注入，封堵衬管外环

完井方式可以对产出水迅速进行封堵，然而 ECP 只能

空，以提供区域分隔。在形成两水泥环后，再通过可

封堵环空，因此地层水可能绕过 ECP 流入井筒从而造

回收水泥膨胀式封隔器将凝胶和微基质水泥从两水泥

成封堵失效。相比其他完井方式，该完井方式成本

环间注入地层用于封堵近井区域和基质孔隙。堵水后，

较高。

含水率在两周内从 80%降至 5%以下，随后在日产液

2.5 其他完井方式

159 m3 的情况下稳定在 2%～3%。
Zaitoun 等 [8]使用化学堵水剂在加拿大 1 口割缝衬
管完井水平井中成功实施了堵水。该井堵水作业采用
了高分子聚合物及膨胀剂。低水解度的高分子聚合物
不仅可用于油井，也可用于气井 [29] 。由于聚合物及膨
胀剂黏度较低，方案实施中采用了笼统注入的方法将
聚合物和膨胀剂注入地层。堵水后，该井产油量有明
显提升，含水率由 85%降至低于 50%。Zaitoun 等 [30]
在加拿大西部的 Pelican Lake 油田同样采取笼统注入
聚合物溶液的方法对 4 口割缝衬管完井的稠油水平井
进行了堵水，但是仅有 1 口井堵水效果理想。作业后，
该井含水率从 85%降低至 50%，产油量在作业后两年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对完井方案
进行修改。张国文等 [37]及王金忠等 [38]介绍了针对冀东
油田防砂需求而设计的一种新型完井方式。该完井方
式不仅具有防砂功能，且能够有效解决防砂管与裸眼
井壁间环空的洗井问题。新型完井设备中最主要的部
分为调流控水筛管（见图 1）及遇水/油膨胀封隔器。
相比传统的防砂筛管完井，该新型完井方式具有产油
量高、含水率低等优点。饶富培等 [39]针对大港油田存
在的底水脊进造成的过度产水问题设计了一种新型完
井方式。完井设备主要由遇水/油膨胀封隔器、插入锁
紧密封总成和优质星孔梯级筛管组成。

内持续增加。
袁辉等 [31]介绍了海南文昌海上油田割缝衬管及防
砂筛管完井水平井的堵水经验。该井出水点在水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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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端，堵水作业使用了 2 个筛管外化学环空段塞及 5

个流量控制器。堵水后产量增加了 98.2 m3/d。Tudball
等 [32] 采取 在 防砂筛 管中 直接挤 入化 学药剂 的堵 水方

案，对英国南部北海 Rose 油田 1 口产气井实施了堵水。
刘怀珠等 [33] 在冀东油田成功实现了堵水增产。堵水作
业中采用了笼统注入的方法将 2 470 m3 浓度为 3 000
mg/L 及 600 m3 浓度为 5 000 mg/L 的 HWSO 堵水剂注
入地层。关井 15 d 后开井投产，含水率降低了 2.9%，
一年半内总计增油 892 t。Vasquez 等 [34]用 WSP 对北海
1 口海上割缝衬管完井注水井进行了堵水操作。由于烃

图1

管内分段调流控水管柱结构示意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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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管及 ECP 完井方式可以提供区域分隔或封堵出

另一种新型完井方式为流入控制装置（ICD）完井。
该完井方式可以通过设置水平段中每个 ICD 的流量来

水段。ECP 膨胀后封堵环空，优点是可以及时封堵出

控制井中压降，从而有效地延缓底水、边水脊进，达

水。大庆油田成功地使用 ECP 对 1 口斜井实施了有效

到控水目的。但是在 ICD 放置在井中之后流量便无法

堵水 [47]。但需要注意的是该完井方式也存在着成本高

改变，因此需预设流量

[40-41]

。

3 水平井控水方法选择

和深度校正难等缺点。
根据完井方式及井筒自身条件进行合理、有效的
控水方法选择十分重要。另外，在设计堵水方案时还

根据不同的完井方式可以选择不同的堵水方法。

应考虑成本、操作难度以及封隔工具可回收性等问

裸眼完井水平井的堵水可以通过化学方法、机械方法

题。机械封隔工具更适用于封堵井筒及近井地带，而

或二者并用来实现。由于大部分的机械封隔工具为可

化学堵水剂则可以对裂缝、窜流通道及酸蚀孔洞等进

回收型，因此可为后续的操作提供临时层位分隔。除

行封堵。当出水点在水平段趾端时，机械或化学方法

了机械方法外，一些化学堵水剂（如凝胶）同样可以

均可单独使用，直接封堵；当出水点靠近跟端或在水

作为暂堵剂。化学堵水剂有两种放置方式：一种是在

平段中时，则需在形成层位封隔后再进行目标层封堵。

膨胀式封隔器辅助下通过水泥膨胀式封隔器放置，另

在某些情况下，为防止堵水剂对非目标区域造成损害，

一种是直接通过跨式封隔器放置。大部分封隔器利用

需要放置可回收封隔工具提供临时区域分隔。对于大

连续油管下入井中，在放置堵水剂后，封隔器可以回

多数机械封隔工具，在提供临时封堵后可以被回收。

收或留在井中。在一些情况下，可直接采用笼统注入

而对于一些化学堵水剂，如暂堵凝胶，可以在完成封

的方法将化学堵水剂注入地层。该方法要求目标区域

堵后通过降解或破碎等方式移除。此外，相较于化学

和岩石基质的渗透率具有明显区别，使堵水剂最大程

堵水剂，使用机械封隔工具成本较高。因此从成本角

度地进入目标区域。封隔器放置过程中的深度校正是

度考虑，如果笼统注入条件成熟，应该选择化学方法。

常见的难题。相较于其他井段，出水点通常存在温度

虽然化学堵水剂易注入，但是所有的化学堵水作业均

异常，可通过光纤探测该温度异常从而指示出水点 [42]。

存在破坏地层且不可逆的潜在风险，因此在注入化学

光纤可以辅助连续油管提高深度控制精度，精确地将

堵水剂时要求较高的精度。针对这一要求，有喷嘴的

封隔器放置于设计深度。但是该技术只能用于底水或

跨式封隔器可在深度校正后将堵水剂精准地注入目标

边水温度与储集层温度有明显差异时，否则光纤无法

层位。由于衬管承重能力低，机械封隔工具并不适用

探测温差。

于衬管射孔完井。对于裸眼完井或套管射孔完井水平

石油勘探与开发
在套管射孔完井中，堵水作业主要有两种方法：

化学方法和机械方法。因为套管射孔完井井筒稳定性
好，所以通常采用笼统注入化学堵水剂的方法，化学
堵水剂通过射孔孔眼进入目标层进行封堵。膨胀式封

井而言，机械方法与化学方法相结合的技术也日趋
成熟。

4 结语

隔器和水泥塞可以在套管射孔完井中提供永久封隔。
在衬管射孔完井中，由于防砂筛管和预钻孔衬管
容易塌陷，因此堵水只能采取化学方法以减少对衬管

机械方法和化学方法均可用于水平井堵水以及提
供永久或暂时区域分隔。机械方法通常用于井筒或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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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坏。在进行堵水操作时，可膨胀封隔工具可为后
续的化学堵水剂注入提供区域分隔。在衬管射孔完井
中，化学堵水剂通过连续油管和跨式封隔器注入，并

在井壁和衬管间形成环空化学封隔段塞 [ 4 3 - 4 4 ] 。Arco
Alaska 和 Schlumberger Dowell 公司已经将环空化学封
隔段塞技术应用于 Prudhoe Bay 油田 [45]。一些情况下可
以采取笼统注入化学堵水剂的方法，尤其是对于低黏
度聚合物凝胶。笼统注入容易操作，但如果出水段压
力高于产油层压力，化学堵水剂将进入产油层进而破
坏地层

[46]

。

井堵水，化学方法可用于封堵基质孔隙或裂缝。机械
方法成本略高于化学方法，而且堵水过程中的深度校
正也是一个操作难点。在设计堵水方案时应考虑井筒
的完井方式，机械方法和化学方法均可用于裸眼完井
及套管射孔完井的水平井。从现场经验来看，割缝衬
管完井及防砂筛管完井只能选择化学方法进行堵水，
机械方法只能提供临时的区域分隔。同时，为防止衬
管堵塞，选择化学药剂时应对衬管射孔孔径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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