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油

勘

探

与

开

发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 年 6 月

文章编号：1000-0747(2018)03-0489-11

Vol.45

No.3

489

DOI: 10.11698/PED.2018.03.14

中国复杂地质条件气藏型储气库建库关键技术与实践
马新华 1, 2，郑得文 1, 3，申瑞臣 4，王春燕 5，罗金恒 6，孙军昌 1, 3
（1.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油气地下储库工程重点实验室，河北廊坊 065007；2.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成都 610051；
3.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河北廊坊 065007；4.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95；
5. 中国石油规划总院，北京 100083；6. 中国石油集团石油管工程技术研究院，西安 710065）
基金项目：中国石油重大科技专项“地下储气库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2015E-40）

石油勘探与开发
摘要：针对中国复杂地质条件和储气库周期性大流量强注强采交变载荷工况，建立了包括选址评价、指标设计、钻
完井、地面工程、风险预警和评估等方面的气藏型储气库建库关键技术，并总结了矿场应用实效。建立了开发中后
期构造破碎气藏建库选址圈闭密封性评价技术，提出了以非均质水侵储集层有效库容量设计为核心的建库关键指标
设计方法，建立了适应超深超低压地层和交变载荷工况的安全钻井、高质量固井技术和高压大流量地面注采工程优
化技术，实现了高压注气压缩机等储气库地面核心装备国产化，建立了储气库地下、地面全系统风险预警和评估技
术。5 项关键技术成功应用于新疆呼图壁等 6 座气藏型储气库群的选址、设计、建设和运行，方案设计主要指标与实
际动态高度吻合，已建成调峰能力超过 75.0×108 m3，实现了建设和运行高效且零事故。图 3 参 33
关键词：气藏型储气库；圈闭动态密封性；关键指标设计；有效库容量；超深超低压钻完井；交变载荷；地面工程；
核心装备；风险评估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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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technologies and practice for gas field storage facility construction of
complex geological conditions in China
MA Xinhua1, 2, ZHENG Dewen1, 3, SHEN Ruichen4, WANG Chunyan5, LUO Jinheng6, SUN Junchang1, 3
(1. Key Laboratory of Underground Storage of Oil and Gas Engineer of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Langfang
065007, China; 2. PetroChina Southwest Oil & Gas Field Company, Chengdu 610051, China; 3. Petro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Langfang 065007, China; 4. CNPC Drilling Research Institute
Corporation, Beijing 100195, China; 5. PetroChina Planning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83, China;
6. CNPC Tubular Goods Research Institute,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complex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lternating loading conditions associated with cyclic large amount of gas
injection and withdrawal in underground gas storage (UGS) of China, a series of key gas storage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were
established, mainly including UGS site selection and evaluation, key index design, well drilling and completion, surface engineering and
operational risk warning and assessment, etc. The effect of field application was discussed and summarized. Firstly, trap dynamic sealing
capacity evaluation technology for conversion of UGS from the fault depleted or partially depleted gas reservoirs. A key index design
method mainly based on the effective gas storage capacity design for water flooded heterogeneous gas reservoirs was propo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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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ly guide th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of UGS, the safe well drilling, high quality cementing and high pressure and large flow
surface injection and production engineering optimization suitable for long-term alternate loading condition and ultra-deep and ultra-low
temperature formation were developed. The core surface equipment like high pressure gas injection compressor can be manufactured by
our own. Last, the full-system operational risk warning and assessment technology for UGS was set up. The above 5 key technologies
have been utilized in site selection, development scheme desig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annual operations of 6 UGS groups, e.g.
the Hutubi UGS in Xinjiang. To date, designed main indexes are highly consistent with actural performance, the 6 UGS groups have the load
capacity of over 7.5 billion cubic meters of working gas volume and all the storage facilities have been running efficiently and safely.

Key words: gas field storage; trap dynamic sealing capacity; key index design; effective storage volume; drilling and completion in
ultra-deep and ultra-low pressure formation; alternating load; surface engineering; core equipment; risk assessment and control

引用：马新华, 郑得文, 申瑞臣, 等. 中国复杂地质条件气藏型储气库建库关键技术与实践[J]. 石油勘探与开发, 2018,
45(3): 489-499.
MA Xinhua, ZHENG Dewen, SHEN Ruichen, et al. Key technologies and practice for gas field storage facility construction of
complex geological conditions in China[J].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 45(3): 489-499.

490

石油勘探与开发·石油工程

Vol. 45

No.3

埋深均超过 2 000 m。中国石油 2010 年筛选纳入建库

0 引言

目标的新疆呼图壁、西南相国寺等 6 座气藏埋深

据 2015 年国际天然气联盟（IGU）统计，在目前

2 200～4 700 m。其中华北苏 4 气藏埋深 4 700 m，创

4 种主要地下储气库类型中，气藏型储气库工作气量约

目前世界储气库埋深之最 [4]。气藏埋深较大和断层发育

占全球储气库总工作气量的 75%，是最主要的地下储

双重因素大大增加了钻完井设计施工和储气库长期交

气 调 峰 设 施 [1] 。 自 1915 年 加 拿 大 首 次 在 安 大 略 省

变载荷下“细长”井筒有效密封的难度 [4]。同时，埋藏

Welland 气田开展储气试验以来，国外气藏型储气库建

较深将要求地面较高的注气压力，如苏 4 储气库地面

设历经百年，建立了适合相应地质特点的建库配套技

注气压力设计值高达 42 MPa，对地面工程低成本建设

术 [2-4]。与国外相比，中国地质条件极其复杂，建库气
藏普遍具有构造破碎、埋藏深、储集层非均质性强、
开发中后期地层水侵等特点，储气库选址评价、方案

和压缩机等高压动设备安全运行技术要求较高。
③储集层非均质性强、建库前地层流体分布复杂。
国内筛选的目标气藏注气建库前多数已处于中后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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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钻完井工程建设等面临严峻挑战。大港板桥储

发阶段，地层压力的衰竭导致边底水“纵窜横侵”选

气库群是国内 20 世纪 90 年代末启动建设的第 1 批气

择性侵入，储集层平面和纵向上形成不同的流体分布

藏型储气库，由于照搬国外经验和沿用常规气藏开发

区。储集层非均质性越强、水体能量越大，建库前地

理念，库群投运 16 年实际工作气量仅为方案设计指标

层流体分布越复杂，如苏 4 气藏建库前底水沿裂缝性

的 56%[5]，储气库总体扩容达产速度慢、运行效率低 [6]，

潜山储集层选择性上窜约 220 m。建库前地层流体的复

而国外气藏型储气库达产周期一般为 5～8 年。因此，

杂分布大大增加了储气库高速注采有效库容量、工作

需要针对中国复杂地质条件特点和储气库周期性大流

气量、井注采气能力等关键指标设计难度，因为储气

量强注强采交变载荷的特殊工况，研究形成一套涵盖

库周期性高速注采条件下不同流体分布区含气孔隙动

选址评价、方案设计、钻完井、地面工程、风险预警

用效率和气体有效渗流能力具有显著差异 [7]，气水高速

与评估等储气库建设运行全过程的配套技术来科学指

微观交互驱替渗流机理远比常规气藏开发单向水驱气

导中国气藏型储气库规模化高效建设。

机理复杂 [8-9]。

本文从中国气藏型储气库主要地质特点和建库工

中国地质条件复杂以及需满足储气库大流量强注

程面临的技术挑战出发，重点论述储气库选址圈闭动

强采交变载荷工况的苛刻要求，不仅导致储气圈闭密

态密封性评价、气藏建库关键指标设计、超深超低压

封性评价、有效库容量设计等气藏建库地质评价难度

地层钻完井、地面高压大流量注采工程优化与核心装

大，而且对钻完井、地面注采工艺等工程建设和安全

备研发、安全运行风险预警与评估等关键创新技术，

运行风险预警也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常规油气藏

及其在新疆呼图壁、西南相国寺、华北苏桥等中国石

勘探开发和国外储气库建设技术经验无法满足中国复

油新一轮气藏型储气库建设中的规模化应用。

杂地质条件气藏建库要求。

1 中国气藏型储气库主要地质特点

2 储气库选址圈闭动态密封性评价技术

与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储气库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气藏型储气库具有以下典型地质特点。

储气库选址评价是在综合考虑气藏地下和地面等
多因素条件下，通过对气藏地质构造、圈闭密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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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气藏构造破碎。中国地质构造沉积环境复杂，

储集层物性和流体分布等特征的分析评价，采用最优

经历多期次构造运动，导致地质构造破碎、气藏内部

化方法确定出适宜建库气藏。其中，圈闭密封性是决

和周边发育不同规模的断层。如新疆呼图壁气藏，呼

定气藏是否适合建库的首要因素。因为将天然气大规

图壁、呼图壁北、呼 001 井北 3 条断层均断穿了直接

模注入埋深 2 000～5 000 m 的储气圈闭中必须首先保

盖层。断层的发育不仅影响储气圈闭密封性，增加库址

证气体“存得住”。但是与油气藏勘探开发研究不同，

筛选评价难度，而且对钻完井和储气库交变工况下气

储气库选址圈闭密封性评价不仅需评价其原始静态密

体安全存储风险预警和控制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

封性，而且需预先考虑气藏建库后周期注采交变地应

②储气层埋藏深。受资源与市场分离客观因素影

力下盖层弹塑性变形、断层滑移错动等对其原始密封

响，中国中东部天然气主要消费区和长输管道附近可

性的影响，准确评估长期交变载荷作用下的圈闭动态

选建库气藏非常有限，早前筛选的大港板桥优质气藏

密封性 [10-11]。地质构造越复杂，地应力场扰动对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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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静态密封性的影响越大 [12]。因此，建立圈闭动态

力（平均地层压力）高 2～3 MPa。因此，为保证储气

密封性评价技术是中国复杂地质条件储气库选址需解

库高速注气储集层局部高压条件下盖层动态密封有

决的首要问题。

效，参考气藏盖层密封性评价标准和相关学者研究成

圈闭动态密封性评价主要是研究交变应力下盖层

果 [13]，提出盖层密封有效的动态突破压力临界指标为

和断层密封性及其动态演化机理，并采用相关指标对

5 MPa。当动态突破压力大于等于 5 MPa 时，满足建库

其密封失效风险进行量化评价，指导库址目标优选和

盖层密封要求，气藏适宜改建储气库。当动态突破压

后续建库地质方案设计。

力小于 5 MPa 时，动态密封能力相对较差，建库存在

2.1 盖层动态密封性

一定的密封性风险，需通过减小注气量、控制最大注

由于储气库周期注采引起地应力场扰动，交变应

气压力来降低气体突破风险，同时在储气库投运后也

力将导致盖层微观孔隙结构发生不同程度的弹塑性变

需重点部署盖层监测井强化动态监测，显然，这将影

形，改变其原始毛细管密封性，甚至注采扰动引起的

响储气库调峰储气能力和增加建库投资，因此该类气

局部应力集中会使盖层发生宏观力学破坏。因此，储

藏一般不推荐改建储气库。

气库盖层动态密封性需从微观毛细管密封性和宏观力

2.1.2 力学完整性

石油勘探与开发

力学完整性评价的重点是研究储气库大流量强注

学完整性两个方面综合评价。
2.1.1 毛细管密封性

强采时储集层局部高压引起的储、盖层拉张破坏，以

目前主要采用突破压力定量评价毛细管密封性，

及由于复杂地质构造、岩性变化和层理发育等导致的

它是盖层毛细管密封能力最根本、最直接的评价参数，

局部应力集中引起的盖层剪切和长期疲劳破坏风险。

综合反映了岩性、泥质含量、孔隙度、渗透率、微观

研究储、盖层岩石变形破坏机理和区域地应力场是评

孔喉分布等对毛细管密封性的影响。基于储气库周期

价盖层力学完整性的前提和基础。

注采特殊工况，笔者提出了盖层动态突破压力的概念，

2.1.2.1 拉张破坏风险

指在储气库周期注采交变应力引起盖层微观孔隙结构

通过开展矿场地应力测试（水力压裂、地漏试验

改变条件下的气体封闭能力，用以量化评价储气库周

等）和室内岩心实验，准确测试储、盖层最小水平主

期注采工况下盖层毛细管动态密封能力。

应力，以此评价气藏高速注气建库是否会诱发储、盖

盖层动态突破压力可通过室内岩心实验测试获

层拉张破坏。适宜建库的枯竭气藏，要求建库前测试

得，本文建立的主要测试流程包括：①对烘干后的盖

的储、盖层最小水平主应力应大于静水压力。埋藏较

层岩心抽真空加压完全饱和非敏感性流体（如煤油

浅且建库前枯竭程度较高的气藏，地层压力的大幅衰

等），按常规标准方法在模拟地层温压条件下测试气体

竭引起的地层收缩可能导致最小水平主应力小于静水

突破压力，本文称其为“静态突破压力”；②对岩心再

压力，则建库高速注气过程中近井区域地层压力的急

次完全饱和非敏感性流体，然后依据地应力测试和气

剧增加可能大于最小水平主应力，诱发储、盖层拉张

藏改建储气库初步设计的运行压力区间，仿真模拟储

破坏 [14]。该类气藏建库风险较高或需对投产第 1 周期

气库注采运行，对岩心开展三轴加卸载交变应力损伤

注气量和储气库达容后最大注气量（上限压力）进行

实验；③对交变应力损伤后的岩心再次测试气体突破

较为准确的控制，以使得最大地层压力始终小于“现

压力，本文称其为“动态突破压力”。

今”动态最小水平主应力，保障盖层力学完整性。

版权所有

H 气藏泥岩盖层 5 块岩心实验表明，动态突破压

2.1.2.2 剪切破坏风险

力与静态突破压力相比平均减小 14.8%。由此可见储气

盖层剪切破坏风险评价是在岩石力学实验研究基

库周期注采交变应力对泥岩盖层毛细管密封能力具有

础上，通过研究圈闭地应力场及其动态变化特征，以

一定的弱化作用，动态突破压力能够更加准确表征储

岩石剪切破坏准则（如摩尔-库仑准则等）为依据，计

。因此，储气

算出剪切破坏指标，以实现风险量化评价 [15-17] 。采用

库选址盖层密封性评价时，应以动态突破压力为主要

圈闭地应力-渗流耦合建模技术，通过数值模拟方法评

指标，并参考盖层岩性、厚度、展布形态、孔隙度、

价盖层剪切破坏风险 [17] ，其主要流程是：首先建立刻

渗透率等，对气藏盖层动态密封性进行分级量化评价，

画地质构造形态和岩石力学参数非均质性的圈闭三维

确定建库可行性。根据矿场注采运行实践，储气库注

地质力学模型，然后与渗流模拟模型联动计算，最终

气满库容时近井区域地层压力一般比方案设计上限压

建立圈闭地应力-渗流耦合模型（又称“三维动态地质

气库交变工况下的盖层毛细管密封性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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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模型”）[17]。运用该技术可准确模拟反演圈闭初始

力）。轴压（即偏压，其为轴向应力与围压之差）交变

三维地应力场及其随储气库注采所产生的周期扰动，

范围根据气藏建库初步设计的运行压力区间确定。通

获取剪切破坏风险指标计算所需的关键参数。目前普

过 H 气藏储集层 3 块平行岩样不同交变频率（0.05、

遍以经典的摩尔-库仑准则为依据，采用剪切安全指数

0.10 和 0.50 Hz）三轴加卸载交变应力实验发现，交变

[15,17]

：

轴压 50 次后 3 块岩心累计塑性应变分别为 0.025%、

1
 1   3 

2
 1  m （1）
  1
1
m
c cos    1   3  sin 
2
（1）式中 χ 在 0～1，当 χ 大于 0 时，盖层未发生

0.023%和 0.018%，即累计塑性应变随交变应力加载频

评价盖层剪切破坏风险

剪切破坏；当 χ 等于 0 时，盖层进入剪切破坏临界状
态，存在剪切破坏风险。χ 越小，剪切破坏风险越高。

率的增加而减小，但减小幅度趋缓。因此，综合考虑
实验室岩心交变应力模拟与储气库实际运行交变载荷
等效性并兼顾实验效率，推荐采用 0.1 Hz 作为岩心实
验交变应力的加载频率。
疲劳破坏风险以盖层岩心 50 次三轴加卸载交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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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式可以看出，盖层剪切破坏风险的影响因

力累计塑性应变作为量化评价指标。基于大量岩心实

素包括两类：一是最大和最小有效主应力，分别等于

验结果，将累计塑性应变 1%作为储气库盖层疲劳破坏

最大和最小主应力与地层压力之差；二是盖层岩石本

的临界指标 [18]。50 次交变应力后若气藏盖层岩心累计

身的力学参数，包括内聚力、内摩擦角等。盖层岩石

塑性应变大于等于 1%，则其建库后周期注采盖层疲劳

力学参数属于不可改变的客观因素，因此最大和最小

破坏风险较高，建库可行性较低。50 次交变应力后盖

有效主应力是盖层剪切破坏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其

层岩心累计塑性应变小于 1%，盖层疲劳破坏风险较

与地层压力的变化密切相关。对于构造复杂的开发中

低，在满足动态毛细管密封和抗剪切破坏要求基础上，

后期气藏，根据矿场测试和地质力学数值模拟反演气

气藏具有较好的盖层物性封闭和力学完整性，可推荐

藏建库前圈闭三维地应力场。如果盖层局部最大和最

改建储气库。

小有效主应力之差较大，则由（1）式计算的剪切安全

2.2 断层动态密封性

指数很小甚至接近 0，表明建库前盖层局部已发生一定

断层密封性评价包括侧向和纵向密封性评价两个

的剪切破坏，不适合建库。而对于最大和最小主应力

方面。通过地质、地震、测井等资料综合解释，采用

之差较小的气藏，如果由（1）式评价的剪切破坏风险

砂泥比、泥岩涂抹系数等指标可对侧向密封性进行较

较低，则还需进一步通过数值模拟评价气藏改建储气

为准确的评价。对于纵向密封性，常规油气藏勘探通

库后高速注采扰动下的地应力场动态变化，计算不同

过测试和计算原始未受扰动的静态地应力，根据断层

注气上限压力下的剪切安全指数，预先识别气藏建库

走向、倾角等，由静力平衡原理计算出断层面正压力，

后盖层完整性失效风险。如果模拟预测的储气库高速

并结合砂泥比、断层带充填物等特征，定性评价纵向

注采扰动下盖层局部剪切破坏风险较高，则需通过全

密封性。但地质力学研究和相关矿场实践表明，当由

面的地质和岩石力学分析，明确导致风险较高的力学

于气藏开发或储气库注采引起区域地应力场的扰动，

机理或注采工况等因素（如局部构造突变导致应力集

使得作用在断层面上的剪应力大于有效正应力与摩擦

中或注气压力较高等），对后期气藏建库设计上限压力

系数之积时，断层将发生失稳滑移，增大纵向密封失

进行约束。但这必然影响储气库调峰储气能力，因此

效风险 [12,16] 。因此，断层动态密封性评价的重点是研

需同时考虑技术和经济因素来决定建库可行性。

究交变应力下断层纵向密封性，本质是研究地层压力

2.1.2.3 疲劳破坏风险
疲劳破坏风险评价是在模拟储气库注采工况条件

扰动下的三维动态地应力场和断层力学稳定性。

下，通过开展室内岩心三轴加卸载交变应力实验研究

多种因素制约，目前难以通过物理模拟评价交变应力

盖层岩石变形破坏特征，采用累计塑性应变来定量评

下断层密封性及其动态演化特征，相关学者主要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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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储气库长期交变载荷下盖层疲劳破坏风险

[18]

。交变

应力加载方式、交变范围和频率是实验设计的难点。

受实验室断层相似模型制作、三维地应力模拟等

地质力学数值模拟方法评价地应力场扰动下的断层稳
定性 [12,14-18]。笔者以 Petrel 地质-地质力学一体化模拟

笔者建立了采用定围压、变轴压的方式开展三轴

平台为载体，采用如前所述的储气库圈闭地应力-渗流

加卸载交变应力实验的方法。使用围压模拟最大水平

耦合建模技术开展断层动态密封性评价 [11,17] 。与盖层

有效主应力（最大水平主应力减去气藏原始地层压

剪切破坏风险评价类似，准确反演获得复杂地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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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周边初始三维地应力场及其随储气库注采所产生

合运行压力区间和储集层物性等即可确定工作气量等

的动态扰动，是科学评价断层稳定性的关键。基于

其他关键指标。

Petrel 一体化平台的圈闭地应力-渗流耦合建模是在精

3.1 有效库容量

细地质建模和单井一维地应力测试解释基础上，精细

储气库注采速度一般是气藏开发的 20～30 倍，地

刻画断层三维空间展布形态并充分反映复杂构造和地

层流体高速渗流必然加剧储集层非均质性对储气库注

层岩石力学非均质性对地应力场的影响

[17-19]

，为断层

采动态特征的影响。宏观上，由于储集层物性的差异，

稳定性评价指标计算提供准确基础参数。在动态地应

气体短期高速注采将导致储集层平面和纵向上部分低

力场准确反演的基础上，采用三维空间应力张量算法，

渗区（层）无法得到有效动用。微观上，受毛细管力

可计算出任一地层压力下断层面的剪应力和有效正应

滞后、孔喉非均质性和气水流动能力差异等影响，多相

力。采用断层滑移指数评价储气库注采扰动下的断层

流体高速互驱过程将发生气水捕集、互锁和绕流等现

稳定性

[12,16]

象，导致气水过渡带残余气、束缚水饱和度增加[7-9]。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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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

（2）

根据地质力学研究，
（2）式中 β 小于 0.6 时断层力

学稳定性好，β 大于等于 0.6 时断层存在失稳滑移风险，
β 越大，失稳滑移风险越高

[12,16]

。

集层宏观非均质性和气水微观渗流复杂机理双重因素
将导致储气库短期高速注采有效库容量小于气藏低速
开发动态储量 [21]。因此，常规气藏压降法已不适用于
非均质水侵气藏型储气库有效库容量设计，这也被板桥
储气库群和美国 Loop 多层储气库运行实践所证实 [5,22]。

复杂地质构造不同地应力状态包括正断层、逆断

基于对开发中后期水侵气藏储集层流体分布和气

层和走滑断层 3 种，作用在断层面的有效正应力和剪

水互驱渗流机理的深入分析，提出了以建库有效孔隙

应力将随气藏开发地层压力的衰竭而改变。地层压力

空间为核心的有效库容量设计新方法。其基本思想是

下降幅度越大，地应力扰动越明显。当断层面剪应力

在综合考虑气藏衰竭开发导致的部分孔隙空间永久损

与有效正应力之商大于等于 0.6 时，表明气藏开发已使

失和储气库大流量注采地层高速渗流孔隙局部动用的

得含气边界的主控断层发生失稳滑移，断层原始纵向

基础上，以建库可动用的有效含气孔隙空间为基础，

密封性遭到一定破坏，该类气藏建库圈闭密封失效风

采用动态物质平衡原理设计有效库容量 [10,21] 。主要设

险较高。国内外多个断层发育的大气田开发过程中诱

计流程包括：①在储气库储集层流体 4 区带（建库前

发的地震事件即是地应力扰动引起断层失稳滑移导致

纯气带、气驱水纯气带、气水过渡带和水淹带）分布

[16,20]

，充分表明地层压力变化对区域地应力场

新模型 [10]基础上，首先扣除气藏开发地层压降、岩石

和断层稳定性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气藏地层压力衰

孔隙压实、凝析油反凝析等因素导致的含气孔隙空间

竭后的断层密封性不能等效于其原始状态的静态密封

永久损失；②综合数值模拟和室内仿真物理模拟两种

性。如果评价的气藏建库前断层未发生失稳滑移，则

技术手段，分别确定不同流体分布带含气孔隙空间和

在模拟储气库运行工况条件下，通过地质力学数值模

高速注采含气孔隙动用效率 [7]；③以流体不同分布带含

拟确定保持断层稳定的建库注气极限压力 [12]：

气孔隙空间及高速注采动用效率为基础，加权计算得

的结果

pmax  Sn 



s
（3）
0.6
由（3）式确定的保持断层稳定的注气极限压力可

到建库有效含气孔隙空间，然后根据注采气物质平衡
原理建立储气库库存量预测数学模型。图 1 为以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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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孔隙空间为基础计算的库存量与视地层压力关系

作为设计气藏建库上限压力的约束条件和评估气藏建

曲线示意图，储气库设计上限压力对应的库存量即为

库可实现工作气量的依据，从技术、经济两个方面综

气藏建库有效库容量。

合评价建库可行性。

3 储气库建库关键指标优化设计技术

以呼图壁大型弱边水气藏为例，压降法计算得到

气藏原始含气孔隙空间为 4 450.0×104 m3。岩心气水高
速互驱物理模拟实验发现，经 6 轮注采基本稳定后，

储气库建库关键设计指标包括有效库容量、运行

建库前纯气带、气驱水纯气带和气水过渡带 3 个区带

压力区间（上、下限压力）、工作气量和合理井网密度

含气孔隙动用效率仅分别为气藏低速开发的 92%、67%

等。这几项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或制约关系，

和 46%。采用数值模拟分区带提取含气孔隙空间，最

其核心是有效库容量。在有效库容量设计基础上，结

终加权计算得到呼图壁气藏建库有效含气孔隙空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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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一般 3～4 个月）能够采出设计工作气量的最低
井数要求，影响因素包括井注采气能力、井控库存和
市场不均衡调峰用气需求等。储气库注采实践表明，
单井采气能力一般低于注气能力，加之实际采气天数
普遍少于注气天数，因此井采气能力是决定所需井数
的关键。在常规气藏开发井网密度设计方法基础上，针
对储气库短期高速注采和不均衡调峰采气特殊性，采
用考虑多因素的储气库有限时率合理井网密度优化设
计方法 [10]。其总体技术思路是：①综合单井流入动态
图1

储气库有效库存量与视地层压力关系示意图

曲线和垂直管流方程，以临界出砂压差、临界携液和
冲蚀流量、井口外输最低压力为约束条件，通过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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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18.0×104 m3，34 MPa 设计上限压力对应的有效库容

量为 107.0×108 m3。但依据常规气藏压降法预测的有效

库容量则为 120.0×108 m3，误差 12%[10]。而对于苏 4
中等—强底水裂缝性潜山气藏，新方法预测有效库容

量 为 33.2×108 m3 ， 气 藏 压 降 法 预 测 有 效 库 容 量 为
44.8×108 m3，误差 35%[7]。呼图壁、苏 4 等储气库投
运 5 个周期高速注采动态复核表明，新方法预测的有
效库容量与实际运行情况高度吻合，表明建立的有效
库容量设计新方法具有较好的普适性，有效解决了复
杂地质条件储气库有效库容量准确预测难题。

压力综合分析，最终确定出满足地层-井筒-井口多节点
协调的储气库采气末期最低地层压力下的单井合理产
量，根据设计工作气量计算所需的最少井数；②根据
高速不稳定渗流井控理论及储气库井控半径与储集层
渗透率关系图版 [9]，确定可实现设计有效库容量控制的

最低井数；③考虑市场不均衡用气需求，根据设计工
作气量和月用气不均衡系数，计算出调峰用气高月和
采气末期两个极端情况下所需井数，取两者的最大值。
储气库合理注采井数即为以上 3 种计算结果的最大值。

4 适应超低压地层和储气库交变载荷工

3.2 工作气量
工作气量是指储气库在设计的运行压力区间采出
的天然气量。在有效库存量预测和上、下限压力设计
的基础上，即可计算出工作气量，其为上限压力与下
限压力对应的库存量之差（见图 1）。

况的钻完井技术
针对国内气藏型储气库埋藏深和地层压力系数低
（相国寺气藏建库前地层压力系数仅 0.1）等复杂地质

上限压力优化设计以圈闭动态密封性评价结果为

条件带来的井身结构优化设计、地层防漏堵漏和储集

主要依据，基本原则是保证上限压力下圈闭密封性不

层保护等技术难题，以及注采井投产后需承受交变载

遭受破坏。通过盖层动态突破压力和三轴交变应力疲

荷和周期热应力工况的要求，需建立适应中国复杂地

劳损伤实验以及圈闭地应力-渗流耦合数值模拟，逐一

质条件和储气库交变载荷工况的钻完井技术，具体包

计算不同上限压力对应的盖层和断层动态密封性评价

括超深储集层井身结构优化设计、超低压地层防漏堵

指标（盖层剪切安全指数、断层滑移指数等），当其中

漏和储集层保护技术、满足全生命周期的高质量固井

任一指标进入临界状态时，其所对应的地层压力即为

技术等。其中，超低压地层防漏堵漏和韧性水泥浆固
井技术是实现安全钻井和高质量建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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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储气库圈闭动态密封有效的上限压力。

下限压力优化设计综合气藏工程和数值模拟两种

4.1 超低压地层防漏堵漏技术

技术手段，以储气库采气末期具有一定的调峰能力、

国内超低压气藏钻完井面临严重的漏失问题，不

减小边底水侵入对储集层含气孔隙的影响、采气井井

仅影响安全钻进，而且对后期固井水泥浆返至地面和

口压力满足进站要求和储气库具有一定规模工作气量

高质量固井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此外，国内多数建库

等为约束条件，通过对不同下限压力下储气库采气末

气藏埋藏较深，地层温度高、压差大，因此研发超低

期日采气能力、边底水侵入规模、井口压力和设计采

压地层钻完井防漏堵漏材料是保障安全高效钻井的关

气天数内可采出工作气量等进行多方案对比，最终优

键。针对特殊工况要求，以提高地层承压能力和耐高

化出兼顾调峰能力和工作气量的下限压力。

温为主要目标，研发了一种新型结构的吸水树脂复合

3.3 合理井网密度

凝胶堵漏材料，其化学分子结构如图 2 所示。该材料

储气库合理井网密度设计的核心是要满足有限时

以—Si—C—Si—长链为主体结构，引入—CONH 2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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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温和高温）稠化时间可调性好，48 h 后测试
抗压强度大于 16 MPa，7 d 后测试弹性模量小于 6 GPa，
渗透率小于 0.05×103 μm2，线性膨胀率大于 0。
同时，为提高现场实施效果，研发了高效冲洗隔
离液，大幅提升了冲洗效率，为保证储气库井界面胶
结创造了良好的井筒条件。以水泥环密封和高效冲洗
为核心的韧性水泥浆固井技术在苏桥、板南、相国寺
等气藏建库钻完井作业中成功应用，尤其攻克了目前
图2

堵漏材料分子结构设计

世界上最深、温度最高的苏 4 储气库固井难题，现场

团，进一步磺化后部分—CONH2 增加了—SO3 —水化

测试和注采实践表明固井质量合格率 100%，为储气库

基团。其中—Si—C—Si—主链具有高强度特性，可减

长期安全运行奠定了良好的井筒密封基础。

石油勘探与开发

少高温下—CONH2 吸附基团的损耗，从而提高堵漏材

料的耐温性能，—SO3—水化基团具有较强的弹性变形

5 储气库地面工程优化技术与核心装备

能力，可以控制材料的膨胀速率。吸水树脂复合凝胶

与常规气田开发相比，储气库具有“大吞大吐、

防漏堵漏材料主要特点为：①对不同漏失通道适应性

注采交替、高压运行”的特点，单井注采和地面管道

强，复合凝胶的良好韧性和变形性提高了堵漏剂对漏

集输气量远高于气田开发，且注采气量波动大 [26]，对

失通道的匹配能力，可挤入不同的漏失通道内；②堵

地面工程整体优化布局和动设备运行管理的灵活性要

漏强度高，复合凝胶中的膨胀性聚合物产生膨胀堵塞，

求较高。同时，国内建库气藏普遍埋藏深、储集层流

其中的胶结剂将膨胀性聚合物、骨架材料、填充材料

体复杂多样，导致地面注气压力较高（25～42 MPa）、

和地层很好地胶结成一个整体，可进一步提高地层承

采出气含有多种组分（原油、地层水、固体颗粒等），

压能力；③堵漏材料可根据漏失通道及漏失速率加工

必须研发配套的地面高压注气压缩机和大流量采气处

成不同粒径，现场适应性强。

理装置等核心装备，支撑储气库低成本规模化建设。

吸水树脂复合凝胶堵漏在苏桥超深气藏建库中应

5.1 储气库地面工程优化技术

用 8 口井，堵漏作业后地层承压能力大幅提升，有效

储气库地面工程建设需要满足井注采气量精准配

解决了超低压高温地层漏失问题，实现了井底最高压

置、集注管道高效运行、地面全系统安全灵活运行等

差 30 MPa 苛刻工况的安全钻进。

技术性要求，同时还须遵循投资规模小、运行成本低

4.2 高强度低弹性模量韧性水泥浆固井技术

的原则。因此，需针对中国复杂地质条件特点和储气

高质量固井是储气库建井工程的核心之一。针对

库交变运行工况，按照“地面服从地下”的原则，对

储气库剧烈交变载荷工况下井筒长期有效密封要求，研

储气库地面全系统涉及的井、注采管道、集注站放空

发了降失水剂、乳胶、乳胶粉、中温韧性材料和高温

系统等关键节点进行优化设计，最终实现储气库调峰

韧性材料 5 种新型固井材料，形成了中温（30～100 ℃）

能力的最大化和地下、地面全系统的安全灵活运行。

和高温（100～200 ℃）两套韧性膨胀水泥浆体系，可

5.1.1 注采井口优化
储气库注采井口优化是在保障井安全的前提下，

有效预防水泥环微裂隙产生

[23-25]

。新型固井材料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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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为：①降失水剂可控制 API 滤失量在 50 mL 以下，

通过井场布局、注采计量和防冻工艺等的科学设计，

满足储气库固井要求；②乳胶可减小水泥环体积收缩，

实现大流量频繁波动工况下注采井高效运行。国内早

改善水泥环与套管、地层间的胶结质量，有效防止气窜；

期建设的储气库井场采用注采分开、手动调节气量、

③乳胶粉可良好填充在水泥颗粒空隙之间，提高水泥

井口设放空立管和清管器发球筒的工艺，流程复杂、

石密实度；④中温和高温韧性材料耐强碱性（pH 值

功能复杂、人工操作效率低。根据储气库变工况运行

11～14），与水泥浆外加剂配伍性好，对水泥浆稠化时间

特点和远程精准注采要求，优化形成了标准化井口优

影响小；⑤低密度韧性水泥浆体系（包括中温和高温）

化技术流程：①设置井下安全阀+井口紧急切断阀两级

稠化时间可调性好，48 h 后测试抗压强度大于 10 MPa，

关断系统，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取消井口放空立管，简

3

化了单井清管工艺，取消了井口发球筒。②对于采出

μm ，线性膨胀率大于 0；⑥常规密度韧性水泥浆体系

气气质较纯的储气库，井场设计遵循“注采合一”原

7 d 后测试弹性模量小于 4 GPa，渗透率小于 0.05×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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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分别采用靶式流量计或超声波流量计和具备节流

采气系统设计规模为 2 800×104 m3/d，放空系统设计规

功能的新型电动球阀实现注采双向计量和气量调节。

模为 1 000×104 m3/d，比采用常规方法设计的放空系统

优化井口一级节流的压力和温度，保证生产时不产生

规模减小 50%以上。

水合物，而在开井初期等特殊低温工况下采用间歇注

5.2 储气库地面核心装备

[27]

。③对于采出气凝析油含量较高的

储气库地面核心设备包括高压注气压缩机、大口

储气库，井场设计遵循“注采分开”原则，注气计量

径高压注采管和高压大规模采气处理装置等，尤其是

和调节分别采用超声波流量计和调节阀，采气计量和

高压注气压缩机，被称为储气库的“心脏”，是保障储

调节分别采用分离计量工艺和自动角式节流阀。

气库高效运行的核心设备。国内储气库配套的高压注

5.1.2 注采管道优化
早期建设的板桥储气库群由于工作气规模相对较

气压缩机等核心设备一直依赖进口，导致建库成本高、

小，普遍采用注气、采气管道分开设置的方式，导致

复杂地质条件特点的地面核心装备制造技术。

醇方式防止冻堵

供货周期长、运行维护难度大。因此研发了适应国内

石油勘探与开发

注采集输管道距离长、投资较高，而国外较多采用注
采合一方式。注采管道采取分开还是合一设计成为影

5.2.1 大功率往复式注气压缩机
通过持续技术攻关，解决了压缩机气缸自然冷却、

响储气库建设成本的重要问题。通过数值模拟研究，

碳纤维新型抗冲击气阀研制、轴系扭转振动控制和活

提出了不同规模储气库注采管道优化设计方案：①对

塞杆负荷在线监测等技术难题，成功研制了国内首台

于注气量小于等于 500×104 m3/d 且集输半径不超过 20

大功率高压高转速注气压缩机组。压缩机功率 6 000

km 的小型储气库，采用注采合一方式，1 条管道可满

kW，注气压力 43 MPa，转速 1 000 r/min。目前机组已

足注气和采气要求；②对于注气量在（500～1 000）×104

应用于苏桥储气库，安全平稳运行 800 余小时。

3

m /d 的中型储气库，需综合考虑地面工程建设投资和
运行成本等经济因素，优化确定注采管道建设方案；

5.2.2 大口径高压双金属复合管
采出气组分复杂多样导致的地面管道腐蚀一直是

③对于注气量大于 1 000×104 m3/d 的大型储气库，采用

中国储气库建设运行面临的一项严峻技术挑战。为解

注采分开方式。

决这一问题，国际通行的思路是选用高强度耐蚀合金

5.1.3 安全泄压放空系统优化
储气库集注站的安全泄放是持续动态变化的过

管材，但这将大幅增加管道建设投资，影响储气库建

程，常规工程设计一般基于经验采用“全量放空”理

盾，根据复合材料“相补效应”原理，将碳钢价格低

念，即放空系统规模等于站场设计规模。放空系统规

廉、力学性能优良的特点和耐腐蚀合金耐蚀性能优良

模是影响其建设成本和安全风险的关键因素，以呼图

的特点相结合，研制了国内最大口径（外径 660 mm）、

壁储气库为例，若沿用常规“全量放空”设计理念，

最高钢级（L485）机械式双金属复合管 [30]。其可承受

需建设 2 座直径 1 m 的放空火炬，投资成本高、安全

的最高压力达 14 MPa，内衬耐腐蚀合金厚度为 2.0～

管理难度大。结合储气库集注站紧急关断系统的设置，

2.5 mm，管端冶金堆焊层长度为 50 mm，长期和短期

提出了储气库放空系统“先关断、后放空”的新设计

耐温等级分别为 200 ℃和 350 ℃。目前已应用于双 6

理念，即先关闭集注站进出站紧急关断阀，再自动打

和呼图壁储气库，与不锈钢纯材相比成本降低 60%。

开泄压放空阀。通过数值模拟预测放空过程每个时间
点的放空流量和泄放压力，选取最大放空流量作为放

5.2.3 高压大规模采气处理装置
与凝析气田、含 CO2 气田等气田开发地面采气处

空系统的设计规模 [28]。

理装备相比，储气库采气处理装置需要重点满足高压

设整体经济效益。为解决有效防腐与高成本之间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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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高压放空管路中气体流动机理的深入研

灵活运行和大流量频繁波动等苛刻工况要求，国内适

究，建立了采用 Aspen HYSYS 软件动态模型优化设计

用于气田开发的常规采气处理装置无法完全满足储气

站场放空规模的新方法。研究发现，放空初期流量大，

库注采需求。通过研发具有“入口高速气动量吸收、

随着时间推移，放空压力下降，放空流量迅速降低。

规整填料液滴捕集、气液旋流分离”特点的高效低温

可通过控制放空阀门开度有效降低放空初期的最大放

分离器、内置甘醇雾化装置的内部注醇立式换热器和

[29]

，或在不同放空区域分区延时泄放，错开放

改变绕管式换热器结构，优选配套 J-T 阀（焦耳-汤姆

空流量高峰，从而有效降低集注站最大放空流量，减

逊节流膨胀阀）制冷脱水脱烃工艺，制造了国内单套

小放空系统设计规模。根据放空系统设计新方法在呼

规模最大（750×104 m3/d）、压力最高（15 MPa）的采

图壁储气库采取注气区、采气区分区延时泄放措施，

气处理装置，目前已在呼图壁、相国寺、双 6 等储气

空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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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现场成功应用 13 套，经冬季调峰采气实践检验，设

响，建立基于全井段测井数据的管柱剩余强度评价和

备运行状态良好，满足储气库大流量采气工况要求。

管柱剩余寿命预测模型。针对环空带压井，通过研究

6 储气库地下、地面全系统风险预警与

注采作业对环空压力的影响规律及套管柱、油管柱、

评估技术

封隔器等井屏障主要部件的力学强度预测环空最大允
许井口压力，并基于环空最大允许井口压力对环空带

国外 57 起储气库安全事故表明，大规模交替注采、
压力循环波动易造成储气圈闭地质构造失稳、井完整性
失效和地面设备故障，导致泄漏、燃烧或爆炸等事故
发生 [31]。如美国加州 Aliso Canyou 储气库因井套管破

压井进行风险分级管理 [33]。以 A 环空为例，可基于此
方法绘制如图 3 所示的环空带压风险图版，根据目前
状态下 A 环空压力和油压确定其在图版中所属的区
域，进而确定环空带压风险等级并采取相应措施。

损引发天然气泄漏，事故经济损失约 10 亿美元，是美
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储气库泄漏事故之一 [32]。风险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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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评估技术是保障储气库长期安全运行的有力手段。
6.1 以动态监测为核心的地层风险预警

储气库圈闭密封性主要受天然气交替注采引起的

盖层变形、断层滑移等因素影响，实时监测和预警圈
闭漏失风险对储气库安全运行至关重要。但因储气库
圈闭位于地下数千米，地层漏失风险预警主要是基于
实时动态监测，通过优化调整注采运行方式做到提前
预警和事先及时控制。通过将储气库常规动态监测井
网监测与微地震实时监测协同配套，形成了储气库地

图3

储气库注采井 A 环空带压风险图版

层漏失风险预警技术。常规动态监测井网监测利用部

储气库注采井作为天然气注采的通道，在运行过

署在储集层内部、盖层上部、断层上盘及周边水体的监

程中可能受套管腐蚀、设备密封失效、固井质量差、

测井，根据监测点地层压力的变化掌握储气库注采过程

误操作、第三方损坏和地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造成

气水运行动态。例如，通过盖层上部或断层上盘监测井

井筒完整性失效，诱发气体泄漏。针对储气库注采井

压力的变化判断是否发生了气体沿盖层或断层的泄漏，

完整性影响因素多的问题，建立基于故障树的注采井

进而对注采工况和运行上、下限压力进行优化调整。储

泄漏风险评估方法，主要评估流程包括：①识别各种

气库微地震监测在常规油气藏压裂微地震监测技术基

潜在的泄漏路径，建立注采井泄漏故障树；②按腐蚀、

础上，建立储气库注采过程微地震信号与岩石不同变形

冲蚀、地震等分类建立概率评价模型，并基于风险因

机理之间的对应关系，解决储气库注采不同震源机制

素与基本事件的关系确定事件发生概率，建立注采井

微地震信号模拟、海量数据自动识别、微地震数据解

泄漏概率计算模型；③考虑地层迁移泄漏、大气泄漏

释等技术难题。根据微地震信号类型、解释震级等从

和水泥环泄漏模式，建立泄漏后果评估模型；④考虑

三维地质体角度预警潜在的盖层拉张或剪切变形、断

天然气泄漏对人员生命安全和经济损失的影响，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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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滑移、套管错动。通过与常规监测井压力监测结果

储气库井个体风险和经济风险评估模型。其中个体风

对比，进一步判断地层变形可能导致的气体漏失风险，

险是指储气库井周边居民或工作人员由于天然气泄漏

指导注采工况的调整和储气库动态监测方式的完善。

事故导致死亡的风险，而经济风险则指因天然气泄漏

6.2 注采井完整性检测与风险评估

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个体风险依据最低合理可行原

储气库注采井设计寿命达 30 年以上，因此检测评

则判断是否可接受，推荐不可接受线为 1×104 次/a，

价储气库注采井完整性是风险管控的重要内容。检测

广义接受线为 1×106 次/a。当个体风险位于不可接受

对象包括套管柱（井下及近井口）、采气树和井口装置、

线以上时，表明风险不可接受，需及时采取治理措施；

套管外窜流或气体聚集、水泥环第 1/第 2 界面胶结质

位于广义接受线以下时，表明风险可接受；位于两者

量、套管间压力及其可能来源、套管外空间流体量等。

之间时，表明风险可容忍，但仍需通过完整性管理降

在系统分析套管柱载荷的基础上，考虑椭圆度、壁厚

低风险。经济风险根据成本效益分析确定是否可接受。

不均匀度等几何形态以及腐蚀和裂纹缺陷等因素的影

储气库注采井完整性检测与风险评估技术已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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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板桥储气库群和呼图壁、相国寺、双 6 等储气

5 项技术有力支撑了新疆呼图壁等 6 座库群共 12

库多周期注采运行，结合矿场持续动态监测和工作制

座储气库的科学设计、高效建设和安全运行，保障了

度调整优化，投运储气库井已安全运行近 20 年。

板桥储气库群等 10 座储气库近 20 年的安全运行。

7 矿场应用实效
以上 5 项关键技术已在板桥储气库群风险评估和

符号注释：
c——内聚力，MPa；pmax——保持断层稳定的极限压力，
MPa；Sn ——断层面正应力，MPa；β——断层滑移指数，无

中国石油 2010 年启动建设的新一批气藏型储气库选址

因次；1——最大有效主应力，MPa；3——最小有效主应力，

设计、工程建设和风险管控中得到大规模应用。

MPa；n——断层面有效正应力，MPa；τm——某一应力状态

在储气库选址设计方面，在全国 39 个目标气藏中

下的最大剪应力，MPa； m ——发生剪切破坏时的临界剪应

优先推荐呼图壁、相国寺、双 6、苏桥、陕 224 和板南

力，MPa；τs——断层面剪应力，MPa； ——内摩擦角，
（°）；

等 6 座气藏改建储气库。针对呼图壁、苏 4 等大型非均

χ ——剪切安全指数，无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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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选择性水侵气藏，优化设计 6 座库群共 12 座储气库，
有效库容量 271.3×108 m3，工作气量 116.5×108 m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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