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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低渗透油气藏开发理论与技术进展
胡文瑞 1，魏漪 2，鲍敬伟 3
（1.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北京 100724；2. 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3.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基于对国内已开发低渗透油气资源的认识和研究，提炼了低渗透油气藏的开发理论，总结了低渗透油气藏开
发的关键技术，探讨了低渗透油气藏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和技术方向。中国低渗透油气藏开发主要形成了 5 个方面的
理论与关键技术：①发展了低渗透储集层渗流、双重介质渗流、相对均质等理论；②研发了“储集层有利区与含气
性预测相结合、叠前和叠后相结合”的井位优选技术；③完善了定向射孔多缝、多级加砂、多级暂堵、直井多层、
水平井等体积压裂提高单井产量技术；④提出了整体降压、局部增压、聚能冲压解堵、精细分注、温和超前注水等
增注保压技术；⑤形成了水平井注采井网优化提高采收率技术。继续经济有效开发低渗透储量，必须做好 3 方面的
工作：①依靠技术进步，继续研发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建立低品位油藏效益开发新模式，确定主体技术界限
并做好超前开发接替技术储备；②坚持“低成本技术+低成本管理”体系，通过“技术和管理的不断创新，建立一套
完整的低成本二元集成创新体系”；③争取国家优惠政策。图 7 表 1 参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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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s of the theory and technology for 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s in China
HU Wenrui1, WEI Yi2, BAO Jingwei3
(1.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100724, China; 2. SINOPEC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83, China; 3.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PetroChina,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For low-permeability oil and gas reservoirs, the development theories are refined, the key development technologies are
summarized, and the prospect and technical direc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discussed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
on developed low-permeability oil and gas resources in China. The main achievements include: (1) the theories of low-permeability
reservoir seepage, dual-medium seepage, relative homogeneity, etc. (2) the well location optimization technology combining favorable
area of reservoir with gas-bearing prediction and combining pre-stack with post-stack; (3) oriented perforating multi-fracture, multistage
sand adding, multistage temporary plugging, vertical well multilayer, horizontal and other fracturing techniques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of single well; (4) the technology of increasing injection and keeping pressure, such as overall decreasing pressure, local pressurization,
shaped charge stamping and plugging removal, fine separate injection, mild advanced water injection and so on; (5) enhanced recovery
technology of optimization of injection-production well network in horizontal wells. To continue to develop low-permeability reserves
economically and effectively, there are three aspects of work to be done well: (1) depending on technical improvement, to continue to
innovate new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to establish the new mode of low quality reservoir development economically, to determine the
main technical boundaries and form replacement technology reserves of advanced development; (2) to adhere to the management system

预告版

of low cost technology & low cost, to set up a complete set of low-cost dual integration innovation system through continuous innovation
i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3) to strive for national preferential policies.

Key words: low permeability oil and gas reservoir; seepage theory; volume fracturing stimulation; waterflooding technology; well
location optimization; horizontal well; technical development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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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石油的需求不
断增长，而产量增长却相对缓滞，需求与产量的矛盾

逐年加剧，原油净进口量逐年加剧，对外依存度不断
扩大。2016 年中国石油消费量估计为 5.78108 t，净进
口量达 3.78108 t，对外依存度达到 65.40%[1-2]，至目
前单月原油进口量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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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天然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石油供应压力，保障
[3]

了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天然气产量的增长 ，
中国天然气消费量也快速上涨，2000 年天然气消费量
245.03108 m3，2016 年上升到 2 000108 m3 [4]，2007
年中国成为天然气净进口国，2016 年天然气净进口量
8

3

[5]

No.4

低渗透储集层分类标准
渗透率/103 μm2

低渗透
储集层类型

石油

天然气

一般

1.0～10.0

1.0～5.0

特低

0.5～1.0

0.1～1.0

超低

<0.5

<0.1

达 73310 m ，对外依存度达到 36.65% 。伴随着石

透占 47.5%。截至 2016 年底，全国累计探明石油地质

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的逐年增大，亟待加快油气资

储量中低渗透占 12%，全国累计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

源的勘探与开发，提高油气产量，缓解中国油气供需

中低渗透占 39%。低渗透储量主要分布在大庆、吉林、

矛盾，保证国家能源安全。

辽河、大港、新疆、长庆、吐哈、胜利、中原等 9 个

全球约 38%、中国约 46%的油气属于以低渗透为

油区 [8-10]。

主的低品位资源，低渗透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确保中

从分布层位看，中国低渗透石油资源的 80%以上

国油气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低渗透油气田

分布在中、新生代陆相沉积中，天然气资源的 60%以

规模有效勘探开发一直是国际上没有很好解决的重大

上分布在古生界及三叠系的海相地层中 [11] 。中国低渗

工程技术难题，也是油气田开发工程学科的前沿课题。

透油气资源具有分布区域广、储集层类型多样、含油

石油勘探与开发
1995 年，安塞特低渗透油田投入规模开发，中国

气层系多的特点。

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低渗透油气藏开发时代。通过持

伴随着认识的提高、开发技术的攻关和管理技术

续不断的探索，中国低渗透资源的勘探取得了重大发

的创新，低渗透油气资源实现了规模有效开发，产量

现，特别是在近 20 年来发现了大规模油气储量。随着

持续增长，其在油气总产量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2017

开发技术的攻关和创新，加深了对低渗透油气的认识，

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低渗透油藏原油产量

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低渗透油气藏开发配套技术系列，

占年总产量的 36.8%；低渗透气藏天然气产量占年总产

[6]

实现低渗透资源的规模有效开发 。

量的 55%。低渗透油气资源在油气田开发中的地位越

基于对国内已开发低渗透油气资源的认识和研
究，本文提炼了低渗透油气藏的开发理论，归纳总结
了低渗透油气藏开发的关键技术，分析探讨了低渗透
油气藏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和技术方向，以期对中国未

来越重要，正在成为开发的主体。

2 低渗透油气藏开发理论
与中高渗透油气藏相比，低渗透油气藏具有不同

来低渗透油气藏的勘探开发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的储集层特性，表现出复杂的渗流特征。经典的低渗

1 中国低渗透油气藏资源状况

透油气渗流理论较为简单实用，但其只考虑了低渗透
油气藏孔隙渗流的问题，而未充分考虑低渗透油气藏

低渗透油气藏是指常规开采方式难以有效规模开

的相对非均质性和裂缝渗流等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

发的油气藏，包括低渗透砂岩、碳酸盐岩、火山岩等

性。通过室内实验和数值模拟方法，结合实际生产特

油气藏，其表述的关键点是“常规方式难以开采”、
“必

征分析，形成了低渗透油气藏的实用开发理论。

[6]

须通过特殊技术改造才能实现有效规模开发 ”。

3.1 低渗透储集层渗流理论

低渗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世界各国对低渗透油

低渗透储集层由于孔喉细小、连通性较差，渗流

藏的划分标准和界限，因国家政策、资源状况和经济

机理复杂，储集层孔隙中的渗流规律不再符合经典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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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条件的不同而各异 。而在同一国家、同一地区，

达西定律，表现出低速非达西渗流特征。一方面启动

随着认识程度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低渗透油气藏的

压力梯度对渗流的影响显著；另一方面，随流体的不

标准和概念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断采出，有效应力的分布随之变化，孔隙形态随岩石

参照国际低渗透油气藏的开发，结合中国低渗透

骨架变形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改变，进而影响储集层的

油气藏成功开发的实践，特别是近年重大开发的试验

渗流状态，增强低渗透储集层的非线性渗流特征 [12-17]。

成果，将低渗透储集层分为一般低渗透、特低渗透和

3.1.1 低速非达西渗流机理
低渗透储集层孔隙中大部分流体靠近固体表面，流

[6]

超低渗透，并由此提出了划分标准 （见表 1）。
据 2016 年第四次油气资源评价结果，中国石油远

体在渗流过程中受到岩石孔壁的强烈吸附作用，同时岩

景资源量中低渗透占 24%；天然气远景资源量中低渗

石表面的物理化学变化对流体的流动产生很大的影响，

201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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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黏土矿物遇水膨胀以及颗粒运移，强化了岩石表

隙压力不断下降，岩石骨架承受的净上覆压力增加，

[14]

导致岩石的孔隙结构随净上覆压力改变而发生变化，

面特性对流体流动的作用

。因此，对于超低渗透储

集层，固液作用强烈，岩石表面的边界层对流体的影
响不可忽视，这导致渗流规律偏离达西定律。启动压
力梯度是表征这种低速非达西渗流规律的关键参数。
采用启动压力梯度测试系统，通过衰竭实验模拟，

表现为岩石的应力敏感。
通过低渗透岩心应力敏感性实验得到渗透率随净
上覆压力的变化规律（见图 2），从图中可看出，低渗
透储集层表现出较强的应力敏感性，随着净上覆压力

对低渗透岩心样品进行非线性渗流实验，可绘制出启

的增大，渗透率不断下降，下降幅度逐渐减小；实验

动压力梯度随渗透率的变化曲线（见图 1）。

中，净上覆压力增大到一定值后，逐渐释放净上覆压
力，可发现随着净上覆压力的减小，渗透率逐渐恢复，
但恢复程度较低，渗透率因应力敏感性导致的降低过
程是不可逆的。

石油勘探与开发
图1

低渗透油藏启动压力梯度与渗透率关系

以鄂尔多斯盆地低渗透油藏岩心为例，由实验数
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启动压力梯度与渗透率呈较好
的幂函数关系（见（1）式），即随着渗透率的增大，
启动压力梯度逐渐减小。岩石渗透率越小，喉道越细，

图2

低渗透岩心应力敏感渗透率变化曲线

为表征应力敏感效应，引入应力敏感系数的概念，

岩石喉道壁黏附的边界层厚度占喉道半径的比例就越

用于评价储集层应力敏感性，描述渗透率随有效应力

大，孔隙中过流面积越小，驱动流体流动所需克服的

的变化规律。应力敏感系数可定义为：

阻力越大，启动压力梯度也就越大。启动压力梯度随
渗透率变化曲线具有明显拐点，即存在临界值，当渗
透率降至临界值以下时，启动压力梯度急剧增大。

G  0.060 8K －1.152 2

 



lg K K i



lg   i 

（5）

以鄂尔多斯盆地低渗透油藏岩心为例，由实验数

（1）

据计算得到不同渗透率岩心对应的应力敏感系数，然

低渗透气藏启动压力梯度具有相同的变化规律，但

后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应力敏感系数与初始渗透率呈

不同含水饱和度下，启动压力梯度与渗透率表现出不

较好幂函数关系（见（6）式），即初始渗透率越小，

同的幂函数关系，其低渗条件下的流动机理更为复杂。

应力敏感系数越大，敏感性越强；当初始渗透率降至

当含水饱和度为 50%时：

预告版

G  0.015 9 K －0.569 2
当含水饱和度为 30%时：

G  0.002 4 K

－0.834 3

临界值以下时，应力敏感系数急剧增大，应力敏感性

（2）

影响显著增强（见图 3）。

  0.1531Ki0.343

（6）

（3）

3.1.3 滑脱效应作用机理
大量的实验证明，相同的岩心和气体，采用不同

（4）

的平均压力进行测量，所测得的绝对渗透率不同。当

3.1.2 压敏效应作用机理
在油藏开采以前，储集层岩石受上覆地层压力、

气体在小尺度孔隙和复杂喉道中流动且压力较低时，

孔隙流体压力以及岩石骨架本身支撑力的作用，一般

比液-固间的分子作用力小，使得气体分子不能像液体

能够保持平衡状态。但是，随着地层流体的开采，孔

分子那样被孔道壁面所束缚，在管壁处的气体分子仍

当含水饱和度为 15%时：

G  0.000 2 K －1.374 4

气体保持低速渗流状态，由于气-固间的分子作用力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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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控制，孔隙渗流为主，裂缝渗流为辅 [6]。油（气）井
生产动态则表现为初期产量高，递减速度快；中后期
产量低，递减速度缓慢，可稳产较长时间。
室内实验与实际生产证实，低渗透储集层渗流机
理复杂，存在的应力敏感效应、启动压力梯度对渗流
影响较大，基质中流体流动服从低速非达西渗流规律。
假设流体为单相，且微可压缩，考虑基质内部的质量
交换、基质与裂缝的质量交换，则可建立基质非线性
渗流模型 [18-19]。
图3

   v m  qm1 ,m2  qm1 ,f 

低渗透油藏应力敏感系数与初始渗透率关系

  So m

1
（8）
t
对于基质，考虑启动压力梯度的动力学方程为：
1

石油勘探与开发

有部分处于运动状态，同时，相邻层的气体分子由于
动量交换，连同管壁处的气体分子一起沿管壁方向作

v  10－9

定向流动，管壁处流速不为零，气体存在滑脱效应。

气体滑脱效应可用滑脱因子表征，该值与岩石孔



油藏岩心克氏渗透率测试实验数据回归可知，滑脱因

（9）



（10）

基质与基质间的质量交换量的计算模型为：

子与克氏渗透率具有较好的幂函数关系，滑脱因子随

 K 
qm1 ,m2   m1 ,m2 
 m2  m1
   m2



克氏渗透率的增大而减小。
（7）

 p  G 

 K 
qm1 ,f   m1 ,f 
 m1  f
  m1

渗流滑脱效应的强弱程度。采用鄂尔多斯盆地低渗透

0.29



基质与裂缝间的质量交换量的计算模型为：

隙结构、气体性质及平均孔隙压力有关，可描述气体

b  0.072 K 

K

其中



（11）

  p  10－6  gD

滑脱效应对产量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渗透率与气藏

裂缝具有较强的应力敏感性，流体流动服从达西

压力，渗透率越低、气藏压力越低，则滑脱效应的影

渗流规律，考虑裂缝内部的质量交换、裂缝与基质的

响越显著。

质量交换，可建立裂缝的渗流模型。

3.2 双重介质渗流理论
一般情况下，油藏储集层有效渗透率小于 0.5103

   v f  qm1 ,f 

μm2 时，采收率的贡献主要取决于裂缝，而不是储集层

其中，v 可由达西定律求得：

的孔隙。但实际生产证明，低渗透油藏开发过程中储

v  10－9

集层孔隙同样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按裂缝决定采
收率观点推算，安塞油田的采收率最多可达 18%[6] 。

K



  So f
t
p

（12）

（13）

综合基质与裂缝的渗流模型，同时考虑启动压力梯

但实际上，2008 年安塞油田的采出程度已经达到了

度和应力敏感的影响，即可得到低渗透储集层渗流模型。

30%，比推算结果高出 12%，足以说明低渗透储集层

3.3 相对均质理论

孔隙在开发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低渗透、特低渗透油气藏开发过程中，非均质性

预告版

油（气）井生产初期，裂缝的渗透率远大于基质

是个相对概念，相对均质中包含绝对的非均质，无数

孔隙，裂缝起主要渗流作用，裂缝中的流体快速流入

的相对均质储集层的总和，构成大面积的相对均质储

井筒产出。由于裂缝总体积较小，储集能力差，且具

集层。低渗透储集层孔喉虽细小，总体非均质性强，

有很强的应力敏感性，随着裂缝中流体的产出，裂缝

但存在相对均质且连通性较好、具有达西渗流特点的

系统压力下降，裂缝逐步趋于闭合或半闭合，导流能

部局区域。实际油气田的开发中，做好储集层的描述

力大幅下降，油（气）井生产能力下降；生产中后期，

工作，寻找“相对均质”的区域优化方案设计进行重

随着裂缝系统压力的降低，在基质与裂缝间建立起压

点开发，往往可以取得显著的效果。

差，基质中的流体开始向裂缝流动，此后基质孔隙发

安塞油田的主力油层为三叠系延长组长 6 油层，属

挥主要渗流作用，向裂缝和井筒不断供液。表现在渗

于河控三角洲砂岩储集层，主体带渗透性好，渗透率

流特征上为双重介质渗流，主要受孔喉大小和毛细管

变异系数小；边部渗透性差，渗透率变异系数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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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对均质”理论，优选长 6 油层砂体中部进行注

态确定的不同类型流动单元的注水开发特征，制定相

水开发试验，油井大面积连片见效，平均日产油 4.03 t，

应的调控政策，为科学化、精细化油田开发优化设计

一次井网的储量动用程度达 90.7%，水驱储量控制程度

提供第一手资料。

达 73.6%；注水 2 年后水驱控制程度达到 80.7%，油井
[6]

早期油藏描述大大缩短了勘探与开发的距离，加

见效程度达到 70%，预测水驱采收率为 20%～25% 。

快了勘探的节奏和开发的步伐，促进了勘探开发一体

3.4 经济界限理论

化，有利于低渗透油气藏的快速建产。主要内容包括

经济界限指油气田开发过程中，每一阶段的资金

储集层综合评价、储量评价和产能评价 3 部分，其核

投入，都要以最大或稳定产出为依据进行经济评价，

心是储集层综合评价，主要利用评价井岩心物性分析、

计算投资回收期、投资利润，投入产出合理则实施开

试油资料和电测资料，采用数理统计和关键井检验的

发，不合理则暂不开发。开发经济界限的设定：①充

方法，进行精细的“四性”关系研究，以确定储集层

分认识开发此类油气田的企业效益、社会效益；②在

岩性、物性、含油性与电性之间的关系；其次在充分

论证的前提下设置经济界限最基础的目标参数；③充

掌握流动单元与沉积微相间的空间对应关系的基础

分考虑技术进步的贡献值；④预评估此类油气田开发

上，结合生产动态，确定流动单元的空间展布规律，

石油勘探与开发
[6]

优化注采调整、精细化注采管理等调控政策。

对于类似储量的辐射和推动作用 。

随着开发规模的逐年提高，低—特低渗透储集层中

靖安油田建产之前，系统总结和借鉴了安塞油田

能动用的储量品位越来越低，为了有效动用这部分储量，

的开发经验，并结合自身特点，实施早期油藏描述策

保证原油产量的持续增长，必须根据当时的油价，按

略，在有利区域预测的基础上部署评价井，并根据探

照投资回报标准，设定万吨产能投资界限（目前中国

井、评价井、开发井的各类数据开展油藏三维精细描

8

4

的标准为 310 元/10 t）。按此标准长庆油田完成了约
4

1 00010 t 产能建设；后来为开发单井产能低于 2 t/d
8

4

的油田，重新设定基本投资标准为 510 元/10 t，完成
4

[6]

了 60010 t 产能建设 ，2007 年开始实施，效果良好。
在经济界限理论的指导下，长庆油田在保持油气
产量和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

述，遵循“差中找优，低中找高，贫中选富”的原则，
制定出“先肥后瘦、先易后难、先评价后方案、先试
验后开发”的四先四后的技术路线，整体实现了“边
勘探、边建产、边投入、边受益”的目标，勘探开发
一体化推进，快速高效地建成 100104 t 原油生产能力。
4.2 低渗透气藏井位优选技术

益，投资回报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2016 年，长庆油

井位优选技术通过在筛选出的富集区内，利用高精

田投资资本回报率 6.36%，其贡献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度数字二维地震纵波的叠前信息与常规地震的叠后含气

[6]

份有限公司中仅次于大庆油田 。

性检测信息，预测有效储集层，优选最佳位置确定井位，

4 低渗透油气藏关键开发技术

其中含气性预测的精度是提高井位优选成功率的关键。
为提高储集层预测与含气性检测精度，长庆油田

低渗透油气资源的经济有效开发是一个世界性的

通过优化地震采集系统参数、现场反复试验等手段，

难题，通过长期持续不断的开发技术探索和攻关，中

探索出以数字检波器接收、小道距、大偏移距、高覆

国形成了一系列世界领先水平的原创性和集成性开发

盖次数、潜水面以下激发为核心的高精度二维地震采

技术，实现了低渗透油气藏的规模有效开发。低渗透

集技术，从而获得高品质资料，叠前地震资料可直接

油气开发难题的每一次破解，都伴随着科学认知质的

用于含气性检测，精度大幅提高。

预告版

飞跃、技术的重大突破。在长期的勘探开发过程中，

长庆苏里格气田的开发坚持“河道带和含气性预

通过探索和积累，形成了低—特低渗油气藏有效开发

测相结合、叠前和叠后相结合”的技术路线，紧紧围

的低成本主体技术与配套工艺措施。

绕河道带分布进行优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地震、地

4.1 早期油藏描述技术

质相结合的井位优选流程（见图 4），使经济有效井的

在勘探评价阶段，油藏评价提前介入，开展油藏
的精细描述工作。主要综合应用地质、地震、测井、

比例由评价初期的 50%提高到 80%以上。
4.3 压裂改造技术

测试等相关资料，利用多种数学工具，由多学科团队

对低—特低渗透致密砂岩储集层而言，油（气）

对油藏的各种特征进行定量描述、表征及预测，建立

井无自然产能或自然产能很低，需经过大规模压裂改

三维或四维油藏地质模型。同时，结合试验区生产动

造之后才能有效投产。针对这一问题，研发出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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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合，然后进行下一级压裂，逐级铺置。由于第二级
压裂的前置液受下部铺置的支撑剂的影响，裂缝向下
延伸受阻，迫使支撑剂向上铺置，达到改善支撑剂纵
向铺砂剖面的目的，从而提高油层上部裂缝导流能力。
长庆油田低渗透油藏应用该技术施工 2 000 余井，
与邻井相比，试验井单井平均增油 0.3～1.0 t/d。
4.3.3 多级暂堵压裂技术
天然微裂缝发育、上下遮挡条件较好、最大与最
图4

苏里格气田井位优选技术流程

小主应力差值较小的低渗透储集层，采用多次加入暂
堵剂、强迫裂缝转向、形成多条次生裂缝的施工方法，

泄流面积为主的体积压裂改造技术，可以实现单裂缝

可有效扩大泄流面积。因初次压裂裂缝的存在，随着

石油勘探与开发

压裂向多裂缝压裂的转变，有效扩大了动用体积。

4.3.1 定向射孔多缝压裂技术
定向射孔压裂技术适用于最大主应力与最小主应
力差小于 5 MPa、厚度大于 10 m 的致密储集层。通过

定方位射孔，改变起裂方向，强制裂缝转向，同层内

平面上可形成相互独立的多条 S 型裂缝，扩大人工裂
缝系统控制的泄流体积，进而提高单井产量（见图 5）。

油（气）井的开采，储集层中将产生诱导应力，改变
初始地应力状态，这为重复压裂过程中裂缝发生转向
提供了可能。

暂堵压裂技术 [20-23] 主要通过在压裂施工中向地层

实时加入暂堵剂，旧缝张开后，暂堵剂与支撑剂混合
后进入原有裂缝，混合物在高渗透带聚集并产生滤饼
桥堵，阻碍和限制裂缝的继续延伸和发展，后续压裂
液不能进入裂缝和高渗透带，导致井底压力上升。当
裂缝内净压力达到微裂缝开启压力或新缝破裂压力
时，微裂缝或新缝开启，随后续携砂液的继续加入，
微裂缝或新缝延伸、扩展成为新的支裂缝，沟通老裂
缝未动用的油气层。暂堵剂在施工后溶于地层水或压
裂液中，不会对储集层造成二次污染。
从现场实际应用效果来看，实施暂堵压裂后，施
工压力升高明显，单井产量增加，含水稳中有降，达

图5

定向立体射孔及压裂工艺示意图

数值模拟和物理模拟实验表明，水平应力差值减

到了控水增油的目的。2014—2015 年在长庆油田 D1
油藏共实施暂堵转向重复压裂 46 井次，成功率 93.4%，

小，最小地应力方向上裂缝延伸距离增加，定向射孔

平均单井增油 1.59 t/d，措施后含水率由 47.6%下降到

压裂时水力裂缝转向半径增大，地应力差值超过 6 MPa

39.7%[22-23]。

时裂缝转向比较困难；当射孔方位与最大主应力方向

4.3.4 直井多层压裂技术

呈一定夹角时，裂缝先沿射孔孔眼方向起裂，然后转

发育多层系的低渗透气藏，单井增加动用层数结

向最大主应力方向，且随着射孔方位与最大主应力方

合单层体积压裂改造，可有效提高单井产量。以此为

向夹角增加，裂缝的转向半径增加，目前夹角初步优

目标，研发了连续油管带底封分层压裂和套管固井滑

选为 45。

套阀多层压裂的新型分压技术，可实现低渗透气藏直

预告版

长庆油田低渗透油藏共 246 口井应用该技术施工，
单井初期平均增油 0.4～0.8 t/d，整体试验效果较好。

井多层开发。

①连续油管带底封分层压裂。该技术集成了射孔、

4.3.2 多级加砂压裂技术
储集层厚度大、层内无明显隔夹层的油（气）井，

压裂、隔离等技术，首先把连续油管工具串下入第一段

常规压裂存在支撑剂下部沉降现象，支撑剂在纵向铺

器，实施连续油管喷砂射孔，环空泵注压裂，同时油管

置不均，油层上部难以有效改造，储量动用不充分。

小排量泵注基液。第一段压裂结束后，上提连续油管封

多级加砂压裂将总砂量通过合理的多次泵注输送至储

隔器、连续油管至第二段预改造位置进行射孔、压裂

集层中，第一级压裂后停泵，等待支撑剂沉降、裂缝

作业。具有分层压裂层数、段数不受限制，起下压裂

预改造位置并定位，通过上提下放坐封锚定器及封隔

201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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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柱快，施工过程中可用连续油管实时监测井底压力，

钻井液滤液等堵塞物排出。另一方面，聚能弹在燃烧

便于后期修井作业，作业周期短，施工效率高的优点。

产生冲力的同时也伴随高温高压射流，作用于射孔炮

②套管固井滑套阀多层压裂。该技术通过将滑套

眼，径向冲压地层，在射孔炮眼的四周，形成 3～5 m

与套管连接一同下入到目的层段固井完井，逐级投入飞

的放射状微裂缝，并同步进行酸化，酸液可更有效、

镖打开滑套实现分层压裂，球座通过前一级压裂时的压

更大范围地进入地层，有效地解除近井地带和深部的

力传递缩径而形成，避免了常规分层压裂工具球座逐

污染堵塞，提高井筒附近地层的渗流能力，达到储集

级缩径对压裂级数的限制。该压裂方式不需射孔，可

层改造和降压增注的目的。

直接压裂，能够实现压裂生产一体化，缩短投产时间。

②精细分层注水技术。该技术适用于油层厚度大、

2010 年以来，长庆油田低渗透气藏完成 8 口井连

隔夹层较发育、纵向非均质性强的低渗透储集层，分

续油管带底封分层压裂，平均单井改造 5.1 层，平均试

小卡距、小套管井、桥式偏心多段 3 种分注方式。小

气产量是邻井的 1.5～2.0 倍；同时完成 15 口井 74 层

卡距分注主要通过在油管中下入磁定位测试仪器定位

套管固井滑套阀多层压裂，最多实现一次连续分压 9

井下配注工具，实现精准分注，该技术成熟、操作简

层，产气测试结果表明，达到了多层动用提高单井产

便、结果准确，但施工时间长、测试成本较高；小套

量的目的。

管井分注主要针对超低渗透油藏部分注水井采用

4.4 注水提高采收率技术

114.3 mm（4.5 in）小套管笼统注水而研发，将 Y341-95

石油勘探与开发
低—特低渗透油藏目前多采用注水保持地层压力

可洗井封隔器、座封滑套等井下工具组成工艺管柱，

的开发方式，因低渗透油藏渗流阻力大，非均质性强，

封隔器座封后，压力达 20 MPa 时打掉座封滑套，实现

导致地层能量补充困难，油井注水受效较慢，开发过

油套分注，可洗井封隔器结构简单、座封可靠；桥式

程中，地层压力、采油、采液指数等生产指标下降较

偏心多段分层注水综合桥式偏心技术，配套封隔器逐

快。为提高单井产量、保持稳产，长庆油田创新性地

级解封技术、磁定位技术和管柱锚定技术，实现大井

出了“超前注水”理论，研发了适合低渗透油藏注水

斜、深井、小卡距多段分层注水，同时配套研发了下

提高采收率的配套工艺技术。

压式逐级解封封隔器、双解封式逐级解封封隔器以及

4.4.1 注水工艺技术
超低渗透油藏补充地层能量困难、注水不均衡，

非金属水力锚等工具。

主要原因有：①储集层渗透率低，流体渗流阻力大；

4.4.2 注采井网优化技术
特低渗透储集层均不同程度发育天然裂缝，注水

②油层厚度大，纵向非均质性强，隔夹层较发育，吸

开发过程中，注入水易沿砂体轴向裂缝水窜形成“指

水能力差异大；③注入水与岩性不配伍，地层中易结

进”，造成平面及纵向上注采的不均衡，多年的实践表

垢形成堵塞；④注入水与地层水不相溶，在孔喉处易

明，合理优化注采井网可有效缓解注采不均衡现象。

形成较大的毛细管阻力。近年来通过高压欠注机理研

菱形反九点井网（见图 6a）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和

究、岩心分析及单层吸水能力试验，研制出采用阻垢

灵活调整性，可实现裂缝系统与井网的优化配置。该

和分散成垢晶体来有效降低流动阻力、分层注水均衡

井网注水井和角井连线与裂缝走向平行，同时放大了

补充地层能量等方法，形成了降压增注注水技术与精

裂缝方向的井距，有利于提高压裂规模、增加人工裂

细分层注水技术。

缝长度、提高单井产量及延长稳产期、减缓角井水淹

预告版

①降压增注注水技术。该技术适用于注入困难的

速度；同时缩小了排距，可提高侧向井的受效程度。

低渗透储集层，分整体降压、局部增压、聚能冲压解

至开发后期，当裂缝线上的角井含水上升到一定程度

堵 3 种增注方式。整体降压增注以筛选出适合目标区
的降压增注药剂为目标，在注水站进行投加，药剂随

注入水进入地层深部，达到防膨、防垢、清垢等目的，
降低注水井注入压力；局部增压增注主要是利用离心
增压注水泵进行增压注水；聚能冲压解堵增注则主要
利用聚能冲压弹在井中燃烧产生的冲力将井筒内液体
往复向上推冲，在套管内产生宽幅水震荡，进而在油
层井段形成强力反排作用，将炮眼和近井地带的杂质、

图6

注采井网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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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实施转注，变为矩形五点井网（见图 6b），可最大限

来越复杂，单纯靠定向井技术提高单井产量难以满足生

度地提高基质孔隙的波及体积。

产的需求。2010 年长庆油田制定了以提高油层钻遇率、

为保证较好的经济效益，低渗透油田合理井网密

满足体积压裂和能量补充要求为主攻方向的开发策略，

度应控制在经济极限井网密度和经济最佳井网密度之

大力推进水平井开发试验，取得了技术突破，先后形成

间；对于经济风险较大的油田，可以选用靠近经济最

了水平井注采井网优化、水平井压裂改造等实用技术。

佳井网密度参数；合理注采井距可综合储集层物性、
裂缝发育程度、平面及纵向非均质性和经济效益等因

4.5.1 水平井注采井网优化技术
水平井井网优化的核心是注水条件下，实现天然

素确定。

裂缝与人工裂缝、布缝方式与井网形式的合理匹配。

4.4.3 温和超前注水技术
低渗透、特低渗透油田注水见效周期长，不利于

超低渗透油藏天然裂缝优势方向为主渗流方向，主方

高效快速开发，超前注水在油田开发前较长时间实施，

必然存在差异性，水平井布缝方式优化设计，必须考

通过注水提高地层压力，使地层压力保持在合理水平，

虑天然裂缝分布规律的影响。

向与侧方向存在渗透率级差，水驱渗流规律在平面上

石油勘探与开发

可有效解决见效周期长这一问题。当超前注水时间足

以水平井产量为主要评价指标，同时考虑能量补

够长后，油水井之间可建立起有效的驱替压力系统，

给、压力保持水平、初期采油速度、产量递减及井网

有利于提高单井产量。但如果注水压力过高，注水井

灵活性等，采用数值模拟技术进行水平井布缝方式优

附近地层快速增压，应力场发生变化，容易诱发原本

化，可得出不同储集层条件下的的井网部署模式：①

闭合的天然裂缝开启，并以水井为中心，在薄弱面产

厚度在 10 m 左右、裂缝相对不发育的储集层，五点井

生新生缝，形成动态裂缝带，注入水沿裂缝突进。为

网（见图 7a）最优，在规避裂缝性见水、降低初期递

避免该不利因素的影响，长庆油田提出了小水量、长

减方面效果明显；②厚度大于 16 m、油层纵向上叠合

周期的温和超前注水技术，该技术在注水强度设计上

发育或者具有相对稳定隔层、裂缝相对不发育的储集

主要有两个关键点：①最大注入压力小于裂缝开启压

层，水平井立体开发井网（见图 7b）最优，在提高采

力和地层破裂压力，可有效防止原生裂缝的开启和地

油速度上效果明显；③厚度在 10 m 左右、裂缝发育、

层破裂产生新生缝，杜绝注入水沿裂缝突进；②最小

脆性指数高的储集层，长水平段体积压裂准自然能量

注入压力必须满足有效克服启动压力梯度，建立有效

井网（见图 7c）最优，扩大单井控制范围的同时，充

的驱替压力系统，保证单井产量尽可能提高。该技术

分利用天然能量，防止原生裂缝和新生缝的开启，避

兼顾了裂缝开启、地层破裂、启动压力梯度之间的矛

免注入水沿裂缝突进造成水淹。

盾，可有效提高地层压力，降低压敏效应，避免注入
水沿裂缝突进，地层压力分布相对均匀，有利于油田

4.5.2 水平井压裂改造技术
超低渗透油气藏物性差、平面和纵向非均质性强、

保持较长时间稳产、高产。

自然产能低，油（气）井采用增加改造体积的方式投

4.5 水平井开发技术

产，是目前最有效的开发途径。长庆油田在现有压裂

超低渗透油藏规模开发面临的储集层地质条件越

技术的基础上，研发了适应不同油藏类型的水平井体

预告版
图7

水平井注采井网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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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压裂改造技术，包括水力喷砂体积压裂、裸眼封隔
器体积压裂、水力泵送复合桥塞分段多簇压裂等技术。
①水力喷砂体积压裂。该技术采用多喷射器同时

9

CO2 具有黏度低，易进入微小孔喉的特点，CO2
驱油机理 [24-31] 主要有：①在地层温度、压力条件下，
CO2 一般为超临界状态，具有较强的溶解、萃取作用，

喷砂，实现由单簇到多簇射孔的转变；携砂通道从油

随着 CO2 在原油中不断溶解，油水界面张力减小，原

管变为环空，采用“套管大排量加砂、油管小排量补

油黏度降低，油相的相对渗透率提高；②CO2 溶解于

液”注入方式，辅以新型钢带式封隔器、防反溅喷射

地层水中，使水碳酸化，水的黏度增加，改善油水流

器等关键工具，可解决高压高排量压裂问题；提升封

度比；③CO2 溶于地层水所形成的碳酸水可与岩石中

隔器的封隔有效性，可满足长时间大规模压裂。水力

的碳酸盐胶结物反应，改善地层渗透率，提高储集层

喷砂体积压裂技术具有减少喷嘴损伤、成本低、操作

注入能力，而且可以抑制黏土膨胀，起到稳定黏土的

简便的优势，目前可实现一趟管柱 10 段以上、每段 2～

作用；④CO2 注入油藏，少部分未溶解于原油中的气

4 簇的压裂施工。

体会占据地层孔隙，驱出原油，大部分 CO2 会溶解于

石油勘探与开发
②裸眼封隔器体积压裂。该工艺以裸眼封隔器为

原油中，使原油体积膨胀，增加驱动能量，随着开发

载体，完井作业时一次性下入压裂管柱，通过封隔器

过程中地层压力的不断下降，溶解于原油中的 CO2 会

坐封实现各水平井改造井段的封隔，依次投球打开不

膨胀脱出，形成溶解气驱，提高驱油效率。

同级差的滑套，建立油管与上部储集层之间的连通通

与注水开发相比，注气压力低于注水压力，有利

道，同时封堵下部已改造层段，实现对水平井段的多

于避免动态裂缝的形成，且 CO2 比水更容易注入地层，

段压裂改造，开井返排后即可投产。

实现保持地层压力、注采平衡难度小，CO2 驱优于水

裸眼封隔器体积压裂技术可实现一趟管柱完成多
段定点改造，具有井下工具少、工序简单、作业效率
高、井控风险低、工艺管柱性能可靠的优点，可适用

驱开发。国内外现场试验与室内实验研究表明，低渗
透油藏 CO2 驱提高采收率潜力大，应用前景好。
国外 CO2 驱油配套技术较成熟，通常将封闭性好、

于浅、中、深层水平井的分段压裂。但该技术对水平

非均质性较弱、连通性较好、注采井网较完善作为注

段井眼轨迹要求较高，完井程序复杂，周期长。

CO2 驱油藏的筛选标准。中国低渗透油藏地质条件相

③水力泵送复合桥塞分段多簇压裂。该技术是在

对复杂，且低渗透油气藏 CO2 驱油技术仍处于起步阶

引进的“水力泵送桥塞分段多簇压裂”技术基础上发

段，工业化应用需要解决理论与技术上的许多难题。

展而来，通过攻关试验，解决了复合桥塞设计与选材、

如混相机理、埋存机理、注采井网优化、CO2 注入工

多级点火射孔、工具串安全泵送、压后易钻等技术难

艺、防窜封窜、采出流体处理等理论、技术有待进一

题，实现了技术国产化，并在现场试验取得成功。该

步研究和发展。

技术采用射孔和桥塞坐封联作的方式，一趟管柱完成

5 可持续发展前景与建议

射孔作业和封隔器封隔下部层段，实现分段压裂改造，
同时实现分级射孔，配合暂堵材料完成多簇压裂，提

中国主要含油气盆地低渗透石油资源占剩余石油

高单段压裂改造体积，实现分段多簇压裂。该工艺具

资源总量的 60%，低渗透天然气资源占剩余天然气资

有封隔可靠性高、井筒完善程度高、分层压裂段数不

源总量的 51%；松辽、鄂尔多斯、柴达木、准噶尔四大

受限制的优点。

盆地低渗储量所占比例均超过 85%[11]，可见低渗透油

预告版

从现场应用来看，复合桥塞分段多簇压裂技术提
3

效增产效果明显，排量最大可达 15 m /min，入地液量
4

3

气资源在剩余油气资源总量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随着地质认识程度的加深、勘探开发技术的进步、

最高 210 m ，单段射孔 3～6 簇，裂缝带宽 110～140

评价手段的完善，油气勘探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展，

m，相比分段压裂提高 75%。

更多的低渗透资源不断被发现，全国低渗透油气远景

4.6 CO2 驱油技术
低渗透油藏注水开发有效驱替压力低、易发生裂
缝性水淹、波及效率低、产量递减快、采收率低，目
前矛盾日益突出。CO2 驱可极大改善水驱存在的不足，

资源量将会更大。中国低渗透油气资源丰富，为油气
产量增长和未来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具有
长远的开发潜力。
由已发现的油气储量动用情况来看，石油探明储

大幅提高原油采收率，是目前低渗透油气藏有效的开

量动用率为 72%，未动用储量主体为特低渗透储量；

发接替技术。

天然气探明储量动用率为 38%，未动用储量主要为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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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率小于 0.1103 μm2 的储量。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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