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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完井新技术

智能完井系统的诸多优点已无需赘述，但由于众所周知的高

昂完井项目启动费用包括设计、安装及维护成本，使得许多作业

者对这项完井技术望而却步。新推出的系统或许能够改变人们对

智能完井系统的认识，这些小型的模块化系统既保留了原来庞大

复杂的高端系统的优点，同时又降低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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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井下传感器检测水侵。地层水淹会造成该层段产量下降，而其他层段
的产量会随之增加以确保该井满足生产者设定的所有约束条件，比如产液速

度或者管头压力。产量的变化可以通过层段间压降的相应降低或增加来体现。

在本案例的生产曲线上，油井生产 700 天时，双层同采水平井端部的水突破（蓝

色）引发了该层段与水平段跟部之间压差（红色）的急剧下降。生产进行到

约 1160 天时随着井筒水平段跟部产水量（绿色）增加，压降减少的幅度趋

于平缓。到 1700 天时，随着井筒水平段根部产水的逐渐增加，压降又逐渐

增大。（根据 Aggrey 等人的资料修改，2008 年，参考文献 2）。

在高风险或偏远地区，特别是在

深水和超深水区域，进行修井作业的

成本极高，于是智能完井系统应运而生。

由于水深大于 150 米（500 英尺）的井

的修井作业、二次完井、甚至一些常

规的井下维护作业只能在浮动钻井设

备上实施，因此作业成本非常之高。

由于这些浮动钻井设备的租赁费

用及动员费用非常高，加上水下修井

作业周期比较长，所以作业者一般不

愿意就一项单纯的不能带来显著投资

回报的修井作业或者二次完井作业考

虑使用深水钻机。另外，对于这些深

水高产井，当作业者考虑进行修井作

业时，关井期间停产造成的损失是一

个关键的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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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作业者往往

会推迟一些必需的修井作业。而这种

延误会造成油井长期减产，造成储层

产能的永久性损害，降低最终采收率，

从而影响油气田整体的经济效益。

智能完井系统（IC）能够提供一

种替代方案，取代传统的钻机修井作业，

它采用井下传感器远程收集流体和储

层数据。作业者可以通过远程开启的

井下流体控制阀（FCV）调节单个产层

的流量 [1]。

远程控制传感器消除了多层井段

对常规修井作业的需求，它能够鉴别

抑产问题的位置，比如水侵、气窜和

出砂的位置。工程师通过传感器测量

特定井深处流量、温度、压力的变化，

来实时判断某个层位的产量或压力正

在下降，从而规避修井的风险和费用

（前一页图）。

工程师找到问题的根源后，可以

通过调节安装在每个产层段的 FCV 关

闭产层、加大或降低任一产层的排液量，

重新配置完井装置 [2]。在初始修井作

业后的流动期间进行的测量必须进一

步调整 FCV 设置的初始变化时，这一

做法尤为经济高效。

当 IC 最初引入到业界时，石油公

司都拒绝安装智能完井系统，工程师

质疑在井的生产周期内智能完井系统

关键部件的可靠性能否满足要求。作

业者同样考虑到智能完井系统的大量

资金投入一直以来都明显高于常规完

井装置的成本支出。因此，在综合考

虑完井成本和风险之后，作业者通常

青睐普通完井装置，只是在偏远地区

和深水完井时才考虑采用 IC。
IC 组件及系统的不断改进和多年

的实际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业界

对 IC 系统可靠性的担忧。然而，由于

其系统设计及实施非常复杂，使得其

成本仍然居高不下。因此，智能完井

系统的应用仍然主要局限于偏远地区

以及修井费用高、停产损失大的高产

井。

近年来，随着工程师逐渐认识到

IC 可以作为有效的油藏管理工具，该

技术对业界的吸引力与日俱增。通过

远程控制井下监测及调节装置，可以

比通过常规修井方式更加便捷地优化

多层完井、注水、气举及其他增产作

业。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加速现金流、

提高最终采收率，IC 的投资回报率远

远超过了规避修井作业所节约的投入。

某大型作业者曾计算得出：IC 对其业

务总经济贡献的 5% 来自于避免修井

作业节约的投入，而储层增产带来的

收入增加则占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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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监控储层压力及井底流压。在多层开采的智能完井中，对每个产层都
进行隔离、监测和控制。关闭第 1 层上的 FCV（上），测量仅第 2 层流动（红

色箭头）时的井底流压（FBHP），同时测量已关闭第 1 层的储层压力恢复。

关闭第 2 层上的 FCV，打开第 1 层的控制阀（下），可测得第 2 层的储层压力，

以及第 1 层的 FBHP。以上原理适用于任何数量的隔离产层。

4. 根据 Sakowski 等人，参考文献 3。

5. Chen JHC，Azrul NM，Farris BM，NurHazrina 
KZ，Aminuddin MKM，Saiful Anuar MY，Goh 
GKF，Kaur PKS，Darren Luke TK 和 Eddep A ：
“Implementation of Next Generation Intelligent 

Downhole Production Control in Multiple-Dipping 
Sandstone Reservoirs，Offshore East Malaysia”，
SPE 145854，发表在 SPE 亚太油气大会暨展览
会上，雅加达，2011 年 9 月 20-22 日。

6. Sharma AK，Chorn LG，Han J 和 Rajagopalan 
S ：“Quantifying Value Creation from Intelligent 
Completion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SPE 
78277，发表在 SPE 欧洲石油大会上，阿伯丁，
2002 年 10 月 29-31 日。

7. Narahara GM，Spokes JJ，Brennan DD，Maxwell 
G 和 Bast M ：“Incorporating Uncertainties in Well-
Count Optimization with Experimental Design for the 
Deepwater Agbami Field”，SPE 91012， 发 表 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休斯敦，2004 年 9
月 26-29 日。

8. Adeyemo AM，Aigbe C，Chukwumaeze I，Meinert 
D 和 Shryock S ：“Intelligent Well Completions in 
Agbami ：A Review of the Value Added and Execution 
Performance”，OTC 20191，发表在海上技术大
会上，休斯敦，2009 年 5 月 4-7 日。

工程师还发现 IC 有助于减少开采

产层所需井的数量。尤其针对深水完

井作业，通过减少井数、降低修井频

率及减少修井造成的减产损失，作业

者能够节省数百万美元的油田开发成

本 [4]。井数越少，海底井下设备就越少，

因而极大降低了资金投入。此外，过

量产水、产气能通过关闭井下控制阀

门或井筒限流来控制，而不是在地面

进行处理，因此 IC 的水、气处理设备

可能更小。层间封隔、层间压力优化

能加大井筒的合采流量，从而实现产

量和总采收率的净增。

通过地面控制的 FCV，能定期测

量储层压力及井底流压（FBHP），无

需生产测井。首先关闭第一个层，使

位于砂面的井下压力传感器开始记录

环空或储层压力。同时，位于另外一

个完全开启地层的传感器测量该层的

FBHP。

当第二个层关闭、第一个层打开

时，位于砂面的传感器测量第二个层

的储层压力及第一个层的FBHP（上图）。

这项技术可一次应用于多个生产层段，

使得作业者在既不会过多地影响储层

压力恢复，又无任何修井风险的情况下，

随时、随地（在任意产层）采集井下

压力剖面。工程师可利用产层封隔技

术收集产层压力恢复测量信息以及压

降剖面，掌握生产指数（PI）在井的

开采寿命周期内的变化情况 [5]。

尽管 IC 久经考验且应用环境不断

扩大（因为智能完井系统的开发者最

初希望将其应用于相对高产的井），但

中、低产油气田的经济条件决定了作

业者会继续使用传统的完井策略，而

不愿承担智能完井资金高投入的风险。

智能完井系统还需设计得足够耐用，

在井的开采期间（通常 20 年以上）都

无需修井作业，因为对深水或偏远地

区井的一次修井作业就会轻易地抵消

采用 IC 任何预期的经济优势。

IC 的设计要求导致其庞大、复杂、

费用高。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由

于业界技术提供者寻求增强 IC 的可靠

性及灵活性，该技术得以发展成熟。

寻求最佳解决方案的作业者常常须结

合使用来自诸多供应商的组件，将其

配置在一套完井装置中。这一情况给

组件接口带来了挑战，导致设备故障

的风险增加，现场作业的时间延长，

完井装置装配、调试、安装设备的成

本加大。

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人们认为配有

远程监控设施的油气井需要巨额投资，

只有高产井、复杂井或修井费用高、

技术难度大的偏远地区的井才值得配

备这些设施。本文介绍了为研究相对

简单的 IC 系统所做的努力。系统的特

有设计降低了其成本，从而使均产井

到边际井的作业者都能受益于 IC 的油

藏管理，而之前该技术几乎无一例外

地仅被局限于高投资或高风险环境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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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层合采与按次序开采产量的比较。墨西哥湾某作业公司的生产曲线表明
多层合采（红色）较之按次序开采（蓝色）具有明显的产量优势。该井安装

了两套流动控制阀以控制上下两个产层。当某层出现水淹且影响到原油净产

量时，作业者就通过控制开关关闭这一产层；结果显示多层合采累积采油比

按次序开采的预测产量（蓝色）增加 28%。

^ 储层特性的不确定性。Agbami 油田的产层段由两个主力油层组成。渗透性、断层封闭及注水
波及面积的不确定性使井数及井位的部署难以决策。17 MY 上、中、下砂岩层的储量占到储量的

80%。二级储层包括 13 MY（未显示）、14 MY 和 16 MY 层。（根据休斯敦地质学会的资料修改：“HGS 
International Dinner June 21，2004 ；Agbami Discovery，Nigeria”，（2004 年 5 月 25 日 ），http ：//www.
hgs.org/en/art/209（2011 年 8 月 3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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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的价值

当作业者对深水或其他偏远地区

的井进行规划时，避免一次修井作业

便可节省巨额作业费用，这足以证明

值得在传统 IC 上进行投资。但对于钻

机密集区域的单层陆上井来说，即便

作业者避开多次修井，也不会考虑使

用 IC。
对于以上两个极端情形之间的油

气井如多层陆上完井来说，成本分析

可能并非如此一目了然。通过二次完

井或移动滑套关闭一个产层并开启另

一产层是基于多层合采井初始经济评

价而采取的相对低成本的方案。但是，

这样一种策略要求在下一产层开启前

第一产层必须开采到枯竭。储层分析

显示，与传统的开关多产层完井方案

相比，根据实时压力和温度数据远程

调节井下 FCV，进行多层合采，能够

有效加速开采，并且提高最终采收率

（右上图）。

由于大多数作业者使用传统的现

金流贴现模型，不能量化作业灵活性

带来的价值，致使这种优势并不显而

易见 [6]。灵活性取决于是否有许多选

择用以减轻在井的生产寿命周期内发

生的井下问题。能够远程监控井下情

况并实时调节不同产层的流量，IC 增

加了作业者的选择，消除了由于占用

钻机的修井作业带来的经济负担。

远程监控系统是一个特别强大的

工具，可减少储层特性的不确定性。

例如，像许多深水开发作业项目一样，

尼日利亚近海 Agbami 油田的作业者缺

少基本的油藏数据来进行井规划 [7]。

Agbami 油田的井通常都是在同一

断层油藏中进行多层完井。尽管动态

条件下垂直及水平方向断层交错的连

通性始终无法确定，但是压力平衡表

明各层是相互连通的（右图）。因此，

工程师认为水驱、气驱前缘将以不同

速度在整个储层中推进。

为了有效管理储层压力的不确定

性，作业者安装了 IC，这一系统包括

从砂面到分离器排列的永置压力传感

器、流量计与密度传感器。作业者通

过综合数据库和分析计算机来收集和

评估传感器传输的数据，进行监测。

井下和地面安装了可变节流器，以方

便远程控制井下流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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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化 IC 系统。IntelliZone Compact 系统的模
块化设计使工程师能够在将设备运到井场前针

对每个产层进行 IC 系统组装与测试。所有电力、

液压连接都在制造厂焊接就绪。现场作业人员

只需要连接控制接头处的线路，而无需在井场

将线路穿过封隔器并连结至 FCV 及压力传感器

上，从而减少了安装时间、节约了成本、降低

了风险。过滤器短节防止污染物进入 FCV，增

强了系统的耐用性。在多产层井中，多通道模

块只需较少的液压线路便可操纵多个控制阀门。

作业者确定了 IC 在四大领域的增

值应用：

•  优化各产层产量贡献率，提高采收率。

•  通过注气、注水，有效维持地层压力，

优化油藏管理。

•  应用基于各产层体积而非储层总体积

的历史拟合模型，更好地描述储层，

优化加密钻井。

•  减少或取消修井、侧钻和生产测井作

业，节省作业费用，评价各层的注入

效果及产量贡献。

利用动态模拟模型，作业者得出

的结论是，在 Agbami 油田部署 IC 将使

采油量增加 8400 － 13800 万桶（1300 －
2200 万方）[9]。

Agbami 油田位于水深约 5000 英

尺（1500 米）的海域，共有 20 口生产

井、12 口注水井及 6 口注气井。2009 年，

该油田产量是14万桶 /日（22250方 /日），

高峰产量预计为 25 万桶 / 日（39730 方

/ 日）。鉴于其规模、地理位置以及储

层的不确定性，Agbami 油田是一个实

施 IC 技术理想的候选区域。然而，就

IC 安装带来的产量增加而言，在该油

田取得的成功表明，如果能够回收初

始投资成本的话，智能完井在较小油

田实施也具有潜在的优势。

小型化、模块化

与大多数 IC 候选井（特点是多个

高产层）相比，只有当作业者能以单

井成本开采大量的边际产层时，许多

中产井和边际井才有经济效益。尽管

很多此类井的钻完井作业本身很复杂，

但是项目经济性往往要求严格控制资

本支出。资金的制约使得作业者舍弃

智能完井系统的油藏管理能力，转而

采用初始成本较低的传统多产层完井

方案。

针对这一情况，斯伦贝谢的工

程师最近开发了一项技术解决方案，

即重新整合传统的高端 IC 技术，组

成一套能显著降低成本的完井系统。

IntelliZone Compact 模 块 化 分 层 管 理

系统可部署在多产层井中，这类井需

要部署较少的节流阀位置，并且其工

作压力低于传统的 IC 候选井。该系

统适合使用在老油田或边际油田，适

合将使用滑套完井（多数没有监测系

统）和需要长期试井的井。IntelliZone 
Compact 系统将长水平井分段，并且通

过监测和控制井底流量管理人工举升

井中的产层，提高了长水平井的采收

率。

IntelliZone Compact 系统是一个综

合的总成而不是构成传统 IC 的单个工

具的集合。井下流量控制总成包括一

个封隔器、一个控制接头和一个 FCV（左

图）。FCV 可以是开关双位置节流阀或

四位置节流阀。每个组件可以在工厂

测试，与生产封隔器或不带卡瓦的层

间隔离封隔器一起下入井筒。

使用频率转换键（FSK）通信技

术将数据传送到地面，该系统每秒监

测一次井下压力、温度及阀门位置 [10]。

通过单芯电缆将数据传输到地面控制

系统。液压动力单元（HPU）控制所

有液压管路中的流体流出、流入和启

动井下工具所需的压力。UniConn 通用

井场控制器作为数据收集和控制平台，

操作电机控制系统、井下工具系统、

SCADA 及其他通信系统。

控制系统完成几个关键功能，包

括采集和存储工具数据：环空压力、

油管压力、环空温度、油管温度及

FCV 位置。它还自动执行下列功能：

阀门操作、警报监测和调整、容许误

差、采集和存储 HPU 数据及远程执行

SCADA 功能。

该系统依靠 WellBuilder 软件实施

完井设计，使完井规划过程从概念到

调试实现一体化。WellBuilder 程序根据

储层条件、完井要求及施工参数等生

成特定数量控制管线的各种配置以及

各产层的作业压力包络范围。

IntelliZone Compact 双位置 FCV 包

括流量控制部分和启动器部分。双位

置 FCV 可以是开启或关闭状态。通过

排空一条控制管线同时在另一条控制

管线上加压来完成一次启动，便可改

变阀门位置，使其从开启到关闭，反

之亦然。当井底配置了一个以上的 FCV
时，通过管线共享可将管线数减少至

一条，再加上特定数量的阀门即可。

四位置 FCV 系统包括节流器、启动器

部分加上一个 J 型槽分度器，J 型槽

分度器控制节流阀的位置；节流阀可

以处于关闭、33% 开启、66% 开启或

100% 开启的状态。

和双位置 FCV 一样，每次启动时

排空一条管线，且在另一条管线加压，

节流阀位置就改变一次；节流阀位置

也可适当配置，实现线路共享，以尽

量减少所安装液压管线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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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deyemo 等人，参考文献 8。

10. FSK 通信技术使用一种可靠的调频系统，通
过改变传输信号的频率发送数字编码数据。

接收器将信号转换成原始格式。其他通信设
备如 SCADA 系统使用的设备可很容易地与
FSK 信号连接。

^ 减少液压管线的数量。在典型的完井装置中，每个地面控制的 FCV 需要一条专用的液压管线。多
通道模块将来自地面的脉冲信号编译成指令，控制井下某一特定 FCV 的开启程度（上）。因此，工

程师可操作的 FCV 数量至少比可用的液压管线数目多一个。例如，使用多通道模块（下）可在一条

液压管线上同时控制三个双位置 FCV（黑色线，左），在两条液压管线上操控两个双位置加上三个

四位置 FCV（黑色线和绿色线，中），在三条管线上操控五个四位置 FCV（黑色线、绿色线和红色线，右）。

四位置 FCV 也可使用多通道模块，

利用一条控制管线同时操纵三个井下

阀。一个位置传感器集成在液压FCV中，

通过编程使每个 FCV 对二、四和八脉

冲信号作出响应（右图）。由于阀门为

单一方向变换位置，因此可用一系列

脉冲信号或节流器系列设置来改变 FCV
的开关状态。

在完井中，减少液压控制管线的

数量便可降低安装的复杂性，管线越

少需要的装配和衔接就更简单。与其

他设备相比，多通道模块允许穿过更

多封隔器和油管挂，因此可将 FCV 置

于更多产层。

多 通 道 模 块 安 装 在 IntelliZone 
Compact 系统的油管上，并连接到 FCV
的开启和关闭口，串接到布署至地面

的液压控制线。通过在油管短节周围

安装压力计、温度计及其他液压装置，

井下仪表也可以作为一个模块化组件

被添加到流体控制总成中。

巴西和印度节约成本实例

与 传 统 智 能 完 井 系 统 相 比，

IntelliZone Compact 系统节约的成本来

自其模块化和标准化的设计。其设备

长度大约是 10 米（30 英尺），这相当

于标准 IC长度的一半。由于将隔离装置、

传感器和流量控制阀集成在一个总成

中，避免了使用多个制造商提供的组

件组装系统引起的常见接口问题。这

极大地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而

且因为整套系统在制造厂而非油田现

场进行组装和测试，因此节省了作业

者的钻机时间。

由于控制线路作为组件的一部分

进行安装，IntelliZone Compact 系统也

帮助作业者节省时间并避免安装流程

中的失误。现场装配控制管线操作仅

仅是当设备下井时分别连接组件上端

和下端的管线接口。在标准 IC 应用中，

这些管线必须穿过封隔器，分别连接

到每个控制阀；这不仅耗费时间，而

且随时都有可能造成管线及组件的损

坏。因为需要装配的线路减少，与连

接作业相关的风险也随之降低。

双脉冲多
通道模块

双位置FCV

双位置FCV

双位置FCV

第1层

第3层

第2层
四脉冲多
通道模块

八脉冲多
通道模块

第1层
四位置FCV
多通道模块

第2层
双位置FCV
多通道模块

第3层
四位置FCV
多通道模块

第4层
双位置FCV
多通道模块

第5层
四位置FCV

第1层
四位置FCV
多通道模块

第2层
四位置FCV
多通道模块

第3层
四位置FCV
多通道模块

第4层
四位置FCV

第5层
四位置FCV

第1层
双位置FCV
多通道模块

第2层
双位置FCV
多通道模块

第3层
双位置FCV
多通道模块

0 1 2 3 4
启动循环

5 6 7

关 开 关 开 关 开 关 开

关 关 关 关 开 开 开 开

关 关 开 开 关 关 开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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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

15

作
业
时
间
，
小
时

标准IC IntelliZone Compact
完井系统

10

5

0

执行最后检查

完成封隔器连接

控制线布线，
安装保护器、盘

将双压力计安装到托筒内
执行仪表检查及压力测试

电气测试及仪表检查

FCV功能测试

控制线连接到FCV：冲洗、
连接、压力测试

将封隔器总成提升到钻台

将封隔器总成连接到转盘
内的油管

将控制线、电力线穿过封
隔器过线孔

将压力计托筒总成连接到
转盘内的油管

将压力计托筒总成提升至钻台

将FCV总成连接到转盘内的油管

将FCV总成提升到钻台

^ 节省时间。由于 IntelliZone Compact 总成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在运达井场前进行组装与测试，因此其下井准备
时间只有采用标准 IC 安装的一半。大部分节约的时间是由于 IntelliZone Compact 完井系统免去了标准 IC 安装所需的

一些步骤（红色框内）。

正是这些节约时间和成本的

优势使得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决定在

Carapeba-27 注 入 井 应 用 IntelliZone 
Compact 完井系统，该井位于里约热

内卢近海坎普斯盆地的Carapeba油田。

工程师用 IC 三产层完井取代传统单产

层完井，尝试优化这一老油田的生产。

他们选择在一口注入井使用 IntelliZone 
Compact IC 以提高储层波及效率，进

行注入性能试验，以确定每个地层的

注入率。系统高精度的位置传感器保

证了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工程师还需

要通过 SCADA 系统远程监测和控制井

下流量，这一切通过 Uniconn 井场控

制器来完成。

系统在工厂进行组装和测试，每

个三产层模块化组件包括一个隔离封

隔器或生产封隔器、一个同时测量油

管及环空的复式压力计和温度计、一

个多通道模块、一个双位置或四位置

FCV 及 FCV 位置传感器。Carapeba 油

田是一个老油田，其项目经济分析要

求使用低成本完井系统，即安装成本

低于传统的 IC 的预算成本（上图）。

印度一家海上作业者的工程师也

在考虑采用 IntelliZone Compact 系统，

因为他们需要在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

内对一个边际油田的三产层井实施完

井作业。他们试图通过利用已购买的

设备来减少资本支出。同时他们希望

通过单独控制每个产层来寻求最优投

资回报。综合考虑这两个限制因素，

完井方案要在滑套或地面控制的井下

流量控制系统之间作出选择。

滑套的开关只能通过修井作业来

改变状态，且工程师知道，为了使这

些井投产，他们必须针对每个产层单

独进行连续油管输送处理酸液。如果

同时处理所有三个产层会导致大量酸

液进入其中一个高渗地层，而其他两

个产层则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因为操

作控制三个产层的设备所需要的液压

管线超出了公司井口上可穿过的管线

数量，所以使用传统的地面操纵流量

控制系统隔离每一个产层是不可行的。

最终解决方案包括在 IntelliZone 
Compact 系统中配置一个多通道模块。

工程师可使用一条液压管线在全部三

个产层上部署地面控制的井下 FCV。
该系统配置了一个套管井封隔器和两

个可膨胀封隔器来隔离每一个产层（下

一页图）。使用多通道模块，工程师可

以在打开一个产层的同时关闭其他两

个产层，确保酸液进入目标层。

传统完井系统需要四条控制线，

而采用 IC 完井系统作业者仅使用一条

控制线，且无需连续油管修井作业，

节省了三周的钻机时间。结果，作业

者的产能达到最初预期产量的 165%，

并且在系统安装后的头两个月就节省

了一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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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hen 等人，参考文献 5。

12. 有关大位移钻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Bennetzen B，Fuller J，Isevcan E，Krepp T，
Meehan R，Mohammed  N，Poupeau J-F 和

Sonowal K：“大位移井”，《油田新技术》，22 卷，
第 3 期（2010 年秋季刊）：4-15。

13. 有关向井流动控制装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Ellis T，Erkal A，Goh G，Jokela T，Kvernstuen 
S，Leung E，Moen T，Porturas F，Skillingstad T，
Vorkinn PB 和 Raffn AG ：“向井流动控制装置－

改善流动剖面”，《油田新技术》，21 卷，第
4 期（2009 年冬季刊）：30-37。 

Chen 等人，参考文献 5。

^ 与现有设备配合使用。工程师在每个产层应用
多通道模块能够通过一条液压控制线（绿色线）

控制所有 FCV。因此，作业者便可利用现有的井

口设备而不必购买更为昂贵的传统三产层 IC 系

统所必需的穿过多条管线的井口装置。

封隔器

射孔孔眼

射孔孔眼

射孔孔眼

产层1

产层2

产层3

封隔器

封隔器

多通道
模块

液压管线

FCV

FCV

FCV

多通道
模块

多通道
模块

低成本、高科技解决方案

优化生产需要投资。然而，当面

对边际油藏储量时，作业者往往只愿

意选择基本完井方式，因为担心通过

高科技实现的任何产量增加将不足以

支付这一解决方案的成本。马来西亚

石油公司对东马来西亚近海一个油田

实施完井作业的工程师面临的就是这

样一个难题，他们需要选择一种技术

来实现增产。

马来西亚石油公司作业的 S 油田

是一个胶结疏松、非均质的砂岩油藏，

储量不是很大。储层是一个 40 米（131
英尺）厚的层叠油柱。因为存在一个

大的气顶，工程师担心气窜会导致过

早停产，且造成大量的死油带。他们

还必须考虑到一个中等强度的活跃水

层引发水侵的可能性 [11]。

为了减少钻井数量同时又能够最

大限度地增加油藏接触面积，马来西

亚石油公司的工程师计划打 14 口水平

井开发该油田。与具有相当产能的典

型直井或斜井相比，水平井井底压降

较低。较低的压降有助于降低水锥和

气窜的影响 [12]。

然而，当水平段穿透具有不同流

动特性的产层时，那些具有较高渗透

率的产层将最先衰竭。这可能会导致

水或气体通过产层中压力衰竭的井段

流入井筒，在地层渗透率较低的区域

造成死油区。一旦这样的突破发生，

基于钻井的补救措施可能是徒劳的或

者根本无法恢复到具有经济可采价值

的水平。

因为层间特征差异很大，马来西

亚石油公司不得不平衡原始向井流动，

留有余地以便应对井的生产寿命后期

的向井流动问题。为满足这些要求，

公司选择 IntelliZone Compact 完井作为

被动向井流动控制装置（ICD）的替代

方案，应用于其他六口合采井 [13]。根

据每口井的产液剖面和动态储层流体

性质如含水率和气油比等对 S 油田最

适合 IC 完井方式的井进行了分析和排

序。同时也分析了井底生产对产油量

增加、含水率降低的反应，以及气油

比剖面和 FBHP 等。

与传统独立筛管完井方式相比，

安装了 IC 完井系统的 A1 和 A2 井显示

出较好的产层流入控制分析结果。这

两口井采用集成的模块化完井组件进

行完井，组件包括层间隔离封隔器、

两个中间和开 / 关位置 FCV，以及永

久性实时压力和温度传感器。

系统总成作为一个单根被运到井

场，长度不到 9 米（30 英尺）－相当

于类似传统 IC 系统所需长度的一半至

三分之一。在制造厂对总成的电子元

件进行了预测试，并将液压接头焊接

在一起。每一个测试过的连接点都被

锁定在总成上，还用金属带进行固定

以进一步保护总成，防止在安装过程

中由于震动造成损坏。

除降低安装失败的风险之外，上

述做法也减少了现场连接点的数量，

从而缩短了安装时间。在 S 油田，IC
完井系统现场安装时间比传统完井节

约了三分之二，这相当于每口井大概

节省 40 万美元。

系统安装后，以建议的井眼轨迹

下的储层产能为基础，结合延时模拟

进行井筒节点分析，对产量情况进行

了预测。由于无法根据历史拟合模型

得到每口井详细的地质和地球物理特

性，这些资料根据邻井产能情况进行

了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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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层1 产层1产层2 产层2

案例 打开，% 打开，% 油管压力，psi 环空压力，psi 压差，psi 油管压力，psi 环空压力，psi 压差，psi
流量，
桶/日 含水率，%

产气量，
百万英尺3/日 PI，桶/日/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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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0.05

0.08

0.19

0.18

0.16

0.17

138.9

533.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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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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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2

1,873

2,035

2,091

2,092

2,082

1,949

2

4

66

4

3

3

2

案例 3 33 100 2,095 2,097 2,095 1,144.4 0.22 0.1922,091 4

^ 流量控制配置。工程师通过井下压力计测量分层产量，对 S 油田 A2 井两个产层 7 种控制阀的配置进行了研究。案例 0 是两个产层完全开启时的产量
情况。在案例 1 和 2 中，分别关闭产层 2 及产层 1，作业者确认了各产层的 PI 及含水率。应用案例 0、1 和 2 的结果，工程师确定由于产层 1 的生产指数

低，当两个 FCV 都完全打开时，产层 1 对产量没有任何贡献。经过测试其他配置组合，工程师得出结论认为案例 3 是最佳配置，即产层 1 的控制阀门开

启 33%，产层 2 的控制阀门 100% 开启。（根据 Chen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5）。

^ 最终采收率的增长情况。利用油田模拟软件进行物质平衡、节点分析和系统性能分析，对马来西
亚石油公司作业的 S 油田油井的预计最终采收率进行了估算。该井采用地面控制井下 FCV 的完井方

式（蓝色），与仅配备被动 ICD 的一口井（绿色）进行了比较。据估计，安装流体控制阀的井比安装

ICD 的井最终多开采 10 万桶原油。（根据 Chen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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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模 拟 结 果 表 明 IntelliZone 
Compact 完井系统可在各种储层生产

情形下实现分层产量控制。采用较小

的阀门开口，该系统可有效控制高 PI
层的向井流动，同时使低 PI 层的流体

有效通过完全打开的阀门流动。

IntelliZone Compact 系统包括三种

尺寸的流体控制阀供选择，每款都有

全开、全闭及两个中间位置的设置。

根据油藏数值模拟模型，使用以下选

择标准对阀总成进行了设计：

•  对不连续产层进行分层控制

•  多层合采流动平衡

•  防止层间窜流

•  能够应对具有不同生产指数的产层

工程师使用综合油田模拟软件进

行物质平衡、节点分析和系统性能分析，

来比较采用该完井系统油井的预计最

终采收率。他们对两种生产情形－即

潜在增产和井下堵水 / 气情形进行了

研究。

第一种情形下，与被动 ICD 方法

相比，工程师发现主动井下流动控制

使原油增产 15900 方（10 万桶）（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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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hen等人，参考文献5。

^ 生产剖面的比较。与在同产层完井的邻近水平井（下）相比，采用
IntelliZone Compact 完井系统的 A1 井（上）能够延缓水淹情况的出现（蓝线），

实现更高的原油产量（绿线）。而邻井由于受产水的影响，导致油产量较低。（根

据 Chen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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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形的分析集中于井下气、

水管理，分析表明造成停产的水突破

会发生于水平井根部较薄的高渗储层；

通过关闭这一产层，并打开水平井端

部较厚的低渗储层，生产将会得以继

续 [14]。

油藏评价小组利用储层压力恢复

测量数据、FBHP 和地面试井资料，研

究了 A2 井的产能以及各层的产能，以

便更好地了解该油藏的情况。使用永

久式井下压力计对各层的产量贡献进

行了监测，并通过每个层的 FCV 对产

量进行了调整。在研究了七种配置方

式后，油藏评价小组发现产层 1 和产

层 2 的 FCV 分别开启 33% 和 100% 时

效果最佳（前一页，下表）。

油藏评价小组将 A1 井的生产剖

面与在同地层完井的一口邻近的水平

井进行了比较（上图）。前者的高产开

采期延长，水淹和气窜的出现被推迟；

而后者的产量较低且不稳定，并且水

侵加速。

未来的发展

多年以来，石油行业的技术开发

人员一直深受业界不愿采纳创新解

决方案的困扰。一般来说，用户对

新方案（尤其是针对上游领域所研

发的工具）的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们

担心新系统在恶劣的井下环境中会

出现故障。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

对新系统可靠性的担心逐渐被消除，

一些创新技术如旋转导向系统及可

膨胀套管的应用也非常普遍。业界对

智能完井技术的接纳过程也是如此。

如今，业界对该技术的抵触来自

于作业者对经济状况的担心，他们

对边际或老油气田的投资回报没有

十分的把握 ；作业者必须看到远程

井下监控带来的明显产量增加，才

会考虑在硬件设备上加大初期投入。

向业界推出一套具有传统 IC 系

统之优势、但成本又大大降低的模

块化系统有望满足以上要求。观念

的改变会加速 IC 技术在整个行业的

应用，从而对作业者如何看待边际

和老油气田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应用成本的降低，IC 技术

有望延长边际油气田的开采寿命，这

是因为 IC 技术在井底控制产量，无

需修井作业，并且通过更高效的合采

提高了净采油量及最终采收率。同样，

对于那些因担心未来可能的修井作

业成本会抵消净利润而导致搁浅的

项目而言，使用这样的技术也能够

得以继续实施。通过在这些边际项

目中采用 IC，作业者可节省修井费

用且减少初期配套设施的资本投入。

智能完井技术具有通过流量控制延

缓井底水侵的油藏管理能力，因此

作业者可以配置更小规模的地面设

施，并降低水处理成本，这两者都

对老油气田或边际油气田的开发计

划产生深远影响。                     －Rv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