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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酸化压裂后停泵测井口压

降不稳定试井方法,包括以下各步骤：（1）记录酸

化压裂全过程压力数据；（2）记录不同流体排量

数据；（3）获取井深结构和生产层段井径；（4）获

取摩擦阻力；（5）模拟出酸化压裂全过程井底压

力数据；（6）求取有效储层厚度；（7）求取有效储

层孔隙度的加权孔隙度；（8）求取岩石压缩系数；

（9）折算地层压力；求取井底地层温度；（10）取含

水饱和度；（11）建立注水压降不稳定试井分析模

型；（12）得到与选择解析模型相关各项参数；

（13）得到各项参数，用以评价储层。本发明有效

获得地层参数，评价储层。节约测试成本，降低测

试施工风险，不影响单井产量，提高动态测试资

料录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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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酸化压裂后停泵测井口压降不稳定试井方法,包括以下各步骤：

（1）酸化压裂过程在井口安装电子压力计，所述电子压力计安装在酸化压裂过程中任

意一个井口装置上，且所述电子压力计的压力计传感器与任意一个能接收到管柱内流体压

力的接口相连，记录酸化压裂全过程压力数据，所述管柱为井口酸压完井管柱，所述管柱内

流体为酸压过程中注入液，所述注入液为酸液或压裂液；所述酸化压裂全过程压力数据包

括酸化压裂施工完成后，停泵测井口压力降低过程的压力数据；

（2）利用流量计采集并记录下所述酸化压裂全过程中注入井筒内不同流体排量数据；

（3）获取井深结构数据、管柱结构数据、实钻井眼斜深数据和/或实钻井眼垂深数据，并

获取生产层段井径；

（4）获取所述酸化压裂过程注入井筒内不同流体的流体物性特征、以及不同流体在不

同排量且不同井筒管柱结构下的摩擦阻力；

（5）利用（1）、（2）、（3）和（4）步所获取的数据，利用酸化压裂软件，模拟出酸化压裂全过

程井底压力数据；

（6）利用测井资料求取有效储层厚度；

（7）求取有效储层孔隙度的加权孔隙度；

（8）采用公式利用步骤（7）所得加权孔隙度求取岩石压缩系数；

（9）根据钻井过程测得静液面深度，折算地层压力；并参照相邻井，根据本地质区块地

温梯度，求取井底地层温度；

（10）获取含水饱和度；

（11）将步骤（2）、（5）、（6）、（7）、（8）、（9）、（10）所得各项基础参数，调入试井分析软件

内，建立压力降落不稳定试井模型；

（12）在试井分析软件中选择合适解析模型，拟合步骤（11）所建立的压力降落不稳定试

井模型中双对数曲线、半对数曲线和压力历史曲线，达到拟合效果良好，得到与选择解析模

型相关各项参数；

（13）得到各项参数，用以评价储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酸化压裂后停泵测井口压降不稳定试井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3）中，所述生产层段井径为裸眼生产时，为裸眼段钻头半径；为套管或筛管生产时，为套

管或筛管内半径；为油管生产时，为油管内半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酸化压裂后停泵测井口压降不稳定试井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4）中，获得所述摩擦阻力的方法为利用酸化压裂软件输入井筒及井筒内管柱结构模拟

不同流体在不同排量下摩阻，或在现场进行降排量测注入井筒流体摩阻。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酸化压裂后停泵测井口压降不稳定试井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5）中，所述酸化压裂软件为FracproPT软件、StimPlan软件、T  Terrfrac软件、GOHFER软

件、Mfrac软件、3D-HFODS软件或StimPT软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酸化压裂后停泵测井口压降不稳定试井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6）中，直井有效储层厚度为：生产井段内各小层有效储层垂向厚度累加厚度；水平井有

效储层厚度为：生产井段内各小层有效储层顶底斜深折算为垂深，求取各小层垂深厚度再

累加。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酸化压裂后停泵测井口压降不稳定试井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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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8）中，所采用公式为H.N.Hall经验公式：

其中，Cf为岩石压缩系数。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酸化压裂后停泵测井口压降不稳定试井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9）中，所述地层压力的求取是通过钻井过程中井筒内钻井液的密度或比重，利用公式P=

ρ×g×h求得液柱的静压力，h即为钻井过程钻井液静液柱的高度，其中温度是通过区块邻

井的地层温度求得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酸化压裂后停泵测井口压降不稳定试井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11）中，所建立的模型为注水压降不稳定试井分析或数值试井分析模型。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酸化压裂后停泵测井口压降不稳定试井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12）中，所述各项参数包括井筒条件、地层条件和/或边界条件所列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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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酸化压裂后停泵测井口压降不稳定试井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石油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酸化压裂后停泵测井口压降不稳定试井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不稳定试井技术包含两种：

[0003] ①、一种为压力恢复不稳定试井，是油气井投产一段时间后，利用钢丝试井绞车或

电缆试井绞车向井底投放入高精度存储式或直读式电子压力计，开井生产状态下监测一定

时间井底压力计测点流动压力后地面关井或井下关井，记录下关井后井底压力计测点压力

恢复数据，再结合油气井关井前生产时产量数据，进行压力恢复不稳定试井分析。

[0004] ②、另一种为压力降落不稳定试井，是在注水井井筒内投放入高精度存储或直读

式电子压力计，注水状态下记录一定时间井底压力，然后地面或井下关井，压力计将记录下

关井后井底压力降落数据，结合注入时注入量数据进行压降不稳定试井分析。

[0005] 目前不稳定试井测试，主要为了获得地层压力、储层污染、渗流能力、边界情况四

部分参数。对于边界情况获取，在低渗储层中往往需要更长关井测压时间。在高温高压超深

井、深井、高含硫化氢井等复杂井况条件下，现场测压工艺对测试设备要求高，工艺实施难

度大，导致试井测试资料录取困难。且施工过程容易发生井下事故(入井工具串遇阻、遇卡，

钢丝或绳缆断裂、入井工具串落井，导致井下落鱼)，严重影响后期正常生产和维护。同时由

于关井测试压力恢复影响产量，测试资料录取率低。给各项地层参数获取和储层分析评价

带来困难。

[0006] 常规压力恢复不稳定试井，是在油气井正常开井生产过程中，从清蜡(测试)阀门，

利用钢丝或电缆，向井筒内投放入高精度存储式或直读式电子压力计。首先记录下开井生

产正常过程压力计投放点流动压力，即流压监测数据。之后井口或井下关井，电子压力计记

录下关井后测点压力恢复的过程，即压力恢复数据。利用目前市场上成熟的试井解释软件，

如Ecrin、PanSystem等等。在软件内输入生产层井筒半径，不同流体密度、粘度，生产过程气

油比，储层有效厚度，原始温度、压力，地层压缩系数等参数。并导入压力计所记录的流压监

测数据及压力恢复数据，以及导入开井生产过程流压监测段产量信息。进而选择压力恢复

段，选择软件内置解析模型进行双对数曲线、半对数曲线、压力历史曲线拟合分析，达到双

对数曲线、半对数曲线、压力历史曲线拟合效果良好，从而得到储层各项渗流参数(包括井

筒条件、储层条件、边界条件)。

[0007] 现有压力恢复不稳定试井，缺陷在于：

[0008] ①、测试前首先要向井筒内下入通井工具进行通井(通井工具串下探深度大于测

试工具串预定深度)，确保井筒畅通，保障测试工具串(带有压力计工具串)能下入预定位

置，途中不会发生遇阻或遇卡，避免出现井下事故。这将导致测试成本增加，同时由于许多

井井筒内情况复杂，经常会出现下入井筒内工具串遇阻、遇卡，导致工具串落井，造成落鱼，

严重影响后期正常生产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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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②、必须要地面或井下关井，进行压力恢复测试。关井进行压力恢复测试，严重影

响产量。

[0010] ③、必须要利用钢丝或电缆，向井筒内投放入高精度存储式或直读式电子压力计。

测试工具串及电子压力计测试过程一直留存于管柱内，若井筒内产出具有腐蚀性流体，将

对工具串及电子压力计造成伤害。

[0011] ④、测试周期长，包括流压监测及压力恢复监测。整个测试耗时长，测试成本高。

[0012] 常规压力降落不稳定试井，是在注水井正注过程中，从清蜡(测试)阀门，利用钢丝

或电缆，向井筒内投放入高精度存储式或直读式电子压力计。首先记录下注水过程井底压

力计测点压力数据，即流压监测数据。之后井口或井下关井，电子压力计记录下关井后测点

压力降落的过程，即压力降落数据。利用目前市场上成熟的试井解释软件，如Ecrin、

PanSystem等等。结合注入时注入量数据进行压降不稳定试井分析。在软件内输入生产层井

筒半径，不同流体密度、粘度，注入井筒流体气液比，储层有效厚度，储层原始温度、压力，地

层压缩系数等参数。并导入压力计所记录的流压监测数据及压力降落数据，以及导入注水

过程流压监测段注入量信息。进而选择压力降落段，选择软件内置解析模型进行双对数曲

线、半对数曲线、压力历史曲线拟合分析，达到双对数曲线、半对数曲线、压力历史曲线拟合

效果良好，从而得到储层各项渗流参数(包括井筒条件、储层条件、边界条件)。

[0013] 现有压力降落不稳定试井，缺陷在于：

[0014] ①、测试前首先要向井筒内下入通井工具进行通井(通井工具串下探深度大于测

试工具串预定深度)，确保井筒畅通，保障测试工具串(带有压力计工具串)能下入预定位

置，途中不会发生遇阻或遇卡，避免出现井下事故。这将导致测试成本增加，同时由于许多

井井筒内情况复杂，经常会出现下入井筒内工具串遇阻、遇卡，导致工具串落井，造成落鱼，

严重影响后期正常生产和维护。

[0015] ②、测试周期长，包括流压监测及压力降落监测。整个测试耗时长，测试成本高。

[0016] CN201110208804公开了低渗透储层井下关井水井压降试井分析方法，但其用于不

稳定试井技术效果不理想。

发明内容

[0017]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酸化压裂后停泵测井口压降不稳定试

井方法，本发明能够有效获得地层参数，评价储层。节约测试成本，降低测试施工风险，不影

响单井产量，提高动态测试资料录取率。

[0018] 本发明提供了如下的技术方案：

[0019] 一种酸化压裂后停泵测井口压降不稳定试井方法,包括以下各步骤：

[0020] (1)酸化压裂过程在井口安装电子压力计，所述电子压力计安装在酸化压裂过程

中任意一个井口装置上，且所述电子压力计的压力计传感器与任意一个能接收到管柱内流

体压力的接口相连，记录酸化压裂全过程压力数据；

[0021] (2)利用流量计采集并记录下所述酸化压裂全过程中注入井筒内不同流体排量数

据；

[0022] (3)获取井深结构数据、管柱结构数据、实钻井眼斜深数据和/或实钻井眼垂深数

据，并获取生产层段井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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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4)获取所述酸化压裂过程注入井筒内不同流体的流体物性特征、以及不同流体

在不同排量且不同井筒管柱结构下的摩擦阻力；

[0024] (5)利用(1)、(2)、(3)和(4)步所获取的数据，利用酸化压裂软件，模拟出酸化压裂

全过程井底压力数据；

[0025] (6)利用测井资料求取有效储层厚度；

[0026] (7)求取有效储层孔隙度的加权孔隙度；

[0027] (8)采用H.N.Hall经验公式利用步骤(7)所得加权孔隙度求取岩石压缩系数；

[0028] (9)根据钻井过程测得静液面深度，折算地层压力；并参照相邻井，根据本地质区

块地温梯度，求取井底地层温度；

[0029] (10)获取含水饱和度；

[0030] (11)将步骤(2)、(5)、(6)、(7)、(8)、(9)、(10)所得各项基础参数，调入试井分析软

件内，建立压力降不稳定试井模型；

[0031] (12)在软件中选择合适解析模型，拟合步骤(11)所建立的注水压降不稳定试井分

析模型中双对数曲线、半对数曲线和压力历史曲线，达到拟合效果良好，得到与选择解析模

型相关各项参数；

[0032] (13)得到各项参数，用以评价储层。

[0033] 在上述方案中优选的是，步骤(1)中，所述酸化压裂全过程压力数据包括酸化压裂

施工完成后，停泵测井口压力降低过程的压力数据。

[0034]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电子压力计为高精度高温高压存储或直读式电

子压力计。例如PPS28石英存储压力计、PPS系列压力计。

[0035] 所述管柱为井口酸压完井管柱，所述管柱内流体为酸压过程中注入液，所述注入

液为酸液或压裂液。

[0036]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步骤(2)中，所述排量数据即在井筒注入流体时，每

分钟注入量。

[0037] 井筒就是在酸压完井管柱内注入流体的管柱，可以理解为井筒就是酸压注入液的

一个流动管子。

[0038]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步骤(3)中，所述生产层段井径为裸眼生产时，为裸

眼段钻头半径；为套管或筛管生产时，为套管或筛管内半径；为油管生产时，为油管内半径。

[0039] 所有入井管柱数据都可以从现场获取。

[0040]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步骤(4)中，获得所述摩擦阻力的方法为利用酸化压

裂软件输入井筒及井筒内管柱结构模拟不同流体在不同排量下摩阻，或在现场进行降排量

测注入井筒流体摩阻。

[0041]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步骤(4)中，所述酸化压裂软件，为FracproPT软件、

NS公司的StimPlan软件、Terra  Tek公司的Terrfrac软件、Marathon公司的GOHFER软件、

Meyer公司的Mfrac软件、西南石油大学的3D‐HFODS软件或Pinnacle公司的StimPT软件。优

选Pinnacle公司的FracproPT软件。

[0042]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流体物性特征包括流体组成成分、密度、粘度。

[0043]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步骤(5)中，酸化压裂泵注过程中模拟井底压力的理

论公式：井底压力＝井口压力+液柱压力-摩阻；停泵测井口压力降时：井底压力＝井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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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柱压力。

[0044]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步骤(5)中，所述酸化压裂软件为FracproPT软件、NS

公司的StimPlan软件、Terra  Tek公司的Terrfrac软件、Marathon公司的GOHFER软件、Meyer

公司的Mfrac软件、西南石油大学的3D‐HFODS软件或Pinnacle公司的StimPT软件。优选

Pinnacle公司的FracproPT软件。

[0045]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步骤(6)中，直井有效储层厚度为：生产井段内各小

层有效储层垂向厚度累加厚度；水平井有效储层厚度为：生产井段内各小层有效储层顶底

斜深折算为垂深，求取各小层垂深厚度再累加。

[0046]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步骤(6)中，无测试资料时，利用邻井对比取值。

[0047]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碳酸盐岩油田的有效储层孔隙度大于2％，砂岩油田

的有效储层孔隙度大于8％。

[0048] 测井方法为公知，通过测井并解释得到。对不同类型有效储层孔隙度的设定不同，

部分油田按照碳酸盐岩有效储层孔隙度大于2％、砂岩有效储层孔隙度大于8％。具体可按

照不同区块标准，参照测井解释成果。

[0049] 有效储层指的是，根据油田规定的、测井解释出来的、大于某个孔隙度门槛的储层

便称之为有效储层。而低于某孔隙度门槛值的储层，由于储层孔隙度太小，里面几乎没有多

少油气资源，便无开采价值，极小的孔隙也无法产出流体。但由于储层在纵向上不是连续发

育的。不同小层的孔隙度不一样，可能是一个储层+一个干层+一个有效储层+一个干层+一

个有效储层的组合，则需要对得到的有效储层根据其厚度进行加权，求取加权孔隙度。

[0050]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步骤(8)中，所采用公式为H.N.Hall经验公式：

[0051]

[0052] 其中，Cf为岩石压缩系数。

[0053] 步骤(8)中，所采用公式还可为Newman公式或李传亮公式。

[0054]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步骤(9)中，所述地层压力的求取是通过钻井过程中

井筒内钻井液的密度或比重，利用公式P＝ρ×g×h求得液柱的静压力，h即为钻井过程钻井

液静液柱的高度，其中温度是通过区块邻井的地层温度求得的。

[0055] 步骤(10)中，含水饱和度按照理想情况近井地带水驱油效率100％，也可取其他

值。

[0056]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步骤(11)中，所建立的压力降落不稳定试井模型为

注水压降不稳定试井分析或数值试井分析模型。

[0057]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试井分析软件为英国EPS公司的PanSystem和

Panmesh软件、法国KAPPA公司的Saphir软件、Fekete公司的F .A .S .T .WellTest软件、

Eclipse公司的Welltest200软件、CUP公司的WTSystem软件、西安石油大学的MWTWINV3.0软

件、西安华线石油公司的Swift软件等。

[0058] 当建立的模型为数值试井分析模型时，利用上述软件进行数值试井分析。

[0059]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步骤(12)中，所述各项参数包括井筒条件、地层条件

和/或边界条件所列条目。

[0060] 酸化压裂已成为单井增储上产重要措施手段，本发明利用单井酸化压裂过程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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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高精度高温高压电子压力计，录取酸压过程压力及酸化压裂后停泵测泵压降落压力数

据，结合酸压过程注入井筒流体流量信息，进行压力降落不稳定试井分析。从而有效获得地

层参数，评价储层。节约测试成本，降低测试施工风险，不影响单井产量，提高动态测试资料

录取率。

[0061] 本发明应用范围的扩展：①、本发明技术方法应用范围不局限于碎屑岩储层，也可

应用于碳酸盐岩等储层。②、本发明技术方法应用范围不局限于酸化压裂施工，也可应用于

酸洗、压裂、水力压裂等向地层内注入流体改善储层渗流能力的工艺。③、可应用于注水井，

记录注水过程井口泵压及停泵后泵压降落数据，结合注水过程排量信息，进行注水泵压降

不稳定试井。

[0062] 本发明优点在于：

[0063] ①、不需要向井筒内下入任何工具串，完全避免了井下事故的产生。

[0064] ②、录取酸化压裂过程及酸化压裂后停泵测泵压降压力资料，不影响投产后正常

生产。

[0065] ③、本测试的资料录取与酸化压裂施工同时进行，有效节约了现场施工时间。

[0066] ④、利用存储式高精度电子压力计记录酸化压裂过程井口泵压数据，极大的节约

了测试资金成本。

附图说明

[0067] 图1是本发明一种酸化压裂后停泵测井口压降不稳定试井方法一优选实施例的

DH1-1GH井酸压施工曲线；

[0068] 图2是图1所示优选实施例的DH1-1GH井试油后井深结构；

[0069] 图3是图1所示优选实施例的前置液在该入井管柱内不同排量下井筒摩阻；

[0070] 图4是图1所示优选实施例的主体酸在该入井管柱内不同排量下井筒摩阻；

[0071] 图5是图1所示优选实施例的清水在该入井管柱内不同排量下井筒摩阻；

[0072] 图6是图1所示优选实施例的酸化压裂过程井底压力模拟；

[0073] 图7是图1所示优选实施例的酸化压裂停泵测泵压降试井分析模型；

[0074] 图8是图1所示优选实施例的酸化压裂停泵测泵压降试井双对数曲线拟合

[0075] 图9是图1所示优选实施例的酸化压裂停泵测泵压降试井半对数曲线拟合

[0076] 图10是图1所示优选实施例的酸化压裂停泵测泵压降试井压力历史曲线拟合

[0077] 图11是图1所示优选实施例的酸化压裂停泵测泵压降试井半对数叠加检验

[0078] 图12是图1所示优选实施例的常规压力恢复不稳定试井双对数曲线拟合

[0079] 图13是图1所示优选实施例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80] 为了进一步了解本发明的技术特征，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地阐

述。实施例只对本发明具有示例性的作用，而不具有任何限制性的作用，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在本发明的基础上做出的任何非实质性的修改，都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81] 实施例1：

[0082] 本实施例的地质概况：所选压降测试井为DH1-1GH，井别为注气井，构造位置为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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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木盆地塔北隆起东河塘断裂背斜带东河1号背斜，完井方法为套管，完钻层位为石炭系东

河砂岩。

[0083] 一种酸化压裂后停泵测井口压降不稳定试井方法,包括以下各步骤：

[0084] 1、酸化压裂过程在井口安装高精度高温高压存储或直读式电子压力计，记录下井

口压力、套管压力数据，数据必须包含停泵测井口泵压降落数据。并绘制成酸化压裂施工曲

线图(图1)。

[0085] 2、利用流量计采集并记录下酸化压裂全过程中注入井筒内不同流体排量数据；并

绘制成酸化压裂施工曲线图(图1)。

[0086] 3、根据完钻井深结构及入井管柱结构，构建井下管柱模型，得知生产层段井径

0.07854m。

[0087] 4、实例井酸化压裂过程注入井筒内流体有：前置液(用量40方、密度1.06g/cm3)、

主体酸(用量100方、密度1.06g/cm3)、顶替液(用量25方、清水1.00g/cm3)；在本完井管柱结

构中模拟不同液体每千米摩阻，并作图(图3、图4、图5)。

[0088] 5、利用1、2、3、4步所获取的数据，折算出酸化压裂全过程井底压力数据(图6)。

[0089] 6、利用测井资料，求取有效储层(碳酸盐岩：孔隙度大于2％；砂岩：孔隙度大于

8％。具体可按照不同区块标准，参照测井解释成果)厚度。直井：生产井段内各小层有效储

层垂向厚度累加厚度；水平井：生产井段内各小层有效储层顶底斜深折算为垂深，求取各小

层垂深厚度再累加。该实例井为水平井，求取有效储层厚度为29m。从测井成果表1中得到。

[0090] 表1  DH1-1GH井测井成果

[0091]

[0092]

[0093] 7、求取有效储层孔隙度的加权孔隙度16.88％(表2)。

[0094] 表2  DH1-1GH井有效储层加权孔隙度

[0095] 小层 层厚m 孔隙度％ 层厚与孔隙度乘积

1 99 16.5 1633.5

2 23 18.8 432.4

3 25 16.5 412.5

4 62 19.5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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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7 14.1 803.7

求和 266 16.88 4491.1

[0096] 8、采用H.N.Hall经验公式利用步骤7所得加权孔隙度求取岩石压缩系数。带入求

得Cf为0.000561704。

[0097]

[0098] 9、根据钻井过程测得静液面深度，折算井底产层段地层压力为54.19MPa；并参照

相邻井，根据本地质区块地温梯度，求取井底地层温度为138℃。

[0099] 10、含水饱和度取100％。

[0100] 11、将步骤2、5、6、7、8、9、10所得各项基础参数，调入Ecrin软件内置Saphir试井模

块分析，建立注水压降不稳定试井分析模型(图7)。

[0101] 12、在软件中选择压降分析段，得到双对数曲线、半对数曲线、压力历史曲线。选择

合适解析模型并调整相关参数拟合分析，达到双对数曲线、半对数曲线、压力历史曲线拟合

良好。

[0102] 本实例井选择解析模型为：井储+表皮+均质储层+无限大边界模型，调整与所选模

型相关的参数，从而达到双对数曲线、半对数曲线、压力历史曲线拟合良好(图8、图9、图10、

图11)。

[0103] 得到与选择解析模型相关各项参数，参数包括：井筒条件、地层条件、边界条件所

列条目(表3)。

[0104] 表3  DH1-1GH井酸化压裂停泵测泵压降试井成果参数

[0105]

[0106] 注：无限大边界指由于测试时间不足，未测试到储层边界特征。

[0107] 13、得到各项参数，用以评价储层(实例井选用双对数分析成果)。

[0108] ①、表皮系数-4.27，近井地带不存在污染，酸压改造效果良好。

[0109] ②、注入液流动系数128.95mD·m/mPa·s，渗流能力一般。

[0110] 实例井停泵测压降时间短仅20min，若延长测试时间，则双对数曲线将更为准确反

映油藏渗流信息及边界条件。

[0111] 2.4与常规压力恢复不稳定试井测试成果对比

[0112] 实例井在投产后关井进行常规压力恢复不稳定试井测试，所得双对数曲线形态与

本发明技术方法所得双对数曲线形态基本一致。同样选择井储+表皮+均质储层+无限大边

界模型拟合分析，得到较好拟合效果(图12)，并得到相关参数(表4)。

[0113] 表4  DH1-1GH井常规压力恢复不稳定试井成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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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4]

[0115] 注：无限大边界指由于测试时间不足，未测试到储层边界特征。

[0116] 对比结论：

[0117] ①、两种评价方法所得双对数曲线形态基本一致；选择一致的解析模型都能将对

双对数曲线、半对数曲线、压力历史曲线拟合良好；两种方法拟合分析所得表皮系数基本一

致、不同流体在地层内流动系数值基本一致。

[0118] ②、延长停泵测压降时间，双对数曲线将更为准确反映油藏渗流信息及边界条件，

拟合分析所得参数将更为准确。

[0119] ③、对酸化压裂后的井进行停泵测泵压降不稳定试井分析，所得成果参数，可初步

用于评价储层渗流特征，并对下一步措施(包括二次酸化压裂改造、补孔改层、压力恢复不

稳定试井测试等)提供指导依据。

[0120] 2.5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带来的有益效果

[0121] 避免了井下作业风险、加强了动态测试资料录取井数、不影响测试井投产后正常

生产、节约了现场施工时间、极大的节约了测试资金成本。

[0122] ①、不需要向井筒内下入任何工具串，完全避免了井下事故的产生。

[0123] ②、可应用于任何井况，包括高温、高压、高含硫化氢等。将极大的增加了单井动态

测试资料录取，有助于指导后期措施及生产开发。

[0124] ③、录取酸化压裂过程及酸化压裂后停泵测泵压降压力资料，不影响投产后正常

生产。

[0125] ④、本测试的资料录取与酸化压裂施工同时进行，有效节约了现场施工时间。

[0126] ⑤、利用存储式高精度电子压力计记录酸化压裂过程井口泵压数据，极大的节约

了测试资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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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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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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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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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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