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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火烧油层稠油热采的机理和火烧油层稠油热采井对套管的性能要求，提出了其专用套管的力

学性能和使用性能指标，并对生产的 TP90H-3Cr 和 TP90H-9Cr 两种套管的力学性能、整管使用性能、高温拉伸

性能、抗 CO2 腐蚀能力进行检验。结果表明：TP90H-3Cr 和 TP90H-9Cr 套管的性能指标达到或超过设计要求，

热稳定性和抗高温软化能力优良，抗 CO2 腐蚀性能优异，满足油田火烧油层稠油热采井的实际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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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Specialty Casing for Service of
Thermal Recovery Well for In-situ Combustion Super Heavy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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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alyzed in the article are the mechanism of thermal recovery of in-situ combustion super heavy oil，
and the requirement for properties of the casing used in the thermal recovery well. Also presented here are the targeted
data concerning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performances of the specialty casing as used for service in the thermal
recovery well for in-situ combustion super heavy oil. Moreover tested are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the over-length
performances，hi-temperature tensile property，and CO2 corrosion-resistance of both the TP90H-3Cr and TP90H-9Cr
casings.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said two types of casings stand with performances up to or even higher than the
design criteria，excellent thermal stability and hi-temperature softening-resistance and perfect CO2 corrosion-resistance，
having been satisfactory to the requirements for field application to the thermal recovery well for in-situ combustion
super heavy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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稠油是一种黏度高、流动性差的重质原油，采

用常规的方法难以开采。人们利用稠油温度敏感性

强的特点对稠油进行热采，就是采用各种可行的方

法升高地层中原油的温度，从而提高其流动性，以

便于从地层中采出原油。目前，稠油热采的方法主

要有单井注蒸汽吞吐法、多井蒸汽驱油法及火烧油

层法等，其中火烧油层法是目前最环保、采收率最

高（70%～80%）、前期投资相对较少的稠油热采方

法。所谓火烧油层法，就是以油层内原油的一部分

重质成分为燃料，不断燃烧生热，将油层中的原油

驱出的一种方法。火烧油层稠油热采的特殊性决定

着其对套管的性能有特殊要求，套管在钻完井及后

续采油生产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津钢管）从

2009 年开始与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合作开发

卢小庆（1965-），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

油井管的设计研发工作，现主要从事超深复杂井用超高

强度石油套管及其特殊井深结构和管柱结构的设计研发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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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油层法稠油热采井专用套管［1］。本文主要介绍

TP90H-3Cr、TP90H-9Cr 火烧油层稠油热采井专

用套管的设计开发情况。

1 火烧油层法稠油热采机理
火烧油层稠油热采机理如图 1 所示。将一口或

数口注气井（又称火井）中的油层点燃后，通过不断

向油层注入空气（或富氧）助燃，形成径向的移动燃

烧带（又称火线）。火线前方的原油受热降黏、蒸

馏，蒸馏后的轻质油、汽及燃烧烟气驱向前方，留

下未被蒸馏的重质成分在高温下裂化、分解，最后

剩下的裂解产物———焦炭作为燃料，维持油层继续

向前燃烧；在高温下，油层内的束缚水及燃烧生成

的水变成蒸汽，携带大量热量传递给前方油层，并

再次洗刷油层原油，从而形成一个多种驱动的复杂

过程，把原油驱向生产井。被烧掉的裂解残渣，为

原油储量的 10%～15%［2］。

火烧油层稠油热采的开发工艺过程包括以下 3
个阶段：

（1） 油层点火阶段。点火方法有人工点火和层

内自燃点火两大类。一般浅层采用人工点火，深层

采用层内自燃点火。
（2） 油层燃烧驱油阶段。驱油方法有正向燃烧

和反向燃烧两大类，一般采用正向燃烧。从燃烧方

式上有干式燃烧、湿式燃烧、富氧燃烧等多种。
（3） 注水利用余热驱油阶段。油层燃烧一定距

离后，停止注空气改用注水，以充分利用油层燃烧

余热，将注入水转变为蒸汽或热水驱油。

2 火烧油层稠油热采井对套管的性能要求
从火烧油层稠油热采的机理中可以看出，其要

求套管具有非常好的热稳定性以及一定的抗氧化和

抗 CO2 腐蚀性能。
采用火烧油层法热采稠油时，首先在原油储

层中放入电炉（用于加热油层），再通过注气井向原

油储层中注入压缩空气，当电炉将储油层的温度加

热到原油燃点以上时，在注入的压缩空气的作用

下，储油层中的原油被点燃，并逐渐升高周围原油

的温度，在压缩空气的驱动下，燃烧产生的热量将

其前部的原油温度升高并向生产井推进，使原油从

生产井中流出或采出。在正常燃烧油层和采油的过

程中，注气井油层段套管的温度可达到 450 ℃左

右，油层段以上套管的温度也可达到 300 ℃左右，

在高温富氧环境下容易使注气井油层段套管发生氧

化腐蚀。原油燃烧时产生的 CO2 等气体与原油、蒸

汽等从生产井中流出，并对生产井的油管和套管产

生腐蚀作用。与此同时，从生产井中采出的混合液

体的温度也达到 200 ℃以上。
由此可见，采用火烧油层法开采稠油时，对注

气井和生产井的套管要求苛刻，注气井油层段的套

管要耐 450 ℃高温，油层段以上的套管要耐 300 ℃
高温，而且这两部分的套管还要耐氧化腐蚀，生产

井的套管在 200 ℃温度下要耐 CO2 腐蚀。

3 专用套管的性能设计
此次设计开发的火烧油层稠油热采井专用套管

使用的稠油区块的基本特点是：井深约 600 m，油

层为典型的环烷基原油，胶质质量分数 42.2%，蜡

质量分数 1.36%，酸值 3.25 mg KOH/g，地层水氯

离子浓度 3 431.5 mg/L，总矿化度 8 430.6 mg/L，

水型为 NaHCO3 型。
采用火烧油层法开采稠油时，注气井和生产井

中油层套管的服役工况如下：

（1） 注气井。注入压缩空气时压力 10 MPa，温

度在 60～70 ℃，原油燃点在 360～370 ℃，采用电

阻丝加热方式点燃地层中的原油，燃烧时注气井底

部 40～50 m 的油层套管所处的环境温度在 450～
500 ℃，其他层段套管环境温度不超过 250 ℃［3］。

（2） 生产井。产出气体中含有 14%～16%的 CO2、

1 — 点火器 2 — 已燃区 3 — 焦炭 4 — 蒸汽 5 — 轻质烃

6 — 富油带 7 — 燃烧前沿的路线 8 — 热水 9 — 燃线前沿

（b） 地层横剖

图 1 火烧油层稠油热采机理示意

Ⅰ — 燃烧带 Ⅱ — 结焦带 Ⅲ — 蒸汽带

Ⅳ — 轻质油带 Ⅴ — 原始油带

1 — 注气井 2 — 生产井

（a） 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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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2

抗挤毁强度/MPa 管体屈服强度/kN 抗内压强度/MPa 连接强度/kN

2 670 49 2 795

4 590 43 4 590

TP90H-3Cr

钢级 规格/mm 螺纹类型

Ф177.80×8.05 TP-CQ

Ф244.48×10.03 TP-CQ

40 3 030 56 3 170Ф177.80×9.19 BC

TP90H-9Cr

Ф177.80×8.05 BC 28 2 670 49 2 795

Ф177.80×9.19 BC 40 3 030 56 3 170

224

202

176

772 896 72/151/51/188/156

666 770 40/69/33/96/66

709 831 59/106/42/140/100

最大值

平均值

项目

最小值

756 873

687 839

713 796

冲击韧性/J

TP90H-9Cr②

Rt0.5 /MPa Rm /MPa 冲击韧性/J

TP90H-3Cr①

Rt0.5 /MPa Rm /MPa

724

724

最小抗拉
强度/MPa

伸长率/%

13 ≥40 ≥60

13 ≥40 ≥60

TP90H-3Cr

TP90H-9Cr

钢级

827 621

827 621

冲击韧性/J

横向 纵向

屈服强度/MPa

最大值 最小值

微量的 H2S（1.9×10-6）和 CO 及 N2 等，根据地层压

力推算 CO2 的分压不超过 1 MPa，产出液的环境温

度在 200 ℃以内。
根据以上注气井和生产井中套管的服役工况，

注气井油层套管的底部应选择热稳定性好、抗高温

软化能力强的套管；根据井深及地层压力，选择的

套管在 500 ℃高温环境下其强度指标不得低于 N80
钢级强度；同时，注气井的套管还应有较好的抗氧

化腐蚀能力，生产井的油层套管应根据产出物的组

分和温度选择合适的抗 CO2 腐蚀套管。
根据以上工况分析，结合油田钻完井及后续采

油作业的需要，天津钢管设计了 1 个钢级 2 种不同

合 金 含 量 的 专 用 套 管 ， 分 别 是 TP90H -3Cr 和

TP90H-9Cr 套管，可用于不同的层段。TP90H-3Cr
和 TP90H-9Cr 套管的力学性能和使用性能的设计

指标见表 1～2。

4 专用套管的实际质量水平

4.1 力学性能

TP90H-3Cr 和 TP90H-9Cr 套管的力学性能检

验结果见表 3。从表 3 可以看出：TP90H-3Cr 和

TP90H-9Cr 套管的拉伸性能实测值处于设计范围

的中限，而冲击韧性均超过设计值 50%以上。

注：“抗内压强度”指标对 TP-CQ 螺纹类型指的是气密封压力，对 BC 螺纹类型指的是对液体的密封压力。

表 1 TP90H-3Cr 和 TP90H-9Cr 套管的力学性能指标设计

注：冲击试样尺寸为 10 mm×10 mm。

表 2 TP90H-3Cr 和 TP90H-9Cr 套管使用性能最小保证值

表 3 TP90H-3Cr 和 TP90H-9Cr 套管的力学性能检验结果

注：①检验 Ф177.80 mm×8.05 mm 规格的 Rt0.5 和冲击韧性（纵向，试样尺寸 10 mm×7.5 mm），检验 Ф198.00 mm×
21.00 mm 规格的 Rm；②检验 TP90H-9Cr 套管的冲击韧性时，选取的规格为 Φ177.80 mm×8.05 mm（纵向，试样尺

寸 10 mm×5 mm）/Φ244.48 mm×10.03 mm（纵向，试样尺寸 10 mm×7.5 mm）/Φ244.48 mm×10.03 mm（横向，试样尺

寸 10 mm×5 mm）/Φ194.46 mm×17.00 mm（纵向，试样尺寸 10 mm ×10 mm）/Φ273.05 mm×27.50 mm（横向，试样尺寸

10 mm×10 mm），并且检验以上所有规格的 Rt0.5 和 Rm。

4.2 整管使用性能

TP90H-3Cr 和 TP90H-9Cr 套管的整管使用性

能实测结果见表 4。从表 4 可以看出：TP90H-3Cr
和 TP90H-9Cr 套管的各项性能均超出设计值 10%

以上，抗挤毁能力接近高抗挤毁套管水平。
4.3 高温拉伸性能

TP90H-3Cr 和 TP90H-9Cr 套管的高温拉伸性

能如图 2～3 所示。从图 2～3 可以看出：在 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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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O2 分压/
MPa

总压/
MPa

流速/
（m·s-1）

时间/
h

145 1.5 1687.1

溶液
pH 值

w（H2S）/
%

2×10-4

温度下，TP90H-3Cr 和 TP90H-9Cr 套管的屈服强

度均超过 N80 钢级套管在常温下的强度水平。这

表明在此温度下 TP90H-3Cr 和 TP90H-9Cr 套管的

强度指标不低于 N80 钢级套管在常温下的水平，

达到设计要求。

4.4 抗 CO2 腐蚀能力

采 用 高 温 高 压 釜 的 加 速 试 验 方 法 来 评 估

TP90H-3Cr 与 TP90H-9Cr 套管的抗 CO2 腐蚀性

能，并与其他非火烧油层稠油热采井专用套管进行

对比。抗 CO2 腐蚀试验条件根据油田提供的生产

井产出物组分和环境温度进行设定，具体见表 5；

TP90H-3Cr 和 TP90H-9Cr 套管试片经 CO2 腐蚀试

验后的宏观形貌如图 4～5 所示；与其他套管在不同

温度下的腐蚀速率对比［4-6］如图 6 所示。从图 6 可

以看出：相同环境条件下，TP90H-3Cr 和 TP90H-
9Cr 套管的腐蚀速率远低于其他非火烧油层稠油热

采井专用套管，而 TP90H-9Cr 套管的腐蚀速率低

于 TP90H-3Cr 套管的腐蚀速率。

5 专用套管在油田中的应用
2009 年，新疆油田在红浅 1 区稠油区块进行

火烧油层稠油热采先导试验，共 35 口井（其中注入

井 11 口），全部采用 TP90H-3Cr、TP90H-9Cr 套

管，试验成功；2011 年，新疆油田在风城超稠油

区块进行火烧油层稠油热采先导试验，共 32 口井，

表 4 TP90H-3Cr 和 TP90H-9Cr 套管的整管使用性能实测结果

注：“抗内压强度”指标对 TP-CQ 螺纹类型指的是气密封压力，对 BC 螺纹类型指的是对液体的密封压力。

37

28

抗挤毁强度/MPa 管体屈服强度/kN 抗内压强度/MPa 连接强度/kN

3 035 ∧49 3 160

5 190 ∧43 5 508

TP90H-3Cr

钢级 规格/mm 螺纹类别

Ф177.80×8.05 TP-CQ

Ф244.48×10.03 TP-CQ

48 3 457 ∧56 3 593Ф177.80×9.19 BC

TP90H-9Cr

Ф177.80×8.05 BC 34 3 021 ∧49 3 360

Ф177.80×9.19 BC 46 3 419 ∧56 3 798

图 3 TP90H-9Cr 套管的高温拉伸性能

图 2 TP90H-3Cr 套管的高温拉伸性能

表 5 TP90H-3Cr 和 TP90H-9Cr 套管的

抗 CO2 腐蚀试验条件

图 4 TP90H-3Cr 套管试片经 CO2 腐蚀试验后的宏观形貌

图 5 TP90H-9Cr 套管试片经 CO2 腐蚀试验后的宏观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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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台多工位柔性剪切生产线科技成果及新产品发布会暨

国产 JCOE 制管装备制造技术升级研讨会在甘肃省天水市召开

2013 年 5 月 29 日，由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锻压分会主办、天水锻压机床集团承办的国内首台多工位柔性剪切生产线

科技成果及新产品发布会暨国产 JCOE 制管装备制造技术升级研讨会，在甘肃省天水市天水锻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天水锻压）举行，省、市及行业协会领导和大专院校专家、用户代表、新闻媒体等近 200 人参会。
会议期间，天水锻压举行了国内首台多工位柔性剪切生产线科技成果及新产品发布会，并进行产品展示，现场展出了

Y45-500/2500X6000 龙门移动式液压机（双龙门）、2-WE-67K2400/10000+1600/5000 DA56 大型双联数控折弯机、TDW96Y-
3000/1422X12500 钢管整圆机、Q43Y-110 多功能联合冲剪机、QC11K-6×3200 数控剪板机、WE67K-160/3200 电液比例数

控折弯机、QC11Y-13×8000 液压剪板机、XB-4500 钢板铣边机、Y93-4000/1422X12500 钢管水压试验机、ZS-QD11K-16×
6200 多工位柔性数控金属板材自动剪切生产线等 10 台产品。其中，ZS-QD11K-16×6200 多工位柔性数控金属板材自动剪切

生产线是领先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生产线，由天水锻压自主研制完成，该项技术打破了国际垄断，填补了国内空白，标志

着我国从此可以生产轨道交通、汽车船舶等行业所需的高精度金属板材。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国产 JCOE 制管装备制造技术升级研讨会，与会代表对 JCOE 制管装备制造提出前瞻性意见并发表

看法。
（本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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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图 6 各种套管在不同温度下的腐蚀速率对比

采用 TP90H-3Cr、TP90H-9Cr 套管，试验取得成

功。

6 结 语
（1） 实际大生产检验结果及油田使用结果均证

明：TP90H-3Cr、TP90H-9Cr 套管的各项指标设

计合理，套管的性能指标达到或超过设计要求，可

以满足油田火烧油层稠油热采井的实际使用要求。
（2） TP90H-3Cr、TP90H-9Cr 套管具有优良

的热稳定性和抗高温软化能力，在 500 ℃环境温度

下，其强度指标不低于 N80 钢级套管在常温下的

强度指标。
（3） TP90H-3Cr、TP90H-9Cr 套管的抗 CO2

腐蚀性能优异，在生产井产出物存在的环境下，其

抗 CO2 腐蚀能力远高于其他非火烧油层稠油热采井

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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