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007996.8

(22)申请日 2016.01.0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48472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4.13

(73)专利权人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址 430074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

388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汉地质

资源环境工业技术研究院

(72)发明人 刘天乐　蒋国盛　解经宇　张萍　

宁伏龙　张凌　孙嘉鑫　彭力　

刘志超　王韧　李丽霞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轻创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12

代理人 陈卫

(51)Int.Cl.

E21B 47/005(2012.01)

(56)对比文件

CN 205277401 U,2016.06.01,

CN 201364296 Y,2009.12.16,

CN 101679846 A,2010.03.24,

CN 104500031 A,2015.04.08,

WO 2015/153823 A1,2015.10.08,

陈涓等.化学交联聚乙烯醇的交联度和降失

水性能的关系.《钻井液与完井液》.2002,第19卷

(第5期),第22-24页.

黄河福等.MTC 固井液二界面胶结强度实验

研究.《中国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

第30卷(第6期),46-50页.

审查员 尹浚羽

 

(54)发明名称

一种含水合物、冰地层固井水泥环二界面胶

结强度测试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含水合物、冰地层固井水

泥环二界面胶结强度测试装置，包括釜壳底座和

模拟套管，所述模拟套管竖直设置在所述釜壳底

座的中部，所述模拟套管外围设有聚乙烯醇膜

管，所述模拟套管与聚乙烯醇膜管之间形成环状

的空腔，所述釜壳底座顶部外边沿处围设有控温

循环浴密封罩，所述控温循环浴密封罩与聚乙烯

醇膜管之间填充有模拟地层，所述模拟地层顶部

压覆有地层釜盖，所述模拟套管顶部压覆有加压

釜盖，所述加压釜盖覆盖住所述空腔的顶部，所

述加压釜盖上方设有用于对加压釜盖加压的压

力装置。优点：结构简单，安装使用方便，生产成

本低，检测结果较为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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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水合物、冰地层固井水泥环二界面胶结强度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釜壳

底座(1)和模拟套管(2)，所述模拟套管(2)竖直设置在所述釜壳底座(1)的中部，所述模拟

套管(2)外围设有聚乙烯醇膜管(3)，所述模拟套管(2)与聚乙烯醇膜管(3)之间形成环状的

空腔，所述釜壳底座(1)顶部外边沿处围设有控温循环浴密封罩(4)，所述控温循环浴密封

罩(4)与聚乙烯醇膜管(3)之间填充有模拟地层(5)，所述模拟地层(5)顶部压覆有地层釜盖

(51)，所述模拟套管(2)顶部压覆有加压釜盖(21)，所述加压釜盖(21)覆盖住所述空腔的顶

部，所述加压釜盖(21)上方设有用于对加压釜盖(21)加压的压力装置(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水合物、冰地层固井水泥环二界面胶结强度测试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力装置(6)为液压油缸，并通过支架固定在所述地层釜盖(51)上，且其

液压推动端压覆所述加压釜盖(2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含水合物、冰地层固井水泥环二界面胶结强度测试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力装置(6)还通过液压管路连接液压泵(7)。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含水合物、冰地层固井水泥环二界面胶结强度测试装置，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后台主机，所述后台主机通过线路连接液压泵(7)，用于控制液压泵(7)

运作以实现液压油缸的加压或卸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水合物、冰地层固井水泥环二界面胶结强度测试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温循环浴密封罩(4)外壁上分别设有连通控温循环浴密封罩(4)内部的

进液口(41)和出液口(4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水合物、冰地层固井水泥环二界面胶结强度测试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拟套管(2)底部设有圆形的承压缓冲板(22)，所述模拟套管(2)下方的

釜壳底座(1)上开有与所述承压缓冲板(22)匹配的圆柱形的安装槽(11)，所述安装槽(11)

的直径与所述聚乙烯醇膜管(3)的外径和承压缓冲板(22)的直径相等，所述承压缓冲板

(22)底部与所述安装槽(11)的底部之间设有弹簧(23)。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水合物、冰地层固井水泥环二界面胶结强度测试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釜壳底座(1)上设有导入口(9)，所述导入口(9)伸入模拟地层(5)内，所述

地层釜盖(51)上设有与导入口(9)对应的导出口(10)，所述导出口(10)伸入模拟地层(5)

内。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水合物、冰地层固井水泥环二界面胶结强度测试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压釜盖(21)上设有连通所述环状的空腔内部的气流通道(12)。

9.根据权利要求1至8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含水合物、冰地层固井水泥环二界面胶结强度

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拟套管(2)上端管口处的内壁上对称开有凹槽(24)。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8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含水合物、冰地层固井水泥环二界面胶结强

度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釜壳底座(1)底部设置有多个行走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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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水合物、冰地层固井水泥环二界面胶结强度测试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固井水泥质量检测的设备，特别涉及一种含水合物、冰地层固井

水泥环二界面胶结强度测试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油气田对固井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相应的水泥浆固结性能测试评价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尤其是二界面胶结强度被格外重视。目前，国内外在此方面仅从声波/电磁波

测井等地球物理技术方面予以评价，而在实验室内的模拟评价装置很少，即使有也非常简

陋，常见的就是用带有一定孔隙的厚壁水泥砂浆管(厚度一般为15～20cm)充当模拟地层，

然后在水泥环内壁浸泡钻井液，之后向水泥砂浆管内注入要测试的固井水泥浆，待固结后，

用万能材料试验机的压头对管中的水泥柱加压，测试其极限剪切力。此方法虽然可模拟固

井水泥浆的固结过程，但是由于模拟地层与实际地层物性相差较大，钻井液浸泡也是在常

温常压下进行，故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因此，得到的检测结构与实际偏差较大，测试结果

准确度较低，对于井下实际作业的参考价值有限。

[0003] 此外，近些年来，天然气水合物作为一种清洁新能源，广泛分布于陆上冻土带和海

底沉积物中，以其巨大资源储量被誉为21世纪极具潜力的洁净新能源，对于缓解日益严重

的全球能源危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众所周知，陆上多年冻土带所蕴藏的天然气水合物

资源非常丰富，加快冻土区天然气水合物的勘探与开发已越来越受到相关国家的重视。由

于多年冻土区存在较厚的不稳定地层，加之天然气水合物仅在低温高压条件下稳定存在，

在固井过程中应严格控制水泥浆水化热和井内温度以确保井壁附近地层中水合物和冰的

稳定，从而保证固井质量。因此，如何在如此低温情况下安全高效固井则是天然气水合物勘

探与开发研究中的一个新热点，尤其是如何保证水泥环与井壁的胶结质量则直接决定了水

合物能否安全、顺利开采。因此，需要开发相应的固井质量模拟测试装置，从而为固井液体

系设计及其施工工艺选择提供预评价的技术平台。在此方面，目前国内外还没有相应的实

验评价装置，主要是因为难于解决水合物生成和井壁临时密封支撑的问题。本发明立足于

此问题，在国内外首次创造了聚乙烯醇膜管充当带泥皮临时井壁技术，较好地解决了水合

物密封生成与水泥浆注入解封接触的问题，实现了可模拟含有水合物和冰的低温地层原位

固井二界面胶结质量的定量试验评价，为今后冻土区天然气水合物勘探与开发、工程基础

施工以及地下空间加固等领域的工程施工提供了有力的实验技术支持。

[0004] 基于此，有必要开发出能够模拟井下实际作业环境的含水合物、冰地层固井水泥

浆二界面胶结强度测试装置，为冻土区水合物地层固井生产和工程施工提供更为科学合理

的评价数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含水合物、冰地层固井水泥环二界面胶结

强度测试装置，填补了当前天然气水合物勘探与开发固井评价技术的空白，且相对于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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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规油气井固井二界面胶结质量评价实验仪器不论在设计原理上、还是测试精度上以及

与实际情况的吻合度上，都取得了创新性的技术突破，首次全方位考虑了井下温度、压力和

地层结构与组分的影响，能够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模拟出井下温度和压力，从而使固井质量

评价更真实，数据更可靠。

[0006]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含水合物、冰地层固井水泥环二

界面胶结强度测试装置，包括釜壳底座和模拟套管，上述模拟套管竖直设置在上述釜壳底

座的中部，上述模拟套管外围设有聚乙烯醇膜管，上述模拟套管与聚乙烯醇膜管之间形成

环状的空腔，上述釜壳底座顶部外边沿处围设有控温循环浴密封罩，上述控温循环浴密封

罩与聚乙烯醇膜管之间填充有模拟地层，上述模拟地层顶部压覆有地层釜盖，上述模拟套

管顶部压覆有加压釜盖，上述加压釜盖覆盖住上述空腔的顶部，上述加压釜盖上方设有用

于对加压釜盖加压的压力装置。

[000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结构简单，使用操作方便，生产成本低，与含水合物冻土层

固井的实际井下状况非常接近，通过控温循环浴和气体增压系统对模拟地层和固井水泥浆

进行温度和压力控制，充分模拟地下的实际温压条件，使测试环境与实际接近，测量结果准

确可靠。

[0008]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发明还可以做如下改进。

[0009] 进一步，上述压力装置为液压油缸，并通过支架固定在上述地层釜盖上，且其液压

推动端压覆上述加压釜盖。

[0010]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安装使用较为方便。

[0011] 再进一步，上述压力装置还通过液压管路连接液压泵。

[0012]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便于向液压油缸内注入油液，推动液压油缸。

[0013] 进一步，还包括后台主机，上述后台主机通过线路连接液压泵，用于控制液压泵运

作以实现液压油缸的加压或卸压。

[0014]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通过智能化控制，降低人工控制的误差，使测

量结果更准确。

[0015] 进一步，上述控温循环浴密封罩外壁上分别设有连通控温循环浴密封罩内部的进

液口和出液口。

[0016]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采用循环浴方式对整个反应釜内的模拟地层

和固井水泥浆进行温度控制，使其温度与实际地层接近，减小实验条件误差。

[0017] 进一步，上述模拟套管底部设有圆形的承压缓冲板，上述模拟套管下方的釜壳底

座上开有与上述承压缓冲板匹配的圆柱形的安装槽，上述安装槽的直径与上述聚乙烯醇膜

管的外径和承压缓冲板的直径相等，上述承压缓冲板底部与上述安装槽的底部之间设有弹

簧。

[0018]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在实验过程中，减小测试压力对釜壳底座的冲

击力，避免模拟地层的沙土进入釜壳底座导致安装槽壁损伤，同时也有利于试验后清理釜

内模拟地层和水泥渣环。

[0019] 进一步，上述釜壳底座上设有导入口，上述导入口伸入模拟地层内，上述地层釜盖

上设有与导入口对应的导出口，上述导出口伸入模拟地层内，用于通过降温加压法在模拟

地层中生成甲烷水合物和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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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便于对模拟地层内部进行加压，使其充分模拟

实际地址环境，降低实验误差。

[0021] 进一步，上述加压釜盖上设有连通上述环状的空腔内部的气流通道，在水泥浆注

入该环状的空腔之后，可通过该气流通道通入氮气对水泥浆进行加压。

[0022]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使水泥浆生成环境与实际固井作业中井下高

压环境相符合，提高测量准确性。

[0023] 进一步，上述套管管口处的内壁上对称开有凹槽。

[0024]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便于在测试结束后通过该凹槽将套管拉出，以

便内部清洗再利用。

[0025] 进一步，上述基座底部设置有多个行走轮。

[0026]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便于移动整个装置。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的含水合物、冰地层固井水泥环二界面胶结强度测试装置结构示意

图。

[0028] 附图中，各标号所代表的部件列表如下：

[0029] 1、釜壳底座，2、模拟套管，3、聚乙烯醇膜管，4、控温循环浴密封罩，5、模拟地层，6、

压力装置，7、液压泵，8、行走轮，9、导入口，10、导出口，11、安装槽，12、气流通道，21、加压釜

盖，22、承压缓冲板，23、弹簧，24、凹槽，41、进液口，42、出液口，51、地层釜盖。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发明，并

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范围。

[0031] 实施例：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含水合物、冰地层固井水泥环二界面胶结强度测

试装置包括釜壳底座1和模拟套管2，上述模拟套管2竖直设置在上述釜壳底座1的中部，上

述模拟套管2外围设有聚乙烯醇膜管3，上述模拟套管2与聚乙烯醇膜管3之间形成环状的空

腔，上述釜壳底座1顶部外边沿处围设有控温循环浴密封罩4，上述控温循环浴密封罩4与聚

乙烯醇膜管3之间填充有模拟地层5，上述模拟地层5顶部压覆有地层釜盖51，上述模拟套管

2顶部压覆有加压釜盖21，上述加压釜盖21覆盖住上述空腔的顶部，上述加压釜盖21上方设

有用于对加压釜盖21加压的压力装置6。

[0032] 上述的模拟地层5可选用不同材料或采集待测试的目标地层材料来作为填充物，

模拟不同环境和地质条件下的地层，使检测结果更为准确。

[0033] 其中，聚乙烯醇具有很好的水溶性，普遍以粉末和薄膜的状态存在，通过增长分子

链，加厚分子层的方式对聚乙烯醇进行改性，可以使其呈不同厚度、不同形状的片状或条带

状，再用纳米矿物颗粒表面处理后所获得的改性聚乙烯醇的状态类似于塑料，但其力学强

度要优于普通塑料，溶解时间可通过厚度来调节。实验过程中，调整聚乙烯醇膜管的厚度为

20～30mm，可使其溶解时间达到60～90分钟，避免固井水泥浆初凝之前地层垮塌与水泥浆

拌合而破坏水泥环的完整性。

[0034] 上述釜壳底座1上设有导入口9，上述导入口9伸入模拟地层5内，可通过该导入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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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模拟地层5中注入水和甲烷气体，通过降温加压法在模拟地层中生成甲烷水合物和冰，上

述地层釜盖51上设有与导入口9对应的导出口10，上述导出口10伸入模拟地层5内，可将模

拟地层5中多余的水和甲烷气体排出，也可在实验后对地层泄压，以保证后续力学测试的操

作安全。

[0035] 上述加压釜盖21上设有连通上述环状的空腔内部的气流通道12，实验开始时可对

水泥浆进行氮气增压，实验结束后可对水泥浆环状腔泄压，以保证后续力学测试的操作安

全。

[0036] 运用该含水合物、冰地层固井水泥环二界面胶结强度测试装置检测的步骤如下：

[0037] 第一步：制备模拟地层，开启控温循环浴对反应釜整体降温至所需温度；

[0038] 第二步：制备固井水泥浆，并将其加入模拟套管与聚乙烯醇膜管之间的环状的空

腔中；同时通过加压釜盖上的导入口向模拟地层中注入水和甲烷气体，通过降温加压法在

模拟地层中生成甲烷水合物和冰；

[0039] 第三步：同时对模拟地层和固井水泥浆进行气体加压，其中，对模拟地层使用甲烷

气体进行加压，对固井水泥浆通过其覆盖上的进/排气口使用氮气进行加压；

[0040] 第四步：保持反应釜内压力和温度恒定，在模拟地层中生成水合物。之后，在水泥

浆固结过程中聚乙烯醇膜管部分溶解于水泥浆和模拟地层中，剩余薄壁部分可作为井壁残

留泥皮参与水泥浆与地层胶结过程，从而使固井实验与实际情况相符；

[0041] 第五步：待固井水泥浆固结48小时之后，分别开启模拟地层顶部的地层釜盖的到

出口和水泥环与模拟套管顶部的加压釜盖上的导入口对模拟地层腔和水泥环腔泄压以保

证后续操作安全，之后通过加压装置对水泥环和模拟套管顶部的加压釜盖施加压力，直至

剪破固井水泥环与模拟地层的胶结面，测试其极限剪切力，即可评价二界面胶结强度。

[0042] 上述压力装置6为液压油缸，并通过支架固定在上述地层釜盖51上，且其液压推动

端压覆上述加压釜盖21；压力装置6还通过液压管路连接液压泵。

[0043] 上述整机还包括后台主机，上述后台主机通过线路连接液压泵7，用于控制液压泵

7运作，通过微机精确控制液压泵7向加压装置6注入油液，可使加压装置6的油压得到精确

的控制，使检测结果更准确，并且，测试过程中，施加外力的大小可同步显示到后台主机上，

便于观测记录。

[0044] 在一些实施例中，上述控温循环浴密封罩4外壁上分别设有控温循环浴密封罩4内

部的进液口41和出液口42，可使控温循环浴密封罩4内保持适温液体循环，进而对整个反应

釜进行恒温保持，充分模拟地下的温度环境。

[0045] 在一些实施例中，上述模拟套管2底部设有圆形的承压缓冲板22，上述模拟套管2

下方的釜壳底座1上开有与上述承压缓冲板22匹配的圆柱形的安装槽11，上述安装槽11的

直径与上述聚乙烯醇膜管3的外径和承压缓冲板22的直径相等，上述承压缓冲板22底部与

上述安装槽11的底部之间设有弹簧23，当模拟套管2以及固结后的固井水泥浆承受向下的

压力时，可对该压力进行缓冲，防止安装槽11可能因外力过大或是沙土下渗而损坏。弹簧23

的反力计算值在测试系统中预先已标定，后台主机直接显示液压油缸作用力差值，即为固

井二界面胶结强度。

[0046] 在一些实施例中，上述模拟套管2管口处的内壁上对称开有凹槽24，实验结束后，

可用特定的支撑工具卡在模拟套管2的凹槽24内，将模拟套管2从仪器中拉出，便于清理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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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内部腔体，便于再次使用。

[0047] 上述釜壳底座1底部设置有多个行走轮8，便于移动整个装置，行走轮8上可设置锁

死开关，在静置时，避免整个装置移动。

[0048] 本发明的含水合物、冰地层固井水泥环二界面胶结强度测试装置原理和结构较为

简单，模块化集成程度高，使用操作方便，生产成本低，测试环境与含水合物冻土区固井实

际情况高度符合，能够准确、快捷地测试出含水合物、冰等低温地层固井水泥环二界面胶结

强度。此外，本装置还可应用于冻土区地下工程加固等方面的室内预评价实验，对于我国开

发大西北广大冻土区的工程建设具有较好的技术支持作用。

[004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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