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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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103399.6

(22)申请日 2017.11.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60546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1.19

(73)专利权人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

公司

地址 610051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府青路1

段3号川庆钻探公司科技信息处

(72)发明人 马光长　冯学荣　肖沣峰　何劲　

漆梅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天嘉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51211

代理人 冉鹏程

(51)Int.Cl.

E21B 47/047(2012.01)

E21B 47/06(2012.01)

E21B 33/13(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4571854 U,2015.08.19,

CN 206545507 U,2017.10.10,

CN 102359353 A,2012.02.22,

CN 204511424 U,2015.07.29,

CN 204591261 U,2015.08.26,

CN 2039344 U,1989.06.14,

CN 105318934 A,2016.02.10,

CN 104632123 A,2015.05.20,

US 2010230164 A1,2010.09.16,

WO 2010059511 A3,2010.07.15,

胡畔.基于环空液面监测系统的自动在线监

测研究.《钻采工艺》.2016,66-68.

审查员 兰起超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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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钻井堵漏施工的井

筒动液面监测方法，涉及石油天然气钻井堵漏施

工作业技术领域。本发明根据漏层压力和选取的

堵漏施工方案，估算出堵漏施工作业完成后井筒

中的静液面位置；将压力测试仪器放入井筒中，

使得压力测试仪器在井筒中处于估算的静液面

以下；启动压力测试仪器，实时监测井筒动态液

面；根据监测的井筒动态液面情况，计算出堵漏

浆液在井筒中的位置，并计算出进入漏层的堵漏

浆液数量。本发明可以实时掌握堵漏浆液进入漏

层的数量，使堵漏施工作业满足堵漏施工设计要

求，最大限度提高堵漏成功率，尤其是提高水泥

浆等水硬性材料堵漏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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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钻井堵漏施工的井筒液面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A：根据漏层压力和选取的堵漏施工方案，估算出堵漏施工作业完成后井筒(1)的

静液面位置；

步骤B：将压力测试仪器与堵漏钻具组合相接，并将相接后的压力测试仪器放入井筒

(1)中，使得压力测试仪器在井筒(1)中的位置，位于步骤A中估算的静液面以下；

步骤C：开始进行堵漏施工作业，启动压力测试仪器，实时监测井筒(1)动态液面；

步骤D：根据步骤C中监测的井筒(1)动态液面情况，计算出堵漏浆液在井筒(1)中的位

置，并计算出进入漏层(2)的堵漏浆液数量；

所述压力测试仪器包括井下压力传感器(3)、井下压力信号发射器(4)和地面信息处理

器(5)；井下压力传感器(3)和井下压力信号发射器(4)与堵漏钻具组合相接并下入到井筒

(1)中，井下压力传感器(3)采集液体压力动态数据，并通过井下压力信号发射器(4)将采集

到的压力动态数据实时传输至地面信息处理器(5)中，地面信息处理器(5)接收到压力动态

数据，利用井筒(1)流体密度和压力传感器位置数据计算出动液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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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钻井堵漏施工的井筒动液面监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石油天然气钻井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石油天然气钻井堵漏施工作业

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用于钻井堵漏施工的井筒动液面监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勘探开发石油与天然气资源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促进钻井与修井施工任务的

实施，而在这两个施工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井内工作流体漏入地层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井

漏，一般来说，在油气钻井作业过程中，常常会发生井漏问题。如果出现井漏问题，不但会损

失大量的钻井液，还会导致钻井施工无法正常进行，从而造成大量的经济和时间损失。所

以，一旦发生井漏问题，就要对其及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从而能够第一时间内堵漏，这

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大量材料浪费的问题。

[0003] 在堵漏施工作业中，对于井口不能返出钻井液的井，由于目前没有有效的动态液

面监测工具和方法，只能通过顶替钻井液的量来估算井筒中动液面的位置，并由此推算堵

漏浆液在井筒中的位置并以此为依据来判断堵漏浆液进入到漏层中的量。这种通过顶替量

来推算堵漏浆液在井筒中的位置的方法往往是不准确的，难以真实反映堵漏浆液在井筒中

的情况，因而常常导致使用水泥浆等水硬性材料堵漏的失败，堵漏的成功率不高。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钻井堵漏施

工的井筒动液面监测方法，本发明的发明目的旨在于监测堵漏施工作业过程中井筒动态液

面情况，以便实时掌握堵漏浆液进入漏层的数量，使堵漏施工作业满足堵漏施工设计要求，

最大限度提高堵漏成功率，尤其是提高水泥浆等水硬性材料堵漏的成功率。

[0005] 一种用于钻井堵漏施工的井筒液面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6] 步骤A：根据漏层压力和选取的堵漏施工方案，估算出堵漏施工作业完成后井筒的

静液面位置；

[0007] 步骤B：将压力测试仪器与堵漏钻具组合相接，并将相接后的压力测试仪器放入井

筒中，使得压力测试仪器在井筒中的位置，位于步骤A中估算的静液面以下；

[0008] 步骤C：开始进行堵漏施工作业，启动压力测试仪器，实时监测井筒动态液面；

[0009] 步骤D：根据步骤C中监测的井筒动态液面情况，计算出堵漏浆液在井筒中的位置，

并计算出进入漏层的堵漏浆液数量。

[0010] 所述压力测试仪器包括井下压力传感器、井下压力信号发射器和地面信息处理

器；井下压力传感器和井下压力信号发射器与堵漏钻具组合相接并下入到井筒中，井下压

力传感器采集液体压力动态数据，并通过井下压力信号发射器将采集到的压力动态数据实

时传输至地面信息处理器中，地面信息处理器接收到压力动态数据，利用井筒流体密度和

压力传感器位置数据计算出动液面位置。

[0011] 所述漏层压力是通过测量得到的，将压力计放置在漏层位置测得漏层压力静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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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0012] 所述漏层压力是根据漏层位置和钻井施工时钻井液液面位置估算得到的。

[0013] 所述漏层压力是根据地质预告得到的。

[0014] 所述堵漏施工方案采用现有常规的堵漏施工方案。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带来的有益的技术效果表现在：

[0016] 1、利用监测堵漏施工作业过程中井筒（环空）动态液面情况，以便实时掌握堵漏浆

液进入漏层的数量，使堵漏施工作业满足堵漏施工设计要求，最大限度提高堵漏成功率，尤

其是提高水泥浆等水硬性材料堵漏的成功率。

[0017] 2、钻井液动态液面为实测数据，数据准确；钻井堵漏施工作业与动液面监测同步

进行，可及时指导堵漏施工，可有效控制堵漏浆液进入漏层的数量，提高堵漏成功率；本方

法不但可以监测堵漏施工时的动液面，还可以监测静液面、监测泵入液体过程中的动液面

变化，提高对漏层性质的认识；通过进一步分析泵入液体时泵压、排量与动液面之间的关

系，有助于了解漏失通道对压力的敏感程度、漏失速度与漏失压差之间的关系。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施工示意图；

[0019] 附图标记：1、井筒，2、漏层，3、井下压力传感器，4、井下压力信号发射器，5、地面信

息处理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实施例1

[0021] 作为本发明一较佳实施例，参照说明书附图1，本实施例公开了：

[0022] 一种用于钻井堵漏施工的井筒液面监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3] 步骤A：根据漏层2压力和选取的堵漏施工方案，估算出堵漏施工作业完成后井筒1

的静液面位置；

[0024] 步骤B：将压力测试仪器与堵漏钻具组合相接，并将相接后的压力测试仪器放入井

筒1中，使得压力测试仪器在井筒1中的位置，位于步骤A中估算的静液面以下；

[0025] 步骤C：开始进行堵漏施工作业，启动压力测试仪器，实时监测井筒1动态液面；

[0026] 步骤D：根据步骤C中监测的井筒1动态液面情况，计算出堵漏浆液在井筒1中的位

置，并计算出进入漏层2的堵漏浆液数量。

[0027] 实施例2

[0028] 作为本发明又一较佳实施例，参照说明书附图1，本实施例公开了：

[0029] 一种用于钻井堵漏施工的井筒液面监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0] 步骤A：根据漏层2压力和选取的堵漏施工方案，估算出堵漏施工作业完成后井筒1

的静液面位置；

[0031] 步骤B：将压力测试仪器与堵漏钻具组合相接，并将相接后的压力测试仪器放入井

筒1中，使得压力测试仪器在井筒1中的位置，位于步骤A中估算的静液面以下；

[0032] 步骤C：开始进行堵漏施工作业，启动压力测试仪器，实时监测井筒1动态液面；

[0033] 步骤D：根据步骤C中监测的井筒1动态液面情况，计算出堵漏浆液在井筒1中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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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并计算出进入漏层2的堵漏浆液数量；

[0034] 在本实施例中，钻井堵漏施工的井筒1液面监测方法可以具体表现为：根据设计、

实钻情况等估计井筒1最低动液面位置；所述的最低动液面位置即为静液面位置；按井下压

力传感器3钻井堵漏施工的井筒1液面监测方法低于该位置确定应接入钻柱的位置，下钻至

预定井深，即井下压力传感器3采集该液面以下的液体压力数据；开启测试系统组件，校正、

调试系统；实时测试井筒1内液柱压力；静止状态时测试的为静液压力，泵入液体或堵漏施

工时连续、动态监测的是动液压力；利用井筒1流体密度、压力传感器位置等数据计算或用

配套的软件计算出井口距液面位置的距离，利用静液压力计算出的距离为静液面，利用不

同时间对应的多个动液压力计算出的距离是动液面。

[0035] 将井下压力传感器3、井下压力信号发射器4随钻柱下入到井筒1最低动液面位置

以下，采集液体压力信息并实时传输至地面，地面接收到信号并还原成井下压力数据，最后

利用井筒1流体密度、压力传感器位置等数据计算出液面位置。

[0036] 实施例3

[0037] 作为本发明又一较佳实施例，参照说明书附图1，本实施例公开了：

[0038] 一种用于钻井堵漏施工的井筒1动液面监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9] 步骤A.  根据漏层2压力和选取的堵漏施工方案，估算出堵漏施工作业完成后井筒

1的静液面位置；

[0040] 步骤B：将压力测试仪器与堵漏钻具组合相接，并将相接后的压力测试仪器放入井

筒1中，使得压力测试仪器在井筒1中的位置，位于步骤A中估算的静液面以下；

[0041] 步骤C：开始进行堵漏施工作业，启动压力测试仪器，实时监测井筒1动态液面；

[0042] 步骤D：根据步骤C中监测的井筒1动态液面情况，计算出堵漏浆液在井筒1中的位

置，并计算出进入漏层2的堵漏浆液数量；

[0043]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压力测试仪器包括井下压力传感器3、井下压力信号发射器4

和地面信息处理器5；井下压力传感器3和井下压力信号发射器4与堵漏钻具组合相接并下

入到井筒1中，井下压力传感器3采集液体压力动态数据，并通过井下压力信号发射器4将采

集到的压力动态数据实时传输至地面信息处理器5中，地面信息处理器5接收到压力动态数

据，利用井筒1流体密度和压力传感器位置数据计算出动液面位置。

[0044] 在本实施例中，漏层2压力的获取可以根据实际工况获取得到，其获取方式可以是

采用现有技术中常规的获取方式；例如，漏层2压力可以是通过测量得到的，即通过将压力

计放置在漏层2位置测得漏层2压力静态数据；也可以是根据漏层2位置和钻井施工时钻井

液液面位置估算得到的；还可以是根据地质预告得到的；也不限于仅采用上述方式进行获

取，还可以采用其他常规方法获取漏层2压力。

[004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堵漏施工方案采用现有常规的堵漏施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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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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