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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在水平井段实施二次固井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油气田勘探和开发技术领域，具

体涉及一种在水平井段实施二次固井的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确定待处理井段的起始位置和终止

位置；对待处理井段进行射孔；对套管内壁进行

刮削；将水泥承留器坐封在套管上并将水泥承留

器丢手；打开套管闸门，由钻杆内泵注清水；待返

水连续稳定后开始替入水泥浆；上提立柱，上提

结束后连接好反循环洗井管线，打开套管闸门，

用清水大排量反循环至少2周，关井侯凝；起出井

内的二次固井的作业管柱，下入钻磨管柱钻除井

筒内的滞留物；井筒试压；因此，该方法可以有效

驱替充填在水泥环空隙中的流体，将其置换为合

格的水泥浆，实现带压侯凝，完全替代现有技术

来实施在水平段的有效的二次固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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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在水平井段实施二次固井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确定待处理井段的起始位置(15)和待处理井段的终止位置(7)；

2)在待处理井段的起始位置(15)以上10m处和待处理井段的终止位置(7)以下10m处进

行射孔；

3)下入套管刮削管柱对套管内壁进行刮削；

4)下入二次固井的作业管柱，所述的二次固井作业管柱包括钻杆(9)、坐封工具(11)和

水泥承留器(12)，钻杆(9)、坐封工具(11)和水泥承留器(12)从上到下依次连接；

5)将水泥承留器(12)坐封在套管上并将水泥承留器(12)丢手；

6)打开套管闸门，向钻杆(9)内泵注清水使清水沿循环路径至少循环2周；

7)待返水连续稳定后开始替入水泥浆；

8)上提立柱，上提结束后连接好反循环洗井管线，打开套管闸门，用清水大排量反循环

至少2周，所述的立柱由2根钻杆(9)连接而成；

9)关井侯凝至少48小时；

10)起出井内的二次固井的作业管柱，下入钻磨管柱钻除井筒内的滞留物；

11)井筒试压；

所述的待处理井段的起始位置(15)和待处理井段的终止位置(7)固井声幅相对值＜

15％，待处理井段长度小于300m，若待处理井段以下井筒实施过射孔作业，则在射孔位置以

上100m井筒处打可钻式桥塞(1)，隔离并封堵井筒；

所述的射孔穿透深度应位于水泥环空隙(3)之中；

所述刮削时刮削位置在待处理井段射孔(10)处上下20m的井筒中，直至相应位置井壁

光滑无油污、无毛刺，刮削深度不大于待处理井段的起始位置(15)，刮削作业套管刮削管柱

包括油管、套管刮削器和通井规，油管、套管刮削器和通井规自上而下依次连接；

所述的水泥承留器(12)坐封时坐封位置不处于套管节箍处，水泥承留器(12)丢手时丢

手位置位于水泥承留器(12)与坐封工具(11)的连接处，水泥承留器(12)坐封和水泥承留器

(12)丢手的操作方法为：将二次固井的作业管柱下至待处理井段上射孔(10)处以下3m，上

提2m，在地面用旋转作业动力设备右旋二次固井的作业管柱至少30圈，下放二次固井的作

业管柱至原位置，上提二次固井的作业管柱至原悬重增加10t的吨位，保持载荷5min,缓慢

下放二次固井的作业管柱至原悬重增加1t的吨位，在地面右旋二次固井的作业管柱直至上

提载荷瞬间降为原悬重，下放二次固井的作业管柱使得水泥承留器(12)承受3-5t的钻压；

所述的循环路径由钻杆(9)内腔进入，依次经过坐封工具(11)内腔、水泥承留器(12)内

腔、水泥承留器(12)以下至可钻式桥塞(1)以上的井筒、待处理井段下射孔处(13)的孔眼、

水泥环空隙(3)、待处理井段上射孔处(10)的孔眼，最后经钻杆(9)与套管的环空返出；

所述替入水泥浆时，当替入浆量等于井内钻杆(9)内容积、可钻式桥塞(1)与水泥承留

器(12)之间的井筒容积之和后，停止泵入水泥浆，使挤注压力小于地层的破裂压力，再泵入

清水顶替液，然后依次关闭套管闸门、钻杆(9)上的旋塞阀，所述顶替液体积为水泥环空隙

(3)的容积和至少40m长的套管与钻杆的环空(14)的容积之和；所述的立柱数量为2根，上提

第1根立柱的过程中应保持钻杆(9)上的旋塞阀关闭，同时关闭环形防喷器；所述的钻磨管

柱包括油管、单向阀、螺杆钻和磨鞋，油管、单向阀、螺杆钻和磨鞋自上向下依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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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在水平井段实施二次固井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油气田勘探和开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在水平井段实施二次固井

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水平井井身结构的限制和水平井固井工艺的不完善，水平段固井质量有时难

以满足后期储层改造对水泥环胶结质量的要求，需要对水平段进行二次固井。

[0003] 造成水平段水泥环胶结质量较差的原因主要有：

[0004] 一、固井前的套管居中度较差，从而造成水平段水泥环厚度不均；

[0005] 二、水泥浆稳定性较差，从而影响水泥环的胶结质量，主要是水泥浆在高温高压条

件下发生失水、产生沉降、不能均匀分布；

[0006] 三、固井过程中的顶替效率较差，如隔离液的粘度和稠度较差，顶替液和固井泥浆

发生析串；

[0007] 四、水平段井身质量的影响，如井眼中的大肚子、不平滑的井眼轨迹等。

[0008] 目前还无成熟有效的水平段二次固井的方法。

[0009] 现有技术通常在需要二次固井的井段进行射孔，然后下入光油管或钻杆再关闭套

管闸门进行挤注水泥浆。现有技术首先不能将水泥环空隙中充填的油气流体或完井泥浆或

固井前置液或水泥析出液等流体替出；其次由于上述流体占据水泥环中的空隙，有效挤注

并进入水泥环中的水泥浆有限；再次是因为现有技术不能有效实现带压侯凝，一旦泄压，挤

注进入水泥环空隙中的水泥浆势必发生回吐，挤注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水平段固井质量不合格、水泥没有完全充填并固结套管和地

层之间环形空间的问题。

[0011] 为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在水平井段实施二次固井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确定待

处理井段的起始位置和待处理井段的终止位置；在待处理井段的起始位置以上10m处和待

处理井段的终止位置以下10m处进行射孔；下入套管刮削管柱对套管内壁进行刮削；下入二

次固井的作业管柱，所述的二次固井作业管柱包括钻杆、坐封工具和水泥承留器，钻杆、坐

封工具和水泥承留器从上到下依次连接；将水泥承留器坐封在套管上并将水泥承留器丢

手；打开套管闸门，向钻杆内泵注清水使清水沿循环路径至少循环2周；待返水连续稳定后

开始替入水泥浆；上提立柱，上提结束后连接好反循环洗井管线，打开套管闸门，用清水大

排量反循环至少2周，所述的立柱由2根钻杆连接而成；关井侯凝至少48小时；起出井内的二

次固井的作业管柱，下入钻磨管柱钻除井筒内的滞留物；井筒试压。

[0012] 所述的待处理井段的起始位置和待处理井段的终止位置固井质量好，待处理井段

长度小于300m，若待处理井段以下井筒实施过射孔作业，则在射孔位置以上100m井筒处打

可钻式桥塞，隔离并封堵井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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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所述的射孔穿透深度应位于水泥环空隙之中。

[0014] 所述刮削时刮削位置在待处理井段射孔处上下20m的井筒中，直至相应位置井壁

光滑无油污、无毛刺，刮削深度不大于待处理井段的起始位置，刮削作业套管刮削管柱包括

油管、套管刮削器和通井规，油管、套管刮削器和通井规自上而下依次连接。

[0015] 所述的水泥承留器坐封时坐封位置应避开套管节箍，泥承留器丢手时丢手位置位

于水泥承留器与坐封工具的连接处，水泥承留器坐封和水泥承留器丢手的操作方法为：将

二次固井的作业管柱下至待处理井段上射孔处以下3m，上提2m，在地面用旋转作业动力设

备右旋二次固井的作业管柱至少30圈，下放二次固井的作业管柱至原位置，上提二次固井

的作业管柱至原悬重增加10t的吨位，保持载荷5min,缓慢下放二次固井的作业管柱至原悬

重增加1t的吨位，在地面右旋二次固井的作业管柱直至上提载荷瞬间降为原悬重，下放二

次固井的作业管柱使得水泥承留器承受3-5t的钻压。

[0016] 所述的循环路径由钻杆内腔进入，依次经过坐封工具内腔、水泥承留器内腔、水泥

承留器以下至可钻式桥塞以上的井筒、待处理井段下射孔处的孔眼、水泥环空隙、待处理井

段上射孔处的孔眼，最后经钻杆与套管的环空返出。

[0017] 所述替入水泥浆时，当替入浆量等于井内钻杆内容积、可钻式桥塞与水泥承留器

之间的井筒容积之和后，停止泵入水泥浆，使挤注压力小于地层的破裂压力，再泵入清水顶

替液，然后依次关闭套管闸门、钻杆上的旋塞阀，所述顶替液体积为水泥环空隙的容积和至

少40m长的套管与钻杆的环空的容积之和。

[0018] 所述的立柱数量为2根，上提第1根立柱的过程中应保持钻杆上的旋塞阀关闭，同

时关闭环形防喷器。

[0019] 所述的钻磨管柱包括油管、单向阀、螺杆钻和磨鞋，油管、单向阀、螺杆钻和磨鞋自

上向下依次连接。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的这种在水平井段实施二次固井的方法，通过在

待处理井段的起始位置以上10m处和待处理井段的终止位置以下10m处进行射孔，打通循环

路径，方便排液和注浆，下入套管刮削管柱对套管内壁进行刮削，确保相应位置井壁光滑无

油污、无毛刺，保证循环路径畅通，下入二次固井的作业管柱，打开套管闸门，向钻杆内泵注

清水使清水沿循环路径至少循环2周以便清理干净套管和水泥环空隙内的废液，方便后续

水泥浆的注入及侯凝，提高固井质量；待返水连续稳定后开始替入水泥浆；上提立柱，上提

结束后连接好反循环洗井管线，打开套管闸门，用清水大排量反循环至少2周，所述的立柱

由2根钻杆连接而成；关井侯凝至少48小时；起出井内的二次固井的作业管柱，下入钻磨管

柱钻除井筒内的滞留物；井筒试压；因此，该在水平井段实施二次固井的方法可以有效驱替

充填在水泥环空隙中的流体，并将其置换为二次固井所用的合格的水泥浆，并可实现带压

侯凝，此方法可完全替代现有技术来实施在水平段的有效的二次固井。

附图说明

[0021]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2] 图1是在水平段实施二次固井的示意图。

[0023] 附图标记说明：1、可钻式桥塞；2、套管；3、水泥环空隙；4水泥环；5储层(或地层)；

6、水泥环与地层的胶结面；7待处理井段终止位置；8、套管与水泥环的胶结面；9、钻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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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处理井段上射孔孔处；11、坐封工具；12、水泥承留器；13、待处理井段下射孔处；14，套管

与钻杆的环空；15、待处理井段。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1：

[0025] 如图1所示，一种在水平井段实施二次固井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6] 1)确定待处理井段的起始位置15和待处理井段的终止位置7；

[0027] 2)在待处理井段的起始位置15以上10m处和待处理井段的终止位置7以下10m处进

行射孔；

[0028] 3)下入套管刮削管柱对套管内壁进行刮削；

[0029] 4)下入二次固井的作业管柱，所述的二次固井作业管柱包括钻杆9、坐封工具11和

水泥承留器12，钻杆9、坐封工具11和水泥承留器12从上到下依次连接；

[0030] 5)将水泥承留器12坐封在套管上并将水泥承留器12丢手；

[0031] 6)打开套管闸门，向钻杆9内泵注清水使清水沿循环路径至少循环2周；

[0032] 7)待返水连续稳定后开始替入水泥浆；

[0033] 8)上提立柱，上提结束后连接好反循环洗井管线，打开套管闸门，用清水大排量反

循环至少2周，所述的立柱由2根钻杆9连接而成；

[0034] 9)关井侯凝至少48小时；

[0035] 10)起出井内的二次固井的作业管柱，下入钻磨管柱钻除井筒内的滞留物；

[0036] 11)井筒试压。

[0037] 所述的确定待处理井段的起始位置15和待处理井段的终止位置7时通过声幅测井

等手段评价水泥环胶结质量来确定的，该在水平井段实施二次固井的方法可以有效驱替充

填在水泥环空隙中的流体，并将其置换为二次固井所用的合格的水泥浆，并可实现带压侯

凝，此方法可完全替代现有技术来实施在水平段的有效的二次固井。

[0038] 实施例2：

[0039] 如图1所示，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所述的待处理井段的起始位置15和待处理井段

的终止位置7固井声幅相对值＜15％，待处理井段长度小于300m，若待处理井段以下井筒实

施过射孔作业，则在射孔位置以上100m井筒处打可钻式桥塞1，隔离并封堵井筒。井段长度

过长会影响水泥环空隙3中流体驱替效果，本发明的井段长度小于300m对水泥环空隙3中流

体具有很好的驱替效果，同时在射孔位置以上100m井筒处打可钻式桥塞1，射孔段100m上套

管完整性较好，确保可钻式桥塞1座封后密封可靠，挤封水泥浆时不会挤至可钻式桥塞1以

下井段，实现很好的驱替效果。

[0040] 所述的射孔穿透深度应位于水泥环空隙3之中，射孔时，射孔应控制穿透深度，避

免射开地层，只需射开套管并将井筒与水泥环空隙3处连通，保证施工作业时对底层不造成

二次伤害。

[0041] 所述刮削时刮削位置在待处理井段射孔10处上下20m的井筒中，确保承留器在该

井段范围内均可成功座封，可自由调整立柱高度，直至相应位置井壁光滑无油污、无毛刺，

防止油污、毛刺等造成承留器12的密封橡胶套在入井过程中造成损坏，确保承留器12座封

后密封可靠，刮削深度不大于待处理井段的起始位置15，刮削作业套管刮削管柱包括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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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管刮削器和通井规，油管、套管刮削器和通井规自上而下依次连接。

[0042] 所述的水泥承留器12坐封时坐封位置应避开套管节箍，泥承留器12丢手时丢手位

置位于水泥承留器12与坐封工具11的连接处，水泥承留器12坐封和水泥承留器12丢手的操

作方法为：将二次固井的作业管柱下至待处理井段上射孔10处以下3m，上提2m，为水泥承留

器12上卡瓦及弹性接头提供所必须的行程，在地面用旋转作业动力设备右旋二次固井的作

业管柱至少30圈，将坐封工具11的控制螺母从坐封工具11中心管上的螺纹上旋出，下放二

次固井的作业管柱至原位置，上提二次固井的作业管柱至原悬重增加10t的吨位，保持载荷

5min，使水泥承留器12橡胶套充分膨胀、上下卡瓦完全咬死在套管上，确认水泥承留器12座

封成功，缓慢下放二次固井的作业管柱至原悬重增加1t的吨位，在地面右旋二次固井的作

业管柱直至上提载荷瞬间降为原悬重，确认水泥承留器12丢手成功，下放二次固井的作业

管柱使得水泥承留器12承受3-5t的钻压，确保坐封工具11与水泥承留器12连接处密封良

好。

[0043] 打开套管闸门，由钻杆内泵注清水，观察套放出口出水是否连续稳定，记录泵压、

排量、泵入液量、返出液量等数据，确保沿循环路径至少循环2周，检查水泥环空隙3处是否

有液体漏失，确保替入水泥浆侯凝结束后固井质量合格。所述的循环路径由钻杆9内腔进

入，依次经过坐封工具11内腔、水泥承留器12内腔、水泥承留器12以下至可钻式桥塞1以上

的井筒、待处理井段下射孔处13的孔眼、水泥环空隙3、待处理井段上射孔处10的孔眼，最后

经钻杆9与套管的环空返出，保证套管和水泥环空隙3中的废液清理干净并没有液体漏出，

以便提高替入水泥浆侯凝结束后固井质量，实现很好的驱替和固井效果。

[0044] 所述替入水泥浆时，当替入水泥浆量等于井内钻杆9内容积、可钻式桥塞1与水泥

承留器12之间的井筒容积之和后，停止泵入水泥浆，使挤注压力小于地层的破裂压力，再泵

入清水顶替液，然后依次关闭套管闸门、钻杆9上的旋塞阀，避免替入水泥环空隙3水泥浆回

压入钻杆内部，造成水泥环空隙3封固失效，所述顶替液体积为水泥环空隙3的容积和至少

40m长套管与钻杆9的环空的容积之和，确保射孔10处的封固质量合格。所述的立柱数量为2

根，上提第1根立柱的过程中应保持钻杆9上的旋塞阀关闭，同时应关闭环形防喷器，确保环

空压力密封。所述的钻磨管柱包括油管、单向阀、螺杆钻和磨鞋，油管、单向阀、螺杆钻和磨

鞋自上向下依次连接。下入钻磨管柱钻除井筒内的水泥塞、水泥承留器、可钻式桥塞。将其

置换为二次固井所用的合格的水泥浆，并可实现带压侯凝，此方法可完全替代现有技术来

实施在水平段的有效的二次固井。

[0045] 实施例3

[0046] 如图1所示，在实施例1和2的基础上，一种在水平段实施二次固井的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

[0047] 1)某套管完井的水平井生产套管外径139.7mm，内径124.26mm，钢级N80，水平井斜

深4200m，水平段长2000m,井筒试压合格，但经声福测井检测水平段某段固井质量较差，压

裂过程中存在串槽及套管变形的风险，决定进行在水平段进行二次固井，作业深度为3800-

4000m；

[0048] 2)采用油管输送的方式在水平井筒3825m和3975m两处进行了射孔，射孔作业严格

控制了穿透深度；

[0049] 3)下套管刮削作业管柱对井壁进行刮削，对3800-4000m井段的井壁进行了反复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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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

[0050] 4)下二次固井作业管柱，水泥承留器长度0.5m、外径108mm，坐封工具长度1.5m、最

大外径124mm，钻杆外径73.02mm，总长度满足施工要求；

[0051] 5)下入钻杆3826m后水泥承留器底界深度为3828m，此时悬重为37t,上提2m，在地

面用钻杆专用液压钳右旋管柱30圈，然后下放管柱至原悬重，缓慢上提直至上提吨位增加

到47t，用钻杆专用液压钳右旋管柱，当旋转至第11圈时，上提吨位恢复至原悬重，下放管柱

至悬重降至33t；

[0052] 6)打开套管闸门，正循环清水80m3,正常循环泵压16MPa,排量650L/min，泵入量与

返出量相当；

[0053] 7)由钻杆9内泵入密度为1.87kg/m3的超细水泥浆11.6m3后泵入清水顶替液2.0m3，

依次关闭套管闸门、钻杆上的旋塞阀、环形防喷器；

[0054] 8)上提2根立柱，上提结束后坐封工具底界深度为3787 .5，连接好反循环洗井管

线，大排量反洗井至进出口水色一致；

[0055] 9)关井侯凝48小时。

[0056] 10)下钻磨管柱钻至4000m，继续冲洗至人工井底；

[0057] 11)井筒试压合格。

[0058] 本实施例的这种在水平段实施二次固井的方法，参照上述步骤6-8，可以有效驱替

充填在水泥环空隙中的流体并将其置换为二次固井所用的合格的水泥浆，并可实现带压侯

凝，此方法可完全替代现有技术来实施在水平段的有效的二次固井。

[0059] 以上例举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举例说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的限制，凡

是与本发明相同或相似的设计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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