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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油井水泥第一胶结面的胶结

强度测试方法，包括：(1)制作模拟套管-水泥环

组合结构试样；(2)将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

试样竖直放置，两端夹持在液压式拉伸试验机

上；开动试验机，缓慢而均匀地加载，得到屈服荷

载值F，试样拉断后立即停止加载，此时的载荷值

即为最大荷载值Fmax，在力-延伸曲线图上读出屈

服阶段的延伸长度L；计算水泥石与金属拉伸杆

平行部分之间的胶结强度，即水泥第一胶结面的

胶结强度。本发明原理可靠，操作简便，可同时测

试水泥石的胶结强度和抗拉强度，有助于优化水

泥浆配方，得到满足现场施工需求的水泥浆体

系，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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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油井水泥第一胶结面的胶结强度测试方法，依次包括以下步骤：

(1)制作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

制作金属拉伸杆，其横截面为圆形，上下两端为夹持端，中间为平行部分，夹持端直径

大于平行部分，长度小于平行部分，夹持端和平行部分之间有过渡弧；将金属拉伸杆竖立固

定，下夹持端外表面涂抹脱模油后，在下夹持端套上PVC1管，向PVC1管和下夹持端的环形空

间注满水泥浆，常温养护至初凝状态；然后在裸露的水泥石表面涂抹脱模油，再在平行部分

套上与PVC1管直径相同的PVC2管，继续向PVC2管和平行部分的环形空间注满水泥浆，常温

养护至终凝状态；剥去下夹持端外面包裹的水泥石和PVC1管，留下平行部分外面包裹的水

泥石和PVC2管，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制作完成；

(2)将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放置于液压式拉伸试验机上进行拉伸实验，通过

数据处理得到油井水泥第一胶结面的胶结强度，过程如下：

1)开动试验机，预加少量载荷，然后卸载到零，检查试验机工作是否正常；

2)将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竖直放置，两端夹持在液压式拉伸试验机上；

3)开动试验机，缓慢而均匀地加载，应变速率不超过0.0025/s，观察测力指针转动和绘

图装置出图情况，图中出现第一个峰值点时，测力指针的值即为屈服荷载值F；继续加载，试

样拉断后立即停止加载，此时的载荷值即为最大荷载值Fmax；绘图装置绘出力-延伸曲线图，

在图上读出屈服阶段的延伸长度L；

4)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中平行部分及包裹的水泥石的直径为P，通过下式计

算水泥石与金属拉伸杆平行部分之间的胶结强度，即水泥第一胶结面的胶结强度M：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井水泥第一胶结面的胶结强度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求得水

泥石的抗拉强度，过程如下：分别将金属拉伸杆、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夹持在液

压式拉伸试验机进行拉伸实验，得到金属拉伸杆、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的最大荷

载值Fmax，利用抗拉强度R＝Fmax/S分别计算金属拉伸杆的原始抗拉强度、模拟套管-水泥环

组合结构试样的抗拉强度，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的抗拉强度和金属拉伸杆的原

始抗拉强度之间的差值，即为水泥石的抗拉强度，S为金属拉伸杆平行部分的横截面积或模

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平行部分及包裹的水泥石的横截面积。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井水泥第一胶结面的胶结强度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金属拉

伸杆与水泥接触面提前用钻井液、冲洗液及隔离液依次冲洗3-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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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井水泥第一胶结面的胶结强度测试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领域油气井固井过程中油井水泥第一胶结面的

胶结强度测试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勘探开发向深部地层迈进，固井工程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和难题。高温、高

压、高酸性和复杂载荷等条件对水泥环完整性要求越来越高。固井工程是钻井作业中的重

要环节，是保证井下后续作业能正常进行的关键，固井的胶结面强度会直接影响油气井的

有效开发。

[0003] 对于油气井来说，最常见的破坏是胶结界面的破坏；对脆性材料而言，界面的胶结

强度一般比较薄弱。水泥材料在硬化过程中会发生收缩现象，水泥石的收缩会使水泥石与

套管之间的胶结能力降低，容易使一结面(套管和水泥石的胶结面称为一结面)发生破坏。

后期增产措施如射孔及后续大型作业带来的强大冲击力也会造成水泥环胶结面发生破坏。

胶结面发生破坏，会导致油气窜流，产量降低，甚至出现油井的报废。

[0004] 随着复杂井、特殊井日益增长，水泥环的完整性要求越来越高，对固井胶结面破坏

强度的测试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结面胶结性能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没有

一个简便易操作的方法对胶结面胶结强度进行测试，对胶结面胶结强度测试也没有统一的

标准，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0005] (1)目前对于固井胶结面强度测试的装置大多都存在结构比较复杂、体积大、不容

易实时操作等问题。如“一种测试水泥环与套管胶结强度的实验装置及方法”(CN 

106593414  A)，虽然可以模拟地层压力，但是操作过程繁琐，装置也比较复杂，对于实验室

内需要大量测试水泥材料的胶结面强度来说，并不方便可行。

[0006] (2)单纯胶结面强度的测试，不能同时测量材料的其他性能。如“一种固井水泥胶

结强度测试装置及方法”(CN  105092465  A)，利用常规的压出法测量水泥石的胶结强度，装

置虽有所改进，但是测试方法比较单一。

[0007] (3)常规的水泥石抗拉强度测试，除了劈裂抗拉，很少有其他测试方法。劈裂拉伸

法由于其为间接测试，测试出的强度与真实值有很大偏差。而其他拉伸测试又比较复杂，不

容易操作，如“油井水泥高温高压拉伸应力应变系统及其测试方法”(CN  102401770  A)，利

用应力应变系统测试水泥石的拉伸应力，不具有实验室内普遍操作性。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油井水泥第一胶结面的胶结强度测试方法，该方法原

理可靠，操作简便，可同时测试水泥石的胶结强度和材料的抗拉强度，有助于优化水泥浆配

方的设计，从而得到满足现场施工需求的水泥浆体系，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0009] 为达到以上技术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10] 本发明通过将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放置于液压式拉伸试验机上进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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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所述试样由金属拉伸杆及其外面包裹的水泥石和PVC管组成，金属拉伸杆、水泥石之间

的界面模拟固井第一胶结面，该试样制作简单快捷，短时间可以做多个试样，重复性高，有

利于进行胶结面破坏强度试验比较。

[0011] 油井水泥第一胶结面的胶结强度测试方法，依次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制作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

[0013] 按照GB/T  2975—1998制作金属拉伸杆，其横截面为圆形，上下两端为夹持端，中

间为平行部分，夹持端直径大于平行部分，长度小于平行部分，夹持端和平行部分之间有过

渡弧；将金属拉伸杆竖立固定，下夹持端外表面涂抹脱模油后，在下夹持端套上PVC1管，向

PVC1管和下夹持端的环形空间注满水泥浆，常温养护至初凝状态；然后在裸露的水泥石表

面涂抹脱模油，再在平行部分套上与PVC1管直径相同的PVC2管，继续向PVC2管和平行部分

的环形空间注满水泥浆，常温养护至终凝状态；剥去下夹持端外面包裹的水泥石和PVC1管，

留下平行部分外面包裹的水泥石和PVC2管，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制作完成。

[0014] (2)将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放置于液压式拉伸试验机(试验机按照GB/T 

16825进行检验，应为1级或者优于1级进行检测)上进行拉伸实验，通过数据处理得到油井

水泥第一胶结面的胶结强度，过程如下：

[0015] 1)开动试验机，预加少量载荷，然后卸载到零，检查试验机工作是否正常；

[0016] 2)将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竖直放置，两端夹持在液压式拉伸试验机上；

[0017] 3)开动试验机，缓慢而均匀地加载，应变速率不超过0.0025/s，应变速率尽量保持

恒定，仔细观察测力指针转动和绘图装置出图情况，图中出现第一个峰值点时，测力指针的

值即为屈服荷载值F；继续加载，过了屈服阶段，加载速度可以稍作提升，试样拉断后立即停

止加载，此时的载荷值即为最大荷载值Fmax；绘图装置绘出力-延伸曲线图，在图上读出屈服

阶段(从加载开始到屈服荷载值出现的阶段)的延伸长度L；

[0018] 4)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中平行部分及包裹的水泥石的直径为P，通过下

式计算水泥石与金属拉伸杆平行部分之间的胶结强度，即水泥第一胶结面的胶结强度M：

[0019]

[0020] 本发明还可以求得水泥石的抗拉强度，过程如下：分别将金属拉伸杆、模拟套管-

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夹持在液压式拉伸试验机进行拉伸实验，得到金属拉伸杆、模拟套管-

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的最大荷载值Fmax，利用抗拉强度R＝Fmax/S(S为金属拉伸杆平行部分

的横截面积或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平行部分及包裹的水泥石的横截面积)分别

计算金属拉伸杆的原始抗拉强度、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的抗拉强度，模拟套管-

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的抗拉强度和金属拉伸杆的原始抗拉强度之间的差值，即为水泥石的

抗拉强度。

[0021] 金属拉伸杆与水泥接触面提前用钻井液、冲洗液及隔离液依次冲洗3-5分钟，用以

模拟第一胶结面附着钻井液的实际工况。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3] (1)综合考虑了实际生产状况和实验测量条件，可按实际规格尺寸比例进行设计

加工，更接近实际工况下一结面的等效试样模型；

[0024] (2)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中，充分考虑到井下多重影响因素，如滤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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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井液的影响及两者同时作用于一结面的耦合作用；

[0025] (3)与目前常规静态胶结面强度的评价方法不同，本发明利用直接拉伸法测试其

胶结强度，结果更加真实可靠；

[0026] (4)本发明不仅能用于固井第一结面的胶结强度测试，还能通过直接拉伸测试水

泥石的抗拉强度，方便简洁，有助于优化水泥浆配方，得到满足现场施工需求的水泥浆体

系；

[0027] (5)制样简单方便，测试容易，实验误差小，可重复性好。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的制作流程图。

[0029] 图2为制作完成的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通过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0031] 参看图1。(a)：在拉伸杆下夹持端至弧度连接部位的四周涂抹脱模油。(b)：在下夹

持端套上PVC1管(PVC1管直径大于下夹持端的直径，PVC1管的高度稍高于下夹持端和平行

部分的过渡弧弧度连接处)，在PVC1管和下夹持端的环形空间注入水泥浆，常温养护至初

凝。(c)：在裸露在外的水泥石表面涂抹脱模油，在平行部分外面固定PVC2管，在PVC2管和平

行部分的环形空间注入水泥浆并养护至终凝。(d)：拆除PVC1管和包裹的水泥石。

[0032] 参看图2，图2为制作完成的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

[0033] 油井水泥第一胶结面的胶结强度测试方法，依次包括以下步骤：

[0034] 1、制样：

[0035] (1)在金属拉伸杆的下夹持端表面涂上脱模油，并在其外面套上PVC1管，向PVC1管

与下夹持端的环形空腔内倒满水泥浆，放在常温下凝固；

[0036] (2)在水泥石上表面继续涂抹脱模油，在金属拉伸杆中部平行部分套上直径与

PVC1管完全一致的PVC2管，并在PVC2管与平行部分之间的环形空间注满水泥浆，养护至终

凝状态；

[0037] (3)拆去第一段PVC1管和PVC1管包裹的水泥石，留下平行部分包裹的水泥石和

PVC2管，即得到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

[0038] 2、测试：

[0039] (1)启动液压试验机，预加少量载荷，然后卸载到零，以检查试验机工作是否正常，

同时测试出金属拉伸杆平行部分的原始横截面积S0；

[0040] (2)将对照所用的金属拉伸杆夹持在液压式拉伸试验机上；

[0041] (3)打开液压试验机使之缓慢加载(屈服前以6～60MPa/s的加载速率加载)，观察

测力指针转动和绘图装置出图情况。当达到屈服阶段，捕捉屈服荷载值F0，试件拉断后立即

停止，记录下最大荷载值F0max；利用公式R0＝F0max/S0计算`出金属拉伸杆的原始抗拉强度R0；

[0042] (4)测试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平行部分及包裹的水泥石的横截面积S1

和直径P1，将试样两端竖直夹持在液压式拉伸试验机上，进行加载并记录下屈服荷载值F1，

得到力-延伸曲线图，在图上读出屈服阶段的延伸长度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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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5)继续加载，记录下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的最大荷载值F1max，利用公

式R1＝F1max/S1计算出模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的抗拉强度R1；

[0044] (6)将采集到的数据利用计算机上数据软件处理分析，通过公式 计算模

拟套管-水泥环组合结构试样中水泥石与平行部分的胶结强度，即水泥第一胶结面的胶结

强度M1；

[0045] (7)水泥石的抗拉强度由R1-R0计算得出。

[004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应当指出的是：相关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

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改进，这些改进均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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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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