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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固井防砂的一体化管柱及使用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固井防砂的一体化

管柱及使用方法，管柱由外层管柱和内层管柱构

成，外层管柱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设置的悬挂封隔

器、循环滑套、固井滑套、管外封隔器、充填滑套

和单流阀式引鞋，内层管柱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设

置的碰压短节、平衡机构、充填机构、分级球座、

关闭工具、开关工具和定位器，通过该一体化管

柱可实现一次性下入井筒内完成固井和防砂作

业。管外封隔器实现了固井段泥岩和水层的有效

封固，防砂段进行砾石充填的作业要求，通过碰

压短节实现了水泥浆的碰压，分级球座解决了通

道的切换与水泥浆回流问题，缩短了单井开发周

期，降低了开发成本，最大限度降低了水泥浆对

储层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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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固井防砂的一体化管柱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下入管柱循环：泥浆流依次经过钻杆、碰压短节、平衡机构、充填机构、分级球座、关

闭工具、开关工具、定位器、单流阀式引鞋、环空返出井外，完成泥浆顶替；

(2)投1级球坐封悬挂封隔器：上提管柱至自由悬重，确保悬挂封隔器坐封位置避开接

箍，井口向钻杆投40mm坐封球至一级分级球座位置，封堵正循环通道，连接钻杆后正打压坐

封悬挂封隔器；

(3)内层管柱脱手：保持管柱下压状态，钻杆内正打压至设定压力，稳压5min后放压至

零；

(4)循环测试：上提管柱至设定高度，打开正循环通道，完井液依次流经钻杆、碰压短

节、平衡机构、充填机构、内层管柱与外层管柱夹层、筛管、环空返出井外，完成循环测试；

(5)坐封管外封隔器：通过定位器确认管外封隔器坐封位置，关闭正循环通道，完井液

依次流经钻杆、碰压短节、平衡机构、充填机构、管外封隔器坐封孔，钻杆连接试压管线后正

打压，完成管外封隔器坐封；

(6)验封管外封隔器：下放管柱，建立正循环通道，完井液依次流经钻杆、碰压短节、平

衡机构、充填机构、内层管柱与外层管柱夹层、筛管、环空，没有返出说明管外封隔器坐封完

成；

(7)投2级球打开分级球座：上提管柱，关闭正循环通道，完井液依次流经钻杆、碰压短

节、平衡机构、充填机构、分级球座，连接钻杆后正打压，推动分级球座的下球座下移，上球

座下移并沟通旁通孔，建立正循环通道；

(8)砾石充填：通过定位器确认砾石充填位置，砂液依次流经钻杆、碰压短节、平衡机

构、充填机构、充填滑套、筛套环空、单流阀式引鞋、定位器、分级球座下球座、分级球座旁通

孔、充填机构夹层、内层管柱与外层管柱夹层、环空返出井外；

(9)返循环清洗砂浆：上提管柱，完井液经过钻环空泵入，一部分完井液依次流经内层

管柱与外层管柱夹层、充填滑套、平衡机构、钻杆返出井口，直至将井筒内的砂液全部排除；

另一部分完井液依次流经充填机构夹层、分级球座旁通孔和分级球座下球座；

(10)挤注水泥：上提管柱到固井位置，水泥浆依次流经钻杆、碰压短节、平衡机构、充填

机构、固井滑套、外层管柱与环空、循环滑套、内层管柱与外层管柱夹层、环空直至水泥顶替

至设定位置；

(11)碰压：释放钻杆胶塞，泥浆泵替尾浆，钻杆胶塞实现碰压后提高压力，打破尾管胶

塞破裂盘，建立正循环通道；

(12)正循环清洗水泥：上提管柱至设定位置，完井液依次流经钻杆、碰压短节、平衡机

构、充填机构、内层管柱与外层管柱夹层、环空，循环内层管柱内部残余水泥，起钻。

2.一种用于固井防砂的一体化管柱，基于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固井防砂的一体化

管柱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由外层管柱和内层管柱构成，所述外层管柱包括从上到下依

次设置的悬挂封隔器、循环滑套、固井滑套、管外封隔器、充填滑套和单流阀式引鞋，所述内

层管柱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设置的碰压短节、平衡机构、充填机构、分级球座、关闭工具、开关

工具和定位器，通过该一体化管柱使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使用方法实现一次性下入井筒内

完成固井和防砂作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用于固井防砂的一体化管柱，其特征在于，所述悬挂封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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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入至套管浮鞋以上20m。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用于固井防砂的一体化管柱，其特征在于，所述固井滑套和

充填滑套分别具有防回流功能和导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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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固井防砂的一体化管柱及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石油开发作业固井、防砂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涉及一种用于固井防

砂的一体化管柱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渤海油田石油勘探开发的不断深入，老井的改造与重修势在必行。陆地油田

已有在原直井侧钻进行固井防砂的作业经验，而针对海上侧钻固井防砂完井技术还是一项

空白，根据海上作业特点及陆地现有技术，对固井防砂一体化关键技术进行研究，使该技术

能在海上推广应用，成为渤海油田进一步挖潜、稳产、增产的有效常规手段。目前采用的固

井防砂一体化技术，首先在下部目的层进行防砂，上部层位进行固井作业，均采用2趟钻，甚

至3趟钻，有的工艺技术无法进行砾石充填防砂、固井段作业过程中均存在固井段水泥浆向

防砂段回流，以及无法实现碰压等弊端，尤其是在小井眼中，根本无法实现固井后再进行防

砂作业。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用于固井防砂的一体化管

柱及使用方法。通过一趟管柱实现固井及防砂作业，实现了固井段泥岩和水层的有效封固，

防砂段进行砾石充填的作业要求，缩短了单井开发周期，降低了开发成本，最大限度降低了

水泥浆对储层的污染。同时解决水泥浆回流、无法实现碰压等缺点风险，保证作业安全可

靠。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5] 一种用于固井防砂的一体化管柱，由外层管柱和内层管柱构成，所述外层管柱包

括从上到下依次设置的悬挂封隔器、循环滑套、固井滑套、管外封隔器、充填滑套和单流阀

式引鞋，所述内层管柱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设置的碰压短节、平衡机构、充填机构、分级球座、

关闭工具、开关工具和定位器，通过该一体化管柱可实现一次性下入井筒内完成固井和防

砂作业。

[0006] 所述碰压短节的顶部与钻杆相连。

[0007] 所述悬挂封隔器下入至套管浮鞋以上20m。

[0008] 所述固井滑套和充填滑套分别具有防回流功能和导流功能。

[0009] 所述碰压短节可实现挤注水泥时碰压显示且在碰压后打开循环通道。

[0010] 所述平衡机构和充填机构均为双层管结构。

[0011] 一种用于固井防砂的一体化管柱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下入管柱循环：泥浆流依次经过钻杆、碰压短节、平衡机构、充填机构、分级球

座、关闭工具、开关工具、定位器、单流阀式引鞋、环空返出井外，完成泥浆顶替；

[0013] (2)投1级球坐封悬挂封隔器：上提管柱至自由悬重，确保悬挂封隔器坐封位置避

开接箍，井口向钻杆投40mm坐封球至一级分级球座位置，封堵正循环通道，连接钻杆后正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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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坐封悬挂封隔器；

[0014] (3)内层管柱脱手：保持管柱下压状态，钻杆内正打压至设定压力，稳压5min后放

压至零；

[0015] (4)循环测试：上提管柱至设定高度，打开正循环通道，完井液依次流经钻杆、碰压

短节、平衡机构、充填机构、内层管柱与外层管柱夹层、筛管、环空返出井外，完成循环测试；

[0016] (5)坐封管外封隔器：通过定位器确认管外封隔器坐封位置，关闭正循环通道，完

井液依次流经钻杆、碰压短节、平衡机构、充填机构、管外封隔器坐封孔，钻杆连接试压管线

后正打压，完成管外封隔器坐封；

[0017] (6)验封管外封隔器：下放管柱，建立正循环通道，完井液依次流经钻杆、碰压短

节、平衡机构、充填机构、内层管柱与外层管柱夹层、筛管、环空，没有返出说明管外封隔器

坐封完成；

[0018] (7)投2级球打开分级球座：上提管柱，关闭正循环通道，完井液依次流经钻杆、碰

压短节、平衡机构、充填机构、分级球座，连接钻杆后正打压，推动分级球座的下球座下移，

上球座下移并沟通旁通孔，建立正循环通道；

[0019] (8)砾石充填：通过定位器确认砾石充填位置，砂液依次流经钻杆、碰压短节、平衡

机构、充填机构、充填滑套、充填机构、筛套环空、单流阀式引鞋、定位器、分级球座下球座、

分级球座旁通孔、充填机构夹层、内层管柱与外层管柱夹层、环空返出井外；

[0020] (9)返循环清洗砂浆：上提管柱，完井液经过钻环空泵入，一部分完井液依次流经

内层管柱与外层管柱夹层、充填滑套、平衡机构、钻杆返出井口，直至将井筒内的砂液全部

排除；另一部分完井液依次流经充填机构夹层、分级球座旁通孔和分级球座下球座；

[0021] (10)挤注水泥：上提管柱到固井位置，水泥浆依次流经钻杆、碰压短节、平衡机构、

充填机构、固井滑套、外层管柱与环空、循环滑套、内层管柱与外层管柱夹层、环空直至水泥

顶替至设定位置；

[0022] (11)碰压：释放钻杆胶塞，泥浆泵替尾浆，钻杆胶塞实现碰压后提高压力，打破尾

管胶塞破裂盘，建立正循环通道；

[0023] (12)正循环清洗水泥：上提管柱至设定位置，完井液依次流经钻杆、碰压短节、平

衡机构、充填机构、内层管柱与外层管柱夹层、环空，循环内层管柱内部残余水泥，起钻。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所带来的有益效果是：

[0025] 通过本发明固井防砂的一体化管柱，在钻杆上连接有碰压短节、分级球座、固井滑

套、充填滑套、充填机构、平衡机构，实现了一趟管柱进行固井防砂工艺技术要求。管外封隔

器实现了固井段泥岩和水层的有效封固，防砂段进行砾石充填的作业要求，通过碰压短节

实现了水泥浆的碰压，分级球座解决了通道的切换与水泥浆回流问题，缩短了单井开发周

期，降低了开发成本，最大限度降低了水泥浆对储层的污染。

附图说明

[0026] 图1‑1和图1‑2为投1级球坐封悬挂器时的管柱状态示意图；

[0027] 图2‑1和图2‑2为坐封管外封隔器时的管柱状态示意图；

[0028] 图3‑1和图3‑2为验封管外封隔器时的管柱状态示意图。

[0029] 图4‑1和图4‑2为投2级球充填时的管柱状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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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5‑1  和图5‑2为挤注水泥时的管柱状态示意图。

[0031] 图6‑1和图6‑2为清洗残余水泥时的管柱状态示意图。

[0032] 附图标记：1‑碰压短节；2‑悬挂封隔器；3‑循环滑套；4‑固井滑套；5‑管外封隔器；

6‑平衡机构；7‑充填滑套；8‑充填机构；9‑分级球座；10‑关闭工具；11‑开关工具；12‑定位

器；13‑ 单流阀式引鞋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34] 一种用于固井防砂的一体化管柱，由外层管柱和内层管柱构成，外层管柱从上向

下依次连接有悬挂封隔器2、循环滑套3、固井滑套4、管外封隔器5、充填滑套7和单流阀式引

鞋  13，内层管柱包括从上到以依次设置的碰压短节1、平衡机构6、充填机构8、分级球座9、

关闭工具10、开关工具11、定位器12。通过该管柱可实现小井眼内一趟管柱完成固井和防砂

作业，实现固井段泥岩和水层的有效封固，防砂段进行砾石充填的作业要求。

[0035] 通过本发明管柱实现固井防砂一体化工艺，它的工艺过程如下步骤实施：

[0036] 1)下入管柱循环：泥浆依次流经过钻杆、碰压短节、平衡机构、充填机构、分级球

座、关闭工具、开关工具、定位器、单流阀式引鞋、环空返出井外，完成泥浆顶替。本实施例中

所有涉及的环空均为套管与钻杆的环空。

[0037] 2)投1级球坐封悬挂封隔器，球采用国标钢球：上提管柱至自由悬重，确保悬挂封

隔器坐封位置避开接箍。井口向钻杆投40mm坐封球至一级球座位置，封堵正循环通道，连接

钻杆后正打压坐封悬挂封隔器，见图1‑1和图1‑2。球就是国标钢球，本实施例需要投2个球, 

所以我们为了区分,标记为1级球和2级球。

[0038] 3)内层管柱脱手:保持管柱下压状态，钻杆内正打压至设计压力稳压5min后放压

至零。

[0039] 4)循环测试：按照设计高度上提管柱，打开正循环通道。完井液依次流经钻杆、碰

压短节、平衡机构、充填机构、内层管柱与外层管柱夹层、筛管、环空返出井外，完成循环测

试。

[0040] 5)坐封管外封隔器：通过定位器确认管外封隔器坐封位置，关闭正循环通道，完井

液依次流经钻杆、碰压短节、平衡机构、充填机构、管外封隔器坐封孔，钻杆连接试压管线后

正打压，完成管外封隔器坐封，见图2‑1和图2‑2。

[0041] 6)验封管外封隔器：下放管柱，建立正循环通道，完井液依次流经钻杆、碰压短节、

平衡机构、充填机构、内层管柱与外层管柱夹层、筛管、环空，没有返出说明管外封隔器坐封

完成，见图3‑1和图3‑2。

[0042] 7)投2级球打开分级球座：上提管柱，关闭正循环通道，完井液依次流经钻杆、碰压

短节、平衡机构、充填机构、分级球座，连接钻杆后正打压，推动分级球座的下球座下移，上

球座下移并沟通旁通孔，建立正循环通道，见图4‑1和图4‑2。

[0043] 8)砾石充填：通过定位器确认砾石充填位置，砂液依次流经钻杆、碰压短节、平衡

机构、充填机构、充填滑套、充填机构、筛套环空、单流阀式引鞋、定位器、分级球座下球座、

分级球座旁通孔、充填机构夹层、内层管柱与外层管柱夹层、环空返出井外。

[0044] 9)返循环清洗砂浆：上提管柱，完井液经过钻环空泵入，一部分完井液依次流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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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管柱与外层管柱夹层、充填滑套、平衡机构、钻杆返出井口，直至将井筒内的砂液全部排

除；另一部分完井液依次流经充填机构夹层、分级球座旁通孔和分级球座下球座。

[0045] 10)挤注水泥：上提管柱到固井位置，水泥浆依次流经钻杆、碰压短节、平衡机构、

充填机构、固井滑套、外层管柱与环空、循环滑套、内层管柱与外层管柱夹层、环空直至水泥

顶替至设计位置，见图5‑1和图5‑2。

[0046] 11)碰压：释放钻杆胶塞，泥浆泵替尾浆，钻杆胶塞实现碰压后提高压力，打破尾管

胶塞破裂盘，建立正循环通道。

[0047] 12)正循环清洗水泥：上提管柱至设计位置，完井液依次流经钻杆、碰压短节、平衡

机构、充填机构、内层管柱与外层管柱夹层、环空，大排量循环内层管柱内部残余水泥，起

钻，见图6‑1和图6‑2。

[0048] 本发明并不限于上文描述的实施方式。以上对具体实施方式的描述旨在描述和说

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是示意性的，并不是限制性的。在不脱离本

发明宗旨和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情况下，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启示下还可

做出很多形式的具体变换，这些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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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说　明　书　附　图 1/12 页

8

CN 107762444 B

8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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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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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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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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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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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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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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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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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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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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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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