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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及其在溶洞

堵漏中的应用，属于井下施工技术领域。包括外

部的割缝金属管和内部的筑巢爆破工具，所述割

缝金属管管壁上割有螺旋缝或直缝，所述筑巢爆

破工具为表面带有若干炸药槽的芯轴，该槽内安

放有炸药，所述割缝金属管套在芯轴上，并予以

固定，芯轴与割缝金属管采用动配合。本发明割

缝金属管爆炸后能形成桥架，解决了常规堵漏方

法中堵漏材料不易驻留形成桥架的难题，能有效

提高溶洞性地层的堵漏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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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其特征是，包括外部的割缝金属管(1)和内部的

筑巢爆破工具，所述割缝金属管管壁上割有螺旋缝(2)或直缝(3)，所述筑巢爆破工具为表

面带有若干炸药槽(4)的芯轴(5)，该槽内安放有炸药，所述割缝金属管套在芯轴上，并予以

固定，芯轴与割缝金属管采用动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割缝金属管为

双层结构，包括内层割缝金属管(6)和外层割缝金属管(7)，内、外层割缝金属管的长度相

等，其长度比溶洞纵向长度长400mm。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内层割缝金属

管的外径等于外层割缝金属管的内径，外层割缝金属管的外径比所堵井段钻进时钻头直径

小5-10mm。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内层割缝

金属管管壁割有若干左螺旋缝或右螺旋缝，所述外层割缝金属管管壁同样割有若干螺旋

缝，该螺旋缝的旋向与内层割缝金属管的螺旋缝旋向相反；

所述内层割缝金属管或外层割缝金属管的相邻两条螺旋缝之间的距离为10-50mm，所

述内层割缝金属管、外层割缝金属管上螺旋缝的起始端距离对应的割缝金属管顶端30-

200mm，同样，内层割缝金属管、外层割缝金属管上螺旋缝的末端距离对应的割缝金属管末

端30-200mm。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其特征是，所述芯轴的炸药槽

为直槽。

6.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内层、外层

割缝金属管管壁均割有若干直缝，内层割缝金属管上的直缝间距与外层割缝金属管上的直

缝间距不等；所述内层割缝金属管、外层割缝金属管上直缝的起始端距离对应的割缝金属

管顶端30-200mm，同样，内层割缝金属管、外层割缝金属管上直缝的末端距离对应的割缝金

属管末端30-200mm。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其特征是，所述芯轴的炸药槽

是螺旋槽。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割缝金属管为

单层结构，螺旋缝或直缝的起始端距离金属管顶端30-200mm，螺旋缝或直缝的末端距离金

属管末端30-200mm。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其特征是，若割缝金属管割有

螺旋缝，则芯轴的炸药槽为直槽；若割缝金属管割有直缝，则芯轴的炸药槽为螺旋槽。

10.一种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在溶洞堵漏中的应用，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

骤：

1)若外部的割缝金属管为单层,要求该金属管的长度比溶洞纵向长度长400mm；

若外部的割缝金属管为双层结构,选择两根尺寸不同的金属管，金属管的壁厚依据不

同的金属材料而不同；外层金属管的内径等于内层金属管的外径，外层金属管的外径小于

所堵井段钻进时钻头直径5-10mm，两根金属管的长度相等，比溶洞纵向长度长400mm；

2)对于单层结构的割缝金属管，在地面将金属管管壁割成若干直缝或螺旋缝，金属管

上、下端各留30-200mm不割，得到单层割缝金属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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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双层结构的割缝金属管，在地面将两根金属管分别割成左右不同旋向的螺旋条，

螺旋条的宽度为10-50mm，金属管上、下端各留30-200mm不割，得到双层割缝金属管；

或在两根金属管管壁上割若干直缝，内层金属管上的直缝间距与外层金属管上的直缝

间距不等，同样，金属管上、下端各留30-200mm不割，得到双层割缝金属管；

3)在下井的钻具下面连接一根带若干炸药槽的芯轴，炸药槽的宽度依安放炸药量的不

同而不同；若金属管割的是直缝，则芯轴的炸药槽是螺旋槽，若金属管割的是螺旋缝，则芯

轴的炸药槽是直槽；再把割缝金属管套在芯轴上，予以固定，芯轴与金属管采用动配合，在

芯轴的炸药槽内安放炸药；

4)用钻具将芯轴送到溶洞处，点燃炸药，利用炸药爆炸产生的能量，让固定在芯轴上的

割缝金属管产生塑性变形贴附到溶洞壁上，割缝金属管的上、下端分别顶在溶洞的上、下板

上，完成筑巢作业，之后注入长纤维材料或堵漏胶液，形成人工井壁，从而保证钻井安全、高

效、快速穿过数米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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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及其在溶洞堵漏中的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及其在溶洞堵漏中的应用，属于井

下施工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碳酸盐岩地层油气井钻完井施工过程中经常发生井漏，轻微的漏失会使钻井工作

中断，严重的漏失要耽误大量的生产时间，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果井漏得不到及时处

理，还会引起井塌、井喷和卡钻事故，导致部分井段甚至全井的报废，严重井喷还有可能造

成人身伤亡事故，所以及时处理井漏恢复正常钻进是非常重要的。目前，针对渗透型和裂缝

型漏失，国内已有成熟的堵漏工艺及技术，但溶洞型漏失属于国际级难题，工业界一直未能

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

[0003] 对于裂缝性漏失,目前常用的堵漏技术多达十几种。主要分为承压堵漏技术、随钻

堵漏技术、塑性堵漏技术、膨胀管堵漏技术、气体钻井技术和注水泥堵漏技术。第一种技术

适用于封堵深井、恶性低压漏失井；第二种技术是一种主动致漏并自动止漏的方法，其适用

于复杂构造地层、裂缝发育地层等承压能力较低的地层；第三种技术通过制剂间的相互作

用使堵漏浆“失重”，驱动力消失，进而解决井漏问题，堵漏浆具有塑性蠕变、密度可调、耐久

等特性；第四种技术膨胀管堵漏技术，一旦封堵成功，效果明显，且能对同一裸眼段的多个

复杂层进行多次封固，但该技术要求对已钻的丼眼进行扩孔，从事现场施工的人员都知道，

扩眼难度大，速度慢，危险性高，而且由于漏失使破碎的岩屑无法带到地面，这也是膨胀管

堵漏技术没有广泛应用的原因；第五种是气体钻井，对于防止漏失效果明显，同时可以提高

机械钻速和井身质量，节约钻井成本，但气体钻井在地层出水或易坍塌的地层无法进行；第

六种方法是注水泥封堵。

[0004] 以上六种常规堵漏技术（传统物理堵漏技术与化学堵漏技术）对于溶洞性漏失几

乎毫无效果，只有通过向井内填充大量固体物及长纤维材料架桥后再堵方能奏效，但这样

施工需要反复进行，效果差，耗时长、成功率低、成本高、处理过程中造成井喷的危险性较

大，即使勉强堵住，在后续的钻进中易再次发生漏失。

发明内容

[0005] 在分析了井下工况及各种工具的基础上，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针对溶洞性漏失的新

型井下爆炸堵漏工具及其应用—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及其在溶洞堵漏中的应用，

解决了常规堵漏方法中堵漏材料不易驻留形成桥架的难题，能有效提高溶洞性地层的堵漏

成功率。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其特

征是，包括外部的割缝金属管和内部的筑巢爆破工具，所述割缝金属管管壁上割有螺旋缝

或直缝，所述筑巢爆破工具为表面带有若干炸药槽的芯轴（即爆炸杆），该槽内安放有炸药，

所述割缝金属管套在芯轴上，并予以固定，芯轴与割缝金属管采用动配合。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06930723 B

4



[0007] 所述割缝金属管为双层结构，包括内层割缝金属管和外层割缝金属管，内、外层割

缝金属管的长度相等，其长度比溶洞纵向长度长400mm。

[0008] 所述内层割缝金属管的外径等于外层割缝金属管的内径，外层割缝金属管的外径

比所堵井段钻进时钻头直径小5-10mm。

[0009] 所述内层割缝金属管管壁割有若干左螺旋缝或右螺旋缝，所述外层割缝金属管管

壁同样割有若干螺旋缝，该螺旋缝的旋向与内层割缝金属管的螺旋缝旋向相反；

[0010] 所述内层割缝金属管或外层割缝金属管的相邻两条螺旋缝之间的距离为10-50mm

（即相邻两条螺旋缝之间形成一个螺旋条，该螺旋条宽度为10-50mm），螺旋缝的起始端距离

对应的割缝金属管顶端30-200mm，同样，螺旋缝的末端距离对应的割缝金属管末端30-

200mm（即金属管上、下端各留30-200mm不割缝）。

[0011] 所述芯轴的炸药槽为直槽。

[0012] 所述内层、外层割缝金属管管壁均割有若干直缝，内层割缝金属管上的直缝间距

与外层割缝金属管上的直缝间距不等；直缝的起始端距离对应的割缝金属管顶端30-

200mm，直缝的末端距离对应的割缝金属管末端30-200mm（即金属管上、下端各留30-200mm

不割缝）。

[0013] 所述芯轴的炸药槽是螺旋槽。

[0014] 所述割缝金属管为单层结构，螺旋缝或直缝的起始端距离金属管顶端30-200mm，

螺旋缝或直缝的末端距离金属管末端30-200mm（即金属管上、下端各留30-200mm不割缝）。

[0015] 若割缝金属管割有螺旋缝，则芯轴的炸药槽为直槽；若割缝金属管割有直缝，则芯

轴的炸药槽为螺旋槽。

[0016] 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在溶洞堵漏中的应用，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0017] 1）若外部的割缝金属管为单层,要求该金属管的长度比溶洞纵向长度长400mm；

[0018] 若外部的割缝金属管为双层结构,选择两根尺寸不同的金属管，金属管的壁厚依

据不同的金属材料而不同；外层金属管的内径等于内层金属管的外径，外层金属管的外径

小于所堵井段钻进时钻头直径5-10mm，两根金属管的长度相等，比溶洞纵向长度长400mm；

[0019] 2）对于单层结构的割缝金属管，在地面将金属管管壁割成若干直缝或螺旋缝，金

属管上、下端各留30-200mm不割，得到单层割缝金属管；

[0020] 对于双层结构的割缝金属管，在地面将两根金属管分别割成左右不同旋向的螺旋

条，螺旋条的宽度为10-50mm，金属管上、下端各留30-200mm不割，得到双层割缝金属管；

[0021] 或在两根金属管管壁上割若干直缝，内层金属管上的直缝间距与外层金属管上的

直缝间距不等，同样，金属管上、下端各留30-200mm不割，得到双层割缝金属管；

[0022] 3）在下井的钻具下面连接一根带若干炸药槽的芯轴，炸药槽的宽度依安放炸药量

的不同而不同；若金属管割的是直缝，则芯轴的炸药槽是螺旋槽，若金属管割的是螺旋缝，

则芯轴的炸药槽是直槽；再把割缝金属管套在芯轴上，予以固定，芯轴与金属管采用动配

合，在芯轴的炸药槽内安放炸药；

[0023] 4）用钻具将芯轴送到溶洞处，点燃炸药，利用炸药爆炸产生的能量，让固定在芯轴

上的割缝金属管产生塑性变形贴附到溶洞壁上，割缝金属管的上、下端分别顶在溶洞的上、

下板上，完成筑巢作业，之后注入长纤维材料或堵漏胶液，形成人工井壁，从而保证钻井安

全、高效、快速穿过数米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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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虽然膨胀管也可以爆炸成形堵漏，但存在3个问题：1、炸药用量大，每米约需2kg炸

药；2、膨胀管采用的是韧性较好的合金材料，强度较高，在突出井壁的地方，钻头很难修整；

3、膨胀管没有泄流通道，爆炸变形过程中对环形空间的液体会施加一个巨大的冲击力，这

个冲击力对会造成井壁失稳，同时阻碍了膨胀管的变形。

[0025] 综上所述，本发明研发出的适应井下小型溶洞（段长8m以内)漏失的聚能捆绑型筑

巢堵漏固壁装置及其应用（新技术与新工具），其中割缝金属管爆炸后能形成桥架（引爆后

可将割缝金属管冲击成鸟巢型），这就解决了常规堵漏方法中堵漏材料不易进入地层的难

题，能有效提高溶洞性地层的堵漏成功率。如此高效低成本的堵漏施工，将有利于增加塔里

木盆地、西南四川盆地、东北松辽盆地等地区碳酸盐岩地层天然气的开采比重，并对国家顺

利实施绿色低碳战略、优化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维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意

义。

[0026] 本发明不光对于溶洞地层钻井堵漏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矿井堵漏及隧道掘

进堵漏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中单层结构的螺旋割缝金属管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图1中金属管爆炸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中单层结构的直割缝金属管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为图3中金属管爆炸后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5为本发明中双层结构的螺旋割缝金属管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6为图5中金属管爆炸后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7为本发明中炸药槽为直槽的芯轴；

[0034] 图8为本发明中炸药槽为螺旋槽的芯轴；

[0035] 图9为双层螺旋割缝金属管在溶洞堵漏应用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中：1割缝金属管、2螺旋缝、3直缝、4炸药槽、5芯轴、6内层割缝金属管、7外层割

缝金属管、8井壁、9钻杆接头、10螺旋条。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实施例1（单层直割缝金属管）

[0038] 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包括外部的割缝金属管1和内部的筑巢爆破工具，

割缝金属管为单层结构，管壁上割有若干直缝3（如图3所示）。筑巢爆破工具为表面带有若

干炸药槽4的芯轴5，该槽为螺旋槽（如图8所示），槽内安放有炸药，割缝金属管套在芯轴上，

并予以固定，芯轴与割缝金属管采用动配合。直缝的起始端距离金属管顶端30-200mm，直缝

的末端距离金属管末端30-200mm。

[0039] 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在溶洞堵漏中的应用，包括以下步骤：

[0040] 1）外部的割缝金属管为单层,要求该金属管的长度比溶洞纵向长度长400mm，金属

管的壁厚依据不同的金属材料而不同；

[0041] 2）对于单层结构的割缝金属管，在地面将金属管管壁割成若干直缝，金属管上、下

端各留30-200mm不割，得到单层割缝金属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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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3）在下井的钻具下面连接一根带若干炸药槽的芯轴，炸药槽的宽度依安放炸药量

的不同而不同，芯轴的炸药槽是螺旋槽；再把割缝金属管套在芯轴上，予以固定，芯轴与金

属管采用动配合，在芯轴的炸药槽内安放炸药；

[0043] 4）用钻具将芯轴送到溶洞处，点燃炸药，如图4所示，利用炸药爆炸产生的能量，让

固定在芯轴上的割缝金属管产生塑性变形贴附到溶洞壁上，割缝金属管的上、下端分别顶

在溶洞的上、下板上，完成筑巢作业，之后注入长纤维材料或堵漏胶液，形成人工井壁，从而

保证钻井安全、高效、快速穿过数米溶洞。

[0044] 实施例2（单层螺旋割缝金属管）

[0045] 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包括外部的割缝金属管1和内部的筑巢爆破工具，

割缝金属管管壁上割有螺旋缝2（如图1所示），筑巢爆破工具为表面带有若干炸药槽4的芯

轴5，该槽为直槽（如图7所示），槽内安放有炸药，割缝金属管套在芯轴上，并予以固定，芯轴

与割缝金属管采用动配合。直缝的起始端距离金属管顶端30-200mm，直缝的末端距离金属

管末端30-200mm。

[0046] 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在溶洞堵漏中的应用，包括以下步骤：

[0047] 1）外部的割缝金属管为单层,要求该金属管的长度比溶洞纵向长度长400mm，金属

管的壁厚依据不同的金属材料而不同；

[0048] 2）对于单层结构的割缝金属管，在地面将金属管管壁割成若干螺旋缝，金属管上、

下端各留30-200mm不割，得到单层割缝金属管；

[0049] 3）在下井的钻具下面连接一根带若干炸药槽的芯轴，炸药槽的宽度依安放炸药量

的不同而不同，芯轴的炸药槽是直槽；再把割缝金属管套在芯轴上，予以固定，芯轴与金属

管采用动配合，在芯轴的炸药槽内安放炸药；

[0050] 4）用钻具将芯轴送到溶洞处，点燃炸药，如图2所示，利用炸药爆炸产生的能量，让

固定在芯轴上的割缝金属管产生塑性变形贴附到溶洞壁上，割缝金属管的上、下端分别顶

在溶洞的上、下板上，完成筑巢作业，之后注入长纤维材料或堵漏胶液，形成人工井壁，从而

保证钻井安全、高效、快速穿过数米溶洞。

[0051] 实施例3（双层直割缝金属管）

[0052] 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包括外部的割缝金属管和内部的筑巢爆破工具，

筑巢爆破工具为表面带有若干炸药槽4的芯轴5，该炸药槽是螺旋槽，槽内安放有炸药。割缝

金属管套在芯轴上，并予以固定，芯轴与割缝金属管采用动配合。

[0053] 割缝金属管为双层结构，包括内层割缝金属管和外层割缝金属管，内、外层割缝金

属管的长度相等，其长度比溶洞纵向长度长400mm。

[0054] 内层割缝金属管的外径等于外层割缝金属管的内径，外层割缝金属管的外径比所

堵井段的井壁直径小5-10mm。

[0055] 内层、外层割缝金属管管壁均割有若干直缝，内层割缝金属管上的直缝间距与外

层割缝金属管上的直缝间距不等；直缝的起始端距离对应的割缝金属管顶端30-200mm，直

缝的末端距离对应的割缝金属管末端30-200mm。

[0056] 如图9所示，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在溶洞堵漏中的应用，包括以下步骤：

[0057] 1）选择两根尺寸不同的金属管，金属管的壁厚依据不同的金属材料而不同；外层

金属管的内径等于内层金属管的外径，外层金属管的外径小于所堵井段钻进时钻头直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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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m，两根金属管的长度相等，比溶洞纵向长度长400mm；

[0058] 2）在两根金属管管壁上割若干直缝，内层金属管上的直缝间距与外层金属管上的

直缝间距不等，同样，金属管上、下端各留30-200mm不割，得到双层割缝金属管；

[0059] 3）在下井的钻具下面连接一根带若干炸药槽的芯轴，炸药槽的宽度依安放炸药量

的不同而不同，芯轴的炸药槽是螺旋槽；再把割缝金属管套在芯轴上，予以固定，芯轴与金

属管采用动配合，在芯轴的炸药槽内安放炸药；

[0060] 4）用钻具将芯轴送到溶洞处，点燃炸药，利用炸药爆炸产生的能量，让固定在芯轴

上的割缝金属管产生塑性变形贴附到溶洞壁上，割缝金属管的上、下端分别顶在溶洞的上、

下板上，完成筑巢作业，之后注入长纤维材料或堵漏胶液，形成人工井壁，从而保证钻井安

全、高效、快速穿过数米溶洞。

[0061] 实施例4（双层螺旋割缝金属管）

[0062] 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包括外部的割缝金属管1和内部的筑巢爆破工具，

割缝金属管管壁上割有螺旋缝2，如图7所示，筑巢爆破工具为表面带有若干炸药槽4的芯轴

5，该炸药槽为直槽，槽内安放有炸药，割缝金属管套在芯轴上，并予以固定，芯轴与割缝金

属管采用动配合。

[0063] 如图5所示，割缝金属管为双层结构，包括内层割缝金属管6和外层割缝金属管7，

内、外层割缝金属管的长度相等，其长度比溶洞纵向长度长400mm。内层割缝金属管的外径

等于外层割缝金属管的内径，外层割缝金属管的外径比所堵井段钻进时钻头直径小5-

10mm。

[0064] 内层割缝金属管管壁割有若干左螺旋缝或右螺旋缝，外层割缝金属管管壁同样割

有若干螺旋缝，该螺旋缝的旋向与内层割缝金属管的螺旋缝旋向相反；内层割缝金属管或

外层割缝金属管的相邻两条螺旋缝之间的距离为10-50mm，螺旋缝的起始端距离对应的割

缝金属管顶端30-200mm，同样，螺旋缝的末端距离对应的割缝金属管末端30-200mm。

[0065] 聚能捆绑型筑巢堵漏固壁装置在溶洞堵漏中的应用，包括以下步骤：

[0066] 1）选择两根尺寸不同的金属管，金属管的壁厚依据不同的金属材料而不同；外层

金属管的内径等于内层金属管的外径，外层金属管的外径小于所堵井段钻进时钻头直径5-

10mm，两根金属管的长度相等，比溶洞纵向长度长400mm；

[0067] 2）在地面将两根金属管分别割成左右不同旋向的螺旋条，螺旋条的宽度为10-

50mm，金属管上、下端各留30-200mm不割，得到双层割缝金属管；

[0068] 3）在下井的钻具下面连接一根带若干炸药槽的芯轴，炸药槽的宽度依安放炸药量

的不同而不同，芯轴的炸药槽是直槽；再把割缝金属管套在芯轴上，予以固定，芯轴与金属

管采用动配合，在芯轴的炸药槽内安放炸药；

[0069] 4）用钻具将芯轴送到溶洞处，点燃炸药，如图6所示，利用炸药爆炸产生的能量，让

固定在芯轴上的割缝金属管产生塑性变形贴附到溶洞壁上，割缝金属管的上、下端分别顶

在溶洞的上、下板上，完成筑巢作业，之后注入长纤维材料或堵漏胶液，形成人工井壁，从而

保证钻井安全、高效、快速穿过数米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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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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