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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井眼防止井漏

钻井液漏失到地层中的现象称为井漏，它会对钻井作业造成

极大的损失和风险，并且增加后续作业的难度。业内使用各种不

同机理的井眼加固材料来应对这一风险，但目的只有一个：阻止

裂缝延伸，确保钻井液不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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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使钻井液和岩屑返回地面。

上世纪，石油与天然气工业已经

在钻井工艺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使建井作业变得高效、安全。然而，

因为在位置更加偏远、地质构造更加

复杂的油藏中不断发现新的油气资源，

所以业内需要不断发展技术来解决井

筒完整性问题，因为井筒完整性问题

会带来安全隐患，并对于井的长期有

效性造成不利经济影响。

仅在墨西哥湾，诸如卡钻、井壁

^ 综合井漏控制方案。金字塔底部三层侧重井漏的预防。最佳钻井实践可能
包括使用精确的岩石力学模型来计算井眼坍塌或井漏的风险，也可能利用膨

胀套管、控压钻井或套管钻井技术。钻井液的选择包括使用具有合适流变特

性的钻井液来减少或避免井漏。井眼加固材料由特殊配方、特定尺寸的材料

制成，它进入裂缝后将裂缝与井筒隔开，从而阻止裂缝的延伸。最上面一层

是补救措施，一般使用防漏材料如堵漏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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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塌、页岩坍塌以及井漏等井筒完整

性问题就占据了 44% 的非生产时间

（NPT），严重妨碍了正常的钻进作业
[1]。与井筒完整性有关的 NPT 带来的

经济损失非常大，作业公司可能要额

外增加 10 － 20% 的费用来弥补预期的

非生产时间造成的损失 [2]。

在井漏过程中，钻井液（泥浆）

部分或全部通过漏失层流入地层中，

井漏是造成 NPT 的常见因素（右图）。

这些漏失层漏失了井筒中大量的钻井

液。钻井液有多种用途，其中包括保

持环空的静水压力和防止地层流体在

钻井期间进入井筒，这两 项受井漏影

响最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综合井漏控

制方案可提供一种多阶段方法来减轻

流体损失，具体阶段取决于问题的严

重程度。其中一种方法是四级策略，

包括预防与补救措施（前一页图）。根

据业内经验，与井漏后试图阻止或减

少漏失相比，采取措施防止井漏的发

生往往更容易、更有效。

钻井液常常通过钻井诱发的裂缝

发生漏失。这些裂缝很容易延伸，因

为延长裂缝所需要的压力往往低于开

启裂缝的压力 [3]。因此，常常认为补

救措施是在预防措施失效后的一种应

急方案。

本文回顾了导致井漏事故的各种

钻井工况，解释了井漏事故现在成为

导致 NPT 主要因素的原因。本文还讨

论了如何通过使用井眼加固材料来防

止井漏，并且介绍了业内各学派对于

保持井筒稳定、防止裂缝延伸的各种

机制的认识。

井漏基本原理

井漏事故一般都是因为采用的钻

井方法不合适而引发。油气井一般在

过平衡条件下钻进，钻井液（泥浆）

通过钻柱循环至井底，经过钻头，再

通过环空返回地面。

泥浆比重或密度是井中静水压力

的主要来源。循环的泥浆在井中形成

的压力可以表示为当量循环密度（ECD）
[4]。在过平衡状态中，ECD 在井筒中产

生的静水压力大于裸露地层的孔隙压

力。如果钻井液密度过低，那么形成

的静水压力可能会低于地层的孔隙压

力。这可能会导致井涌：地层流体突

然流入井筒。大多数井涌事故可通过

预定的压井程序来控制，但在少数情

况下，井涌失控，发展成为井喷，从

而给井口设备和人员带来危险和伤害。

如果静水压力太低以至于难以支

持岩面，还会产生影响井的安全和经

济可行性的其他问题。因此，泥浆比

重必须足以克服因岩石被钻去而导致

的井筒不稳定现象。如果司钻选择的

钻井液密度不足，结果可能会导致井

眼不稳定，甚至井眼坍塌。

相反，如果钻井液密度过大，产

生的静水压力可能超过地层压力，迫

使钻井液流向地层中的天然裂缝（下

一页，上图）。天然形成的裂缝可能存

在于任何类型的地层中，但是它们常

见于目前存在构造运动的地质环境中。

如果在钻井过程中诱发裂缝，井

漏控制可能会非常复杂 [5]。当施加在

地层上的应力超过井壁的圆周应力和

岩石的拉伸强度时，就会产生拉伸断裂，

形成裂缝，而造成应力过高的原因往

往是泥浆密度或井筒压力过高 [6]。

一般情况，压力密封实验或扩展

泄漏实验（XLOT）可测量地层和井壁

承受压力的能力。新套管柱下井并进

^ 钻井液从井筒中漏失的机理。在钻井液循环至地面的过程中（绿色箭头），钻井液与井壁接触。
在传统的钻井作业中，井筒压力高于地层压力，防止地层流体进入井筒。以其中一个钻井液漏失机

制为例说明：可渗透岩层发生过滤过程，钻井液的液体组分进入岩石，固体颗粒和乳滴在井壁聚集，

形成滤饼。滤饼的渗透性较低，钻井液以很慢的速度渗漏，体积基本不变，这种现象不是井漏事故。

当岩石具有天然裂缝、孔洞或高孔隙度时，则会发生井漏事故。如果井筒压力高于岩石的拉伸强度，

将形成裂缝。每种情况都会导致大量钻井液进入漏失层（白色箭头）。情况严重时，大量甚至全部

钻井液进入地层，导致裂缝的进一步延伸（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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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固井作业，然后在钻穿套管鞋之下

的水泥塞之后，工程师立刻开始进行

实验。此时，钻井队先关井，再将钻

井液泵入井筒，并不断增加泵压（下

图）。

^ 井漏事故的类型。上部地层显示钻井泥浆（白色箭头）漏失到地层的天
然裂缝中。中部地层显示钻进导致裂缝延伸。下部地层显示泥浆发生渗漏。

^ 压力界限。在扩展泄漏实验（XLOT）的开始阶段，压力增加与所泵入钻
井液的体积呈线性关系。随着钻井液体积的不断增加，最终在漏失压力（Pleakoff）

点附近压力开始偏离线性增长，Pleakoff 点也是裂缝起裂点。此后裂缝开始延

伸，直至达到地层破裂压力（Pbreakdown）。随后压力曲线迅速下降，裂缝以一

种容易控制的形式在一个较低并且稳定的压力，即裂缝延伸压力（Ppropagation）

下延伸。如果停泵，裂缝压力将释放到地层中，从而降低裂缝压力，使得

裂缝在裂缝闭合压力（Pclosure）下闭合。重新开泵后，压力再次增加，在重

新打开压力（Preopening）处，裂缝再次打开，Preopening 近似等于 Pclosure。当压力

达到 Ppropagation 时，裂缝将继续延伸。XLOT 曲线的形状可能与上图不一样，

或者具有峰值或平直段。曲线形状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岩石的原地应力、

孔隙压力、岩石的固有强度和井筒方位等。

司钻必须将压力控制在一定范

围内，以避免井涌或井漏事故。根据

XLOT 可判断压力范围。ECD 的上限一

般为破裂梯度（FG），即致使周围地

层破裂、造成钻井液潜在漏失的压力。

Pleakoff

Pbreakdown

Ppropagation

Pclosure Preopening

FG 的定义并不明确，一些司钻认为

FG 是裂缝起裂压力（Pleakoff），另外一

些司钻可能选择较保守的裂缝闭合压

力（Pclosure），还有一些司钻选择两者

之间的数值。

ECD 的下限一般由孔隙压力（Ppore）

或井眼坍塌压力（Pcollapse）决定，低于

这一值时，地层流体将流入井筒，造

成严重的机械不稳定问题，以至于必

须调整或停止钻进作业。介于上下限

之间的压力范围称为泥浆比重窗口或

钻井窗口。岩石应力的方向和大小、

孔隙压力、岩石强度以及井筒方向等

因素都会影响上下限。这些参数会随

着井眼深度的改变而改变，从而使得

泥浆比重窗口发生巨大变化（下一页，

左图）。

为了避免井漏和井筒失稳事故，

司钻必须高度警惕，将 ECD 控制在泥

浆比重窗口内。否则会导致井眼的物

理稳定性发生各种变化，轻者地层流

体进入井眼，重者大量或全部钻井液

漏失，甚至造成井眼坍塌（下一页，

右图）。

无论井漏事故发生在钻进、下套

管或完井、固井任何一个环节，都会

大大增加钻井成本，每年在时间损失、

钻井液漏失以及堵漏材料等方面的成

本大概为 20 到 40 亿美元。根据美国能

源部报告，钻进高温高压井时平均 10 – 
20% 的成本花费在泥浆漏失方面 [7]。

复杂油藏的井漏风险

从全球来看 , 由井漏事故导致的

NPT 在不断增加，这是因为司钻将目

标转向比以往更复杂、技术难度更大

的远景区。例如，为了开发与钻井平

台之间有很大水平距离的孤立油藏，

作业公司开始越来越多地应用大位移

钻井技术 [8]。这些井的钻井液管理问

题很独特，因为钻井窗口会随井眼位

置的不同发生剧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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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梯度窗口。在 A 层段，ECD 窗口（泥浆
比重窗口）（紫色阴影）以孔隙压力（蓝色）与

破裂梯度（FG）（红色）为界。在衰竭层段 B，
由于生产导致孔隙压力降低，泥浆比重窗口变窄，

孔隙压力和 FG 向低压移动。在强度较弱的 C 层

段，泥浆比重窗口的下限为井眼坍塌压力（绿色），

而非孔隙压力。在 D 层段，孔隙压力较高，而

FG 较低，导致泥浆比重窗口非常窄，使得 ECD
控制遇到较大挑战。

^ 井眼剖面－泥浆比重图。如果密切监视泥浆密度（或 ECD）并将其稳定在井眼的 ECD窗口（绿线）内，
就能形成标准井眼，既没有流体侵入井眼，也没有流体漏失（上面中部）。如果 ECD 低于这一窗口，

井眼就进入不稳定范围，地层流体开始对井眼施加压力，导致井眼变形（上部，左数第二）。如果

ECD 继续下降，直至低于孔隙压力（Ppore），地层流体（红箭头，左上）就会大量进入井眼，可能导

致井壁坍塌，生产流体通过井眼不受控制地涌出地面。ECD 区间的另一端（橙线，右边）表示泥浆

比重过高，钻井泥浆会导致产生裂缝，或者进入裂缝（上部，右数第二）。如果 ECD 过高，可能会

达到地层的破裂压力（Pbreakdown），高于这一压力，将会发生严重的井漏事故（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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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合成基钻井液是水为内相、合成液体（不是油）
为外相的非水基乳化钻井液。

在井筒的垂直井段，钻到下一个

套管鞋之前，泥浆比重可在一个较大

的安全范围内变化，不会发生井壁失

稳、井涌或井漏的危险。然而随着井

斜的不断增大，摩阻损失也随之增加，

从而导致最小 ECD 也不断增加。此外，

由于大位移井的巨大长度，钻井参数

对 ECD 的影响也会增加。这些因素会

大大缩小钻井窗口，在有些情况下可

能会降至 60 千克 / 米 3（0.5 磅 / 加仑）

或更低，从而大大增加了井漏风险。

对于钻进具有较低 FG 的疏松地层的大

位移井来说，情况尤其严重。

在墨西哥湾、巴西沿海以及西非

的深水钻井中，作业公司遇到的井漏

问题除了钻井窗口较窄之外，还包括

ECD 较高、钻井液被隔水管外冰冷的

海水冷却。此外，由于所用合成基钻

井液（SBM）的每桶成本高达 100 －

200 美元，而且钻机日费高昂，导致

井漏事故和 NPT 的成本大大增加 [9]。

对于经历过衰竭引起的应力变化

的深水油田，发生井漏事故的风险更大，

这是因为应力变化会增加断层激活的

风险，并产生新的漏失层。总井深超

过 10 公里（6.2 英里）的 ERD 井也面

临着 ECD 控制的挑战 [10]。

如果目的层是老油田的衰竭层，

井漏问题会更严峻。老油田的长期生

产导致一些产层的孔隙压力降低，从

而降低了 FG，并相应要求降低泥浆密

度。如果还存在上覆页岩及页岩夹层，

则需要较高的泥浆密度，以防止井壁

坍塌和可能出现的井涌。在这些情况

下，衰竭层必须以较大的过平衡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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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钻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井漏。在墨西

哥湾的一些地层，最大的过平衡压力

高达 90 MPa（13000 psi），而一般过平

衡值介于 20 － 30 MPa（2900 － 4300 
psi）之间，诸如北海的观察结果 [11]。

问题分类

业内已经研发了各种技术和服务

来防止或缓解井漏事故。要选择合适

的解决方案，首先需要对井漏速度或

强度进行分类，即渗漏、部分漏失、

严重漏失。

渗漏是最轻微的井漏，漏失速度

低于 1.6 方 / 小时（10 桶 / 小时）。一

般这种漏失是因为钻井液进入地层孔

隙而非裂缝。渗漏常常与滤饼形成前

泥浆漏失到地层的孔隙网络系统有关
[12]。渗漏速度与过平衡压力和岩石渗

透率密切相关。

为了精确追踪渗漏损失，工程师

必须计算钻井液体积的其他变化，包

括移除的钻屑（钻头切削岩石形成井

眼过程中被钻头切掉的岩石碎片）以

及钻井液在地面蒸发的液体部分。工

程师必须精确计算由岩屑移除及泥浆

残留在其上而导致钻井泥浆体积的减

少量。在过去，业内使用开放式泥浆

池，即在地面挖一个盛放钻井液的大

池子，因此水基泥浆中水相的蒸发是

一个很大的问题。环境保护要求使得

行业将开放式泥浆池改为封闭式铁箱，

可以盛放钻井液 160 － 350 方（1000
－ 2000 桶）。

司钻将钻头提离井底，关闭所有

混合设备和不重要的固体移除设备，

检查循环和不循环时的泥浆体积，以

此确定是否发生渗漏。一旦确定因渗

漏而造成泥浆体积减少，作业公司就

必须决定是处理井漏还是继续钻进。

这一决定往往取决于钻井液成本、钻

机时间成本、钻井窗口以及由地层污

染或卡钻事故导致的 NPT[13]。

井漏分类中的第二类是部分钻井

液漏失（1.6 － 16 方 / 小时（10 － 100
桶 / 小时））。司钻面临着与渗漏时同

样的决定，但是由于漏失的钻井液量

较大，司钻需要慎重考虑补救措施。

这时钻井液的成本会左右决定：如果

钻井液不贵，并且泥浆密度可以合理

控制在钻井窗口内，司钻可能就会考

虑继续钻进而不采取补救措施。至于

钻井液漏失成本何时太高，以至于无

法忽略，对于不同井、不同作业公司

来说各不相同。

当钻井液通过裂缝、孔洞或溶洞

以高于 16 方 / 小时的速度进入地层时，

就发生严重井漏。其中包括钻井液全

部漏失，即没有钻井液返至地面。这

种事故的结果可能包括井控事故和干

钻事故，其中干钻是指钻井液全部漏

失后，继续钻进从而导致钻头、钻柱

或井壁被破坏。

井眼加固

钻井液专家已经研发出各种方法

来增强井壁的完整性从而防止井漏。

这些方法被统称为井眼加固法，包括

改变井壁圆周应力、尽量降低钻井液

漏失量的策略。作业公司应用了大量

技术以物理或机械方法来防止井漏，

这些方法的工作原理大相径庭：

•阻止裂缝延伸：隔离现有裂缝的末端，  

以机械方式提高裂缝重新打开压力，

从而增加裂缝延伸阻力 [14]。

•提高圆周应力：以机械方式提高近

井眼应力和 Pleakoff 或 Pbreakdown
[15]。

•裂缝闭合应力技术：充填和增大裂缝，

同时隔离裂缝端部，提高近井眼应

 力 [16]。

•井眼隔离：以物理方式隔离地层与

井眼压力 [17]。

对于究竟哪项技术在起作用，业

内没有定论，但大家都一致认为井眼

确实得以加固。这些机制的整体效果

就是提高发生失控井漏的压力，扩大

钻井窗口。这样，井眼就可承受更大

压力，并且正如测量数据所示，尽管

岩石强度没有发生实质变化，但是井

眼似乎更加坚固。由于这一原因，一

些人提出将这种现象称为井眼稳定或

钻井窗口扩大现象，但是由于历史先

例和业界的长期使用，使得井眼加固

这一术语继续广泛使用 [18]。

这些理论井眼加固机理具有一个

共同特点：在钻井液加入特殊尺寸、

特殊设计的颗粒。任何阻止或减缓泥

浆漏失的颗粒材料都称为堵漏材料

（LCM），包括软颗粒、不可溶盐、碎

片或者纤维材料等（左上图）。这些材

料大多数都可有效缓解或阻止井漏。

井眼加固材料（WSM）是 LCM 的一种，

事实证明这种材料在缓解和防止井漏

方面十分有效。

作业公司根据井眼加固机理来选

择 WSM。下面介绍主要机理：

阻止裂缝延伸（FPR）－ FPR 井

漏预防理论认为，LCM 充填到原始或

现有裂缝中，桥接、密封、隔离裂缝

尖端，因此增加了地层对裂缝延伸的

阻力。阻止裂缝延伸也即防止了井漏

事故。

FPR 机理来源于一个联合工业项

目（JIP），即钻井工程协会（DEA）
-13，项目启动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目的是为了确定油基泥浆（OBM）产

生的 FG 低于水基泥浆（WBM）的原

因 [19]。项目研究发现，在完整井眼中，

 
  

^ 堵漏材料。井眼加固材料（WSM）被视为井
漏问题的预防措施，可被划分为堵漏材料（LCM）

的特殊子类别。一旦发生井漏事故，在钻井液

中加入大多数 L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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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作用下紧靠井壁时沉淀在井壁上的固相
残余物。

RtipRfluid

Rfluid Rcake Rtip

^ 泥浆类型、滤饼和裂缝延伸。在使用 WBM 的体系中（上），裂缝尖端被
堆积的外部滤饼密封，阻止钻井液与裂缝尖端的压力传递，从而防止裂缝延伸。

钻井液进入裂缝的径向距离（从井眼算起）定义为 Rfluid。在钻井液和裂缝尖

端起点之间堆积的滤饼的厚度定义为 Rcake。滤饼尖端的长度定义为 Rtip，即

Rcake 末端到钻井液固相（黑色颗粒）接触地层外边缘的距离。在使用 OBM
或 SBM 的体系中（下），内部滤饼允许钻井液与滤饼尖端进行压力传递，这

有助于裂缝在较低的延伸压力下延伸。Rfluid 的定义与 WBM 体系下的定义一

致，Rtip 为 Rfluid 和整个滤饼尖端之间的距离，同样含有钻井液固相。（根据

van Oort 等人的资料改编，参考文献 10）。

13. 当钻柱不能在井眼内自由上提、下放或旋转
时，就表明发生卡钻事故。钻井液渗漏会在
井壁形成较厚的滤饼，增加钻柱和井壁的接
触面积，从而增加压差卡钻的风险。

14. Morita N，Black AD 和 Fuh G-F ：“Theory of L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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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新奥尔良，1990 年 9
月 23-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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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s Practices”，SPE/IADC 92192， 发 表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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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暨展览会上，泰国曼谷，200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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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流体类型和配方下的裂缝起裂压

力并没有差别，但裂缝延伸特点却大

相径庭，后者受到流体类型和组成的

影响。

这种差别可由裂缝尖端脱砂现象

解释 [20]。当裂缝开始生长后，井眼中

的一部分钻井液立刻进入新产生的裂

缝空间。如果钻井液中含有 LCM，那

么钻井液流入裂缝后造成 LCM 堆积，

从而将裂缝尖端与侵入泥浆的总压力

隔离开。因此，LCM 堆积方法随着所

用钻井液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右图）。

如果使用 WBM，裂缝的延伸会

产生 LCM 脱水滤饼或泥塞，能够隔离

裂缝尖端，阻止裂缝的进一步延伸。

使用含有 LCM 的 WBM 通常会提高裂

缝延伸压力，只有在泥浆压力高到足

够刺穿 LCM 屏障再次达到裂缝尖端的

时候，裂缝才会继续延伸。然而，一

旦发生这种情况，裂缝重新延伸，更

多 LCM 就开始在裂缝尖端聚集直至将

其再次密封。

非水基钻井液（NAF）是 OBM 和

SBM 的统称，使用乳化的水基钻井液

穿过渗透性岩石产生非常致密的超薄

滤饼，分布在裂缝壁内部。在 NAF 体

系中，如果裂缝发生延伸，油包水乳

状液就会迅速封堵裂缝面，从而阻止

钻井液漏失到地层中。结果，非常细

小的固相物质沉积到裂缝中，而不会

形成 LCM 屏障或泥浆滤饼。对于 N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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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裂缝尖端的压力近似等于井壁

处的压力，然而对于 WBM 体系，裂

缝尖端的压力会急剧下降。因此，裂

缝在 WBM 体系中延伸的难度要大于

NAF 体系，所以 WBM 体系中的有效

FG较高。也就是说，与WBM体系相比，

NAF 体系的钻井窗口较窄，而窄窗口

钻井会遇到巨大挑战。

DEA-13 项目研究结果也显示出

钻井液中颗粒的组成和尺寸分布对于

FPR 的成功至关重要。在 DEA-13 项目

之外进行的实验室研究研发了一种被

称为堵漏材料（LPM）的特制 WSM，

能够阻止裂缝尖端的延伸 [21]。

这项研究表明，钻井过程中钻井

液中必须一直含有 L P M，因为 F P R
是一项持续进行的预防措施。研究结

果也建议 LPM 的尺寸分布应介于 2 5 0
－ 6 0 0 微米（6 0 － 3 0 目）之间，不

过根据壳牌公司（F P R 方法的提议者）

的后续研究，L P M 的尺寸分布应该随

待加固地层的类型而变化 [22]。

多类 WSM 被认为可有效密封裂

缝、减小裂缝尖端的渗漏，其中包括

合成石墨、坚果壳以及可分散于油内

的纤维素颗粒。将这些材料以不同比

例混合在实验室与现场试验中均获得

了较好的综合效果。这些材料在泥浆

中的密度须介于 43–57 千克 / 方（15–20
磅 / 桶），并且连续回收、再注入井中，

MPSRS

^ WSM回收。对于WSM的回收再利用过程始于一条收集井筒返液固相（包括岩屑和为加固井眼而注入到井下的WSM）的流入管线，返液首先通过振动筛，
移除大块颗粒。剩下的钻井液和颗粒（红色箭头）再经过螺旋输砂器和岩屑烘干器，移除其中的残余岩屑。然后再经过 MPSRS 控制颗粒尺寸回收系统

单元，进一步分离出 WSM 中的更小岩屑。最后通过离心机，将最小的岩屑从 WSM 中分离出来（蓝色箭头）。振动筛、MPSRS 单元以及离心机的排放

物或 WSM 再被送回主系统重新注入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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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所钻的新井段受到持续保护。

现场试验表明，保持泥浆中 WSM
的密度和尺寸分布非常重要 [23]。这一

需求催生了现场WSM回收设备的研发，

例如 MPSRS 控制颗粒尺寸回收系统。

该系统能够移除岩屑和会对泥浆流变

性能和 ECD 产生不利影响的低比重固

相，同时回收适当尺寸的 WSM，以增

强 FPR 效果（前一页图）[24]。

壳牌公司于 2006 年在墨西哥湾海

上钻井中引入了 FPR 概念和 MPSRS
技术。在四年内，因井漏导致的 NPT
大大缩短（右图）。这与由串联三层振

动筛组成的钻屑移除系统形成鲜明对

比。粗粒岩屑从顶层（配有最粗的筛网）

移除，细粒岩屑从底层移除（配有最

细的筛网），大多数粗粒、相对较差的

WSM 颗粒被留在中层，再分流到主系

统中 [25]。

提高圆周应力：应力笼概念－第

二种井眼加固模型，认为向钻井液中

添加合适的 WSM 可能会提高井眼边

缘的圆周应力。用 WSM 预处理后的

钻井泥浆以过平衡状态循环，可以在

近井眼区域产生一些浅裂缝。

这些新产生的裂缝挤压井壁，产

生附加的圆周应力或应力笼。充满

WSM 的泥浆进入这些浅裂缝中，一定

尺寸的WSM颗粒开始在井眼表面聚集、

桥接。堆积的其余 WSM 在每一裂缝

口附近形成水封，阻止泥浆从井筒进

一步进入地层，已经进入裂缝的泥浆

慢慢渗漏到地层之中。

渗漏降低了裂缝中的液压，使得

裂缝开始闭合。然而楔在裂缝口处的

WSM 桥阻止了裂缝完全闭合，并保持

一定的圆周应力。这种支撑裂缝（一

条或多条）的存在增加了井眼的圆周

应力，因此需要更高的井筒压力才能

延长或产生更多裂缝（下一页图）。

业内研究建议，为了成功利用这

一机理，需要高浓度的桥接剂，它们

必须足够坚固，以抵抗裂缝的闭合压力，

同时尺寸也要合适，以便在裂缝口附

近而非裂缝深处桥接。这些桥接剂还

21. Fuh G-F，Morita N，Boyd PA 和 McGoffin SJ ：“A 
New Approach to Preventing Lost Circulation While 
Drilling”，SPE 24599，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暨
展览会上，华盛顿特区，1992 年 10 月 4-7 日。

22. van Oort 等人，参考文献 10。

23. Sanders MW，Young S和 Friedheim J：“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Novel Additives for Improved Wellbore 
Stability and Reduced Losses”，AADE-08-DF-
HO-19，发表在 AADE 钻井液技术会议暨展览
会上，休斯敦，2008 年 4 月 8-9 日。

 F r iedhe im J，Sanders MW 和 Rober ts  N ：
“Unique Drilling Fluids Additives for Improved 

Wellbore Stability and Reduced Losses”，发表在
Seminario Internacional de Fluidos de Perforación，
Completación y Cementación de Pozos (SEFLU 
CEMPO) 会议上，委内瑞拉玛格丽塔岛，2008
年 5 月 19-23 日。

 Tehrani A，Friedheim J，Cameron J 和 Reid B ：
“Designing Fluids for Wellbore Strengthening － Is It 

an Art ？”AADE-07-NTCE-75，发表在 AADE 全
国技术会议暨展览会上，休斯敦，2007 年 4
月 10-12 日。

24. van Oort E，Browning T，Butler F，Lee J 和
Friedheim J ：“Enhanced Lost Circulation Control 
Through Continuous Graphite Recovery”，AADE-07-
NTCE-24，发表在 AADE 全国技术会议暨展览会
上，休斯敦，2007 年 4 月 10-12 日。

 Butler F 和 Browning T ：“Recovery System”， 美
国专利第 7,438,142 号（2008 年 10 月 21 日）。

25. Growcock F，Alba A，Miller M，Asko A 和 White 
K ：“Drilling Fluid Maintenance During Continuous 
Wellbore Strengthening Treatment”，AADE-10-DF-
HO-44，发表在 AADE 钻井液技术会议暨展览
会上，休斯敦，2010 年 4 月 6-7 日。

^ 由井漏导致的 NPT。在 2006 年第三季度壳牌公司引入 FPR 概念和 MPSRS
设备之后，井漏导致的 NPT 大大降低，从实施该井眼加固策略之初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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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形成一个非渗透性的桥接，将通

过桥接的渗漏量降到最小，允许裂缝

内的压力下降。注入石墨混合物、大

理石、坚果壳以及地面石油焦等材料

的封堵机理与 FPR 机理是一样的。对

于一个开口为1毫米（0.04英寸）的裂缝，

建议的颗粒尺寸分布范围从胶质粘土

到直径接近 1 毫米不等 [26]。

在过去，WSM 作为一种专用的挤

入式药丸使用，每次向井中注入较小

体积的液体（不超过 32 方（200 桶））。

不过，如果现场工程部门和后勤部门

允许，可以连续添加 WSM。应力笼方

法通常需要泥浆中 WSM 的密度至少

为 25 千克 / 方（9 磅 / 桶）以上。需

要使用诸如串联的三级振动筛系统之

类的固相回收系统来收集岩屑，移除

细粒固相，回收 WSM 尺寸的颗粒以

便重新返回至主系统。仅有粗粒振动

筛（10 － 20 目）可能就足够，尽管它

们只能移除岩屑，而将 WSM 和细粒

固相留在泥浆中。虽然允许细粒固相

的堆积，在加固使用含固相 NAF 所钻

的较短井段中尤其如此，不过最好还

是清除所有不必要的固相。

裂缝闭合应力－第三种井眼加固

模型。裂缝闭合应力（FCS）模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出现，并且目前仍

然在业内广泛应用 [27]。这种方法与应

力笼概念有些类似，具体体现在 WSM
在理论上如何封堵、楔入张开的裂缝

以便增加近井眼圆周应力和阻止裂缝

延伸。

然而，FCS 是针对现有裂缝发生

大量钻井液漏失的处理方法，而应力

笼则是先开启裂缝然后迅速阻止裂缝

生长。虽然在 FCS 方法中 WSM 可当

做全泥浆处理剂，但通常以高速泥浆

漏失药丸的形式应用。

FCS 原理认为隔离裂缝尖端是一

种有效的处理方法。科研人员认为之

所以这样是因为载液从泥浆混合液中

迅速排出，颗粒在泥浆挤注阶段被压

缩并积聚，然后在裂缝内形成段塞。

段塞很快便无法移动，切断了裂缝尖

端与井壁之间的压力传递，从而阻止

了压力向尖端传递，阻止了裂缝延伸，

增加了井筒压力和裂缝宽度。

所以，在挤注处理中颗粒能够变

形或破碎至关重要。理想的 WSM 应

当由相对较大、同样尺寸、非常粗糙

因此不会堵塞井眼的颗粒组成，例如

硅藻土和重晶石 [28]。通常情况下，需

要进行多次 FCS 处理。

FCS 原理认为颗粒段塞可以封堵

裂缝的任何位置，而不仅限于裂缝口。

在这一机理中，WSM 的压缩强度并不

重要，高速泥浆漏失是关键，因为这

样能够加速固定段塞的形成。也可通

过形成微裂缝或延伸已有裂缝来促使

滤饼渗漏，从而在全泥浆漏失之前阻

止 WSM 液化并形成段塞。

井眼隔离－第四种井眼加固方法。

业内已经提出了各种方法在钻井过程

中隔离井眼、封堵地层，其方式和用

套管保护井筒类似 [29]。在有些情况下，

WSM 是弹性井漏控制材料，具有穿透

或封堵岩石的能力。井眼隔离概念就

是在岩石上抹一层具有同等或较大拉

伸强度的材料，将岩石的渗透率降至

接近于零。

Pmud

Ptip

Ppore

= 
= 
= 

Ptip  ~ Ppore  <  Pmud

Pmud

Ptip

Ppore

^ 应力笼概念。在这种井眼加固方法中，形成的裂缝迅速被WSM（棕色小圆圈）
密封，WSM 在裂缝口桥接，堵住裂缝口。密封在附近的岩石中形成了压缩

应力或应力笼，能够有效加固井眼。为了实现裂缝的稳定性，Ptip（实际上等

于 Ppore）必须小于 Pmud，其中 Pmud 被隔离在 WSM 密封层之外。

26. Aston 等人，参考文献 15。

27. Dupriest，参考文献 16。.

28. M-I SWACO Technical Service Group ：“Chapter 7 ：
Wellbore Strengthening Solutions”，休斯敦：M-I 
SWACO，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Lost Circulation
（2011 年 3 月 17 日）：7 ：1-7。

29. Benaissa 等人，参考文献 17。

30. Karimi M，Moellendick E 和 Holt C ：“Plastering 
Effect of Casing Drilling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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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 lopment and  U t i l i zat ion of  Geothermal 

Resources”，Geo-Heat Center Quarterly Bulletin，
28 卷 , 第 2 期（2007 年 6 月）。http://geoheat.
oit.edu/bulletin/bull28-2/bull28-2-all.pdf（2011 年
10 月 15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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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井眼隔离的效果，目前

已经应用了各种低漏失材料，主要目

的是在井壁表面建立一层类似水泥的

壳。这层壳可以隔离井筒，阻止流体

侵入和压力传递。得益于泥浆化学领

域的进展，业界已经成功开发了微颗

粒和纳米颗粒，能够将渗透率降低到

可以忽略的水平，但是井筒压力的隔

离仍然是一个不易实现的目标。在套

管或尾管钻井中发生的涂抹效应可视

为井眼隔离的一个例子，因为业内认

为细粒固相粘到井壁上，形成了一个

阻止流体入侵的致密屏障 [30]。

一些井眼加固技术很难分类。例

如 Losseal 井漏处理剂，它是一种经

过精心设计的药丸，将弹性纤维和稳

定纤维混合起来，以便共同桥接裂缝、

阻止井漏。

理论上，这种处理方法会产生阻

止液体进入裂缝的不渗网格，它足够

坚固，能够承受由于提高泥浆密度而

导致的压力升高。药丸可以通过井底

钻具组合或底部敞开的钻柱泵入井内，

适用于受天然裂缝、衰竭油藏以及钻

井诱发井漏层影响的井眼。

Losseal 方法同样被应用在石油行

业以外的漏失解决方案中。Enel Green 
Power 公司最近在意大利钻一口地热

井时，利用该体系解决了一起井漏事故。

为了从地热井中获得能量，作业公司

钻入了地下的高温层段并且注水，水

被加热后再抽回地面，用于家庭供暖。

如果水温较高，则用于工业发电 [31]。

该地区之前所钻的地热井首先通

过一层较浅的页岩层，之后通过灰岩

地层，灰岩地层的漏失量从 10 方 / 小
时（63 桶 / 小时）到全部漏失不等。

过去，一旦这些井发生井漏事故，

就进行挤水泥固井作业，对相应层段

进行垂直隔离。在最近的一口井中，

作业公司希望能够避免由挤水泥固井

作业所造成的额外的费用和时间。此外，

在某些井中，挤水泥固井作业已经造

成了储层污染，影响了井的产能 [32]。

作业公司向漏失层段泵入了 32 方

（200 桶）Losseal 药丸，并且监测井

筒压力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当药丸在

井筒内移动时，压力先增加了 200 psi
（1.4 MPa），随后压力突然下降，表明

Losseal 药丸到达裂缝并且将其封堵。

最后将尾管下到井底，应用常规完井

技术进行固井完井。在此次作业中，

没有发现钻井液漏失，并且实际压力

与模型预测结果非常接近。 
通过一次固井作业不仅提高了井

的完整性，公司还避免了一次挤水泥

作业，因此节省了三天的钻机时间。

由于整个管柱被水泥封固，所以提高

了层间隔离和套管保护效果，预计能

够延长井的生产寿命。

机理调查

以上提出的几种井眼加固机理之

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上图）。因为无法

看到井眼加固期间裂缝中发生的情况，

所以业内还没有就到底哪种机理在发

挥作用达成一致意见。

由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一系列

联合工业项目（JIP）纷纷推出，旨在

研究裂缝封堵的基本机理，开发产品

方案，建立井眼加固研究的行业标准。

起初的 JIP 由壳牌勘探与生产公

司领导，不过现在的领导是斯伦贝谢

旗下的 M-I SWACO 公司。M-I SWACO
公司于 2004 年到 2006 年实施了第一个

JIP，项目成员包括壳牌公司、BP 公司、

康菲石油公司、雪佛龙公司以及挪威

国家石油公司。JIP 的目的首先是确定

具有可再现数据的最佳实验室裂缝模

拟模型。然后用井眼加固 LCM 筛选装

置测试获得的裂缝模型。根据这种方

法，可接受的 WSM 包括大理石、石墨、

石油焦、坚果壳以及专门的纤维素混

合物。

2007 年到 2010 年实施了第二个

JIP，这次成员又增加了几家作业公司，

项目重点旨在通过实验室测试来弄清

楚各种井眼加固理论之间的根本差异。

研究目标包括比较封堵裂缝口（提高

圆周应力）和封堵整个裂缝（FPR）的

效果，确定裂缝宽度与 LCM 尺寸分布

之间的匹配关系，调查 LCM 性能与材

料类型和浓度的关系。

第三个工业项目（研发合作协议

III）于 2010 年 12 月启动，重点在于研

发适用于极端井下条件和高价值远景

区内油气井的井漏解决方案。

为了寻找井漏事故的解决办

法，很多作业公司都投入了大量资

源进行科研攻关，而井眼加固则是

这些科研项目的重点。为了满足全

球对能源不断增长的需求，石油行

业需要开发成本不断增加的非常规

能源，需要利用井眼加固解决方

案帮助作业公司以更高效率钻井。                                                                                                                                               
                                                               － TM

^ 各种井眼加固技术之间的区别。通过比较各种井眼加固技术的原理，揭示出一些基本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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