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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钻通常将遗留在井下的工具及设备称为“落鱼”。实际上，这

些物体被错误地遗失于地表以下几千英尺。自油田开发早期，从井筒

移除这些物体对司钻而言一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在油田上，落鱼指留在井筒并且阻

碍后续作业的任何物体。这个定义广义

上涵盖了各种钻井、测井和生产设备，

包括钻头、钻柱、测井工具、手动工具

或可能会丢失、损坏、卡住或遗落于井

眼中的任何其他废弃物。当废弃物或硬

件阻塞了后续作业的通路，这些落物必

须首先通过称为打捞的作业从井眼中移

除。 

打捞这个词起源于早期的绳式顿钻

钻井时代，这种方式通过连接着弹簧钻

杆上的缆绳上下反复升降一个比较重的

钻头去凿开岩石，以钻出新井筒。当缆

绳断裂时，司钻在弹簧钻杆上挂一段新

缆绳，下入一个临时准备的大钩，试图

从井底收回断裂的缆绳和钻头。从事地

下废弃物回收工艺的专家被称为落鱼打

捞者。多年来，他们的工作已经备受追

捧，并且打捞工艺已经填补了油井服务

业的空白。 

所有设备都可能会故障、遇卡、待

更换或需要从井筒回收。从钻井到弃井，

在一口井生命周期内的任何时间都可能

需要打捞作业。钻井阶段，大多数打捞

工作是意想不到的，通常是由机械故障

或钻柱遇卡造成的。卡钻也可能在电缆

测井、试井作业期间发生。随后，在完

井阶段，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阻碍作业，

包括射孔枪遇卡、过早坐封封隔器或砾

石充填筛管失败。井投产后，在修井、

弃井过程中，打捞作业可能被规划为

修井、更换或回收井下设备及管柱整

个过程的有机组成。在许多油田，修

井过程需要清洗或收回常年产油而

砂塞的油管，因此在作业一开始就需

要实施打捞工作。弃井过程中，作业

公司们封堵油井前，往往试图打捞井

下管柱、泵和完井设备。甚至打捞设

备也可能遇卡，那么就需要改进原打

捞策略。似乎油田上没有哪项作业能

免除打捞的可能性。 

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统

计结果表明，打捞作业占全球钻井成

本的 25%[1]。如今，采用其他更具成

本效益的选择常可避免或规避打捞。

例如，现代钻井技术如旋转导向，通

过影响用于决定是否要打捞，是否购

买称之为落鱼的被卡设备，是否侧钻

或是否弃井（J&A）的经济性评价，

实现了打捞策略的转变。 

每次打捞情形均是独一无二的：

计划内或计划外、裸眼井或套管井、

连续油管或电缆，且每次情况都面临

不同的环境和问题，落鱼回收的解决

方案必须与之相匹配。在这个范围宽

泛的话题中，本文主要讨论在钻井过

程中采用的打捞技术；对这些技术进

行了各种改进，以适用于套管井、连

续油管、电缆测井及修井应用。本文

概述了可能导致设备落井的常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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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描述了一些打捞工具和相应的技

术设备。文中还讨论了决定从事打捞

作业的时长的策略， 后讨论了对新

的打捞人员培训，使他们具备继续从

井筒回收落物的技能。 

根本原因 

大多数打捞工作可以追溯为三个

基本原因之一：人为错误、设备故障

或井壁失稳。进入井中的任何东西都

有可能成为落鱼。出错的情况下，小

于转盘方补心卡瓦座内径的任何物体

都可能落井（右图）。与大钳、卡瓦和

其他物品的碎片一样，手持工具、锁

链和手电筒会从钻台进入井筒，使井

眼报废。幸运的是，大多数钻井人员

对这种危险保持警惕，密切注意钻台

上的清洁和维护作业，防止以上情况

的发生。 

井下钻柱的机械故障会把一个常

规钻井作业变为打捞作业。故障的模

式千差万别。管柱即钻杆、套管或油

管可能坍塌、爆裂、断裂或脱扣（右

图）。钻头可能破裂。工具接头可能会

从钻柱脱扣，或管柱可能会卡住。每

一种情况产生不同类型的落鱼，这反

过来又决定了打捞工作将如何进行。 

虽然管柱故障可能并不常见，但

避免这类问题却列为司钻的 优先考

虑事项。由于过量的外部压力导致管

柱坍塌，太多的内部压力导致管柱爆

裂，当受到过度张力管柱产生裂缝或

由于扭矩过大而断裂。油气行业已经

制定了各种措施以减少钻柱故障的风

险，从工具、钻柱、螺纹下井前的磨

损和腐蚀检查开始，其次是小心使用

管道安装/拆卸设备，避免管柱装配过

程中施加过大力矩。 

在今天的大角度井中，井眼轨迹

的急剧变化可能加速管柱磨损。管柱

通过狗腿时，急转弯处交替的弯曲应

力施加到管柱上[2]。此外，大角度井经

常被井眼的清洁问题所困扰。为了防

止岩屑在钻柱周围堆积，司钻可能会 

∧  大补心。大补心将动力从转台传递至方补心使得钻柱旋转。大补心与钻面持

平（照片所示），且任何通过卡瓦座的物体都可能成为落鱼。 

采用高转速、高循环速度来清洁井眼。

然而，这种做法增加了在钻柱中形成

孔洞或冲蚀的可能性[3]。当井眼清理干

净之前发生钻柱冲蚀，作业公司必须 

在继续循环清洁井筒或试图起钻之间

作出选择。继续循环清洁井筒有扩大

冲蚀、降低钻柱强度的风险；在井筒

清洁前起钻有卡钻的风险[4]。 

 

 
 

 

∧ 钻柱故障。扭矩过大会导致钻柱在井

下断裂。（左图）钻柱在钻具接头以下发生断裂。

甚至厚壁钻铤也可能磨损或疲劳（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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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头组件。钻头牙轮、喷嘴及其他废弃碎片 

通常很小，可以通过磁铁或打捞篮回收。 

 

为了防止管柱塌陷，司钻将泥浆

注入管柱，抵消环空泥浆的静水压力。

司钻们监测装配扭矩、液压、转速、

钻压和大钩载荷，避免超过钻柱设计

限值。当管柱发生故障，会产生断口

锯齿状、不规则长度的钻柱落鱼，打

捞专家必须参与打捞。 

钻头是另一种常见的落鱼。钻头

可承受很大的重量、扭转力和磨损；

然而，司钻必须注意钻压、转速、钻

井液液压、钻屑控制、地层特性和钻

进时间以防止钻头的过度磨损及相关

问题。偶尔，钻头可能遇卡、破裂，

钻头牙轮、轴承和钻齿会落井（上图）。

尽管体积较小，这些组件非常坚硬，

并且往往须回收以防止损坏新钻头或

随后入井的其他设备。 

钻具接头有时会逆转或从钻柱脱

落。当一节管道装配到另一节管道时

如果扭矩不足，或当钻柱没按其正常

的顺时针方向旋转时，这种情形可能

会发生。然而，磨损或损坏的管螺纹 

4. Eck-Olsen J and Foster BM： “Backing Off a Free 
Drillstring： Planning and Execution on a World-Class 
ERD Well”，SPE/IADC 104478论文，  发表于

SPE/IADC钻井大会， 阿姆斯特丹， 2007年2月
22–24日。 

5. 泥浆槽磁铁是置于流动管线内的强力磁铁，在

泥浆循环至地表的过程中收集钻井液中的金属

碎屑。 

6. Ali A， Blount CG， Hill S， Pokhriyal J， Weng X， 
Loveland MJ， Mokhtar S， Pedota J， Rødsjø M， 
Rolovic R and Zhou W： “Integrated Wellbore Cleanout 
Systems： Improving Efficiency and Reducing Risk”，

《油田新技术》17卷， 第2期 （2005年夏季刊）： 

4–13页。 

也可能是罪魁祸首。在钻台上装配钻

柱的过程中谨慎操作钻具接头，钻进

过程中监测振动和旋转速度以减少钻

柱应力，可部分避免此问题。 

一个作业公司发现，卡钻事故的

原因有时可以追溯到生产控制环节。

下入尾管后，司钻可下钻至水泥面。

虽然顶驱停顿几次才钻过尾管鞋，司

钻在钻台控制台观察到不稳定的扭矩

读数前，还能够在尾管鞋以下继续钻

进约 150 米（490 英尺）。后来，大约

5.5 公斤（12 磅）的金属钻屑在钻井液

中被循环至地表，从筛网和泥浆槽磁

体回收，因此司钻确定井下出现了问

题[5]。 

司钻起钻后，作业公司为现场订

购了打捞篮、磨鞋（因为没有相关的

检验合格证，磨鞋到现场后被弃用；

作业公司不希望冒加剧井下问题的风

险）。司钻将一个钻头和打捞篮下入井

底，缓慢钻进 3 米（10 英尺）后发现

所有钻井参数读数正常，确认井筒内

无废弃物。打捞篮起出井口后，回收

了几公斤金属屑，更多铁屑吸附于泥

浆槽磁铁上。进一步调查显示，尾管

鞋连接处的管柱螺纹无法承受与加载

于尾管柱相同的扭矩载荷。作业公司

认为，顶驱停顿形成的反扭矩可能造

成尾管鞋的左旋螺纹松扣。 

大量的打捞工作是由钻柱卡钻引

发的（下一页）。许多此类事件是由不

稳定地层造成的；其他则与钻井实践

相关： 

• 由于支撑岩石被钻头钻穿，松动或

松散地层砂或砾石可能坍塌进入井

筒，堵塞钻柱。片岩、层叠页岩、

裂缝和断层也产生疏松的岩石，落

入井内且堵塞钻柱。 

• 在构造应力高的地区，地壳运动导

致岩石变形。在这些地区，井筒周

围的岩石可能坍塌落井。在某些情

况下，稳定井筒需要的静水压力远

高于裸露地层的初始破裂压力。 

• 蠕动地层，通常是盐层或页岩层，

具有可塑性。受上覆岩石压缩时，

可能流入和挤压进入井筒，从而使

井眼收缩、变形，困住管柱。 

• 超压页岩的地层孔隙压力超过正常

静水压力。在这些地层中，如果泥

浆重量不足将使井筒变得不稳定，

在钻柱周围坍塌。 

• 反应性页岩和粘土从钻井液中吸收

水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几小时

到几天），它们可能膨胀进入井筒。

• 钻柱振动可能会导致井眼坍塌。这

些坍塌的落石围在管柱周围，将其

卡住。通过监测各种参数如钻压、

机械钻速和旋转速率可控制井下钻

柱的振动，这些参数可从司钻控制

台调整。 

• 压差卡钻是常见的井下问题。井筒

压力和渗透性地层孔隙压力之间出

现静水失衡时、钻柱被挤压在井筒

上，形成压差卡钻。当静止或缓慢

移动的钻柱接触渗透性地层且存在

厚滤饼时经常出现这个问题。枯竭

油气藏是压差卡钻的罪魁祸首。 

• 旋转的钻杆在井壁上摩擦形成一个

凹槽，造成键槽卡钻。起钻时，井

底钻具组合（BHA）或更大直径的

工具接头被提至键槽并卡住。如果

在套管或套管鞋开口处摩擦形成一

个凹槽，那么也会在套管鞋处产生

键槽。在起钻期间或在两次划眼起

下钻之间长时间钻井，如果倾角或

方位角突然变化，则通常会发生键

槽卡钻。电缆测井仪器和电缆也容

易出现键槽卡钻。 

• 钻进坚硬、耐磨的岩石时，可能发

生井眼缩径。由于岩石磨损钻头和

扶正器，造成钻头钻出一个直径小

于指定内径的井眼。后来入井的正

常直径钻头在缩径段会遇到阻力。

如果钻柱下井过快或没有扩眼，钻

头可能会卡在缩径段。下入新钻头、

取心后、钻进强研磨性地层或在牙

轮钻头后下入 PDC 钻头时都有可能

出现这个问题。 

• 当套管鞋周围坚硬的水泥开裂，掉

入从套管下钻穿的新裸眼井段时，

水泥块可能会堵塞钻柱。 



 

2012/2013 年冬季刊 29 

疏松带 裂缝或断裂带 蠕动地层 地质高压带 反应性地层 钻柱振动 

      
压差卡钻 键槽卡钻 缩径 水泥问题 套管坍塌 井眼废弃物卡钻 

      
 井眼清洁效果不好 井眼几何形状问题  

 

  

 

^ 各种卡钻机理。司钻须避免或应对各种各样的潜在问题，以到达完钻深度。 

• 下套管后，未凝固的水泥可能会陷住

钻柱。下钻期间，BHA 遇到水泥顶时，

BHA 会产生高于预期的压力波动，导

致水泥瞬间在 BHA 周围凝结。 

• 当压力超过套管的额定坍塌压力、套

管磨损或腐蚀降低了套管强度时，会 

发生套管坍塌。套管也可能由于起下

操作过猛而变形。当 BHA 下入井中

悬挂在套管中时，一般都会发现这些

情况。 

• 井眼清洁问题，阻止固体岩屑运出井

筒。当岩屑沉积在斜井眼的低侧时，

它们会能形成包裹 BHA 的层状沉积

床。泥浆泵关闭时，岩屑和塌落物也

可能会沿环空下滑，从而包裹钻柱。

这些问题通常是由低环空流速、泥浆

性能不足、机械搅拌不充分和循环时

间短引起的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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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台上钻速、泥浆压力、大钩载荷

或旋转扭矩突然变化预示着井下有落

鱼；这些变化往往提醒司钻起钻。提出

转盘的 后一根钻杆的状况印证了钻

井人员的猜测。钻杆的锯齿状断面，配

合准确的钻具计数，不仅能让司钻知道

钻杆断裂了，还能知道留在井底的钻杆

长度。相比较而言，损坏的钻头则表明

一些小的金属片留在井底。 

打捞工具选型 

井下落鱼的类型和井下状况决定
打捞策略。业界已经开发出大量创新工
具和技术，用于打捞管柱、井下组件和
井筒内的各种废弃物。打捞工具一般分
为下列五类： 
• 废弃物打捞篮用来打捞过重无法被

泥浆循环出井眼的小落物或废弃物
碎片。 

• 铣削工具用来磨平井下落物的上表
面。 

• 切割工具用来切断管柱。 
• 外打捞工具通过抓紧落物的外表面

打捞落鱼。 
• 内打捞工具通过抓紧落物的内表面

回收落鱼。 
对任何打捞问题的解决方案取决

于落鱼的位置、造成井下落鱼的原因、
落鱼的状况、其尺寸和在井筒内的朝向
等。井筒的方向和井眼尺寸也很重 

要；这些参数可能会限制打捞工具的

类型和外径，并限制操纵打捞设备打

捞落鱼时的可用空间。然而，在大直

径井筒内，可能很难确定鱼顶的位置。

在制定打捞方案之前，作业公司

必须知道落鱼精确的尺寸和形状。如

果缺少正确的尺寸数据，会导致打捞

工作失败。为此，甲方公司代表要求

每个入井工具要有精确绘制的图形，

然后用卷尺测量工具的长度，用测径

规测量宽度。 

如果司钻不能确定待打捞废弃物

的类型，钻井人员可以下一个印模来

确定鱼顶的位置和形状（左下图）。印

模有一段较短的钢体，下面带有一块

软质材料，通常是一个铅块。印模连

接在打捞管串的末端，下钻直到它接

触到障碍物。有些印模有一个循环孔，

用来循环泥浆，有助于在印模接触到

落鱼前清洗鱼顶。打捞管柱自身的重

量可以把印模压在鱼顶上，形成一个

印痕；印模取出井口后，司钻或打捞

专家仔细研究这个印痕的形状。这一

初步信息可以帮助操作员判断落鱼的

深度和选择正确的打捞工具。印模也

可以使用钢丝绳下入井筒，速度远快

于使用钻杆；然而，这种方法有重量

和尺寸的限制。 

小块废弃物和碎片，如手工工具、

钻头牙轮或钳牙，可以用废物打捞篮

或磁铁打捞器打捞。废物打捞篮有各

种配置，每种配置打捞落鱼的方法都

不相同。 

有时需要取芯形打捞篮，通过在

地层中缓慢钻取一段小岩芯，然后用

打捞蓝把岩芯和包裹在其中的小块废

弃物一起打捞上来，此操作通常适用

于软地层至中等软地层。 

钻井和磨铣作业中使用的靴式打

捞篮可以抓住那些太重而无法循环到

地面上的碎片。这种靴式打捞篮通常

连接在靠近钻头或磨鞋的位置，有时

需要钻井液的悬浮力而下沉落进靴式

打捞篮内（上图）。 

 
^  靴式打捞篮。循环的钻井液举升井底废弃物。

工具接头下，泥浆上返速度随着环空截面变大而降

低，使得井底废弃物进入打捞篮。 

在打捞管柱里串联几个打捞蓝以提高

捞取废弃物的能力。靴式打捞篮下到井

底位置，靠泥浆循环将废弃物冲离井

底，由于打捞篮上部环空较大，环空内

泥浆上返速度变慢，因此废弃物会克服

反冲式打捞篮产生的循环力可举

升难以打捞的落鱼如链条。反冲式打捞

篮通过底部的小孔形成反循环，迫使井

下废弃物通过中心的小孔循环上来。反

冲式打捞篮可用于打捞套管井和裸眼

井内的小碎片，且在直井和水平井内都

非常有效（参见“井筒内杂物专用打捞

工具”，第 4 页）。 

磁铁打捞器可以用来打捞含铁废

弃物，如牙轮、轴承、磨铣铁屑和销钉

等用其他打捞方法很难打捞的井下落

物（下一页，左上图）。磁铁打捞器是

在一个非磁性的本体内放置一个高度

磁化的内极板。磁铁打捞器通常用在金

刚石钻头之前，把井内可能损害金刚石

钻头的废弃物清理掉。 

 
^  印模。如果不确定须打捞落物的类型，作业公

司会首先在井筒中下入印模。这个工具采用嵌入的

软铅块获取落鱼顶部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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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铁打捞器。这种磁铁打捞器用来回收井眼内的金

属小碎片。一些磁铁打捞器有循环孔，可将碎屑冲离

落物。 

^ 井下磨铣工具。有各种尺寸和构造的磨鞋。锥形磨鞋（上图）用以通过卡点

进行磨铣，并清理坍塌或变形的管柱。导向磨鞋（中图）可用来磨铣管状落鱼或

在安装套管补贴前修整套管。较大的磨铣刀翼由位于工具前端较小的中央导向器

引导。管柱连接锥形磨鞋（下图）可用来清理受损管柱，还可应用于修整裸眼井

的键槽。工具顶部和底部的锥形结构使它可用于上下双向的扩眼。 

如果废弃物还未完全回收，作业公司

可以选择将一个旧钻头下入井内，对残余

落鱼进行钻削、磨铣处理。如果这个策略

失败，可用落鱼炸药包或磨鞋将废弃物破

碎成小块。落鱼炸药包是一种聚能炸药，

可将能量向下传导，击碎落物。一个更传

统的方法是使用凹面铣鞋（下图）磨碎落

物。铣鞋的凹面有助于将落物集中在厚厚

的碳化钨切削面下部，切削面可将落物切

削成更小的碎片，之后冲洗或循环碎片，

后由磨鞋上的打捞篮收集起来。 

磨鞋有各种配置，可用于不同环境

（右图）。它们常用于修整落鱼顶部以适

应一款打捞工具，也有一些是用来磨碎浮

箍、桥塞和钢圈。磨铣产生的碎片通过磁

铁打捞器或废弃物打捞篮回收或从井内

循环出来。 

^ 落物磨鞋。磨鞋表面稍有凹陷，有助于将井下落鱼

集中在切削面的下部，然后被磨成碎片。 

大体积落鱼的打捞技术 

大型落鱼的打捞，如钻杆或钻

铤，需要采用其他方法。在进行这

些打捞工作之前，通常假设落于井

底的管柱很可能被卡住。落鱼周围

没有泥浆循环时，岩屑会在管柱周

围堆积，地层会垮塌，这将限制管

柱进一步的活动。因此，当钻柱遇

卡、脱扣或倒扣时，打捞计划通常

涉及落鱼的解卡。 
打捞管柱的基本策略包括将

震击器、打捞筒下入井眼，锁紧落

鱼，震击管柱解卡，然后将落鱼提

出井口。然而，实际打捞工作不可

能像教科书般标准，不可能如此轻

松；鱼顶可能已损坏，需要下磨鞋

修整鱼顶，或落鱼可能不易抓到，

需要尝试几次才能锁住它
[7]
。此外，

上面的每个基本步骤都包括多个

流程。 

当钻柱卡住后，司钻通常激活井下

震击器，通过冲击力解卡
[8]
。在压差卡

钻的情况下，作业公司通常订购解卡液

（表面活性剂、溶剂或其他化合物的特

殊混合物），将其泵入井底，促进管柱

解卡。司钻将解卡液泵入井底，穿透、

打破包裹在管柱周围的泥浆滤饼，减少

受粘附管柱的面积。这有助于减少活动

管柱所需的外力，从而使钻柱解卡。这

种方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

推移迅速降低，所以一旦钻柱被卡，需

要尽快向井下打解卡剂。在解卡剂发挥

作用的同时，作业公司通常开始规划打

捞方案，动员设备和人员。 

7. Adkins CS： “Economics of Fishing”， 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45卷， 第 5期 （1993年5月）： 
402–404页。 

8. 有关震击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osto B， 
Cunningham LW， Martin GJ， Mercado J， Mohon B 
和 Xie L： “Working Out of a Tight Spot”，《油田

新技术》24卷，第1期 （2012年春季刊）：16–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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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解卡剂不起作用，作业公司可以

选择在卡点以上切断管柱，并起出井口，

以防止压差卡钻进一步向上延伸。这样做

的目的是尽量在 大深度切断钻柱，从而

收回 大数量的钻柱。然而，这个过程的

第一步是确定钻柱卡点 上端的深度。根

据胡克定律，当钻柱受到其弹性范围内的

拉力或扭矩时，管柱发生线性形变。这一

特征可用来计算卡点以上有多长的自由

管柱。如果解卡剂不起作用，作业公司可

以选择在卡点以上切断管柱，并起出井

口，以防止压差卡钻进一步向上延伸。这

样做的目的是尽量在 大深度切断钻柱，

从而收回 大数量的钻柱。然而，这个过

程的第一步是确定钻柱卡点 上端的深

度。根据胡克定律，当钻柱受到其弹性范

围内的拉力或扭矩时，管柱发生线性形

变。这一特征可用来计算卡点以上有多长

的自由管柱。 
   作业公司通常使用 FPIT卡点测量仪来

精确测量管柱的拉伸和扭矩。用电缆将该

装置从钻杆中心下入井内，然后向钻杆施

加外力，将它锚定在目标位置。FPIT 应变

仪可感知钻柱受拉或旋转时扭矩和张力

的变化。外力作用下钻柱的伸长量和自由

管柱的长度、钢材的弹性及管柱的横截面

积有关。如果该工具位于卡点以下，则检

测不到拉伸载荷或扭矩。 
如果循环已经建立，可将 FPIT 装置

从钻杆中心泵入井底；否则，作业公司可

借助于连续油管或电缆牵引车将工具 

^ 打捞母锥。该装置用于从外部抓住并收回那些不能

够转动的管状落物。它使用一个锥形的柳条螺纹在鱼

顶造扣。 

送入井底[9]。当卡点位置确定以后，可采

用同样的方式将管柱切割工具送入井

下。分离钻杆包括倒扣或切割井下钻杆。

    管柱倒扣是一种 温和的措施，可

以保留鱼顶管接头的螺纹。管柱井下倒

扣之前，司钻必须对钻柱施加左旋扭矩。

当扭矩累积到一定程度，通过管柱的反

复摆动，扭矩向井下传递。松扣炸药包，

即一段导爆索，通过钻杆下入到卡点以

上钻杆接头的深度。井下爆破后，爆炸

压力使接头母扣螺纹膨胀，施加的左旋

扭矩作用在螺纹连接上使钻杆倒扣。这

个过程可反复几次，以迫使钻杆松开。 
    如果钻杆无法倒扣，还有多种方法

可用于切割钻杆。化学切割器是一种电

缆起下的工具，利用推进剂和反应剂在

管柱上形成一系列间隔很小的孔洞。这

些孔洞大大降低管柱的强度，从而可以

拉断管柱。该方法不需要对钻柱施加扭

矩，切割后钻柱的截面整齐，管道的膨

胀很小，因此无需磨铣修整。爆炸切割

器是另一种电缆起下的工具，产生 360°
径向爆炸喷射流来切断管柱。一些爆炸

切割器产生平整的切割断面，但另一些

则产生喇叭型棱角，必须下入磨鞋修整

以完成随后的打捞作业。第三种方法采

用机械切管器，该工具随冲洗管下至所

需深度。液压压力使切削臂紧靠在管柱

内壁。随着工具在管柱内的慢慢旋转，

镶有碳化钨硬质合金颗粒的切削面会切

断管柱。 
当卡点以上的钻柱分开后，司钻起

钻。打捞专家在钻台上检查 后一根出

井的钻杆。这根钻杆的状况决定了后续

打捞工作的进程。 

抓取 
    打捞落鱼 常用的两种方法就是外

打捞和内打捞。落鱼尺寸及其相对于井

筒的 朝向决定了采用哪种打捞方法。 

通常使用打捞母锥或打捞筒来进行

外打捞。打捞母锥采用锥形螺纹在落鱼

顶部造扣（左图）。通常用来抓紧破裂、

断开的管柱，该工具下到落鱼顶部时缓

慢旋转。它底部的边缘镶着硬金属 

^ 打捞筒。打捞筒分为三段。上部短节将

打捞筒连接到钻柱。卡瓦座具有锥形螺旋设

计来容纳抓钩，而抓钩用来抓紧落鱼。引鞋

帮助打捞筒套住落鱼。 

 

或碳化钨颗粒，可帮助在落鱼的

外表面切削造出新的螺纹。 

    打捞筒可咬合、抓紧和回收

断裂的钻杆或钻铤（上图）。打捞

筒锥形螺旋状卡瓦座内装有抓

钩，用来抓住落鱼的外表面。当

向鱼顶方向下放打捞筒时，司钻

循环泥浆，同时左右摆动打捞管

串，以清洗鱼顶和冲洗打捞筒内

部。 

    抓紧落鱼之前，司钻记录打

捞管串重量和扭矩。冲洗鱼顶后，

司钻慢慢下入打捞筒直到悬重略

有减少，这表明它已接触到鱼顶。

司钻缓慢下放、旋转打捞筒，卡

瓦打捞筒的引鞋滑过鱼顶。顺时

针旋转时，抓钩张开，抓紧落鱼。

司钻上提打捞管串且不旋转，会

导致抓钩在锥形卡瓦座里收紧，

锁住落鱼。鱼顶被紧抓在打捞筒

内之后，司钻将打捞管串和落鱼

起出井口。 

9. 有关井下工具传输方法的更多信息，请

参考：  Billingham M， El-Toukhy AM， 
Hashem MK，Hassaan M， Lorente M，

Sheiretov T and Loth M ： 
“Conveyance—Down and Out in the Oil 

Field，” 《油田新技术》 23卷，第2

期 （2011年夏季刊）：1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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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钩导向装置。若井眼尺寸远大于落鱼直径，

打捞筒可能从落鱼旁边经过而不能抓住它。这种情

况迫使打捞专家安装壁钩导向装置以确保打捞筒

对准落鱼。 

^ 打捞管串。在新墨西哥的一口井中，利用一个包括震击器、打捞筒的基本

打捞管串打捞钻柱断裂后的剩余部分。 

打捞筒可以安装各种抓钩、控制

封隔器和配件，部分组件的强度足以

支持倒扣和震击作业。一个常见的配

件是引鞋，它安装在打捞筒底座上以

磨平落鱼的外翻或锯齿状边缘，从而

使落物进入抓钩。磨鞋配件使一趟钻

修整落鱼顶、抓住落鱼成为可能。当

鱼顶附近井眼扩大或冲蚀，打捞人员

部署另一个基本但有用的装置，即壁

钩导向装置，后者连接到一段弯管或

液压万向接头，在井眼冲蚀段抓取落

物（上图）。打捞筒一旦通过鱼顶，打

捞管串慢慢旋转，直到旋转扭矩表明

落鱼已经钩住。上提管串时保持扭矩

不变。扭矩减小则标明落鱼滑入打捞

筒内。 

虽然打捞筒的基本形式在过去几

十年间改动非常小，它仍然发挥着巨

大作用。美国新墨西哥的一家作业公

司，不得不面对管柱落井的难题。钻 

进 7 7 / 8 英寸井眼时， 一节 6 1 / 8 英寸

的钻铤断裂，部分钻铤和 BHA 留在井

底。起钻时，作业公司要求采用斯伦

贝谢打捞服务回收井眼内的剩余钻 

柱。打捞专家装配的打捞管串由钻杆、

钻铤、震击器、伸缩节、打捞筒（上图）

组成。司钻将打捞管串下入井底，成功

到达鱼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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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打捞设备。当回收不能旋转的管柱落鱼，利用公锥（左）来连接工具的母

接头。一体式打捞公锥（中）的细螺纹使打捞公锥成为一个造扣工具。螺纹内

的凹槽作为切削刃，辅助打捞公锥锥进落鱼。打捞矛（右）可与管柱大面积啮

合，减少落鱼变形。 

可能还需下入安装在管柱内的另

一个基本工具，为后续的打捞作业做

好准备。套管整形器可将发生凹陷、

弯曲或者变形的套管修复至接近原样

（下图）。套管整形器依靠井下冲击设

备如伸缩节或震击器产生的机械力来

打通套管内障碍。套管整形器的尺寸

渐增，能够修复不同程度的套管变形。

在安装生产设备之前常常会先下一趟

套管整形器，以确保生产设备能顺利

通过套管。 

^ 套管整形器。圆锥形状的套管整形器可将变形套

管恢复至接近原样。 

打捞筒抓紧断裂的钻铤后，打捞

人员注意到，随着司钻慢慢拉起打捞

管柱，重量增加。一旦打捞专家确认

打捞筒锁定落鱼，司钻起钻出井，将

打捞的落鱼置于管柱架上进行检查。

后，作业公司将问题归结于钻杆疲

劳。 

如果落鱼的朝向或条件不允许使

用打捞筒，打捞人员必须依靠内打捞

装置抓取落鱼。内打捞装置的型号包

括公锥、打捞公锥和打捞矛（上图）。 

公锥用于打捞从管柱倒扣的落

鱼。倒扣后的落鱼有一个面朝上的母

接头，可与公锥啮合。 

对于内径受限的管柱，打捞公锥

可以从内部打捞。它有一个很长的锥 

形构造，在拧入落鱼顶部的过程中可

以攻出新螺纹。这个工具下钻到鱼顶

后然后旋转对扣。它通常和一个安全

接头配合使用，这个安全接头在打捞

管柱遇卡时可将管柱与落鱼分开。 

打捞矛使用内部抓钩或卡瓦，当

司钻起钻时，抓钩或卡瓦膨胀，紧紧

抓住管柱内壁。打捞矛连接在打捞管

柱的 底端，然后下钻到落鱼顶部。

当打捞专家确定打捞矛进入到落鱼顶

部足够长度时，旋转管柱，抓钩张开。

司钻垂直上拉但不旋转，将钻柱和落

鱼提出井筒，在此过程中抓钩一直抓

紧管柱内壁。一些打捞矛带有各种配

件如磨铣工具，磨铣工具放置在打捞

矛的底部，用来磨掉锯齿状棱角或者

其他障碍物。 

 

打捞需要考虑的经济因素 

是否打捞须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保留井筒、回收昂贵的井下设备或遵

守法规。每项决定都伴有其各自的成

本、风险及影响。采取具体行动之前，

作业公司需考虑多个因素： 

• 井眼参数：设计井深、当前深度、
到鱼顶的深度和钻机日费 

• 井下落鱼成本：落鱼价值减去各种
工具保险赔付金 

• 打捞成本：打捞专家的日费加上打
捞工具和震击器的日租赁费 

• 打捞时间表：动员打捞工具及人员
的时间，估算的打捞作业时间及成
功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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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通常决定打捞工作的 长

持续时间。因此，一口钻机时间不

多、设备投资有限的浅井可能只需

短的打捞时间。相比之下，当落

井设备耗资巨大时，则需要更长打

捞时间、更高费用。一些作业公司

要求，一旦打捞成本达到侧钻和重

钻新井成本的一半时，就应放弃打

捞作业，转而进行侧钻
[10]
。 

专业人员开发了很多公式和专

有程序，帮助作业公司确定打捞时

间（上图右）。经验表明，落鱼成功

打捞的概率随着时间的增加而迅速

减少。这一结论倾向于促使作业公

司尽快开始打捞作业，因为超过某

个时间点后，打捞出落鱼的机会为

零。例如，打捞被卡管柱时，许多

作业公司设定四天的打捞期限，包

括上下活动管柱或泵入解卡剂的时

间。 

如果作业公司决定放弃打捞，

那么他必须决定是否弃井，在落鱼

以上的井段完井，还是在落鱼附近

进行侧钻。如果作业公司决定弃井，

作业公司的地质学家们可以从已获

取的地层数据中发现价值，这可能

会影响到后续关于是否钻邻井的决

定。 

一些井在钻向较深产层的中途

钻遇高产层。如果浅层的储量足够

大，可以完井，那么作业公司在面

临打捞作业时可能会决定放弃较深

的产层，在浅层下套管。这一选择

会受落井设备的重置成本、打捞成

功的可能性、浅层完井成本及浅层

储量的影响。 

10. Muqeem MA，Weekse AE and Al-Hajji AA：“Stuck 
Pipe Best Practices Challenging Approach to 
Reducing Stuck Pipe Costs”，SPE 160845论文，

发表于SPE 沙特阿拉伯技术研讨会暨展览

会，沙特阿拉伯AI-Khobar，2012年4月8－11
日。 

 

 
^ 基本打捞公式。这个公式基于经济考虑因素，用来计算

最优的打捞天数。 

另一项选择是进行侧钻。除了考虑

落井设备的成本之外，作业公司还应考

虑以下因素： 

• 运送造斜器、钻井马达或其他侧钻设
备的成本及时间 

• 在造斜点深度打水泥塞的成本、候凝
的时间成本和准备侧钻时的下钻成
本 

• 从造斜点钻至完钻深度的钻井成本 

• 在相同井段再次卡钻的可能性 

在某些地区，作业公司会发现打捞

作业比侧钻更昂贵，侧钻结果也许更可

靠。对于裸眼井作业来说，打水泥塞和

下造斜器比耽搁几天时间更有吸引力。

不过，这一选择并不适用于所有区域。

实际上，在一些区域，作业公司对打捞

的需求可能再次兴起。 

今后的培训 

打捞方面的知识来之不易，主要是

通过在现场接触恶劣井况下的各种困

难作业条件得来的。目前，“人员大更

替”涉及大量将要退休的打捞专家，因

此培养更多打捞专家的行动势在必行。

斯伦贝谢已经设计了一套打捞人员培

训计划。本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打

捞技能和提高他们的技术知识；现场实

际操作作为课程的补充，旨在强化熟练

程度。 

 

该计划提供了逐步接触大量工具和

打捞技术的机会，不过，有一个先决条

件，即确保所有学员都熟悉其作业区域

内采用的打捞工具。第一级课程向现场

专家和现场工程师提供实际操作培训，

重点集中在车间装配和拆卸，辅以课堂

教学和钻机现场培训。 

随后，学员将被分配到现场进行一

些打捞、井眼偏离及弃井作业，才能有

资格步入个人职业发展的下一步。这些

工作是由经验丰富的人员操作，学员予

以协助。 

培训的第二阶段涉及更深层次的打

捞技术，辅以案例研究。学员根据实际

打捞作业进行打捞计划练习。他们针对

打捞作业设计一套完整的 BHA，在课堂

上展示他们的计划，同学们进行评估和

集体讨论。课后，学员们继续他们的现

场培训，进行多个单独打捞作业，然后

进入下一阶段的培训。 

终阶段的培训会注重管理打捞和

补救作业管理层面的培训，以培养打捞

作业监督。这种培训对油田的未来至关

重要，因为只要井下设备或井筒出现问

题，就会需要打捞专家。- M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