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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间封隔失败将对生产或注入效率造成严重的影响，在某些情

况下，还可能导致弃井。此类失败还可能对环境和安全造成威胁，因

为油气或先前注入井内的流体可能会流到地表或邻近的水层。因此，

仅仅获得良好的层间封隔效果还不够，封隔效果必须在油气井的寿

命期结束后还能持续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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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套管和井筒之间的水泥环是

用来在油气井的整个寿命期内为井提供

层间封隔的。但其层间封隔能力与水泥

的充填情况、水泥的力学特性以及井筒

的应力状态有关。即使水泥浆充填情况

良好，如果井底环境变化所导致的应力

很大，仍可能对水泥环的完整性造成损

害。随着时间的推移，压力密封测试、

泥浆比重的增加、过套管射孔、增产措

施、采气或井筒温度的显著提高等都会

对水泥施加一定的应力[1]。上述任何一

种情况也都可能对水泥环造成损害。

这些由外力引起的水泥环损害的

结果往往会导致形成微环隙，而这些微

环隙过于细小，几乎不可能准确确定其

具体位置，更不用说对其进行修复。但

是即使是最小的微环隙也足以成为流体

流动的通道。据统计，美国每年需要花

费 5000 万美元以上的资金来修复此类

水泥胶结问题[2]。

尽管井下环境会随时间而发生变

化（包括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变化），

但对于当今对经济和环境问题都很敏感

的石油工业而言，实现长期层间封隔不

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须的。由于钻

井作业会破坏原始地层中长期以来形成

的脆弱应力平衡状态，所以进行层间封

隔要求使用合适的技术、合理的流程及

有效的评估方法。作业人员必须采取必

要的措施，通过利用钻井液对地层施加

静水压力来维持平衡。但是，这种静水

压力可能不足以维持其与地层远场应力

的平衡，从而导致近井地层发生变形[3]。

生产过程中的地层排液也可能使地

层的孔隙压力和相关应力产生变化。这

一变化会导致岩石内部负荷不断增大，

引起不同程度的变形，从而导致水泥在

地层界面处破裂或脱胶结。因生产原因

而引起的应力变化还可能造成储层压

实，从而可能导致管柱发生剪切或完井

设备部件发生弯曲变形[4]。

很明显，要想实现长期层间封隔，

首要任务是必须获得良好的胶结密封效

果。为此，开发出了一系列常规声波和

超声波测井仪，并逐步对它们进行了优

化，以对水泥与套管的胶接情况进行定

量评价。新近开发的超声波仪器能够检

测到水泥环内是否存在油气能够在其中

流动的窜槽。

本文将重点介绍超声波仪器的最新

发展成果，利用这些新型仪器还可以指

示套管偏心情况、对套管环空中的物质

进行评价并区分具有类似声阻抗特性

的轻质水泥和钻井液等。本文还将通过

一些实例说明新型超声波测井仪能够更

好地对水泥与套管之间的胶结以及环空

填充情况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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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还对业界在利用特殊配方水

泥作为环空密封材料以实现长期层间封

隔等方面所作的努力进行了分析。其

中，一种新型、长寿命、自愈合水泥尤

为引人关注。这种针对所谓的“层间封

隔薄弱环节”（即水泥在固化之后无法

再进行修复）而开发的新型密封剂能够

在遇到油气时产生膨胀，从而使因井下

条件发生变化而可能出现在水泥环中的

裂隙和微环隙闭合。本文还对与这一新

产品成功开发相关的一些实验室试验和

案例进行了介绍。

准备工作

要想获得胶结良好的水泥环，必须

在井眼准备、套管扶正和套管旋转及套

管上下移动等方面严格遵守公认的作业

准则[5]。要想使层间封隔获得成功，首

先应清除井筒中的污染物（主要是钻井

泥浆）。由于在井眼净化过程中必须保

持地层压力，因此，必须在泥浆泵入后

而水泥还未被灌注之前利用一种密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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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套管旋转和上下移动是指在将水泥泵入井下
的过程中，套管为配合环空钻井液清除作业
而进行的任何形式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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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间封隔失败。下套管和固井作业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可能会造成层间封隔失败。其中，最常见
的问题是扶正器定位不佳引起的套管偏心。与所

有的流体一样，水泥浆会沿着阻力最小的通道流
向敞开程度最大的套管一侧，从而在套管和地层
之间产生一个狭窄的空间，这一空间可以成为流

体窜流通道（A）。水泥浆密度不足也可能使地层
气（红色）流入井筒（B），在水泥内部产生胶结
弱点或间隙。当井底温度和井底压力发生变化导

致水泥环出现应力时，这些弱点和间隙就会出现
问题。冲刷区域的几何形态（C）常常导致井筒净
化作业中的流体流速过慢，从而使钻井液遗留下

来。这些污染物也可以导致水泥环出现胶结弱
点，如果胶结弱点较大或较多，那么就可能成为
地层流体窜流的通道。

> 裂隙和微环隙。即使固井作业非常成功，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随着井底应力条件的变化（主要由温
度和压力变化引起），固井仍然可能出现问题。井筒压力或温度以及构造应力的显著增加都会导致水

泥环破裂，甚至还可能使其破碎。切向应力和径向应力的变化会相互影响，这可能是由水泥体积缩小
或温度和压力下降导致套管发生位移引起的（左）。这些应力变化可能会引起水泥在张力或压缩力的
作用下发生破裂，或者使水泥脱离套管或地层，从而产生微环隙（右）。

高的液体（即隔离液）来驱替钻井液。

隔离液是在将水泥通过套管泵入环

空的过程中，为了使水泥与钻井液分离

而设计的，其粘度一般与钻井液相当或

高于钻井液。除了维持井控之外，隔离

液还具有化学清洗剂的作用，能够清除

残留在套管之间以及套管与井筒间环空

内的钻井泥浆。如果隔离液未能成功隔

离钻井液，或者钻井液与水泥发生混

合，那么就不可能实现水泥和地层或套

管之间的良好胶结。由于这些污染物一

直保持液体状态，因此，容易沿着井筒

或套管在各产层之间形成流动窜槽（左

图）[6]。

良好的层间封隔需要的不仅仅是高

效的井筒清洗。例如，一个钻井质量欠

佳的井眼可能会有一些难以清洗的冲刷

区域，这些区域中可能含有一些钻井液

凝胶。这些凝胶液可能会被带入到水泥

浆中，从而对水泥浆造成污染。套管扶

正效果不理想也会导致水泥灌注效果

差，因为在偏心套管最靠近井壁一侧的

流体可能很难被清除。自 20 世纪 40 年
代起，研发工作重点集中在制定沿待固

井套管柱布置扶正器推荐标准上。目

前，正在利用能够测量套管偏心率的新

型水泥评价测井仪对这些实践标准进行

测试。测量结果可以拿来与传统的、建

立在诸如井筒尺寸完全符合要求等不太

切合实际的假设基础上的偏离间隙计算

值作比较[7]。

为了避免留下无法清除的厚滤饼，

必须改变钻井液的性能，使其更适合随

后的井眼净化。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必

须降低泥浆比重，减小其屈服应力，并

降低其塑性粘度和胶凝强度。

通过在体系中加入水或分散剂，并

使流体循环至理想的性能范围，就有可

能降低泥浆的流变性。这需要至少循环

一倍井眼大小的流体体积，而且，如果

可能，应在钻杆起出前实施该项作业，

以避免在钻杆起出作业过程中泥浆在静

态条件下发生胶凝。

同时，最好还能够在注水泥作业实

施之前用机械方法清除污染液，比如通

过移动套管去除环空狭窄处的泥浆，或

者将刮污器和清管器等连接到套管上，

通过旋转或上下活动套管来清除泥浆和

脱水泥饼。

最适合实施固井作业的井筒应该符

合以下条件：地下压力控制得当，狗腿

度保持最小，尺寸合乎要求，井筒稳定

性好，并且不含岩屑，在渗透层处有很

薄一层动态滤饼[8]。

可靠的技术

遵循业界最佳操作实践并不总能确

保水泥环的最终效果达到其设计任务的

要求，即支撑套管、抗腐蚀以及实现层

间封隔等。因此，在油气井投产之前确

定套管外水泥的受污染程度、连续性和

胶结质量，其意义与通过意识到采取补

救作业的必要性来实现对资产和环境的

保护同等重要。

如果在套管外某一预期位置发现水

泥顶面，那就很可能说明驱替体积与计

算的水泥体积是相匹配的，而且环空中

充填的水泥体积是适当的。由于水泥的

水合作用是一种放热反应，因此，可以

通过温度测量来实现上述目标。但是通

过这一方法无法获得更多有关固井作业

结果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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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声波水泥胶结测井仪。小井眼阵列声波测井仪（SSLT）是一种数字
声波仪器，能够提供常规的裸眼声波测量数据、标准的水泥胶结测井（CBL）
振幅数据和变密度测井（VDL）数据。在评估高温高压环境下水泥胶结质量方

面，SlimXtreme小井眼测井平台可以提供与SSLT相同的测量效果。数字声波
测井仪（DSLT）利用声波测井探头测量水泥胶结情况，并为水泥胶结质量的
评估提供VDL图像。恶劣环境声波测井仪（HSLT）能够提供与SSLT在标准井

筒尺寸下提供的水泥胶结情况测量数据和变密度显示一样的测量结果。SCMT
小井眼水泥胶结成像仪是一个过油管水泥评价测井仪，可以与 PS Platform 新
一代生产服务工具结合使用。该仪器的尺寸经过特殊设计，可以在修井作业中

直接将其应用于套管外水泥评价，而不必事先起出油管。

6. 有关井眼净化更多的信息，请参见：Abbas R，
Cunningham E，Munk T，Bjelland B，Chukwueke
V，Ferri A，Garrison G，Hollies D，Labat C 和
Moussa O：“长期层间封隔解决方案”，《油田

新技术》，14 卷，第 3 期（2002 年秋季刊）：
16-29。

7. Guillot DJ，Froelich B，Caceres E 和 Verbakel R：
“Are Current Casing Centralization Calculations Really

Conservative?”IADC/SPE 112725，发表在 IADC/
SPE 钻井大会上，美国佛罗里达州 Orlando，
2008 年 3 月 4-6 日。

8. Nelson EB和Guillot D：Well Cementing，第 2版，

得克萨斯州 Sugar Land：斯伦贝谢公司，2006
年。

9. Morris C，Sabbagh L，Wydrinski R，Hupp J，van
Kuijk R 和 Froelich B：“Application of Enhanced
Ultrasonic Measurements for Cement and Casing
Evaluation”，SPE/IADC 105648，发表在SPE/IADC
钻井大会上，阿姆斯特丹，2007年 2 月 20-22
日。

液压试验是一项常见的层间封隔测

试，在整个套管柱上施加内部压力。但

是在试验过程中压力可能会引起套管膨

胀，造成水泥环张性破裂，从而可能导

致水泥和套管在张性裂缝接近套管壁的

区域发生径向裂隙或局部脱胶结现象

（前一页，下图）。

由于其他技术都具有各种各样的局

限性，因此，声波测井成为业界监测套

管外水泥和评估套管、水泥和地层之间

胶结质量的首选。声波测井能够显示套

管周围灌注水泥处的深度范围，测量套

管胶结水泥的声阻抗，以及量化管外水

泥胶结部分的百分比。

声波测井仪的上述特性能够帮助作

业公司识别水泥环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其

进行修复。这些修复措施通常是指挤水

泥作业，即通过射孔段将水泥挤入环

空，沿着套管、地层界面或环空本身来

充填空隙。

利用声波测井仪可以实施水泥胶结

测井（CBL）和变密度测井（VDL）（右

图）。标准的 CBL 仪器由测量信号振幅

或信号衰减的仪器所组成，其测量和解

释理论是一样的。其原理是，在声波发

射器发射 10－ 20 千赫声波信号以外延

模式通过一段套管后，对该声波信号的

振幅进行测量[9]。

CBL测井图中的测量数据是以毫伏

（mV）或分贝（dB）（或两者兼有）的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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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波测井仪。利用配有一个单极换能器和两个单极接收器（与发射器的距
离分别为 3 英尺和 5 英尺（0.9 和 1.5 米））的声波测井仪可以进行水泥胶结测
井（CBL）和变密度测井（VDL）（左）。单极声波发射器以相对较低的频率（10
到 20 千赫）发送全向脉冲，使套管纵向振动。距发射器 3 英尺处的接收器接
收到的声波波形的第一个正峰（E1）和距发射器5英尺处的接收器接收到的整
个波形的振幅记录代表整个套管圆周的平均值（右上）。在胶结良好的套管处，

套管内的声信号会衰减，而 CBL E1 振幅较小。在未胶结套管处，套管直达波
较强。传播时间是指波从发射器传播到接收器所需的时间。传播时间可以用
于控制仪器的居中情况以及为材料检测设定参数。在部分胶结的套管处（右
下），可能出现套管、地层和泥浆波，而这种情况在套管 / 水泥界面存在微环
隙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VDL测井（下插图）能够对在套管内以外延波形式传
播的波至和在地层中以折射波形式传播的波至进行可视化分析。

10. Sheives TC，Tello LN，Maki VE Jr，Standley TE和
Blankinship TJ：“A Comparison of New Ultrasonic
Cement and Casing Evaluation Logs with Standard
Cement Bond Logs”，SPE 15436，发表在 SPE 技
术年会暨展览会上，新奥尔良，1986 年 10 月
5-8 日。

11. Coelho de Souza Padilha ST和Gomes da Silva Araujo
R：“New Approach on Cement Evaluation for Oil and
Gas Reservoirs Using Ultrasonic Images”，SPE 38981，

发表在SPE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石油工程
大会暨展览会上，里约热内卢，1997 年 8 月
30 日－ 9 月 3 日。

12. Van Kuijk R，Zeroug S，Froelich B，Allouche M，
Bose S，Miller D，le Calvez J-L，Schoepf V 和

Pagnin A ：“A Novel Ultrasonic Cased-Hole Imager for
Enhanced Cement Evaluation”，IPTC 10546，发表
在国际石油技术大会上，卡塔尔多哈，2005
年 11 月 21-23 日。

减形式显示的。衰减越大表明水泥与外

面套管壁的胶结质量越好。在一些简单

的实例中，解释后的测井响应能够提供

良好的有关水泥胶结质量的信息（上

图）。

大约在25年前，工程人员开发出了

一种采用高频脉冲回波技术的套管井超

声波成像仪（下一页，左上图）[10]。较新

型的超声波成像仪（如斯伦贝谢的USI
超声波成像仪）利用旋转换能器发射一

种垂直于套管壁的宽频带超声波，超声

波的频率可在 250 到 700 千赫之间做出

调整（下一页，右图）。其作用在于激

发一种套管共振模式，其频率取决于套

管厚度，振幅衰减取决于套管内外两侧

的声阻抗。然后，再根据针对这些不同

材料设定的声阻抗阈值将水泥声阻抗归

类为气、液或水泥。

优点和缺点

上述声波和超声波测井仪都存在一

定的不足之处。传统的声波 CBL-VDL仪
器无法提供径向信息或方位信息以分辨

窜槽、受污染的水泥、微环隙和仪器偏

心等，因此难以进行准确的数据解释[11]。

高衰减泥浆中较低的信噪比导致以

脉冲回波技术为基础的超声波成像仪的

应用受到限制。超声波成像仪的径向探

测能力局限于套管附近的水泥带[12]。

由于钢材料与周围材料（即套管内

的泥浆和套管外的水泥）之间存在较大

的声阻抗差异，信号消失过快，使得套

管外声阻抗差异所产生的回波通常难以

被检测到，除非这些信号非常靠近套管

和反射性很强的表面。

此外，脉冲回波技术很难区分具有

类似声阻抗的钻井液和轻质或受泥浆污

染的水泥。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之下，

要想利用脉冲回波技术将钻井液和水泥

区分出来，钻井液和水泥之间的声阻抗

差异通常也必须大于 0.5 Mrayl。
为了克服仪器的局限性，可根据井

况条件同时下入超声波仪器和标准的

CBL-VDL仪器。但尽管如此，来自全球

大量井的测量经验表明，要想对水泥胶

结质量得出准确的结论可能比较困难，

尤其是轻质水泥和受污染水泥的情况更

是如此。

随着轻质水泥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

深水井和低孔隙压力地层封隔作业中，

解决上述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为

此，斯伦贝谢开发出了一种测量技术，

该技术是 Isolation Scanner 水泥评价作

业的基础。该仪器将传统的脉冲回波技

术与超声波成像技术结合在一起，可以

提供包括水泥 /地层界面反射回声在内

的更有效的环空充填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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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管井超声波仪器的基本工作原理。超声波仪器的换能器向套管发射一个

稍微发散的波束（换能器通电后产生的声波），使套管转入厚度共振模式。USI
超声波成像仪以 71/2转 /秒的速度对套管进行扫描，提供一个 5度或 10度的方
位分辨率，从而在每个深度产生36个或72个独立波形。这些独立波形经过处

理后可以从初始回波中获得套管厚度、内径和内壁光滑度数据，从信号共振
衰减中产生有关水泥声阻抗的方位图像（上）。水泥声阻抗数据（实际上反映
水泥环的质量）可以通过共振衰减信息获得（下）。良好的套管 -水泥胶结会

立即引起共振衰减，而未胶结的套管环在较长时间内都会产生回波。

> Isolation Scanner 组件。在增加弯曲波成像的同时，Isolation Scanner 短节

将采用与套管垂直的声波发射器和接收器（A）的传统脉冲回波技术与斜向排
列的一个发射器（B）和两个接收器（C）相结合。这种配置能够激发套管的
挠曲模式（D）。该组件配备有最新的信号生成和采集软件，与 USI 仪器安装

于同一平台，构成了 Isolation Scanner 仪的基础。

> USI仪器。斯伦贝谢的USI仪器是在以前的超声
波成像仪器基础上在仪器底部安装一个旋转换能

器（A）优化改进而来的。

新评价方法

Isolation Scanner 仪包含一个能够

支持四个换能器的旋转组件（左图）。其

中一个垂直放置的用于生成和检测脉冲

回波的换能器位于仪器的一侧，而另外

三个换能器位于仪器的另一侧，斜向排

列。其中的一个换能器发射 250千赫左

右的高频脉冲波束，能够在套管内激发

挠曲震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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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I 测量及 Isolation Scanner 弯曲波成像解释。

图中显示的是脉冲回波信号（上，红色）和弯曲
波一发一收技术中从发射器（T）到接收器（R）
的信号（上，蓝色）传播几何射线解释。后一种

技术的一种典型波形由一个被称为套管波至的早
期回波和第三界面回波（TIE）组成（下，蓝色）。
套管波至振幅衰减是脉冲回波测量技术（下，红

色）的一项补充，利用该技术可准确区分套管外
的液体和固体。利用 TIE 的特性可以改善套管井
环境描述。同时，通过该技术也可了解环空填充

物的声波性质、套管在井眼中的位置以及井眼几
何形态等方面的信息。

>  Isolation Scanner和CBL-VDL测量。2003年，在 In-Salah气田的一口直井中

对 Isolation Scanner仪的样机进行了测试。该井井眼尺寸为121/4英寸，利用轻
质（低阻抗）LiteCRETE 泥浆体系对 95/8 英寸套管进行了固井。CBL（第 1 道）
和VDL（第2道曲线）显示的几乎是未胶结套管响应，VDL曲线显示很强的套

管波至。脉冲回波阻抗图（第5道）显示流体中含有部分固体。由于LiteCRETE
水泥的声阻抗较低，使得难以对上述两种测量数据进行充分解释。相反，通
过弯曲波衰减图（第 4 道）却可以正确识别套管外的固体。而且，弯曲波衰

减图还显示出在 X,465 和 X,485 米之间存在一个充满流体的窜槽。固 - 液 - 气
（SLG）相图（第 3 道）进一步证实了这一信息。窜槽的方位和轴向范围信息
自动显示在第 6 道和第 7 道内。

随着高频脉冲波束的传播，该震动

模式将声能传入环空；声能会在具有声

阻抗差异的界面（如水泥/地层界面）发

生反射，然后会主要以弯曲波的形式由

套管回传，从而将能量再传向套管内流

体。两个接收换能器的位置设置合理，

可以更好地采集这些信号（左上图）。

这项新技术被称为一发一收技术。

对此技术生成的信号进行处理后可以获

得环空填充物的性质、声波速度、套管

在井眼中的位置以及井眼几何形态等方

面的信息。

对 Isolation Scanner 测井资料进行

处理的首要目的是对套管外的介质进行

可靠的解释。输入到这一处理程序中的

数据包括由脉冲回波测量所提供的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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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G级水泥的固 -液 -气相测量图。一旦利用在实验室测得的数据库确定

了水泥、液体和气体的阻抗预计值，并将物质类型选择转化为声波特性之后，
下一个步骤就是根据预计的声波特性预测测量数据。随后，通过对测量噪声进
行多次分析在二维测量平面上生成三个云图（固、液和气）。

> Isolation Scanner 测井图（前一页，右上）中

X , 477米处一个充液窜槽的波形极坐标图。环空-
地层回波曲率表明套管在井筒中稍有偏心，而且
充液窜槽位于较窄的一侧（蓝色箭头方向）。水泥

环各方位上缺失第三界面回波可能是由水泥和地
层之间的声阻抗差异较小引起的。

阻抗数据以及根据抵达斜向排列的接

收器的套管波的振幅计算出来的弯曲

波衰减数据。

上述两种输入数据都是独立的测

量结果，通过与套管内和环空内流体

性质的可逆关系相联系。为了消除内

流效应，先将两种输入进行数据综合，

这样可以不必使用USI仪所需的特定流

体性质测量硬件。

Isolation Scanner 测量的最终成果

是固 -液 -气（SLG）相图，能够显示套

管外物质最可能的状态。通过在衰减

和声阻抗交会图上确定两种测量的位

置可以获得各方位上的物质状态（测

量结果针对内流效应进行了校正），从

而得到每种状态所覆盖的面积（左上

图）。可以在不同的区域利用三种分别

代表不同状态的颜色绘制平面测量图

（前一页，右上图）。SLG图中白色区域

代表测量数据之间不一致的区域，如套

管接箍处便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除了评价套管外的物质之外，处理

程序的另一个目的是从环空 -地层反射

波或回波中提取相关信息，从而对套管

和地层之间的环空进行更详细的描述。

　首先，软件将对跟随套管波至的波形

包络上的回波进行检测，随后再测量其

到达时间和振幅。假如数据中存在足够

的回波方位，可以根据反射波和套管波

至之间的时间差直接确定套管在井眼中

的居中情况。套管居中情况以百分比的

形式表示，100% 代表完全居中，0%代

表套管与地层壁接触。此外，如果已知

井径，那么可以进一步将时差处理转化

为一种物质波速，并以环空速率图或水

泥方位厚度的形式进行显示。

通过变密度测井获得的挠曲波形极

坐标图可以获得套管在井眼中几何形态

的信息（右上图）。

新型水泥

即使是最先进的测井图也只能反映

某一时刻水泥胶结状况及其层间封隔能

力。在油气井的整个寿命周期中，井底

环境变化一直会对水泥环构成着威胁，

即使是位置良好的水泥环也有可能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遭到破坏。

在将水泥应用于建井作业漫长的历

史进程中，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业界首

先对水泥浆充填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

之后更加重视对其化学成分的研究。20
世纪80年代，为了获得良好的层间封隔

效果，工程和研究人员开始研究具有特

殊固化特性水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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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体系的设计。固井专家可以利用CemSTRESS水泥环应力分析软件对在处理和压力测试等作业
过程中施加在每个套管柱上的径向和切向应力进行分析。除了指示在压缩或拉伸状态下水泥环的动态

之外，该软件还具有建立包括固化水泥伸缩性、支撑和间隙等参数的功能。该软件还能够确定内外微
环隙，显示其大小及其随时间的变化情况。CemSTRESS 软件采用三阶段方法帮助选择和设计旨在延
长油井寿命的水泥体系。在该方法的第一阶段，水泥专家要确定油井需要常规水泥体系还是特殊体

系，以便为随后的两个阶段提供参考。在第二个阶段，对一系列水泥体系设计方案进行分析，这一水
泥体系的杨氏模量低于软件所预测的将会导致破坏的应力水平。在第三阶段，斯伦贝谢固井工程人员
利用专有软件（如 SlurryDesigner 水泥混合和水泥浆设计软件）来对水泥浆设计进行优化。

在这一研发过程中，提出了在泵入

过程中将氮气注入水泥浆以降低水泥密

度以及在水泥混合物中掺入陶瓷微球颗

粒的概念。后面一种设计概念是斯伦贝

谢CemCRETE油井固井技术的前身，包

括 LiteCRETE 水泥浆体系以及先进的

CemSTONE水泥技术。这些革新技术使

工程人员可以在不对固化水泥渗透率造

成较大影响的前提下提高或降低水泥浆

密度。

随着新型水泥体系的应用，同时还

开发和应用了相应的的软件，以便对套

管外流体驱替状况进行分析和优化，并

对油井整个寿命周期中水泥所承受的应

力进行模拟（左图）。自 2000年起，不

断得到优化的固井软件为工程人员基于

气窜风险和井筒应力来设计水泥浆体系

提供了一种工具。

随着时间的推移，水泥环上的应力

会不断发生变化，针对这一问题，斯伦

贝谢于2002年引入了先进的FlexSTONE
柔性水泥技术。通过数值模拟对钻井、

生产和弃井作业中可能出现的应力变化

进行预测，并利用FlexSTONE三峰粒度

分布技术对水泥浆体系的力学特性进行

优化。由此而获得的力学伸缩性使这些

水泥浆体系能够避免钻井、生产和废弃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所导致的损

坏[13]。

尽管这些技术可以增强水泥基质对

各种应力的抵御力，但一旦水泥环出现

破坏，这些技术将无法发挥作用。即使

在油井的整个寿命周期中水泥环一直保

持完整，但随着环保要求日趋严格，要

求含油气层在油气井封堵废弃之后的许

多年里还应保持封闭状态。这一周期的

延长极大地增加了水泥环遭到破坏的概

率，即使是性能最佳的水泥环也不例

外。

为了应对上述问题，斯伦贝谢的工

程研究人员引入了一种自愈合水泥

（SHC），使层间封隔水泥体系得到进一

步发展。正如其名称所隐含的意思，当

水泥环和套管或地层之间的界面处出现

裂缝或微环隙时，固化水泥基质中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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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浆设计。通过试验室实验对三种 FUTUR水泥浆设计的特性进行了分析。设计1和设计 3的测试
温度均为 60˚C，设计 2的测试温度为 25˚C。三种设计都使用了G级水泥，并都使用淡水进行调配。在

常温常压下对水泥浆进行混合后，再将其置于井下循环温度下（BHCT）处理 20分钟，随后利用范氏
35 粘度计对水泥浆的流变特性进行测量。利用宾汉塑性流模型对水泥浆的塑性粘度（PV）和屈服值
（Ty）井了计算。这些体系的稠化时间是可控的，同时并未发现自由水的存在。超声波水泥分析仪的

测量结果显示，对这三种设计而言，在 48 小时内都达到了个 3.44 MPa（500 psi）的抗压强度，三种
设计的水泥抗压强度在 4.5 － 20 MPa 范围内。

13. 有关新型水泥更多的信息，请参见：Abbas等
人，参考文献 6。

愈合成分便开始膨胀，从而在没有外部

干预的条件下使间隙封闭。

FUTUR主动式固化水泥技术能针对

油气的存在作出反应。当水泥环的完整

性受到损害导致层间封隔遭到破坏时，

水泥会在遇到油气产生反应并开始膨

胀，从而有效地闭合空隙，阻止地层流

体的流动。

除了自愈合能力外，FUTUR水泥其

他方面的特性与传统的水泥相似。与任

何其他油田固井作业一样，要想成功灌

注FUTUR水泥，也同样需要遵循最佳作

业实践，水泥本身并不需要特殊的混合

和泵入设施。FUTUR水泥浆可以与所有

标准的添加剂和隔离液相配伍。标准混

合以及有关流变性质、自由流体、沉降、

失水量控制、稠化时间和抗压强度变化

等的水泥浆测试都适用于 FUTUR水泥。

在将FUTER水泥泵入井下后，在不

存在油气的情况下，其动态与传统水泥

相同，其固化特性也与传统水泥一致

（右表）。

实验室测试

FUTUR水泥技术的主要设计目的是

实现油气井长期的完整性。因此，在实

验室内模拟井底水泥环破坏情况，通过

测试来证明所用水泥确实具有自愈合能

力，并在灌注后多年内一直能够保持这

种功能，这一点非常关键。同时，还应

对水泥自愈合特性可能引起的任何问题

进行检测。

为了测试水泥的膨胀特性，将水泥

置于一个环空膨胀模型中。在测试过程

中首先对井中水泥基质的正常固化进行

模拟，随后对油气侵入情况进行模拟

（这一情形在裂缝或所产生的微环隙引

起层间封隔失败时会出现）。在将

FUTUR水泥浸入原油之前，已经在水中

经过了7天的固化，而且用于浸泡水泥

的水与原油的温度和压力均相同。测试

结果表明，在压力不变的条件下，水泥

的体积膨胀随着温度升高而呈线性增

大。



油田新技术28

> 愈合检测。安装有两个同心圆筒的SHC单元用来模拟环形空间。外筒（或外

环）是一个较薄的钢制套筒（绿色）。内筒（紫色）由一种可变形的弹性材料
制成，为了有效控制内筒的膨胀，在其中置入了一个可径向膨胀的核心装置
（灰色）。底部和顶部的塞子可以将环形空间封闭，塞子上配有可以使流体流入

和流出该单元的配件。随着核心装置引起内筒膨胀，水泥被注入环形空间。水
泥固化后，内筒停止膨胀，并恢复到其原始形状，从而产生一个大小可控的微
环隙。在水泥固化后通过使内部核心装置膨胀而在水泥中产生径向裂缝。

> 测试结果。为了研究FUTUR的自愈合效率，在
流动环路中安装了SHC单元。在压力高达0.4 MPa
（58 psi），即相当于样品上压差为5.3 MPa/米（234

psi/ 英尺）的条件下向 SHC 单元中的样品注入原
油。在其中一项测试中，SHC单元内的套管和水

泥之间形成了一个 100 微米的微环隙。常规水泥
体系（绿色）使原油能够流过试验样品，SHC 体
系（蓝色）却在不到六小时的时间内使微环隙闭

合，有效阻止了原油侵入。

为了评估 FUTUR 水泥体系的自愈

合特性，位于法国 Clamart 的斯伦贝谢

Ribound 产品中心的工程研究人员开发

出了一个用于模拟井底环境条件的流动

环路，并安装了一个用于评估水泥在环

空结构内自愈合能力的 SHC 单元（上

图）。为了对裂缝和微环隙进行测试，作

业人员在样本中注入原油。在其中一项

测试中，SHC单元内套管和水泥之间产

生了一个 100微米的微环隙。利用该设

备所做的测试结果显示，常规水泥体系

无法阻止原油流过试验样品，但FUTUR
水泥体系却可以在不到六小时的时间内

使微环隙闭合，有效阻止了原油侵入

（右上图）。

同时，还在反复破坏模式下对自愈

合水泥体系进行了测试。在1.4 MPa/米
（62 psi/英尺）的压差下，SHC不断生成

微环隙并进行了修复。在同一流动环路

中，流经不断形成的裂缝的原油被SHC
不断阻断。而在利用常规纯水泥体系进

行的同样测试中，却未出现任何流量减

少的迹象（下一页，左上图）。

另外，FUTUR水泥还能够应对较高

压力下的油流。压力增加到 3 MPa/ 米
（133 psi/英尺）并未削弱该体系的自愈

合能力，在高压下该体系仍然可以保持

其完整性，并继续阻止原油流动。在压

差高达5.3 MPa/米的条件下对FUTUR水
泥实施了多次测试，每次测试结果都证

实了该水泥具有良好的自愈合能力。

工程研究人员还设计出了一个专门

的测试系统，用来研究在实际储层条件

下存在干气的动态条件下该水泥的自愈

合性能。测试结果表明，FUTUR体系在

存在天然气的动态条件下的性能很好，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自愈合水泥

使流量明显降低，从425毫升 /分钟（26
英寸 3/分钟）降到 0.52毫升 /分钟（0.03
英寸 3/ 分钟）（下一页，右上图）。

最后，研究人员对愈合水泥的耐久

性进行了研究。对其耐久性的测试包括

两个步骤。首先，研究人员通过膨胀试

验来检测该水泥体系是否能够维持长期

自愈合特性。其次是评估水泥在原油中

浸泡较长时间后是否仍然能保持基质完

整性。

将 FUTUR 水泥在水中长时间浸泡

后进行的膨胀测试表明，该水泥仍然具

有自愈合性能。在测试过程中，先将水

泥置放在膨胀单元中进行几个月的水中

固化，然后在60˚C的温度条件下将其浸

入原油中。测试结果表明，尽管该水泥

经过了为期一年的“休眠“期，但基质

仍然具有良好的自愈合反应能力。在原

油中浸泡一年后，基质完整性测试也未

发现其基质完整性出现任何衰退的迹

象。即使在原油中浸泡一年后，FUTUR
水泥的力学特性仍未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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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愈合。研究人员还在反复破坏的情形下对
自愈合水泥体系进行了测试。SHC水泥不断生成
微环隙并进行了修复（上）。在 1.4 MPa/ 米的压

差条件下，原油流经不断产生的裂缝通道后不断
地被SHC体系阻断。而在利用常规水泥进行的同
类测试中却未发现有任何流量下降的迹象。在压

力增加的条件下，FUTUR水泥浆体系在不到20分
钟的时间内成功阻断了原油对一个 100微米裂缝
的侵入（下）。

> 利用气流对SHC进行测试。SHC对天然气的封堵特性与对原油的封堵特性相
似。对测试单元内的水泥进行固化，使其形成任意大小的微环隙。采用SHC之
后，流经水泥的流量从氮气转换成天然气后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内明显下降
（左）。而在这段时间内，以同样方式对传统水泥进行测试，却几乎未发现有任
何流量减少的迹象（右）。这一专门的测试系统是以哈斯勒套筒岩心夹持器为

基础的，能够防止天然气沿岩心外侧流过。

地面解决方案

实验室测试所证实的 FUTUR 水泥

的长效自愈合特性能使其尤其适合长期

层间封隔。同时，也表明SHC是一个解

决当前或长期气窜问题的好办法。

例如，在加拿大艾伯塔省落基山脉

山麓地区，由于当地地质条件复杂且存

在一些较浅的含气煤层，使得固井作业

面临一系列难题。煤层中可能会逸出天

然气，而逸出的气体最后将通过套管环

空窜流。作业人员将可能不得不根据天

然气渗漏程度作出相应的关井、修井，

甚至是弃井的决定。每口井的修复成本

高达25－100万美元，这还不包含产量

损失和弃井的潜在损失[14]。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艾伯塔Grande
Cache地区中西部某深层气田的作业者

在两口新井的层间封隔作业中引入了

FUTUR水泥技术。作为对旨在降低气窜

风险（Grande Cache地区中具有气窜风

险的油井大约占总井数的10%）固井作

业的补充，该作业者选择了自愈合水泥

体系。

1 号井和 2 号井都需要将水泥注至

地面。1号井尤其令该作业者担心，因

为离该井 500米（1640英尺）处的一口

类似井曾经出现气窜。由于在钻2号井

时出现了漏失，该作业者需要使用分级

注水泥工具确保水泥穿过有问题的一些

含气层一直灌注至地面[15]。SHC水泥浆

的混合和泵入采用标准的油田设备，轻

松地达到了高达 0.95米 3/分钟（6桶 /分
钟）的连续混合速度。

1号井的固井作业开始后，中间套

管环空中出现了一定的气压。但油井完

井后气压却并不明显，这表明SHC已经

被激活并阻断了气窜。在固井作业后的

12个月内，2号井并没有出现气窜现象。

尽管12个月的观察期可能看起来较短，

但该地区的气窜风险通常都出现在固井

作业后的几天或几个星期内。

在完井和生产过程中，两口井都承

受了各种井下应力，其中包括在完井测

试中采用的 64 MPa（9.282 psi）井底压

力以及由油井顶部600米（1968英尺）一

个加热器管柱引起的与循环温度变化有

关的应力。在上述事件发展过程中及结

束后，都未检测到气窜现象。

在艾伯塔中部的另一个地区，某油

田也因目标层上部的地层出现气窜问题

而陷入了困境。油田作业者在两口井中

使用了FUTUR自愈合型水泥作为现有水

泥技术的补充。在第一口井中，由于钻

井过程中出现了流体滤失现象，因此将

水泥的最大密度控制在 1380 千克 / 米 3

（11.5磅 /加仑）以内。第二口井中出现

的问题与第一口井的问题正好相反，钻

井人员在钻井过程中通过泥浆录井检测

到了气窜，钻井液密度因此被增加到

1470千克 /米3（12.25磅 /加仑）。这就意

味着为了满足泥浆清除方案的要求，必

须将该井的水泥密度提高到 1550 千克 /
米 3（12.9磅 /加仑）[16]。

14. Roth J，Reeves C，Johnson CR，De Bruijn G，
Bellabarba M，Le Roy-Delage S 和 Bulte-Loyer H：
“Innovative Hydraulic Isolation Material Preserves

Well Integrity”，IADC/SPE 112715，发表在 IADC/
SPE 钻井大会上，佛罗里达州Orlando，2008年
3 月 4-6 日。

15. 分级注水泥工具可以使水泥浆通过滑套沿着
套管灌注在某一特定深度上。当整个水泥柱
的静水压力可能超过分级注水泥工具下的井

筒破裂梯度时，要使用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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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temaggiore 155dir 地下储气（UGS）井的水泥评价测井分析。超声波弯曲衰减测井仪得到的 SLG图（第 1 道）中的棕色部
分代表固体（水泥），相应的实测声阻抗值（第 2 道）大约为 5 Mrayl（接近预计的水泥值），弯曲波衰减较大。CBL（第 7 道）

数据是比较一致，显示套管 - 水泥胶结率达到 100%（CBL 平均值为 5 mV），VDL 曲线（第 8 道）上存在很强的地层波至，这表
明水泥与地层胶结良好。水泥胶结良好还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衬管的居中情况非常好，套管居中曲线（第4道）和第三界
面短轴和长轴输出数据（第 5和第 6道）都表明了这一点。除了在X,720米深度附近外（该深度处套管几乎与地层接触），图中

大部分井段的套管居中曲线值都在80%以上。这一点通过水泥厚度沿着短轴逐渐变薄也能看出。在SLG相图、水泥胶结图和弯
曲波衰减图（第 3道）看到的水平特征显示的是大约每隔 14米（45英尺）的一个套管接头，每个接头上的两个套管扶正器。这
些测井资料表明水泥与套管和地层之间的水泥胶结情况良好，从而可以确保在 UGS 井的整个高渗透性注入层段实现有效的液

压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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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井况很差（A井中有一个低孔

隙压力层，B井一个气侵入层的孔隙压

力-破裂压力窗口很窄），但该新型水泥

体系使这两口井均实现了层间封隔。A
井中水泥返至地面表明，SHC能够用于

易出现循环漏失井的单级注水泥作业

中。在随后的钻井、增产和完井作业过

程中及作业后，均未出现任何环空气窜

的迹象。

在地下储气井中的应用

对于负责地下储气（USG）井密封

工作的工程师而言，长期维持固井水泥

的自愈合特性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这

些井既用于注入，又用于开采，因此井

筒温度和压力不断发生大的变化（而且

这些变化发生的周期比较短），这样会

引起套管和水泥的应力载荷发生变化。

此外，生产井的寿命周期可能为20
年，而UGS井的预期开采和注入寿命可

能为80年甚至更长。因此，如何避免地

下储气井中出现层间封隔问题是作业公

司重点关心的课题（请参见“智能井技

术在地下储气库中的应用”，第4页）。许

多 UGS 设施中出现的液压隔离问题都

是由套管偏心或水泥中形成微环隙从而

造成钻井液窜流引起的[17]。

意大利北部由埃尼集团公司负责作

业的某储气库的 UGS 井出现的层间封

隔问题是上述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埃

尼和斯伦贝谢的工程人员所面临的难题

包括如何在注气层实现有效密封，以及

如何在倾斜（49˚）冲刷井段获得气密水

泥环。

埃尼集团公司旗下的Stogit公司选

择了 FUTUR 自愈合水泥对该储气库的

一口新井的生产套管进行注水泥作业。

作业方案还涉及到扶正器的合理布置，

以及一套用来评价水泥胶结效果的气窜

分析软件和Isolation Scanner测井仪等。

为解决该地区 UGS 井中持续套压

造成的问题，采取了一种综合的方法：

● 利用更多的扶正器改善套管居中情

况

● 在目的层下入衬管来促进固井过程

中套管的旋转

● 在水泥水化过程中利用软件工具预

测和防止气窜

● 针对具体问题，通过软件分析选定

水泥体系

● 采用 FUTUR SHC
● 采用包括所有超声波和弯曲波测量

在内的一整套固井后测井评价仪器

2007年，作业人员在Cortemaggiore
155dir UGS 井中进行了 SHC 固井作业。

作业队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评估软件

程序对泥浆清除等进行了优化，并对隔

离液和水泥浆的特性进行了改善。利用

另一个软件程序对可能发生的气窜严重

程度进行了风险评估。这一评估是基于

压力衰减极限值进行的。压力衰减极限

值是一个用来表示在水泥浆水化过程

中，水泥浆静水压力在低于孔隙压力并

造成环空中气窜之前能够下降多少的测

量值。

最后，利用可以模拟井寿命周期中

压力和温度变化的力学应力模拟软件对

水泥环的完整性进行了评价。该软件对

三种水泥环破坏机理进行了模拟，即牵

引、受压破坏以及形成内部和外部微环

隙等。

在固井作业完成后，利用CBL-VDL
和 Isolation Scanner 仪进行了测量，结

果表明套管和地层界面处的水泥胶结状

况良好（前一页图）。目前，在天然气

被反复注入和采出的过程中，还在继续

监测该井中 SHC 体系的长效作用。

最近 FUTUR 水泥技术还在加拿大

落基山环境敏感地区得到了应用。美国

的一家作业公司因流体窜流至地面所导

致的环境问题而中止了钻井作业。之

后，该公司对其建井程序进行了重新评

价并恢复了在该地区的钻井作业。尽管

对钻井程序进行了修改，但在完钻的七

口井中，有三口存在明显的气窜问题，

而其他四口井也被怀疑存在这一问题。

后来，该公司在钻井和完井方案中使用

了FUTUR水泥技术。在此后钻井和完井

的13口井中，只有两口井被检测出存在

气窜问题，其中一口井的气窜是由与

SHC无关的作业问题引起的，另一口井

的气窜流量极少，几乎检测不到。

让时间来证明

FUTUR水泥持久的自愈合特性是其

得到成功应用的关键。实验室测试结果

表明，在油气井整个寿命周期以及更长

的时间内，SHC将可以继续阻断气窜通

道。作业公司迫于内部和外部环保部门

的压力，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在油气井封

堵和废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水泥环仍

能继续防止油气逸出地层。FUTUR水泥

的这种阻断地层流体通过窜槽流往地面

的能力使其成为满足这一需求的理想工

具。

在CBL-VDL测井结果不一致或不明

确的情况下，作业公司（尤其是那些在

容易发生气窜的地区进行作业的公司）

希望能够通过提高对套管外水泥胶结情

况的认识，来进行避免其他一些费用高

昂的层间封隔测试。在孔隙压力和破裂

压力梯度相近的钻井环境下，需要采用

低密度水泥，而低密度水泥对传统声波

测井仪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

Isolation Scanner 仪器正是应对这一挑

战以及解决其它层间封隔难题的有效手

段。                                                   —RvF
16. Cavanagh 等人，参考文献 2。

17. Moroni N，Panciera N，Zanchi A，Johnson CR，
LeRoy-Delage S，Bulte-Loyer H，Cantini S，
Belleggia E 和 Illuminati R：“Overcoming the Weak
Link in Cemented Hydraulic Isolation”，SPE 110523，
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 Anaheim，2007 年 11 月 11-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