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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碳捕集与存储的未来 

虽然碳捕集、利用与存储在一些地方被广泛视为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的一种手段，但大部分公众对此还不了解。

对于有过提高采收率（EOR）作业经验的人来说，碳利用

技术还算熟悉，而许多管理者、官员及广大人民群众对密

相二氧化碳的深井注入与存储概念则一无所知。此外，这

些做法还会引发许多未知问题，如是否会影响环境和个人

财产？以当前的科学水平能否预测未来的二氧化碳存储变

化？ 

因此，要各个油田广泛接受并普遍实施碳捕集与存储

（CCS），需要开展现场试验。而且，必须将试验结果诚实、

完整地呈现给公众，这一点也非常重要。通过开发可升级

至与商业电厂所释放二氧化碳量相匹配的试验项目，也许

能证明安全存储和密封二氧化碳的能力，以及地质储层与

盖层的有效性。在日本、德国和澳大利亚开展的早期项目

向地下注入大约 10,000 公吨（110,000 美吨）的二氧化碳，

这些二氧化碳是利用卡车或管道运输的。 

而较大的示范项目则需要以每年大约 0.25—1 百万公

吨（0.28—1.1 百万美吨）甚至更高的速度将二氧化碳管输

至注入井。这些大规模示范项目的目的是在目标地层中形

成二氧化碳羽流，并通过测井、化学取样、压力和温度监

测、地球物理测量等手段来有效监测。 

根据地下注入控制计划，美国环保署正在颁布一些针

对新的六类作业分类的法规和相关指导原则。在区域性碳

封存合作计划的指导下，美国能源部从 2003 年以来开始实

施一项包括多个现场试验和示范项目的计划。当前有几个

示范项目正在进行之中，包括本期介绍的美国伊利诺斯州

Decatur 的 100 万公吨示范项目（参见“二氧化碳的封存 —

一项针对排放的举措”，36 页）。 

区域地质筛选、认真仔细的地址特征描述和选择，这

是二氧化碳安全有效存储的基石。以上考察过程的目的是

发现多孔的渗透性储层与合格的盖层。先利用地球物理工

具大概了解地下目标的情况，然后钻井、测井和取芯，证

实对于合格储盖系统的各种预测。 

 

项目作业公司和技术人员从当前进行的示范项目中获

得了大量相关知识，并且通过会议和同行评审等形式与大

家共享这些知识。然而，因为管理者会问及一些涉及到未

来的问题，如储层增产、地下水流动模拟及其他预测方法

等，所以油气行业还需要一个全面的知识共享框架，以便

回答这些问题，支持更大的商业级项目的开展。 

公众也需要发挥作用。但在某些情况下，项目开发者

并没有获得公众的支持。需要与公众进行开放、全面的交

流，以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向公众介绍 CCS 的技术基础。

在项目开发和实施期间，不能忽视这一点。 

尽管当前的 CCS 项目并没有像 5 年前预想的那么多，

但下一代项目，与油气开采、发电和天然气处理项目的项

目，已经开始开发。在含盐储层中实施 CCS 仍处于初期阶

段，但到目前为止结果令人鼓舞。 

油气开采行业的技术及其人员的经验对于二氧化碳注

入和存储项目的成功开展至关重要。成功的示范项目将应

用甚至推进油田技术，而在项目开发和监测期间获得的信

息必须向公众公开。这种公开透明的方式将会获得油气行

业之外各相关方的信心，并且对于确保公众普遍接受 CCS

是减缓气候变化的有效工具这种信念非常重要。 

Robert J. Finley 

美国伊利诺伊州 Champaign 市伊利诺斯州地质调查局 

高级能源技术创新部主管  

Robert J. Finley 是美国伊利诺伊州 Champaign 市伊利诺伊

州地质调查局高级能源技术创新部的主管。他曾在美国德克

萨斯州和落基山脉从事残留石油和天然气的油藏开发工作以

及煤层气与致密含气砂岩的气藏开发工作，并曾在伊利诺斯

盆地从事油藏的碳封存开发工作。Robert 在纽约市立大学获

得学士学位，在纽约锡拉丘兹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在美国

哥伦比亚州的南卡罗来纳大学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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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碳捕集与存储的未来 

伊利诺伊州地质调查局高级能源技术创新部的主管 Robert J. Finley 发表的社论。 

4 井筒杂物专用打捞工具 

完井作业经常产生井下碎屑杂物，如砂、

射孔枪残余物和金属微粒。除此之外，司钻还

经常发现意外掉到井下的各类螺母、螺栓、工

具及其他材料。如果这些东西不清理出井筒，

可能会影响井的最佳产能。本文介绍了高效打

捞井下杂物的新式工具和技术。 

 

14 用沥青质学揭示油藏秘密 

石油公司将井下流体分析与沥青质学方面

的进展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了解储层结构。

对石油最重组分—沥青质—进行井下分析有助

于地学科学家确定沥青质浓度梯度，进而帮助

作业公司确定是否存在封闭阻挡层，评估复杂

储层中各种流体之间的串通与平衡。来自墨西

哥湾和中东的实例展示了各家公司如何利用沥

青质梯度技术来获得有关储层连通性和流体分

布的更多信息。 

 

 

 

《油田新技术》是斯伦贝谢公司

出版的季刊，该刊向油田专业人

员介绍石油勘探与开发中的技

术进步。斯伦贝谢公司将该刊分

发给其雇员和客户。 

只列有地址的作者是斯伦贝谢

公司或分公司的雇员。 
 

 

油田新技术按季度发行，在美国

印刷。欲求电子版的英语、西班

牙语、汉语及俄语文章，请访问

www.slb.com/oilfieldreview。 
 

 

©  2013斯伦贝谢版权所有。未经事

先书面许可，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

都不得以任何的形式或手段，如电

子、机械、照相、录制等进行复制、

资料检索或传送。 
 

 

http://www.slb.com/oilfieldreview


 

3 

 

2012/2013冬季刊 

总第 24 期 

第 4 期 

ISSN 0923-1730 

 

26 Landing the Big one - 打捞的艺术 

设备落于井下是司钻遇到的最糟糕情形之一，

仅次于井喷。打捞是一门从井筒内捞取落井、损坏

或者遇卡的井下落物的艺术，取决于打捞专家的经

验、想象力和创造力。这篇文章描述了用于打捞井

下落物的工具及技术。 

 

 

36 二氧化碳的封存—一项针对排放的举措 

太空气象会影响陆地生态系统，这对于现代社

会至关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担

忧。而对这一担忧的应对措施是从燃烧碳基燃料产

生的排放物中除掉二氧化碳并将其封存在深深的地

下。石油行业上游领域的专家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

能够管理这些复杂注入项目的筛选、施工和监测。 

 

 

49 投稿人 

封三《油田新技术》下期内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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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磨铣就是利用井下工具通过切割、打磨和清除的方式

清理井下设备或工具上的多余东西。选用的磨铣工具、

清理液和清理技术只有与落鱼和井筒环境配套，才能

成功完成磨铣作业。 

2. Connell P和Haughton DB：“Removal of Debris from Deepwater 

Wellbores Using Vectored Annulus Cleaning Systems Reduces 

Problems and Saves Rig Time” ，SPE 96440，发表在SPE 技

术年会暨展览会上，达拉斯，2005年10月9–12日。 

 

早在18世纪后期，意大利物理学家乔瓦尼·巴蒂斯塔·丘里

就描述了流体通过障碍物时产生压降这一物理现象。如今，工程

师们仍在利用这个原理设计专用井筒清洗系统，在一些地下条件

比较复杂的地方执行重要的井下杂物打捞作业。 

杂物清理是保证钻井或完井

作业成功的一个重要环节。杂物清

理涉及到从裸眼井或完井井眼中

清理落物或不需要的东西。落物通

常包括小片井下工具、钻头牙轮、

手工工具、电缆、工具链条、磨铣

过程中产生的金属碎屑，以及其他

各种碎片。尽管通常情况下，完井、

增产和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砂和其

他材料不被认为是杂物，但在正式

开采前也必须清理出井筒。 

因为杂物种类很多，工程师们

开发了各种工具和技术，提高井筒

清理效率。本文着重阐述建井过程

中的钻后阶段，关注的问题是如何

清理相对较小的碎物，如金属碎

屑、射孔枪碎片、小尺寸硬件和砂

等。本文首先讨论各种杂物的来

源，然后分析各种适用的清除技

术。通过案例研究说明作业公司如

何将这些新技术用于各种完井环

境，以降低风险、减少井下作业时

间，提高井产能。 

碎物来源 

钻井平台是个繁忙的地方，很

多小东西都有可能从这里掉到裸

眼井中。深水作业时，井眼通过立

管通向地面，地面孔的直径有一米 

（3英尺），很多大东西都有可能

通过这个孔落入井下。 

 

^  典型平底磨鞋。平底磨鞋专为粉碎井下遇到的

各种落物而设计，这类落物包括钻头牙轮、钻杆、

桥塞或其他硬物。磨铣时靠耐磨垫稳定工具。司钻

根据要磨铣的具体落物种类部署研磨面或工具组

合。 

井下各种作业活动也会产生杂物。

司钻经常需要打磨铣削各种硬件，如封

隔器、衬管顶部和井筒中的设备（上图）
[1]
。上述作业过程中产生的金属碎屑是

最常见的井筒杂物。通过钻井液、铣削

液或完井液循环，大部分金属碎屑会被

带到地面。然而，一些碎屑可能仍然滞

留在井中，因此在完井或生产过程中碎

屑滞留的位置会出现诸多问题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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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已打开的射孔。为了隔离已打开的射孔

（否则会被来自射孔上面层段作业时产生的碎屑损

坏），司钻用砂盖住临时封隔器顶部。上层作业结束

后，再将这些砂和产生的碎屑清理出井筒；然后释

放封隔器，并从井筒取出。 

完井过程中，套管井可能需要用

专用弹药通过射孔枪射孔。射孔枪激

发后，聚能射孔弹刺穿套管、水泥环

和地层。一段产层上射孔密度为33孔
/米（10孔/英尺）就可能产生数百个

射孔孔道；射孔过程产生大量金属和

地层碎屑，它们必须被清出井筒。 

以前，弹药碎屑、套管碎片和地

层碎屑留在射孔孔道中，它们会造成

产量下降。射孔后分析往往表明很多

射孔孔道被各种碎屑堵塞而失去生

产能力。射孔技术上的研发成果，如

可获得干净孔道的PURE 射孔系统，

与只产生少量碎屑的聚能射孔弹有

机结合，使得工程师们能够减少这类

射孔孔道损失
[3]
。尽管仍有少量碎屑

滞留在孔道中，但大部分碎屑可能会

沉积在井筒中，会堵塞可回收桥塞的

锁定机构或影响完井设备的性能。 

有时，有些东西被有意引入井

筒，只是随后在洗井时再清理出去。

实施增产作业时通常用砂覆盖临时

封隔器的顶部，并打开射孔，目的是

避免司钻在井筒其他地方工作时破

坏这些射孔（左图）。作业完成后，

必须先清除这些砂，然后才能开始生

产。还有一些增产措施，如那些结合

FRAC-N-PAC 支撑剂排除系统使用的

增产措施，为改善生产条件，有意将

砂和合成支撑剂放置井筒中
[4]
。无论

哪种情况，开始生产前，必须将多余

的砂和支撑剂清理出井筒。 

尽管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努力

保持井筒和相关生产设备远离各种

碎屑杂物，但一些杂物还是经常会进

入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增加完井设

备损坏的风险，降低生产效率，危及

生产井的长期生产能力
[5]
。 

设计越来越复杂 

油气井的建设条件越来越复杂，成

本越来越高。在偏远位置、深水环境下

钻井，或钻深井，作业扩展成本往往每

天高达一百万美元。面临这样日益加剧

的复杂环境，要保持成本下降，作业公

司必须制定好关键的钻井和完井决策。

因此，现在的风险分析成本应以每分钟

而不是每天为基础进行。  

随着井眼形状和完井设计越来越

精细，工程师们认识到那些曾经被认为

影响不大的碎屑杂物也需要清理出井

筒，这样才有利于风险管理、提高作业

效率和优化生产。甚至少量的杂物也有

可能妨碍生产，造成完井失败。当作业

公司在深井和倾斜井眼中下构造复杂、

长度较长的完井组合管柱时，落物或小

碎屑都有可能制造困难。某些高级完井

设计，如那些用生产套筒选择性隔离产

层的完井设计，小碎物，包括金属碎片

和砂，都可能造成堵塞，或妨碍套管进

入目标位置或进行正常作业。 

利用传统方法难以清理曲折井眼。

在工程师们必须考虑井斜变化、当量循

环密度（ECD）的限制、套管尺寸的伸

缩和泵容量限制的情况下（下一页，左

上图），很难确定最佳循环速度。即使

采用中等循环速度，结合使用各种粘性

流体，也会因为 ECD 上升带来井漏风

险。对于此类复杂井况，需要采用新的

解决方法。 

3. BersåK，Stenhaug M，Doornbosch F，Langseth B，Fimreite 
H和Parrott B： “Perforations on Target”，《油田新
技术》，16卷，第1期（2004年春季刊）：28-37。  

4. Gadiyar B，Meese C，Stimatz G，Morales H，Piedras J，
Profinet J和Watson G： “Optimizing Frac Packs” ，《油

田新技术》，16卷，第3期（2004年秋季刊）：18–29。 

5. Haughton DB和 Connell P ：“ Reliable and Effective 
Downhole Cleaning System for Debris and Junk 
Removal” ，SPE 101727，发表在SPE亚太地区石油

与天然气会议暨展览会上，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阿

德莱德市，2006年9月11-13日。 

6.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物理学院视觉物理专业： “Fluid 
Flow, Ideal Fluid, Bernoulli ’ s Principle ”  ，

http://www.physics.usyd.edu.au/teach_res/jp/fluids/flow3.
pdf （2012年9月16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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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新应用 

克服高循环速度风险的一种措施—
文丘里真空管—已经存在了几百年。早

在 18 世纪后期，意大利物理学家乔瓦

尼·巴蒂斯塔·文丘里就描述了这种效

应，之后用他的名字命名为文丘里真空

管。众所周知，是文丘里和一位研究流

体力学的瑞士数学家伯努利共同推动了 
 

^  文丘里效应。当流体高速通过一个流动缩颈时，产生一个局部压降，

因此产生一股吸力。利用这股吸力可以清理井筒碎屑。 

 

﹤ 环空流速与清理能力。很多井都采用连

续套管柱，后一段套管通常比前一段套管的直

径小，产生一个可伸缩效果。在海上深水井中，

须用多级套管控制地下压力和地层应力。只通

过循环将井底杂物带到井口，清理效果取决于

循环流体的携带能力，并直接受到流体在环空

中的流速和流体的粘弹性影响。然而，随着流

体向上流动，套管尺寸逐级增加，有效流动直

径不断增大，流速不断减慢。要有效携带井筒

杂物，流体的粘弹性必须足够大。通过增加携

带液的粘度或流速补偿携带能力的损失可能导

致 ECD 增加，从而对地层产生较大的水力压力，

也可能造成井漏。达到满意的向上携带能力，

同时保持井下 ECD 在有效范围内，对司钻来说

是一个挑战。正因为这个问题，用常规方法清

理井筒杂物可能比较困难。 

 

文丘里效应可以被描述为射流引

起的真空。根据文丘里和伯努利描述的

流体动力学定律，流动通道直径收缩后

流速增加，满足了连续性原理，同时压

力下降，满足了机械能守恒定律。静压

发生局部下降就产生了真空（上图）
[6]
。

与常规机械泵相比，文丘里真空系

统有很多优点。常规机械真空系统通常

有运动部件，它们可能会招致各种问

题：阀门可能卡住；进气过滤器会堵塞；

电机会出现故障。相反，文丘里泵很少

或基本没有运动部件，因此几乎不需要

维护。 

来自深层的碎屑杂物 

最近，工程师们用文丘里真空泵清

理井筒中那些用普通工具难以到达和

容易招致问题的地方的杂物。目前已经

开发了多种技术设计，每一种都有独特

功能，满足各种作业需求。有几家服务

公司，包括斯伦贝谢麾下的一家公司

M-I SWACO，都开发了基于文丘里效应

的井下杂物打捞工具；有些工具安装到

连续油管上，有些则安装到常规工作管

柱上。 

WELL SCAVENGER工具基于模块化

设计，应用较灵活。其上部模块包含一

个单喷嘴流体驱动引擎，基于文丘里原

理设计。通过地面泵提供的压力，产生

一股高效、局部反向循环流，这样，无

需提高泵速就能实现最佳举升速度。 

文丘里真空泵的研发。工程师和研发

人员将真空泵设计用于很多领域，从

流体混合系统到医疗保健和家庭维

护设备，如普通的花园软管喷雾器。

今天，工程师们仍在使用这一基本原

理—文丘里效应—设计专用井筒清

理系统，能够在复杂的地下环境下将

杂物成功清理出井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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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逆流促使碎屑杂物沿下部管

道向上流动，首先进入碎屑收集室，然

后进入铁屑收集室，最后通过滤网（左

图）。该系统的基础版由三个模块组成，

但 可 以 通 过 组 合 辅 助 工 具 ， 如

MAGNOSTAR 磁 体 组 合 、 WELL 
PATROLLER 井下过滤工具、RIDGE BACK 
BURR MILL 磨铣工具和 SABS （单动作

旁路短节），增强工具的功能，扩大工

作范围（下一页）。 

因为杂物清除工具往往被部署在

盐水环境中，这种流体本身的固体携带

能力就有限，常规技术通常需要高循环

流速或高粘携带液才能将杂物有效捕

捉到收集筐或收集室内。而采用 WELL 
SCAVENGER 工具则不需要上述措施。

开放的射孔容易导致循环漏失或射孔

破坏，某些井下硬件设施对压力比较敏

感，由于地面设备局限不可能达到预期

的高泵速，这些都是采用常规清理技术

面临的问题。而新一代工具，如 WELL 
SCAVENGER 则具有明显优势。 M-I 
SWACO 的工程师们利用专用流态设计

软件确定有效回收井筒杂物所需要的

地面泵速，而无需考虑对井下硬件和射

孔开口的影响。 

根据碎屑估计量，工程师们在工具

管柱的下端配置一个或多个收集模块。

每个模块都设计了一个碎屑收集区、一

个分流器和一个安装了内部扶正器的

内流管，确保强度和稳定性。流体流过

每个收集室时，内流管提供了反向流动

通道，分流器确保杂物从流体中沉淀下

来，进入收集区。 

过滤单元安装在碎屑收集模块之

上、引擎之下。流体向上流，进入工具，

通过磁体组件，然后经过过滤器后，流

出工具。过滤管和磁体组件都进行内部

扶正，确保其在斜井中保持足够的稳定

性。清理工作完成后，或清理系统填满

或堵塞时，可以打开 SABS 工具，加快

环空流，有助于清理工具上面的残余碎

屑。WELL SCAVENGER 工具能用来清理

井筒中的各种碎屑，包括磨铣碎屑、折

断的钻齿、砂子、落入井下的小型手工

工具以及射孔枪激发后产生的碎片等。

^  WELL SCAVENGER 工具模块配置。流体沿以下路

径通过 WELL SCAVENGER 引擎（左上）：流体从地面

通过喷嘴（向下的绿箭头）产生一个低压区。因为这

个局部压降产生真空效应，将流体和碎屑杂物通过

WELL SCAVENGER 工具向上吸入，然后通过引擎中心

（向上的红箭头），从引擎周边绕过，在喷嘴附近反

向 （弯曲红箭头），然后流出工具（黑色箭头）。流

出工具后，部分流体上行，流到地面（向上的绿箭头），

剩余部分又流回了井底。到达引擎前，携带杂物的流

体首先通过下部的杂物收集室 （右）。一旦进入工具，

移动的杂物与工具的分流器元件相互作用，促使它们

沉淀到收集室内。一个收集室装满后，杂物会流到后

面的收集室。当携带杂物的流体向上流动，通过 WELL 

SCAVENGE 工具时，并非所有杂物都沉淀到收集室内。

一些杂物通过筛网模块时，其中的铁屑被磁体组件吸

附并收集起来，之后流体通过一个过滤网，过滤掉剩

余的非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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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筒清理工具。MAGNOSTAR 工具是一个磁体组件，杂物通过工具时其中的铁屑被吸附并收集起来。磁体组件壳体上的叶片形

成一个流动区，使流体能够绕过工具，同时避开套管壁。WELL PATROLLER 工具是一款井下过滤装置，随洗井管柱下入井中，在下

井过程中可帮助清洁井筒。在洗井管柱被取出井筒的过程中，该工具能过滤通过丝网过滤器进入环空的所有残余杂物。RIDGE BACK 
BURR MILL工具是一款套管清理工具，用于清理射孔后的套管或衬管。该工具能清除射孔毛刺，确保完井设备顺利通过。完成磨铣

和清理工作后，用户可以关闭RIDGE BACK BURR MILL 工具。司钻通过循环液将促动球置入工具，促动球移开工具内的一个支撑滑

套，消除施加在磨铣肋条上的扩张力。SABS工具可使司钻提升衬管或套管接头上面的套管柱内的流体流速。该工具下入井中时，

循环口处于关闭状态（右二）。司钻置入一个促动球，打开循环口（右一）。该动作改变流体流向，迫使流体从沿管柱向下流动转为

绕管柱流动，因此消除了流动障碍，使泵速增加，形成高速环空流。如果要关闭循环口，司钻只需再置入一个促动球。 
 

在地面，如何安全处理装满碎屑

的回收工具非常重要，是当这些工具

曾经接触过溴化锌或其他容易引发

HSE 风险的完井液时尤其如此。为了

有效解决这些问题，WELL SCAVENGER 
工具模块上都配备了密封升降帽，专

门用来在地面拆卸工具时收集回收的

碎屑。 

 

清理砂粒和射孔枪碎片 

进行射孔作业时，例如重新对上

部层段进行射孔，作业公司通常在产

层上面打临时桥塞。此外，砂或陶瓷

支撑剂一般置于临时桥塞上，对负责

收放临时桥塞的面朝上闩锁机件提供

额外保护。 

2011 年，埃尼石油公司采用

QUANTUM 砾石充填 BA 封隔器桥塞

在意大利亚得里亚海上一系列井中进

行了多层段砾石充填完井作业。打桥

塞后，司钻在每个桥塞上铺上砂粒，

用来保护桥塞在射上部层段时免受射

孔枪和地层碎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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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亚得里亚海一口井中射开的层段。 

后来在另外两口井中也进行了类

似作业；其中第三口井是斜井，倾角

为24°。利用WELL SCAVENGER，司钻

们通过12次下井作业，成功清理了砂粒

和射孔枪碎片，并顺利回收了每个封

隔器。 

清理压力敏感区的碎屑 
积聚在封隔器顶部的砂粒及其他

小碎片会造成封隔器回收困难。同样，
这些杂物还妨碍其他井下机械设备如
地层隔离阀（FIV）的正常作业。因为
这类阀是靠压力启动的，使用的碎屑
清理技术必须要确保尽量减小局部压
力变化。WELL SCAVENGER 单喷嘴文
丘里引擎提供的碎屑清理技术在低循
环流速下就能有效工作，这样就能尽
量减小FIV附近的压力变化。在采用FIV
清理井筒杂物的典型作业中，BHA包括
WELL SCAVENGER组件和一套或多套
起补充加强作用的井筒清理工具，如 
MAGNOSTAR 工具和WELL PATROLLER 
工具（下一页，左图）。 

2012年，一家大型国际作业公司计
划在北海英国区块内在FIV上进行针对
性的井筒清理作业。常规井筒清理工
具要求高流速，清理FIV附近区域时可
能引发问题。这些因素会增加FIV意外
启动的风险，也可能破坏完井组合上
的工具组件。 

为了保证工具发挥最佳性能，
WELL SCAVENGER 工具底部的丝堵应
放置在FIV促动球上面0.3-1米（1-3英尺）
处。在该例中，用7 1/8英寸的联顶接
头确保了这个间隙，降低了因意外触
碰破坏FIV的风险。 

在作业过程中，直到丝堵被放置
到FIV促动球上面约6米（20英尺）处才
下入WELL SCAVENGER工具。然后司钻
开始按照4桶/分钟（0.6方/分钟）的预
设速度泵入循环液，同时慢慢下入工
具。当丝堵到FIV促动器上面大约0.75
米（2.5英尺）时，工程师稍稍提升泵
速到6桶/分钟（0.95方/分钟），确保在
FIV附近实现最佳清理效果，同时不破
坏井下硬件。 

泵入循环液30分钟后，钻井人员将
WELL SCAVENGER工具回收到地面。工
具上的碎屑收集室共收集了各种非金
属碎屑11.8公斤（26磅），主要是砂粒
和橡胶碎片。另外从工具的内置磁体
组件内，钻井人员还回收了0.91千克（2
磅）的铁屑类杂物。 

射 孔 作 业 完 工 后 ， 下 入 WELL 
SCAVENGER 工具，并成功清理了每个

封隔器上面的砂粒和射孔枪碎片。 

阿伯丁的M-I SWACO 工程师和意

大利拉文纳的斯伦贝谢工程师合作，

对每个完井项目制定了详细计划。作

业公司采用了密度为1.3 g/cm3 （10.8
磅/美加仑）的氯化钙（CaCl2）完井液，

并在进行浅层射孔前，在每个临时封

隔器上面铺上了20升（5.3 美加仑）密

度为2.7 g/cm3 （22.5磅/美加仑）的陶

瓷支撑剂。第一口井是直井，每米射

了39个孔（12孔/英尺）（上图）。  

射完一层后，司钻下入 WELL 
SCAVENGER 工具和套铣鞋，清除多余

的陶瓷支撑剂，并清理了封隔器回收

闩锁机构。 

第一次下入 WELL SCAVENGER 工

具时，确定了碎屑顶的位置，没有启

动循环，使套铣鞋顺利滑过碎屑，  

落到封隔器桥塞上。非常顺利地清除

了砂粒和碎屑，并收回了临时桥塞。

但是，为了减少工具被砂粒卡住或损

坏封隔器的风险，工程师们选择在后

续洗井时在预测砂粒顶上接近 30 米

（100 英尺）处启动循环。 

在每口井中，在封隔器桥塞上正

确安置了套铣鞋后，司钻循环了1.5-3
倍环空容积的循环液，以确保清理出

全部碎屑。使用WELL SCAVENGER 工
具，平均25分钟就能清理出每个砂丸。

根据全部非金属碎屑回收量统计结

果，湿重为16公斤（35磅）的非金属碎

屑—约占陶瓷砂的65%—通过滤管被

清出井筒。射孔枪碎片及其他尺寸较

大的砂粒滞留在收集室内，金属杂质

收集在过滤模块的磁体组件中（下

图）。钻井队员处理了碎屑收集室，

并进行了清洗、检查和保养，为在后

面的底部钻具组合（BHA）上使用做好

准备。 

∧  在亚得里亚海收集井筒杂物。 杂物通过WELL SCAVENGER工具时，其中的铁屑被磁体组合吸

附（A），陶瓷碎片（B）和射孔枪残渣（C）通过碎屑收集室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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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WELL SCAVENGER工具，清理FIV周围的

碎屑。经过适当配置，可用各种工具来清理FIV

附件敏感区域的碎屑。在该例中， WELL 

PATROLLER工具、MAGNOSTAR磁体组件和SABS

工具都下到了WELL SCAVENGER工具的上面，确

保有效清理井筒。并通过一个止过定位器防止

工作管柱下移进入完井组合。 

作业公司原计划在清理井筒后很快

就开启FIV，但是这口井被临时停工了。

尽管只能等开启了FIV后才能证实最终清

理效果，但WELL SCAVENGER 工具被成

功下到了FIV附近，并回收了很多碎屑，

这两点就能说明这次作业获得了成功。

作业公司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对这口井重

新启动作业。 

砾石充填井筒，特别是那些油藏压力

低、容易漏失的井，在碎屑清理过程中很

容易遭到破坏。砂粒和其他小碎屑可能积

聚在砾石充填筛管内，阻碍生产。在再完

井作业中，为提高井的产能，作业公司往

往需要清理筛管中的这类杂物。 

对完井工程师来说，无法在低压油

藏中循环盐水完井液会限制碎屑回收方

法。而WELL SCAVENGER 工具的一项独

特优势就是能够在低循环流速下有效回

收井下杂物，这使WELL SCAVENGER 工
具成为复杂井况下的理想解决方案。 

2012年，一家作业公司正在美国阿拉

斯加北坡作业，需要对一口产量开始下

降的砾石充填裸眼井进行再完井作业。

这家公司面临的正是这种情况。工程师

们理论上推测砂粒积聚在砾石充填筛管

内造成了生产停止。但是再入之后，修

井队尝试泵入1.02 克/立方厘米 （8.5磅/
美加仑）的过滤水时，发现油藏压力低，

导致漏失。M-I SWACO的工程师们建议清

理9 5/8英寸套管，一直清理到砾石充填组

合的顶部，大约在4300英尺（1300米）左

右，然后将WELL SCAVENGER 组合下到

裸眼段的砾石充填组合中，清理其中的

杂物，一直清理到总深度约5000英尺

（1500米）。 

在清理上部的95/8英寸套管和测井

的过程中，为了保护裸眼段的砾石充填

层，在下部完井组合的正上面安装一套

临时封隔器。然后在封隔器的顶部铺上

1000磅（454千克）的砂粒，防止清理作

业过程中碎屑落入封隔器的释放机构

中。套管清洁和测井后，泵入循环液将

砂粒回收到地面，并成功取出了临时封

隔器。 

∧  清 理 砾 石 充 填 筛 管 内 的 杂 物 。 WELL 

SCAVENGER 工具组合被下入砾石充填筛管组合

内。在引擎下面安装了 4 个碎屑收集室和 21 节工

作管柱；这些组件都很小，可以插入砾石充填组合

内。在该例中，碎屑清理过程中，引擎和碎屑收集

室都坐在砾石充填筛管的上面。清理完毕，司钻将

工具组合上提到衬管顶部，打开 SABS 工具，使环

空循环速度提高，确保将环空中的残余碎屑清理到

地面。 

M-I SWACO 工作人员以每分钟3
英尺（1米 /分钟）的速度下入WELL 
SCAVENGER 工具，同时以每分钟4桶
（0.6方/分钟）的泵速泵入循环液（上

图）。地面泵的泵速保持在WELL 
SCAVENGER工具最佳范围的低端，以

尽量减少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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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钻向下循环每根立根后，泵速提

高到7桶/分钟（1.1方/分钟）, 持续五分

钟。工具一次下到目标深度。修井人员

从砾石充填筛管中回收了14.5磅（6.6千 

克）的地层砂、橡胶碎片和金属碎

屑（下图）。成功清理了砾石充填

筛管后，作业公司继续完成了再完

井作业。 

清理磨铣碎屑 

司钻采用磨铣技术进行各种井下作

业，例如套管开窗，打磨毛刺和工具顶端

的边缘，将桥塞和封隔器研磨成小碎片，

确保它们能被循环液顺利带出井筒。 

2010年，一家在墨西哥湾作业的大型

作业公司计划从井筒中取出铸铁桥塞

（CIBP）。但在确保能够磨碎CIBP前，作

业公司必须先除掉桥塞上面200英尺（60
米）厚的水泥塞。司钻下入了81/2英尺的

牙轮钻头，确定水泥塞顶部大约在800英
尺（240米）处。钻井作业中，一个牙轮

掉到了井里。  

司钻将损坏的钻头取出井筒，然后安

装了一个磨铣工具重新下入，但是没能磨

碎那个掉到井里的牙轮。为了尽量减少额

外的钻井时间，作业公司试图寻找一种通

过单次下井就能清出落井的钻头牙轮、又

能磨碎CIBP的解决方案。M-I SWACO 的
工程师们建议采用配有特殊BHA的WELL 
SCAVENGER工具，满足作业公司一趟钻解

决以上问题的要求。 

BHA管柱包含两部分：一个套铣鞋—
外部光滑，内部粗糙，有切削刃，和一节

冲洗管接头，接头上有两排指型落物打捞

篮。顿钻打捞筒被插入打捞篮帮助打捞掉

落的钻头牙轮。该 BHA 允许从 WELL 
CAVENGER工具底部到套铣鞋切削刃有

16.5英尺（5米）的长度。 

司钻下钻，确定CIBP顶的位置，暂停

循环后开始磨铣桥塞。以80rpm的转速磨

铣，落物打捞监督花费了大约5个小时才

将这个桥塞磨碎，期间施加到工具上的重

量高达1000-6000磅（4450-26700千克），扭

力高达1000-3000磅.英尺（1356-4067牛顿.
米）。当2英尺（0.6米）厚的桥塞全部磨

碎后，钻井人员起出了BHA。共收集了

12-15磅（5.5-6.8N）的金属碎屑。不能进

入WELL SCAVENGER工具的大碎片都被打

捞到了打捞筒里和指状打捞篮的下面，包

括折断的钻头牙轮、牙轮垫圈、封隔器密

封胶垫及CIBP的其他组件。通过分析统计

所有杂物，技术人员确定已将大部分碎屑

杂物清出了井筒。  

尽管采用的海水基钻井液携带碎屑

的能力较差，WELL SCAVENGER碎屑回收

系统还是成功地清除了钻头牙轮和磨铣

CIBP产生的碎片。司钻成功下钻，回收了

剩余的工具组件，期间没有受到井筒碎屑

或落物的影响，因此避免了额外起下钻带

来的作业成本。 

∧ 从井筒深处清理出的各类碎屑杂物。 在阿拉斯加北坡一口井作业时，当WELL SCAVENGER 取出

井筒后，司钻封住了碎屑收集室。后来运到了M-I SWACO 工作间，打开后发现回收了各种杂物，

包括地层砂、橡胶密封垫碎片、金属碎屑。注意图中的笔不是从井中打捞出来的，是专门用来对比

碎屑尺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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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金属杂质。MAGNOSTAR 工具叶片被金属杂质覆盖，这些杂质来自井下，是磨铣井下设备产

生的。从工具中清理下来的碎屑（插图）被放到平台上进行检查。注意图中的尺子不是从井中打捞出

来的，是专门用来量碎屑尺寸的。 

（469千克）的砂和淤泥，还有168磅（76
千克）的铁屑。 

最 后 一 次 下 井 又 组 装 了 三 套

MAGNOSTAR工具，又取出了145磅（66
千克）的铁屑。清除了大部分井筒碎屑

杂物后，司钻下入带抛光磨具的管柱，

清理了下部的封隔器孔。采用 M-I 
SWACO工具从这口井中一共清除了

1,817磅（824千克）的铁屑和非铁屑杂物。

加速工具开发 

苛刻的完井要求、复杂的井筒状况

和高钻井时间成本促使工程师们不断

挖掘WELL SCAVENGER 工具组合及其

他相关井筒清洁工具的新应用。随着新

型碎屑回收工具和技术不断推出，目前

司钻已经能够将那些有意放置井中的

材料和意外落到井中的工具或设备配

件成功清理出井筒。工具组合也不断进

化完善，能够适应多种完井和碎屑清除

需求。碎屑清除工具设计方面的进步正

在降低作业风险，减少作业成本，同时

提高井的产能。 

目前正在进行的设计工作进一步

扩大了碎屑回收工具在深井中的使用

范围。在钻机时间成本不断增加的情况

下，特别是在深水环境中，工程师们研

发的重点是如何将碎屑回收和其他作

业活动结合一起，通过一次下井完成。

例如，现场试验已经表明碎屑回收工具

和磨铣工具可以与封隔器回收硬件组

合，通过一次下井，清除套管射孔的毛

刺、收集产生的碎屑、清除临时封隔器，

这样就能提高作业效率，同时降低作业

成本。还有其他正在进行的研发工作，

可帮助作业公司在低压漏失条件下有

效清除井筒碎屑，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

下成功进行完井作业。 — DW 

 

清除被卡住的封隔器 

司钻和工程师们进行各种努力，尽

量降低作业风险。尽管如此，还是发生

了卡管、完井管柱不能下到目标深度、

落物缠绕在井筒内等各种问题。在阿拉

斯加北坡作业的一家大公司就经历了

这样的事件。 

这家作业公司在向9 5/8英寸的套

管下封隔器时，封隔器提前卡在了8,184
英尺（2,494米）处。此前，作业公司已

经坐封了一个封隔器，在大约10,100英
尺（3,078）处悬挂了引鞋组合。一旦钻

出这个被卡住的封隔器，必须清理井

筒，并且一直清到下部封隔器的顶部，

然后司钻才能继续进行二次完井作业。 

在倾角达到80°的井中，从接近

2500英尺（762米）深处一直清理到井底，

作业情况比较复杂。一家竞争公司两次

下入靴式打捞篮只打捞出非常少的碎

屑，后来来自阿拉斯加和休斯敦的M-I 
SWACO专业工具组的工程师们建议采

用经过专门改造的BHA，再组装上WELL 
SCAVENGER 工 具 和 几 套 高 容 量

MAGNOSTAR工具。 

这套BHA包括一节90英尺（27
米）长的冲洗管、 一个HEAVY DUTY 
RAZOR BACK CCT 套管刮管器、

MAGNOSTAR 工 具 、 WELL 
SCAVENGER工具和 SABS循环短节。

管柱下到6,200英尺（1,890米）时，

在井筒较低一侧遇到了大量碎屑。

经过连续循环和几乎不变的管移

动，司钻把工具管柱推到了6280英尺

（1914米）深，然后取出了管柱。将

工具回收到地面后，技术人员从

MAGNOSTAR工具中取出了184磅（83
千克）的 铁屑（上图）。 

在技术人员清理MAGNOSTAR 
工具时，司钻又将管柱下入了井中，

这次加上了一个竞争公司的靴式打

捞篮和磁体组件。工具取出后，技

术人员回收了一个封隔器卡瓦和20
磅（9千克）的铁屑。然后第二次下

入WELL SCAVENGER 组合管柱，这

次组装了三套MAGNOSTAR工具。 
这一次从MAGNOSTAR工具又取出

了287磅（130千克）铁屑，从WELL 
SCAVENGER 收集室取出了1033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