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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主要问题：

井眼内的压力平衡问题。

主要掌握的内容：

1、井眼与地层压力系统

2、地层流体的侵入与检测

3、压井----恢复压力平衡的方法

第六章 油气井压力控制
Chapter 6 Wel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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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qtoday.cqnews.net/system/2003/12/25/000340366.shtml
http://news.tom.com/piclib/pic1672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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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油气井压力控制 —— 在钻井过程中对井筒压力进行控制。

井控的技术内容：

1、地层压力的预测和监测；

2、钻井液密度的控制；

3、合理井身结构的设计；

4、防喷器装置的配套；

5、溢流后的正确处理。

井控的基本要求：

1、有效地控制地层压力，防止井喷；

2、防止井漏、井塌或缩径等复杂情况；

3、有效地保护油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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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井喷失控的原因

起钻抽吸，起钻过程中不及时灌泥浆；

起完钻后空井时间过长；

未及时发现溢流，或发现溢流后处理措施不
当；

井口未安装防喷器，或承压能力太低；

防喷器及管汇安装不符合要求；

井身结构设计不合理；

对浅气层缺乏足够的认识；

地层压力预测不准，泥浆密度偏低；

在发生井漏后，没有预防可能发生的井喷；

思想麻癖，违章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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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井眼与地层压力系统
Section 1 well and formation pressure

一、井眼与地层压力体系
1、井眼内的各种压力

（1）地层孔隙压力

ρP--地层孔隙压力的当量泥浆密度。

D---地层垂深，m。

（2）地层破裂压力

ρf---地层破裂压力的当量泥浆密度。

Dgp ff ρ=

gDp pp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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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钻井液液柱压力

（4）井内波动压力

抽吸压力：

激动压力：

Sb----抽吸压力的当量泥浆密度（抽吸压力系数）。

一般 Sb=36～80.kg/m3。

Sg----激动压力的当量泥浆密度（激动压力系数）。

一般 Sg=24～100 kg/m3。

DgSP bsb =

DgSP gsg =

Dgp dh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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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含岩屑钻井液的压力增加值

（7）井底有效压力

正常钻进时：

起钻时：

下钻时：

最大井底压力：

最小井底压力：

（5）环空循环压降

--环空压降的当量泥浆密度。

gD
pa

a
Δ

=ρ

Dgp rr ρΔ=Δ

rahhe pppp Δ+Δ+=
sbrhhe pppp −Δ+=

sgrhhe pppp +Δ+=
sgrahhemax ppppp +Δ+Δ+=

sbrhhemin pppp −Δ+=

a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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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井眼与地层压力关系
安全钻井的压力平衡条件：

或

，地层流体侵入井眼；

，平衡压力钻井；

，压裂地层，发生井漏；

，过平衡压力钻井。

fhep ppp <≤ fhep ρρρ <≤

phe pp <

phe pp =

fhe pp >

fhep p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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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衡压力钻井(balanced pressure drilling)
1、平衡压力钻井的概念

是指作用于井筒的液柱压力等于地层孔隙压力情况下进行的钻

进。

在有效地控制地层压力和维持井壁稳定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

钻井液密度，使钻井液液柱压力刚好平衡或略大于地层压力，达到

解放钻速和保护油气层的目的。这种钻井方法称为平衡压力钻井。

2、地层-井眼系统的压力平衡关系
或

Δp--考虑平衡安全的附加压力.

油井： Δp =1.5 ～3.5MPa， Δ ρ =50 ～100 kg/m3；

气井： Δp =3.0～5.0MPa， Δ ρ =70 ～150 kg/m3。

ppp Δ+= pm ρρρ Δ+=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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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衡压力钻井的优点

提高钻速；

保护油气层；

能实现安全钻进。

4、平衡压力钻井的技术关键

精确掌握地层压力；

设计合理的钻井液密度和井身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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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欠平衡压力钻井（under balanced drilling ）

1、欠平衡压力钻井概述

（1）概念

指作用于井壁的液柱压力略低于地层孔隙压力情况下的钻井。
在井筒有效压力低于地层压力的条件下进行钻井作业。在井下，

允许地层流体进入井内；在井口，利用专门的井控装置对循环出井的
流体进行控制和处理。这样可及时发现和有效保护油气层，同时可显
著提高钻进速度。

（2）欠平衡钻井适用的储层

高渗透固结砂岩和碳酸岩油气藏;
裂缝性油气藏;
致密性（低孔低渗）油气藏;
压力衰竭的低压油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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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欠平衡产生的条件

用常规钻井液密度，边喷边钻。

人工诱导产生欠平衡条件

直接采用低密度钻井液，如气

化的水基或油基钻井液，气雾

或泡沫钻井液等。

向钻井液基液中注入非凝气，

以降低钻井液基液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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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欠平衡压力钻井的井口控制设备
旋转控制头

旋转防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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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技术难点

1）主要设备--旋转防喷器的质量及可靠性；

2）地层孔隙压力和坍塌压力的准确预测；

3）井筒有效压力的计算及检测；

4）钻井液类型选择和密度等性能的控制；

5）井口压力的控制及循环出井的流体的处理；

6）起下钻过程的欠平衡；

7）井壁稳定性保证；

8）固井和完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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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欠平衡压力钻井方式

（1）空气钻井

采用空气作为循环介质；

基本工序：用大功率压风机将压缩空气经钻柱打入井内

，从钻头喷嘴喷出。高速气流冲洗井底并携带岩屑返到

井口。井口配置旋转控制头（旋转防喷器），用以封闭

环形空间，携带岩屑的气流从旋转控制头下面的排放管

线排出。

优点：
显著提高机械钻速；保护油气层；解决井漏问题。

缺点:

井内产生碳氢化合物时，易着火、爆炸；

井内进水后携带岩屑困难；

钻头和钻具得不到有效冷却和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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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雾化钻井

主要特点：在空气中掺入水或轻质钻井液，自钻头

喷嘴喷出后形成雾状流体，冲洗井底和携带岩屑。

主要优点：不易着火和爆炸；有少量地层水进入井

眼也能有效携带岩屑。

（3）泡沫钻井

主要特点：采用稳定泡沫作为循环介质进行钻井。

稳定泡沫由气体（氮气或co2）、液体和表面活性剂

配制。

主要优点：密度低，粘度和切力高，携岩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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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充气钻井

主要特点：在钻井液中掺入气体，从而降低钻井液密度。充

气钻井液密度可控制在450 ～1200kg/m3范围内。

主要优点：密度可调范围大；能消除空气钻井可能引起的井

下爆炸；较一次性的泡沫钻井经济；可用于易出水地层。

（5）边喷边钻

主要特点：采用低密度钻井液，控制井底有效压力低于地层

孔隙压力。

主要优点：适用于地层压力较高的油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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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层流体的侵入与检测
Section 2 Inflow of formation fluids and monitor

溢流（kick ）：地层流体（油、气、水）侵入井内，井口返出的钻

井液量大于泵入量，或停泵后钻井液从井口自动外溢的现象。

井涌（kick）：溢流的进一步发展，钻井液涌出井口的现象。

井喷（well blowout）：地层流体(油、气或水)无控制地流人井内并

喷出地面的现象。是一种恶性钻井事故。

一、地层流体侵入的原因

1、地层压力掌握不准，使设计的钻井液密度偏低；

2、地层流体（油、气、水）侵入，使钻井液密度降低；

3、起钻未按规定灌泥浆，或井漏使井内液面降低；

4、起钻抽吸作用使井底压力减小；

5、停止循环时，环空循环压降消失，使井底压力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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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气侵

1、气侵的途径与方式

岩石孔隙中的气体随钻碎的岩屑进入井内钻井液；

气层中的气体由于浓度差通过泥饼向井内扩散；

当井底压力小于地层压力时，气层中的气体大量流入或渗

入井内。

2、气侵的特点及危害

（1）侵入井内的气体由井底向井口运移时，体积逐渐膨胀，越接近

地面，膨胀越快。因此，在地面看起来气侵很严重的钻井液，

在井底只有少量气体侵入。

（2）气体侵入钻井液后呈分散状态，井底泥浆液柱压力的降低是非

常有限的。只要及时有效地除气，就可有效避免井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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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井底积聚相当体积的气体形

成气柱时，随着气柱的上升（

滑脱上升或循环上升），环境

压力降低，体积膨胀变大，替

代的钻井液量越来越多，使井

底压力大大降低，更多的气体

将以更快的速度侵入井内，最

终导致井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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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气侵关井后，气体将滑脱上升，在井口积聚。但体积变化并

不大。使气体几乎仍保持原来的井底压力。这个压力与泥浆

柱压力叠加作用于整个井筒，容易导致井漏和地下井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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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层流体侵入的检测

1、地层流体侵入的征兆

（1）钻速加快、蹩跳钻、钻进放空；

（2）泥浆池液面升高；

（3）钻井液返出量多于泵排量；

（4）钻井液性能发生变化；

密度降低；粘度上升或下降；

气泡、氯根离子、气测烃类含量增加；

油花增多，油味、天然气味、硫化氢味增浓；

温度升高；泥浆电导率增大或减小。

（5）泵压上升或下降，悬重减小或增大；

（6）起钻时灌不进泥浆或泥浆灌入量少于正常值；

（7）停止循环时，井口仍有泥浆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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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层流体侵入井眼的检测方法

（1）泥浆池液面检测

利用泥浆池液面传感器。

（2）钻井液返出流量检测

利用泥浆出口流量计

超声波池体积传感器

流量传感器

挡板型出口流量传感器 超声波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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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声波检测

根据声波在液体、气体和气液两相流中传播速度的不同检测气

侵的程度。声波在水中的传播速度为1500m/s，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

为 340m/s，在气液两相流中的传播速度可以低于每秒几十米。

（4）利用综合录井仪实时监测

（5）泵压上升或下降，悬重减小或增大

钻遇高压层时，井底压力突然升高，导致悬重减小，泵压升高

；地层流体侵入钻井液后，钻井液密度降低，浮力减小，悬重增大

，泵压减小。

（6）起钻时灌不进泥浆或泥浆灌入量少于正常值

（7）停止循环后，井口仍有泥浆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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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溢流的控制--压井
Section 3 Kick control

控制溢流主要包括两个步骤：

阻止地层流体继续侵入井眼--关井；

用具有合适密度的钻井液将受污染的钻井液循

环出井眼，重新建立地层与井眼系统的压力平

衡--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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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井控装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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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口防喷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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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井涌关井

利用井口防喷器将井口关闭，井口防喷器产生的回压与

环空泥浆液柱压力之和平衡地层压力，阻止地层流体的继续

侵入。

1、关井方式

（1）硬关井

发现溢流后，在节流阀未打开的情况下关闭防喷器。

关井时间短，可以尽快阻止地层流体侵入。

易产生水击、易损坏井口装置或压漏薄弱地层。

适用于井涌速度不高、井口装置承压能力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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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软关井

发现并涌后，先打开节流阀，再关闭防喷器，然后再关闭

节流阀。

关井时间长，地层流体侵入量多。

适用于井涌速度较高、井口装置承压能力较低、裸眼井段

有薄弱地层的情况。

（3）半软关井

发现井涌后，先适当打开节流阀，再关防喷器。或边开节

流阀边关防喷器。

使用于井涌速度较高、井口装置承压能力较低、裸眼井段

有薄弱地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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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井程序

（1）钻进时发生井涌（上提方钻杆，使钻杆接头露出转盘面）；

（2）起下钻杆时发生井涌（抢接回压阀）；

（3）起下钻铤时发生井涌（抢接回压阀、抢接钻杆）

（4）空井时发生井涌（先关环形防喷器、再关闸板）

3、关井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关防喷器时要先关环型防喷器，再关闸板防喷器；

（2）关节流阀时，速度不要太快，注意套压不要超过允许值；

（3）关闸板防喷器时，应使钻具处于悬吊状态，不能坐在转盘
上，以防止钻具不居中而封不住；

（4）如确实需要向井内下入钻具，不能在泥浆外溢的情况下敞
着井口抢下钻，而应采用上下两个闸板防喷器强行下钻；

（5）当关井套压大于允许关井套压时，则不能把节流阀 全关
死，应在保持尽可能高的套压下进行节流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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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压井钻井液密度计算

压井的目的是建立起新的井筒压

力与地层压力之间的平衡。需要知道

地层压力和压井所需的钻井液密度。

1.关井时的压力平衡关系

（静态关系）

“U”形管原理

这里假设高压层在井底、钻头在

井底、不存在其它高压层和漏失层等

复杂情况。

pa
psp

pp

haaphisp PPP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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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循环时的压力平衡关系（动态关系）

lahaalapldhiT - pppppppp Δ++=Δ+=Δ+

式中： Tp —— 循环时的立管压力；

laldsp

LhipT

ppp

pppp

Δ+Δ+=

Δ+−=

ldpΔ

lapΔ

LpΔ —— 总循环压耗；

—— 钻柱内循环压耗；

—— 环空内循环压耗；

ap —— 循环时的套压；

循环
阻力

ldpΔ lapΔ

pT

Pp+Δp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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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层压力和所需钻井液密度的计算

求取地层孔隙压力的方法：

注意:

不能用 计算地层压力，因环空钻井液受地层流

体污染严重，其密度难以确定。

关井立管压力的求取，需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才

能求准。

根据U形管原理，可以理解关井后的套压pa比立压psp要高

。

Dgp

ppp

dsp

hispp

ρ+=

+=

haap p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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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井所需钻井液密度的确定

建立起新的平衡后，井眼内应满足以下条件：

ρρ

ρ

Δ++=

Δ+
=

d
sp

p
d1

gD
p

gD
pp

安全附加值Δ ρ和Δp的行业标准

油井： Δp =1.5 ～3.5MPa， Δ ρ =50 ～100 kg/m3；

气井： Δp =3.0～5.0MPa， Δ ρ =70 ～150 kg/m3。

DgDgpppp d1dspph1 ρρ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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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井立管压力psp的确定

（1）钻柱中未装钻具回压凡尔时

对于具有良好渗透

性的地层，关井10 

～15分钟后地层和

井眼之间可以建立

起平衡；

对于致密性地层建

立起平衡所需的时

间较长。

Psp

Pa

Pp

关井时立压、套压的变化规律

关井时间

压
力 套 压

立 压

10~1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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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取关井立管压力的方法：

关井后等待立管压力趋于稳定。记录不同时刻的立压和套压

值。若是油水侵时，立压和套压达到一定值后趋于稳定。若

是气侵时，由于气体的滑脱上升，即便是立压或套压与泥浆

液柱压力之和达到了可平衡地层压力的值以后，立压和套压

还可能不断升高。

圈闭压力--在立压或套压记录上超过平衡地层压力值以后，

压力继续升高的增量。

释放“圈闭压力”。

开启节流阀，释放40 ～80升钻井液后，关闭节流阀并观

察立管压力变化。

若立管压力无变化或略有增高，表明无圈闭压力。此时记

录的立管压力即是关井立管压力。

若立管压力下降，则继续释放钻井液，直到立管压力不再

下降。此时圈闭压力已释放掉，所读取的立管压力就是真

实的关井立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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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钻柱内装有回压凡尔时

非循环状态下钻柱内与井底不连通，立压表无显示。

不循环法：

关井后等待套压相对稳定，记录下套压pa；

不开节流阀，小排量缓慢启动泵，直到套压开始升高为pa´时
停泵，并记录下此时泵压psp´；

计算关井立压：

适用于不知道泵速及相应循环压耗的情况。

循环法：

关井后等待套压相对稳定，记录下套压pa；

启动泵，以压井泵速泵入钻井液，同时调节节流阀保持套压
不变，记录此时立管压力psp´；

停泵，关闭节流阀；

计算关井立管压力：

适用于已知压井泵速和相应循环压耗pci的情况。

)( a
'
a

'
spsp pppp −−=

ci
'
spsp p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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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井套压的最大允许值

不得超过井口装置的额定工作压力；

不得超过套管抗内压强度的80%；

与泥浆液柱压力之和不大于地层破裂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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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压井

压井目的：恢复井眼与地层之间的压力平衡，使井内泥浆液柱

压力不低于地层孔隙压力。

压井的基本工艺过程：将配制好的具有一定密度的钻井液，采

用合适的泵速和泵压注入井内，替换出井内被污染的泥浆。

压井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整个压井过程中，通过调节

节流阀的开启度保持井底压力不变--井底常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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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压井基本数据计算
（1）压井钻井液密度

ρρ

ρ

Δ++=

Δ+
=

d
sp

p
d1

gD
p

gD
pp

安全附加值Δ ρ和Δp的行业标准

油井： Δp =1.5 ～3.5MPa， Δ ρ =50 ～100 kg/m3；

气井： Δp =3.0～5.0MPa， Δ ρ =70 ～150 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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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压井排量；

Q ----钻进时的正常排量。

采用低泵速的主要目的是便于压井过程中节流阀和泵压的

控制。

大排量压井气体循环到达井口时，气体膨胀流量过大，处

理困难。

（2）压井排量确定

QQ )
2
1~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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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压井立管压力（泵压）的计算

①压井过程中井底压力的平衡关系

halaa

laphildT

ppp

ppppp

+Δ+=

Δ+=+Δ−

循环时的立管总压力： pT=psp+Δpc

Δpc——循环总压耗；

Δpld ——钻柱内循环压耗；

Δpla ——环空循环压耗。 循环
阻力

ldpΔ lapΔ

pT=psp+Δpc

Pp+Δpla

由压力平衡关系可以看出：只要在压井过程

中保持等式左侧的值不变就能保持井底压力

不变。式中唯一可调节和控制的参数就是循

环时的立管总压力pT 。由于压井时井眼内

的钻井液密度由ρd变为ρd1，因此，循环立管

压力从初始循环立管压力pTi逐渐变化为压井

结束时的终了循环立管压力pTf 。

Δpc为压井过程中立管压力变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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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初始循环立管压力pTi的确定

Δpci----初始循环压耗。

Δpci的确定方法：

早期实测法

在即将钻达高压层时，要求井队每天上班一开始用选定的压

井排量试循环，记录循环压力，以此作为压井循环压耗。

循环测量法

缓慢开启节流阀并启动泵，控制套压保持关井套压不变；

调整泵速使排量达到压井排量，保持套压等于关井套压；

读取此时的立管压力作为初始循环立管压力。

cispTi ppp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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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终了循环立管压力pTf的确定

cicfTf d

1d ppp Δ⋅=Δ= ρ
ρ

pT
pTi

pTf

td ta

压井过程中的立管压力变化

当加重后的钻井

液循环到井底时，钻

柱内的钻井液柱压力

已能平衡地层压力，

关井立管压力psp逐

渐变为0，系统循环

压耗也由于泥浆密度

的变化由初始循环压

耗Δpci 变为终了循

环压耗Δpc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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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压井钻井液从地面到达钻头的时间

Vd--单位长度钻柱的容积。

（5）压井钻井液充满环空所需的时间

Va--单位长度环空的容积。

Q
DVt ′= d

d

Q
DVt ′=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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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压井方法

（1）一次循环压井法（工程师法，等待加重法）

关井等侯配制压井重钻井液，然后开启节流阀并开泵注入压

井液；在一个循环周内将原来钻井液替出，恢复地层--井眼系统

的压力平衡。

优点：压井作业时间短，压井时的套压低，不易压漏薄

弱地层；

缺点：关井等候压井的时间长，对易卡钻地层增加了卡钻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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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工序：

①缓慢开泵，调节节流阀保持套

压等于关井套压；

②调节泵速使排量达到压井排量

并保持排量不变，此时立管压

力等于初始循环立管压力pTi；

③泵入压井液，调节节流阀使立

管压力在td时间内由初始循环

立管压力pTi降到终了循环立管

压力pTf；

④在压井液从井底返至地面的时

间ta内，调节节流阀，保持立

管压力始终等于pTf不变。当压

井液返至井口时，套压降为零

，压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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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循环压井法压井过程中立压、套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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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次循环压井法（司钻法）

发现溢流关井后，先用原钻井液循环一周排除井内受污染钻

井液。然后用配制好的重钻井液进行第二次循环，建立地层--井

眼系统的压力平衡。

优点：可以尽快地排除井内受污染钻井液，关井等待时间短

，可尽快恢复循环；

缺点：压井过程时间长，第一循环周内套压可能较高。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0-01/02/content_127449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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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工序：

①第一循环周

缓慢开泵注入原钻井液，调节节流阀使套压等于关井套压；

调整泵速达到压井排量，调节节流阀使立管压力等于初始循环立管
压力pTi；保持立管压力等于pTi不变，直到替换出井内全部钻井液；

停泵，并关闭节流阀，此时套压等于关井立管压力值。

②第二循环周

缓慢开泵，调节节流阀保持套压等于第一循环周后的关井套压；

调节泵速使排量等于压井排量，此时的立管压力接近初始循环立管
压力pTi；

调节节流阀，使立管压力在重钻井液由井口到达钻头的td时间内由
初始循环立管压力pTi降到终了循环立管压力pTf；

在重钻井液从井底返至地面的时间ta内，调节节流阀，保持立管压
力始终等于pTf不变。当压井液返至井口时，套压降为零，压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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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钻法压井过程中立压、套压变化

盐水侵

气侵

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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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边循环边加重法

溢流关井后立即进行循环，边循环边提高钻井液密度，直至

井眼内全部充满达压井密度的钻井液。该方法压井立压变化曲线

较复杂。

TiP

TfP

TPΔ

dt dt dt dt dt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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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种压井方法的比较

①关井等候压井的时间：司钻法、边循环边加重法< 工程师法

②压井作业时间：司钻法 > 边循环边加重法 > 工程师法

③套压峰值：司钻法 > 边循环边加重法 > 工程师法

④作业难度：边循环边加重法 > 司钻法、工程师法

工程师法适用于井口装置承压及地层破裂压力较低的情况；

边循环边加重法适用于已储备了一定的压井液，且井下有易

卡钻地层的情况；

司钻法适用于井下易卡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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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几种特殊情况下的压井方法

1、钻头不在井底情况下的压井

当钻头不在井底时，关井后地层压力的大小及压井所应采用的泥

浆密度不容易准确确定。视钻具在井内的长度的大小，所采用的压井

方法也有一定区别。

（1）强行下钻到井底循环压井法

在井口关闭的情况下，强行下钻到井底。在强行下钻过程中，应

释放掉与下入的钻具体积相同大小的钻井液，并且，当为气侵时，还

要考虑气体的滑脱上升过程中的膨胀。

强行下钻时通过四通上下的两个防喷器组合进行。

一般此方法使用于关井立压和关井套压较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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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强行下钻到井底循环压井法（顶部压井法）

采用重泥浆进行循环压井。当钻头离地面较近时，压井钻井液

密度可大于地层的破裂强度。

这种方法可以减小套压，但不能排出井内侵入的流体。

用重浆循一段时间后，如果立压和套压降到一定程度，可强行

下钻到井底，进行压井作业。

如果立压和套压降降为0，可正常下钻到井底，但应密切关注泥

浆的反出情况。钻具下到井底后关井，通过节流阀，保持立压不变

进行循环，排出侵入的地层流体。

说明：一般情况下，不论强行下钻，还是正常下钻，一次都不

应当下入太长，因为如果底部含有大量气体，在气体上升时环空液

柱压力降低。因此要采用分段多次循环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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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井压井（置换法）
（1）向井内泵入一定量的重泥浆；

（2）关井使其下落，

（3）释放一定套压，套压减小值小于或等于重泥浆液柱产生
的压力。

（4）重复上述过程；

（5）当套压降到一定程度后，可强行下钻。

3、压回法

所谓压回法就是从环形空间泵入压井钻井液，把侵入井内的流

体压回到地层中去。以不超过最大允许套压作为施工的最高工作压

力。

此方法使用于空井，套管下得较深、裸眼短，只有一个产层的

情况，或者是含H2S的情况。

注：此方法要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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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浅气层压井

在较浅的地层钻遇气层发生井涌时，由于其危险性较大，一般

不能采用常规的关井节流方法进行压井。

浅气层特点：

（1）从发现到井喷时间很短；

（2）当含气量较大时，容易从地表喷出，造成地面塌陷；

（3）容易形成较高的套压，压井设备难于满足要求。

主要压井方法：

（1）打入一段超重钻井液控制井涌，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下套

管封隔、下封隔器封隔、还是加重钻井液。

（2）若确认浅气层气量较少，也可采用有控制地节流放喷，使

其在短时间内衰竭，然后再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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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井后或压井过程中套压接近极限套压时的处理

此情况是比较危险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1）井内套管下入深度太浅；

（2）钻遇超高压地层时，泥浆密度太小；

（3）井内钻井液污染严重，特别是气侵时；

（4）防喷系统承压能力不够。

处理方法：

（1）决不能使套压大于极限套压；

（2）根据地区经验确定压井泥浆密度（可稍高些）；

（3）控制节流阀使套压在安全套压范围内（少小于极限套压），同

时泵入重浆，此情况可加大排量，使环空循环压耗增大，控制

地层流体侵入井内的速度；

（4）当重浆到达环空后，随重浆高度的加大，套压会逐渐下降。

注意：重浆密度不能过大，以防压漏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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