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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固井和完井
Chapter 7 Well Cementing and completion

固井：下套管+注水泥
井身结构设计;
套管柱设计;
注水泥技术;
固井质量的核心问题就是套管柱的强度和环形

空间的密封及胶结质量问题。

完井
钻开生产层;
完井井底结构;
完井井口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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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井身结构设计
Section 1 Casing program

主要包括套管层次和每层套管的下深、套管和井眼尺寸的配

合以及每次水泥浆的返深。

一、套管的分类及作用
1、表层套管

封隔地表浅水层及浅部疏松和复杂地层；

安装井口、悬挂和支撑后续各层套管。

2、生产套管（油层套管）

钻达目的层后下入的最后一层套管，用以保护生产层，提供
油气生产通道。

3、中间套管（技术套管）

在表层套管和生产套管之间由于技术要求下入的套管，可以
是一层、两层或更多层。主要用来封隔井下复杂地层。

4、尾管（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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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井身结构设计的原则

1、有效地保护油气层；

2、有效避免漏、喷、塌、卡等井下复杂事故的发生，

保证安全、快速钻进；

3、当实际地层压力超过预测值而发生井涌时，在一定

压力范围内，具有压井处理溢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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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身结构设计的基础数据

地层岩性剖面、地层孔隙压力剖面、地层破裂压力

剖面、地层坍塌压力剖面。

6个设计系数：

抽系压力系数Sb，24 ～48 kg/m3

激动压力系数Sg，24 ～48 kg/m3

压裂安全系数Sf，30 ～60 kg/m3

井涌允量Sk，50 ～80 kg/m3

压差允值Δp，ΔPN=15～18 MPa， ΔPA=21～23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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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确定套管层次和下深的基本思路

依据两个压力剖面

，以保证钻进时井

内最大压力不压裂

最薄弱的裸露地层

为原则，从全井最

大地层压力梯度处

开始，由下向上确

定套管的层次和各

层套管的下入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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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裸眼井段应满足的力学平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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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套管尺寸与钻头尺寸的选择

1. 原则：

（1）套管能顺利下入井眼内，并具有一定的环空间隙注水泥。

（2）钻头能够顺利从上一层套管内通过。

2. 经验配合关系

长期实践形成的经验配合关系（P 256，图7-3）

国内常用的配合关系：

(17 ½) 13 3/8—(12 ¼) 9 5/8—(8 ½) 5 ½

（26）20 —（17 1/2）13 3/8—（12 1/4）9 5/8—（8 1/2
）7—（5 7/8）4 1/2 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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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套管

（（11）结构特点）结构特点

优质无缝钢管，一端为在管体上车制的公扣，一端为带

母扣的套管接箍。

（（22）尺寸系列（）尺寸系列（API API 标准）标准）

直径：4 1/2”，5”，5 1/2”，6 5/8”，7”，7 5/8”，8 5/8”
，9 5/8”，10 3/4"，11 3/4"，13 3/8"，16"，18 5/8"，20"；
共14种。

壁厚：5.21～16.13 mm。

第二节 套管柱强度设计
Section 2 Casing string design

一、套管和套管柱一、套管和套管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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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钢级（API 标准）

H-40，J-55，K-55，C-75，L-80，N-80，C-90，C-95，P-

110，Q-125。

数字×1000为套管的最小屈服强度 kpsi。

（4）螺纹类型（API标准）

短圆（STC）、长圆（LTC）、梯形（BTC）、直连型（XL）

2、套管柱

由同一外径、不同钢级、不同壁厚的套管用接箍连接组成

的管柱。特殊情况下也使用无接箍套管柱，套管柱的外径也可

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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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套管柱受力
套管柱在井内所受外载复杂。在不同时期（下套管过程中

、注水泥时、后期开采等过程中）套管柱的受力也不同。

在分析和设计中主要考虑基本载荷：轴向拉力、外挤压力

及内压力。

井下套管柱的受力

轴向拉力：自重、弯曲应力、注水泥附加拉力
、动载、摩阻、热应力等。

外挤压力：管外液柱压力、岩层压力、热应力等。

内压力：地层流体压力、压裂及注水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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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套管轴向拉力的计算

在常规的套管柱设计中，轴向拉力一般按套管的重力计算。其它

轴向载荷，如弯曲应力引起的附加拉力、动载荷、注水泥引起的附加

拉力、摩阻力等，一般考虑在安全系数之内。

套管自重产生的轴向拉

力，自下而上逐渐增大

，在井口处达到最大。

国内在套管设计中，轴

向拉力一般按套管在空
气中的重力计算Fo 。设

计结果一般偏于安全。

如果进行真三维应力设

计，则必须算出真实的
轴向力大小F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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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挤压力计算

主要载荷：管外液柱的压力、地层中流体的压力、高塑性岩

石（盐膏层、泥岩层）的侧向挤压力等。

常规情况下按套管全淘空时的管外钻井液液柱压力计算。

有大段盐膏层的特殊情况下，有时将钻井液密度替换为上覆

岩层压力的当量密度进行计算。

DgP doc ρ=

套管柱所受的外挤力，在井底最大，井口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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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压力计算

国内外普遍采用以下方法计算套管的内压力：

有效内压力 = 井口压力 + （管内液柱压力-管外液柱压力）

考虑到套管外的平衡压力，一般情况下，套管在井口所受的内压
力最大。

计算时，考虑三种最危险的情况确定井口压力：

(1)套管内充满天然气并关井时的内压力；

(2)以井口装置的承压能力作为套管在井口所受的内压力；

(3)以套管鞋处的地层破裂压力值确定井口内压力：

GDe

p
p 4101155.1

gas
i −×
=

)( ff GGDpi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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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套管的强度

1、套管的抗拉强度

套管所受轴向拉力一般在井口最大。

由拉应力引起的破坏形式：本体被拉断、脱扣。

圆螺纹套管的丝扣滑脱负荷小于管体的屈服拉断负荷；

以丝扣滑脱负荷作为其抗拉强度；

梯形螺纹套管和直联型套管的丝扣滑脱负荷大于管体的

屈服拉断负荷。以管体屈服拉力作为其抗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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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套管的抗外挤强度

外挤载荷作用下的破坏形式：

径厚比较大时，失稳破坏（失圆、挤扁）；

径厚比较小时，强度破坏。

根据现有套管尺寸，绝大部分是失稳破坏。套

管开始丧失稳定性时的外挤压力值称为其抗挤

强度。

抗挤强度可以在钻井手册或套管手册中查到。

3、套管的抗内压强度

内压载荷下的主要破坏形式：爆裂、丝扣密封

失效。

抗内压强度可由钻井手册或套管手册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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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双向应力下的套管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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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套管内部取一微小单元（

如图），分析可知，在外载

作用下产生三个方向的应力

σt 、σr 、σz ，对于薄壁管

，σt >>σr , σr 可以忽略。

变为双向应力问题。

由第四强度理论，得出
套管在双向应力作用下
的强度破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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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拉为正、压为负，根据强度破坏条件可画出椭圆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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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应作用下套管强度的变化：

第一象限：拉伸与内压联合作用，轴向拉力的存在下使

套管的抗内压强度增加。

第二象限：轴向压缩与内压联合作用。在轴向受压条件

下套管抗内压强度降低。

第三象限：轴向压应力与外挤压力联合作用。在轴向受

压条件下套管抗外挤强度增加。

第四象限：轴向拉应力与外挤压力联合作用。轴向拉力

的存在使套管的抗挤强度降低。由于这种情况在套管柱

中是经常出现的。因此在套管柱设计中应当考虑轴向拉

力对抗挤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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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考虑轴向拉力影响时的抗外挤强度计算公式

其中：Pc为从手册中查到的轴向拉力为零时套管的抗外挤强
度；Fm 为轴向拉力；Fs为管体屈服拉力。

是个近似计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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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套管柱强度设计

目的：确定合理的套管钢级、壁厚、以及每种套管的井深区间。

1、设计原则

满足强度要求，在任何危险截面上都应满足下式：

套管强度＞外载×安全系数

应能满足钻井作业、油气层开发和产层改造的需要；

在承受外载时应有一定的储备能力；

经济性要好。

安全系数：

抗外挤安全系数 Sc=1.0；

抗内压安全系数 Si=1.1；

套管抗拉力强度（抗滑扣）安全系数 St=1.8；

按三维应力的设计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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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层套管柱的设计特点

表层套管：主要考虑内压载荷。

技术套管：既要有较高的抗内压强度，又要

有抗钻具冲击磨损的能力。

油层套管：上部抗内压，下部抗外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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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套管柱设计的等安全系数法

该方法基本的设计思想是使各个危险截面上的最小安全

系数等于或大于规定的安全系数。

基本设计思路

①计算本井可能出现的最大内压力，筛选符合抗内压强

度的套管；

②下部套管段按抗挤设计，上部套管段按抗拉设计，各

危险断面上的最小安全系数要大于或等于规定安全系数；

通式：套管强度＞外载×安全系数

③水泥面以上套管强度要考虑双向应力的影响；

④轴向拉力通常按套管在空气中的重量计算；当考虑双

向应力时，按实际轴向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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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注水泥技术
Section 3 Cementing technology

注水泥目的：固定套管、有效封隔井内的油气水层。

本节内容：油井水泥；水泥浆性能；提高注水泥质量的措施。

注水泥的基本要求：

（l）水泥浆返高和套管内水泥塞高度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2）注水泥井段环形空间内的钻井液全部被水泥浆替走，不存

在残留现象；

（3）水泥石与套管及井壁岩石有足够的胶结强度，能经受住酸

化压裂及下井管柱的冲击；

（4）水泥凝固后管外不冒油、气、水，环空内各种压力体系不

能互窜；

（5）水泥石能经受油、气、水长期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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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水泥过程

冲洗液+隔离液+下胶塞+水泥浆+ 上胶塞+顶替液

打前置液 注水泥浆 顶胶塞 替钻井液 碰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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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油井水泥

油井水泥是一种硅酸盐水泥。

对油井水泥的基本要求：

（1）水泥能配成流动性良好的水泥浆，且在规定的时间

内，能始终保持这种流动性。

（2）水泥浆在井下的温度及压力条件下保持性能稳定；

（3）水泥浆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凝固并达到一定的强度；

（4）水泥浆应能和外加剂相配合，可调节各种性能；

（5）形成的水泥石应有很低的渗透性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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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油井水泥的主要成分
（1）硅酸三钙3CaO·SiO2（简称C3S）

水泥的主要成份，一般的含量为 40％～65％。对水

泥的强度，尤其是早期强度有较大的影响。

（2）硅酸二钙2CaO·SiO2（简称C2S）

含量一般在24％～30％之间；水化反应缓慢，强度增

长慢；对水泥的最终强度有影响。

（3）铝酸三钙3CaO·Al2O3（简称C3A）

促进水泥快速水化；是决定水泥初凝和稠化时间的主

要因素；对于有较高早期强度的水泥，其含量可达15％。
（4）铁铝酸四钙4CaO2·Al2O3·Fe2O3（简称C4AF）

早期强度增长较快，含量为8％～12％。

除了以上四种主要成份之外，还有石膏、碱金属的氧化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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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泥的水化

水泥与水混合成水泥浆后，与水发生化学反应，生成各种水化产

物。逐渐由液态变为固态，使水泥硬化和凝结，形成水泥石。

（1）水泥的水化反应

3CaO· SiO2＋2H2O→2CaO· SiO2· H2O十Ca(OH)2

2CaO· SiO2＋H2O → 2CaO· SiO2· H2O

3CaO· Al2O3＋6H2O → 3CaO· Al2O3· 6H2O

4CaO·Al2O3＋Fe2O3＋6H2O → 3CaO·Al2O3·6H2O＋CaO·Fe2O3·H2O

除此之外还发生其他二次反应，生成物中有大量的硅酸盐水化产

物及氢氧化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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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泥凝结与硬化

水泥的硬化分为三个阶段：

溶胶期：水泥与水混合成胶体液，开始发生水化反应，水化产

物的浓度开始增加，达到饱和状态时部分水化物以胶态或微晶

体析出，形成胶溶体系。此时水泥浆仍有流动性。

凝结期：水化反应由水泥颗粒表面向内部深入，溶胶粒子及微

晶体大量增加，晶体开始互相连接，逐渐絮凝成凝胶体系。水

泥浆变绸，直到失去流动性。

硬化期：水化物形成晶体状态，互相紧密连接成一个整体，强

度增加，硬化成为水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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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油井水泥的分类
（1）API水泥的分类

类 型

抗硫酸盐
使用深度范围

m
使用温度

范围，℃
中 高

A ● 普通水泥

B ● ● 中热水泥，中、高抗硫酸盐型

C ● ● 早强水泥，普通和中、高抗硫酸盐型

D 1830 ~ 3050 76 ~ 127 ● ● 用于中温中压条件，中、高硫酸盐型

E 3050 ~ 4270 76 ~ 143 ● ● 基本水泥加缓凝剂，高温高压用

F 3050 ~ 4880 110 ~ 
160 ● ●

基本水泥加缓凝剂，超高压、高温用

G ● ●

H ● ●

J 3660 ~ 4880 49 ~160 ● 超高温用，普通型

基本水泥，分中、高抗硫酸盐型0 ~ 2440 0 ~ 93

0 ~ 1830 ≤76.7

普
通

说 明
级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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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产以温度系列为标准的油井水泥

45℃水泥：用于表层或浅层，深度小于1500米；

75 ℃水泥：用于井深1500~3200米。超过3500米，应加入

缓凝剂。超过110 ℃，应加入不少于28%的硅粉。

95 ℃水泥：用于井深2500~3500米。超过110 ℃，加入

28%以上的硅粉。

120 ℃水泥：用于井深3500~5000米。当用于4500~5000米

时，应加入缓凝剂及降失水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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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泥浆性能与固井工程的关系

1、水泥浆性能

①水泥浆密度

干水泥密度 3050～3200 kg／m3，

水泥完全水化需要的水为水泥重量的20％左右；

使水泥浆能流动加水量应达到水泥重量的45％～50％；

水泥浆密度1800～ 1900 kg／m3之间。

水灰比：水与干水泥重量之比。

②水泥浆的稠化时间

水泥浆从配制开始到其稠度达到其规定值所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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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水泥浆的失水

一般用30分钟的失水量表示。

④水泥浆的凝结时间

从液态转变为固态的时间。

对于封固表层及技术套管，希望水泥能有早期较高的强度。

通常希望固完井候凝 8hr.左右，水泥浆开始凝结成水泥石，

其抗压强度可达2.3MPa以上即可开始下一次开钻。

⑤水泥石强度

能支撑和加强套管，能承受钻柱的冲击载荷。

能承受酸化、压裂等增产措施作业的压力。

⑥水泥石的抗蚀性

主要应抗硫酸盐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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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泥的外加剂

（1）加重剂：重晶石、赤铁粉等。可使水泥浆密度达到 2300 

kg／m3。

（2）减轻剂：硅藻土、粘土粉、沥青粉、玻璃微珠、火山灰等

。可使水泥浆的密度降到l450 kg／m3。

（3）缓凝剂：丹宁酸钠、酒石酸、硼酸、铁铬木质素磺酸盐、

羧甲基羟乙基纤维素等。

（4）促凝剂：氯化钙、硅酸钠、氯化钾等。

（5）减阻剂：β—奈磺酸甲醛的缩合物、铁铬木质素磺酸盐、木

质素磺化钠等。

（6）降失水剂：羧甲基羟乙基纤维素、丙烯酸胺、粘土等。

（7）防漏失剂：沥青粒、纤维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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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种水泥

（1）触变性水泥：在水泥中加入粘土或硫酸盐。当水泥浆静止

时，形成胶凝状态，但在流动时，胶凝状态被破坏，具有良

好的流动性。

（2）膨胀水泥：在水泥中加入铝粉或煅烧的氧化镁。水泥浆凝固

时，体积略有膨胀。一般用于高压气井。

（3）防冻水泥：在水泥中加入石膏粉或铝酸钙。用于地表温度较

低地区的表层套管固井。

（4）抗盐水泥：在水泥中加入盐粉。用于海水配桨或盐岩层固井。

（5）抗高温水泥：在水泥中加入石英砂或铝酸盐。用于高温条件

固井。

（6）轻质水泥：低压固井用。



38

三、前置液

将水泥浆与钻井液隔开，起到隔离、缓冲、清洗的

作用，可提高固井质量。

1. 冲洗液：低粘度、低剪切速率、低密度。用于有效冲

洗井壁及套管壁，清洗残存的钻井液及泥饼。

2. 隔离液：有效隔开钻井液与水泥浆，以便形成平面推

进型的顶替效果。通常为粘稠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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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高注水泥质量的措施

1、对注水泥质量的基本要求

（l）对固井质量的基本要求

水泥浆返高和水泥塞高度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注水泥井段环空内的钻井液顶替干净；

水泥石与套管及井壁岩石胶结良好；

水泥凝固后管外不冒油、气、水，不互窜；

水泥石能经受油、气、水长期的侵蚀。

（2）在固井中常出现的固井质量问题

井口有冒油、气、水的现象。

不能有效地封隔各种层位，开采时各种压力互窜。

因固结质量不良在生产中引起套管变形，使井报废等。



40

2、影响注水泥质量的因素

（1）顶替效率低，产生窜槽。

窜槽：由于水泥浆不能将环空中的钻井液完全替走，而使

环形空间局部出现未被水泥浆封固住的这种现象。

%

%

×=

×=

环形空间截面积

环形水泥浆面积
顶替效率

环形空间体积

环形水泥浆体积
顶替效率

形成窜槽的原因：

套管不居中；

井眼不规则；

水泥浆性能及顶替措施不当。接触时间、顶替速
度及流态、水泥浆流变性等。

注水泥段：

注水泥段任一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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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泥浆凝结过程中油气水上窜。

引起油气水上窜的原因：

①水泥浆失重：水泥浆柱在凝结过程中对其下

部或地层所作用的压力逐渐减小的现象。

②桥堵引起失重，从而引起油气水上窜；

③水泥浆凝结后体积收缩；收缩率小于0.2%。

④套管内原来有压力，放压后使套管收缩。

⑤泥饼的存在，影响地层——水泥间（第二界

面）的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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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高注水泥质量的措施

（1）提高顶替效率，防止窜槽

①采用套管扶正器，改善套管居中条件；

②注水泥过程中活动套管；

③调节注水泥速度，使水泥浆在环空呈紊流状态；

④调整水泥浆性能。加大钻井液与水泥浆的密度差；

降低钻井液粘度和切力。

（2）防止油气水上窜

①采用多级注水泥或两种凝速（上慢下快）的水泥；

②注完水泥后及时使套管内卸压，并在环空加回压；

③使用膨胀性水泥，防止水泥收缩；

④使用刮泥器，清除井壁泥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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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完井技术
Section 4 Well completion

完井：从钻开生产层、下油层套管、注水泥固井、射孔到试采等

一系列生产过程的总称。

完井工程包括的内容：

（1）钻开生产层：钻井完井液设计、平衡压力钻井

（2）完井井底结构设计和完井方法选择

（3）安装井底：包括下套管固井或下入筛管、割缝衬管

（4）连通井眼与产层（射孔、裸眼等）

（5）防砂措施

（6）安装井口，完井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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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井工程的原则和要求：

（1）有效地保护油气层，尽量减轻或避免对产层的污染。

（2）建立产层与井眼之间的良好通道，使油气流入井阻力最
小，提高产能。

（3）有效地封隔油、气、水层和不同压力的地层，防止层间
干扰。

（4）有效地控制油层出砂，防止井壁坍塌，确保油气井长期
稳产。

（5）井底结构能够满足开采、注水、井下作业等工艺要求。

（6）工艺简单，成本低。



45

一、钻开储集层

储集层的两个突出特点：

储集有一定压力的油气水；

地层孔隙和裂缝比较发育，具有较好的原始渗透率。

对钻开储集层的技术要求：

保护油气层，防止钻井液污染；

控制油气层，防止不必要的井喷，安全钻开储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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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钻井作业对储集层性质的影响

（1）压差的影响

在正压差的作用下，钻井液中的液相和固相侵入储层岩石孔

隙或裂缝中，对储集层造成不同性质的伤害。

1）水侵使储集层中的粘土成分膨胀，使孔隙度减小，渗透

率降低；

2）水侵破坏孔隙内油流的连续性，增加油流阻力；

3）水侵产生水锁效应，增加油流阻力；

4）泥侵堵塞储集层孔隙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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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化学物质不配伍的影响

钻井液的化学成分与地层流体的化学成分不配伍，发生化学

反应，生成沉淀物堵塞孔隙；钻井液中化学物质将岩石某些成分

溶蚀，破坏岩石的胶结，使岩石坍塌或膨胀，是储集层岩石渗透

率降低。

（3）浓度差的影响

钻井液和地层流体中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差，引起化学物质的

渗透现象。

（4）应力状态变化的影响

钻开储集层形成井眼，井壁周围岩石的应力状态发生变化，

引起岩石的变形（主要是侧向变形），使岩石的孔隙度和渗透率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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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钻开储集层的方法

①采用合理的钻井液体系，避免水侵和泥侵的危害；

②采用合理的钻井液密度，采用平衡或欠平衡压力钻井；

③采用良好的井身结构，减少储集层浸泡时间；

④在其他生产环节中也尽量防止污染

使用低失水、低密度水泥浆；

采用屏蔽暂堵等保护油气层技术；

减少试油或其他作业中的关井、压井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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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油气井完井井底结构类型

裸眼完井 贯眼完井 射孔完井 衬管完井 防砂完井 人工井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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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砂完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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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裸眼完井法

让储集层裸露，只在储集层以上用套管封固的完

井方法。

先期裸眼完井：先固井，后打开储集层。

后期裸眼完井：先打开储集层，后固井。

①裸眼完井的适用范围：

只适用于在孔隙型、裂缝型、裂缝---孔隙型

或孔隙---裂缝型坚固的均质储集层中使用。

适合于井中只有单一的储集层，不需分层开

采，无含水含气夹层的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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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裸眼完井法的优点：

排除了上部地层的干扰，可以在受污染最小的情况下打

开储集层。

在打开储集层的阶段如遇到复杂情况，可及时提起钻具

到套管内进行处理，避免事故的进一步复杂化。

缩短了储集层在洗井液中的浸泡时间，减少了储集层的

受伤害程度。

由于是在产层以上固井，消除了高压油气对封固地层的

影响，提高了固井质量。储集层段无固井中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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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裸眼完井法的缺点

不能防止井壁坍塌和油层出砂。

不能克服不同性质地层的相互干扰。

无法进行选择性酸化、压裂、分层开采、分层注

水等作业。

固井时尚未掌握产层的真实资料，容易给下一步

的作业造成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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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射孔完井法

是使用最多的完井方法。

主要优点：

能比较有效地封隔和支持疏松易塌的生产层。

能够分隔不同压力和不同特点的油气层。

可进行无油管完井和多油管完井。

主要不足：

打开生产层和固井的过程中，钻井液和水泥浆对生产层

的侵害较严重。

油气流入井内的阻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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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砂完井

①裸眼砾石充填完井

在钻开产层之前下套管固井，然后钻开

产层并在产层段扩眼，下入筛管，在井眼与

筛管间的环空中充填砾石。

②管内砾石充填完井

在出砂井段下筛管，在筛管和油层套管

之间的环空中充填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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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人工井壁完井

利用渗透性的可凝固材料注入到出砂层，形成人工

井壁。

渗透性固井射孔完井法：用渗透性良好的材料注

入套管和地层之间，再用小功率射孔弹射开套管

但不破坏注入的渗透层；

渗透性衬管完井法：在衬管与裸眼之间注入渗透

性材料；

渗透性人工井壁完井法：在裸眼井段注入渗透性

材料形成人工井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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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井井口装置

1——油管悬挂器；

2——油管头；

3——油管；

4——套管悬挂器；

5——套管头；

6——油层套管；

7——技术套管；

8——密封圈；

9——套管悬挂器；

10——套管头；

11——表层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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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试油

Section 5 Well Testing

对可能出油(气)的生产层，在降低井内
液柱压力的情况下诱导油气入井，然后对生
产层的油、气、水产量、地层压力及油、气
的理化性质等进行测定，这一整套工艺技术
称为试油。试油的目的是为了认识和鉴别油
气层，为油、气田的正常生产和开发提供可
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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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诱导油、气流
油、气井因其地层能量不同，在钻开生产层或射孔后，可遇到两种

情况：一种是在一定的液柱压力下，油、气井能自喷；一种是不能自喷
。对于自喷井，可进行放喷测试；对于不能自喷的井，则必须进行诱导
油、气流的工作。油、气入井不畅的原因一般是：油、气层原始渗透率
低；油、气层地层压力偏低；油、气流动性差或井内液柱压力过高；油
、气层受污染堵塞等。对于因井筒内液柱压力大，不能自喷的井，应采
取降低井筒内液柱压力的办法诱导油、气入井。这种方法的实质是降低
井筒内液柱高度或洗井液密度。替喷法、抽汲、提捞及气举法属于此类
诱导油、气流方法。

替喷法及气举法原理与人工举升采油方法类似，将在后继章节介绍
。

如果经替喷后，油、气井仍不能自喷时，可采用抽汲法或提捞法诱
喷。抽汲法是利用下入油管内的特殊工具抽子进行的，抽子在油管内高
速上提下放，把井内部分液体经油管逐步抽出地面，从而降低井内液柱
高度。抽汲过程中抽子高速上提时，会使抽子下面造成低压，这对于近
井地带堵塞物的排出十分有利，从而也可达到诱喷的目的。提捞法是用
特制的捞筒下入井内，将洗井液一筒一筒地捞出，达到降低液柱高度，
诱导油、气流的目的。提捞法一般用于低压井的试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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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大油、气流通道
有些油、气井，由于生产层严重地受到钻井液和水泥浆的污染

，导致孔隙或裂缝通道被严重堵塞；另有一些油、气井生产层的原
始渗透率很低，采用前述的诱导油、气流方法仍然不能明显有效时
，必须采取人工强化措施，增大油、气流通道，改善油、气层的渗
透性，使油、气能畅流入井甚至喷出地面。

我国某些油、气田，在油、气井投产前，一般情况是要对油、
气层进行一些人工强化措施，当处理后获得较大的生产能力后，再
正式投产。通常采用较多的人工强化措施是水力压裂和酸化处理。
经过处理，可以扩大油、气层的孔隙和原始裂缝或形成新的人工裂
缝，增大油、气层渗透率，实现增大油、气通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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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完井测试
完井测试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地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确定油、

气层的工业价值，为油、气井正常生产和制订合理的开发方案提供
可靠的依据。测试时，要取全取准下述几方面的资料：

1) 油、气、水产量；

2) 原始地层压力，井口油管压力和套管压力；

3) 油、气层中部温度及地热增温率；

4) 油、气、水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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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途测试
每钻穿一油、气层，即停钻对油、气层进行测试。测试完后，

视情况而定，或者恢复钻进，或者在获得高产油、气流的情况下，
就此完井投产。这种自上而下逐层钻穿、逐层测试的方法称为中途
测试。

中途测试在探井中应用较广泛。其优点是能迅速发现油、气流
，并可初步确定油、气层压力和生产能力。由于这种方法在钻穿之
后，立即测试，因而避免了钻井液对油、气层的长期污染，有助于
取得可靠的油、气、水资料，有助于提高探井的成功率，加快油、
气田的勘探和开发速度。

中途测试如同完井测试一样，测试工艺有两个主要环节：一是
诱导油、气流；二是取得测试资料。由于中途测试是在钻井的中途
进行，一般在取得资料后绝大多数要恢复钻井，因此，中途测试除
了准确取得被测试层基本的油、气、水资料外，还必须考虑钻井工
艺的一些要求。中途测试利用专门的井下工具进行，目前，我国较
普通采用的中途测试方法是用带玻璃接头和裸眼筒形封隔器的测试
仪器进行。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是既能较大程度地降低钻杆内的液
柱压力，又能保持封隔器以上环形空间的钻井液柱压力不变，利于
诱导油、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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