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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长裸眼中斜度定向井的钻井液体系及处理方案 ,以及润滑防卡、井眼净化和井壁稳定等 3个关

键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法。列举了 4口井的应用情况及钻井液性能。实践证明 ,所选择的钻井液工艺技术较好地满足

了钻深 3623m、井斜 49°、井底水平位移 1229m、裸眼井段长达 3224. 5m、裸眼斜井段长达 2292m的定向井对钻井液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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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油田开发的进一步深入 ,由于受钻井成本

的制约 ,长裸眼定向井日益增多 ,对钻井液工艺技术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除要求钻井液具有良好的常规

性能外 ,还应具有比一般定向井更好的润滑防卡、井

眼净化及井壁稳定能力。近 2年来 ,在华北油田的冀

中地区钻长裸眼定向井 4口 ,钻井进尺 12763m,平

均井深 3190. 75m,最大井深为 3623m,井斜角 42. 4°

～ 49°,水平位移 875. 13～ 1229. 34m,裸眼井段长达

3224. 5m、裸眼斜井段长达 2292m。所钻的 4口井均

为多靶点预探井 ,均采用水基钻井液添加液体润滑

剂 RH8501和固体润滑剂塑料球组合润滑防卡 ,以

及相应的井壁稳定及井眼净化技术等工艺。实践证

明 ,所采用的钻井液工艺技术较好地满足了长裸眼

定向钻井对钻井液工艺技术的要求。

一、钻井液工艺技术

长裸眼定向井的钻井液工艺技术能否满足要

求 ,对其钻井施工的安全、顺利与否有着决定性的影

响。因此 ,必须选择合适的钻井液工艺技术。

1. 钻井液体系的选择　华北油田冀中地区的

地层特点为: 上部明化镇、馆陶组地层松软 ,粘土矿

物以蒙皂石和伊蒙混层为主 ,造浆能力强 ;中、下部

东营、沙河街组地层粘土矿物逐步过渡为伊蒙混层

及伊利石为主 ,且极易垮塌。因此 ,应根据这一地层

特点以及多年来的钻井施工经验 ,选择长裸眼定向

井的钻井液体系。

研究表明 [ 1, 2] , PAC141— N PAN— SMP聚合物

防塌钻井液具有较强的抑制能力和较好的防塌能

力 ; MM H钻井液具有良好的携带、悬浮和防塌能

力。钻井液的具体配方为: ① 6%～ 8%膨润土+

0. 5% ～ 0. 8% N PAN + 0. 3% ～ 0. 5% PAC141 +

0. 5% SM P+ 1% ～ 1. 5%防塌剂。② 3%～ 4%膨润

土+ 0. 2%～ 0. 3% MM H+ 0. 5%～ 0. 8% BX J+

0. 1% ～ 0. 2% N PAN。

2.润滑防卡工艺　长裸眼定向井钻井液的重要

技术之一就是润滑防卡工艺技术。 由于长裸眼定向

井的裸眼井段较长 ,那么钻具与井壁滤饼的接触面

积随之增大 ,钻具作用于井壁的侧压力也随之增大 ,

故极易发生粘附卡钻 ;同时 ,由于定向井造斜、增斜、

稳斜、降斜和扭方位等工序复杂 ,起下钻频繁 ,易形

成键槽 ,稍为不慎则可能发生键槽卡钻。因此 ,润滑

防卡问题关系到定向井的成败 ,必须做好润滑防卡

工作。润滑防卡工艺如下:

( 1)加入润滑剂降低滤饼摩阻系数。粘附卡钻力

与滤饼摩阻系数成正比 ,降低滤饼摩阻系数是润滑

防卡的一条重要途径 ,降低滤饼摩阻系数的方法通

常是添加润滑剂。多年来的研究及应用表明 [3 ] ,定向

井润滑防卡体系以液体润滑剂 RH8501和固体润滑

剂塑料球的组合润滑防卡效果最好。由于长裸眼定

向井裸眼井段较长 ,因此 ,在润滑剂的使用上应区别

于传统的“以固体润滑剂为主的液、固体润滑剂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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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润滑防卡方法 ,而应采用“以液体润滑剂为主

的液、固体润滑剂组合”的润滑防卡方法 ,在确保润

滑防卡效果的同时 ,有利于对钻屑的控制 ,为钻长裸

眼定向井提供一个良好的钻井液基础。( 2)严格控制

滤失量及滤饼厚度。粘附卡钻力与钻具和滤饼的接

触面积成正比 ,而接触面积又与滤失量和滤饼厚度

有关。 据资料报道 ,定向井中 87%的粘附卡钻事故

发生在 2000m以浅的浅层 , 93. 2%事故发生在 API

滤失量大于 5 mL的井段中。因此 ,严格控制滤失量

及滤饼厚度 ,是防卡的辅助手段之一。一般进入斜井

段后控制 API滤失量在 5 mL以内 , HT HP滤失量

在 15 mL以内 ,同时应控制滤饼薄而坚韧。

( 3)严格控制钻井液的含砂量。采用四级净化设

备 ,彻底清除钻井液中的有害固相 ,保持较低的含砂

量 ,从而提高滤饼的质量 ,减少粘附卡钻的发生。

( 4)尽量缩短钻具在井内静置的时间。钻具在井

内静置时间越长 ,粘附卡钻的可能性越大 ,如测井斜

及方位必须停钻时 ,应尽可能定时大幅度活动钻具。

3.井眼净化技术　长裸眼中斜度定向井易形成

岩屑床和井眼净化不佳 ,从而导致起下钻不正常 ,甚

至卡钻的发生。 因此 ,必须采用合理的井眼净化技

术 ,具体做法是:

( 1)适当控制环空返速。环空返速是影响井眼净

化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 ,在井斜 30°以上井眼中环

空返速应大于 0. 91m /s。虽然提高环空返速有助于

减缓岩屑床的形成 ,但环空返速过高对井壁冲刷严

重 ,因此 ,环空返速应适当。实践证明 ,井斜 30°以上

定向井的环空返速控制在 0. 9～ 1. 5m /s为宜。

( 2)采用合理的钻井液性能。钻井液性能是定向

井改善携带岩屑能力的重要因素。 在层流下 , 为了

更好地满足携屑的需要 ,要求钻井液必须有最低的

屈服值 ,同时 ,保持动塑比在 0. 35～ 0. 45。控制钻井

液的触变性 ,避免过高的触变性所导致的在斜井底

边处不动区范围内形成的岩屑床。钻井液的切力只

要能够满足停止循环时悬浮钻屑即可。

( 3)控制合理的钻井液流态。井斜 0°～ 45°井段 ,

层流净化速度高 ; 45°～ 55°井段 ,层流和紊流没有明

显区别 ;因此 , 55°以内的定向井钻井液的流态应选

择平板型层流 ,尤其是 30°～ 55°井段及易塌井段更

应选择平板型层流洗井 ;但 55°以上定向井钻井液

的流态应采用紊流洗井 ,以提高携屑能力。

( 4)坚持短程起下钻。钻入井斜 30°井段后坚持

短程起下钻有利于破坏岩屑床提高井眼净化效果。

4.井壁稳定措施　所钻的沙河街地层粘土矿物

以伊利石、伊蒙混层为主的地层特点 ,决定了钻井过

程中易出现井塌 ;再加之在定向钻井中 ,钻具对井壁

的鞭打撞击比直井剧烈 ,发生井塌的可能性高于直

井。 故此定向钻井尤其是长裸眼定向钻井应做好井

壁稳定工作。

( 1)严格控制高温高压滤失量。一般井深超过

2500m后 ,及时加入 0. 5%的 SMP改善滤饼质量 ,

提高抗温能力 ,降低高温高压滤失量。

( 2)使用防塌处理剂 ,提高防塌效果。在钻井液

中加入含有 N H
+
4 的聚合物处理剂 ,同时加入防塌

剂提高钻井液及滤液对泥页岩水化膨胀的抑制能

力 ; MMH钻井液则利用其独特的固液相间在井壁

形成静止层的特性 ,从而起到稳定井壁的目的。

( 3)采用合理的钻井液密度。根据随钻监测压

力 ,选择合理的钻井液密度附加值 ,钻井液密度尽可

能满足井眼稳定的要求。

( 4)保持钻井液性能相对稳定。进入易塌层后严

禁大幅度处理钻井液 ,应采用“少食多餐、细水长流”

的维护方法 ,保持钻井液性能的相对稳定 ,使井眼有

一定的适应性。

( 5)采用合理的工程措施相配合。在保证井眼清

洁的前提下 ,钻井液环空流速不宜过大 ,避免严重冲

蚀井壁引起井壁不稳定 ;控制起下钻速度和开泵平

稳 ,避免产生过大的压力激动 ,防止井塌。尽可能提

高钻井速度 ,缩短钻井液对井壁的浸泡时间。

二、现场应用及效果

近 2年来 ,使用 MM H钻井液和 PAC141—

N PAN— SMP聚合物防塌钻井液各钻 2口长裸眼

定向井 ,较好地满足了钻长裸眼定向井的要求 ,取得

了一定的效果。

1.钻井液处理方案

( 1)一开配膨润土浆: 100 m
3
清水+ 0. 3% ～

0. 5% Na2 CO3+ 6%～ 8%膨润土 ( MMH钻井液的

用土量为 3% ～ 4% )。

( 2)二开用一开钻井液作基浆适当稀释进行预

处理。基浆+ 0. 3% ～ 0. 5% PAC141+ 0. 5%～ 0. 8%

N PAN; MMH钻井液则为: 基浆+ 0. 2%～ 0. 3%

MMH+ 0. 15%～ 0. 3% BX J。

( 3)二开钻至造斜点前将钻井液性能调好 ,造斜

后至井斜 25°以内加入 1. 0% ～ 1. 5%的液体润滑剂

RH8501,在 45min后滤饼摩阻系数降至 0. 10以内 ;

井斜大于 25°,则采用液体润滑剂 RH8501和固体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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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剂塑料球组合润滑防卡 ,正常钻进除及时补充

RH8501外 ,加入 0. 5% ～ 1. 0%的粒径为 0. 25～

0. 16mm的细目塑料球 ,起下钻和取心前、完钻期间

则使用粒径为 2. 0～ 0. 56mm的粗目塑料球贴井

壁。

( 4)在易塌层前 50～ 100m左右 ,加入 1. 0%的

防塌剂 ,并随井深的增加及时补充 ; MM H钻井液则

适当补充 SMP。

( 5)井眼净化。根据岩屑返出情况及时调整钻井

液的流变参数特别是动塑比 ;另外 , 216 mm井眼

保证泵排量不低于 30L /s ;井斜大于 35°以后每钻

进 100m左右进行一次短程起下钻破坏岩屑床 ,提

高井眼净化效果。

( 6)特殊作业的钻井液处理。下取心筒前、电测

前和下套管前 ,先降低钻井液粘度 (比正常钻进低 2

～ 3s)并适当增加泵排量 ,以充分清洗井壁 ,然后注

入粘度 80s左右的稠浆 10m3左右循环 2周后短起

下 ,如短起下正常将钻井液粘度恢复正常钻井时的

粘度 ,并在稳斜段打入约 1%的粗目塑料球后起钻

进行特殊作业。

( 7)油层保护工作。进入设计油层前 50～ 100m,

用 BX J、 SMP或 PAC141、 N PAN对钻井液进行改

造 ,使各项性能达到甲方设计要求 ,特别是 API失

水≤ 5mL, HT HP失水≤ 15mL ,同时加入约 1. 0%

的无荧光防塌剂、 2%的超细度碳酸钙对油层实行暂

堵 ,减少固相和滤液进入油层。

( 8)钻井液的日常维护处理。使用聚合物钻井液

时 ,上部井段用 PAC141∶ NPAN= 1∶ ( 2～ 4) ,下部

井段用 PAC141∶ N PAN= 1∶ ( 5～ 6) ,井深 2500m

以后 ,适当添加 SMP以改善钻井液的热稳定性 ;使

用 MM H钻井液时 ,二开后采用 MMH和 BX J、

SMP、 N PAN维护处理 ,钻井后期减少或停止

MMH的量 ,以 N PAN、 BX J、 SMP维护为主。

2.应用情况　 4口井的应用情况及钻井液性能

见表 1、表 2。

表 1　 4口井的应用情况

井　号
完钻井深

H /m

完钻垂深

h /m

最大井斜

T/(°)

井底位移

x /m

裸眼长度

L 1 /m

斜井段长

L 2 /m

事故

Z1 /%

复杂

Z2 /%
完井电测

赵 X74

赵 X69

赵 X50

赵 X76

2400

3623

3500

3240. 35

2007. 78

3299. 82

3231. 90

2805. 30

49

42. 4

42. 58

48. 5

1111. 42

1120. 01

875. 13

1229. 34

2195. 2

3224. 5

3124

2938. 35

1985

2292

1903

2180. 41

/

1. 03

/

31. 97

/

0. 33

/

9. 32

一次成功

遇阻

一次成功

一次成功

　　注: 赵 X76井的事故及复杂因键槽及操作不当所致。

表 2　 4口井完钻时的钻井液性能参数

井　号 钻井液
密度

d/g· cm- 3

粘度

D /s

塑性粘度

PV /m Pa. s

动切力

f/ Pa

AP I失水

V1 /m L

初终切

Gel / Pa· Pa- 1

HTHP失水

V2 /m L
p H

赵 X74

赵 X69

赵 X50

赵 X76

MM H

MM H

聚合物

聚合物

1. 22

1. 28

1. 30

1. 30

28

34

31

34

13

15

18

18

6

6. 5

6

7

4. 5

4. 0

4. 2

4. 0

2 /4

1. 5 /3. 5

1 /2

1. 5 /2. 5

14

15. 2

8

9. 6

7

7. 5

7. 5

8

　　 3.应用效果

( 1) 4口长裸眼定向井选用的 2套钻井液体系 ,

性能稳定 ,工艺简单 ,钻井液处理量、排放量小。

( 2)采用的井眼净化技术合理 ,井眼净化能力

强。 4口长裸眼定向井井斜增至 30°后及时采取相应

的井眼净化技术 ,没有因岩屑床问题或岩屑携带问

题而引起井下复杂事故的发生。 特别是赵 X74井 ,

它是 1口多靶点预探定向井 ,由于该井钻井液技术

合理 ,工程措施良好 ,使得该井复杂事故时间为零。

( 3)采用液体润滑剂与固体润滑剂组合润滑防

卡技术 ,防卡能力强。液、固体润滑剂组合防卡技术

解决了长裸眼定向井的润滑防卡问题 , 4口井未发

生粘附卡钻事故。

( 4) 2套钻井液采用相应的井壁稳定技术 ,高温

高压滤失量低 ,防塌效果好。 4口井均无井塌卡钻的

发生 ,且井壁稳定 ,完井电测成功率高。

( 5) 2套钻井液的携屑能力强 ,井眼清洁。在 4

口定向井中 ,未因携屑问题而发生大段划眼。 MM H

钻井液的携屑及井眼清洁能力优于聚合物钻井液。

(下转第 3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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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钻前 ,放掉部分钻井液 ,再加入清水补充钻井

液量达 120 m
3以上。 加入 NH4 HPAN、 80A— 51、

LV— CMC和 SDX— 1等药品循环搅拌均匀 ,使钻

井液性能满足侧钻施工要求 ,具有良好的润滑性、携

砂性和一定的剪切稀释特性。钻进过程中 ,使用大小

分子复配的聚合物胶液补充钻井液 ,并适当补充部

分清水。粘切和滤失量分别使用低浓度聚合物胶液

和 LV— CMC来控制。 对于明侧 144井来说 ,由于

定向后井斜角 17°,因此 ,在钻井液中加入 6 t原油

以减小井下摩阻 ,保证了施工顺利。

进入目的层前 ,将钻井液滤失量控制在 5 mL

以内。 全井使用好固控设备 ,使密度达到设计要求。

完井前提前处理好钻井液 ,维护性能均匀稳定。起钻

前 ,循环钻井液不少于 2周 ,充分清洁井眼 ,并使用

玻璃小球打封闭 ,以保证电测完井作业顺利。 3口拔

套侧钻井的完井液性能见表 2。

　　五、结论和建议

1.通过文明寨油田 3口井的施工实践 ,积累了

拔套侧钻施工的经验 ,丰富了油气井大修方法 ,开辟

了修复 139. 7mm套管损坏报废井的新途径。

表 2　文明寨油田拔套侧钻井的完井液性能

井　号 明侧 87井 明侧 144井 明侧 157井

密度 /g· cm- 3 1. 20 1. 20 1. 22

粘度 /s 55 58 46

滤失量 /mL 5 5 5

滤饼 /mm 0. 5 0. 5 0. 5

Gel / Pa· Pa- 1 0 /1. 8 0 /1 0 /0

含砂量 /% 0. 2 0. 3 0. 1

p H值 8 13 10

　　注: Gel为初 /终切力。

2.利用拔套侧钻方法 ,不仅可以提高修井速度 ,

而且可以保证固井质量 ,延长了油气井的生产寿命 ,

提高了油田综合经济效益。

3.拔套施工与卡钻套铣钻具相同 ,操作复杂 ,生

产效率低 ,建议在今后的拔套侧钻施工中最大限度

地减少拔套深度 ,提高修井时效 ,节约修井成本。

4.侧钻后打直井 ,新井眼容易与原井眼相碰引

起井下复杂 ,建议侧钻后使用缓增钻具组合 ,不仅可

以避免井眼相碰 ,而且可以减少定向次数 ,缩短修井

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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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与认识

1. 长裸眼定向井钻井液体系应根据地层特点

以及施工经验来选择。 一般选择本地区钻直井及普

通定向井有效钻井液体系。

2. 长裸眼定向井的润滑防卡应采用以液体润

滑剂为主的液、固体润滑剂组合的润滑防卡体系 ,在

确保润滑防卡效果同时 ,以利于采用细目的振动筛

筛布对钻屑的初级控制 ;另外 ,选择合理的钻井液性

能参数及排量 ,并根据井斜角的大小确定合适的流

态 ,同时 ,坚持短程起下钻 ,可有效地减轻岩屑床的

影响 ,提高井眼净化能力。

3. 长裸眼定向井易形成键槽 ,钻井过程中 ,应

注意及时破坏键槽 ,同时起钻应正确操作 ,避免键槽

卡钻的发生。

4. 固相控制工作是长裸眼定向井的一个重要

环节 ,必须高度重视。 尽可能采用四级净化 ,提高固

相控制能力 ,彻底降低有害固相的含量。

5. 如何为长裸眼定向井提供一个“宽松”、安全

的钻井环境以及如何预防岩屑录井的失真等问题需

要今后着力解决。

作者附言: 第四钻井工程公司泥浆站的领导及

现场管理室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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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MENTING PRACTICES IN COALBED GAS WELLS IN JINCHENG AREAOF QIN-
SHUI BASIN

by Zheng Yi, Liu Aiping

Abstract　 Cementing qualit y in the coa lbed ga s wells in south Qinsh ui Ba sin is v er y poor. This paper investiga tes the

causes tha t influence th e cementing quality in this a rea, e. g. , inefficient mud displacement caused by high fluid co lumn pres-

sure in annular and "U" tube effect; ex cessiv e fluid lo ss of cement slurr y because of high differential; changes of slur ry densi-

ty , and improper field cementing opera tion, etc. Ba sed on the analysis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 e char acteristics o f coalbed

ga s reserv oir , some measures ar e taken in the fo llowing cementing jobs. Such a s use lightw eigh t cement slur ry , cont rol fluid

loss, r aise v isco sity and sh ea r fo rce, displace w ith low flow rate in slow return velocity, and maintain even density dist ribu-

tion. Cementing quality is highly improved in this a rea.

Subject heading　 coal- fo rm ed ga s　 well cementing　 w ell comple tion　 ligh tw eight drilling fluid

DRILLING FLUID AND COMPLETION FLUID TECHNOLOGY FOR RESERVOIR
PROTECTION IN JINGDONG OILFIELD

　· 84·

by Yang Bin, Yin Jing jun, Ma Laixuan

Abstract　 The geo lo gica l charac teristic o f Chang- 2 reservo ir in Jingdong Oilfield of Shanganning Basin is described, and

the specific type of fo rma tion sensitivity and deg ree o f fo rma tion damage a re also investig ated. A highly inhibitive M M H drill
- in fluid sy stem is designed ba sed on the study of fo rma tion damage mechanism. At th e same time , dynamic fo rma tion dam-

age evalua tion is car ried out. Field testing in six w ells shows its effec tiv e fo rma tion pro tection capability.

Subject heading　 fo rma tion damage prevention　 drilling fluid　 completion fluids　 mechanism　 ana ly sis　 evalua tion

DRILLING FLUID TECHNOLOGY FOR DIRECTIONAL WELL WITH LONG OPEN
HOLE

by Wang Fenrong , Zhao Jiangyin, Zh uang Lixin, E Limin, Li Jianming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rilling fluid systems and maintenance pro g rams fo r medium inclined directiona l w ell

with long open hole, and it focuses on drilling fluid lubricity and anti- sticking property , hole cleaning capabili ty and w ellbo re

stability cont ro l. D rilling fluid per formance in four wells ar e eva luated. The drilling fluid technolog y ha s been successfully

used in a directional well with to ta l m ea sur ement depth ( TM D) o f 3625m, ho le deviation o f 49°, ho rizontal displacem ent of

1229m, and 3224. 5m open ho le, in which 2292m is in the inclined sec tion.

Subject heading　 open ho le w ell　 dir ec tional w ell　 drilling　 fluid　 lubricity　 ho le cleaning　 hole stabilization

SIDETRACKING TECHNOLOGY IN WENMINGZHAI OILFIELD
by Zhang Zhaoping , Guo Baoyu, Qiao Shanyi, Pei Xujian

Abstract　 A new side tracking techno log y is conduc ted in Zhongyuan Oilfield, which leads the sidetracking in the o riginal

open hole with the casing pulled out. Compa ring w ith window milling in the 139. 7mm casing , this t echnolog y avoids the use

o f sma ll size bit and th e difficulty of cementing in the slim- hole, thus g r ea tly improves ROP and the cementing quality. Cas-

ing pulling operations and sidet racking in 3 w ells a re described in detail, and it prov es to be a good alterna tiv e to conventional

sidetracking in cased w ells.

Subject heading　 casing　 ca sing window　 sidet racking　 drilling fluid

APPLICATION OF UNDERBALANCED DRILLING TECHNOLOGY
by Ren Zhongqi

Abstract　 Underba lanced drilling rea lizes the cont rolled flow o f formation fluids into the w ell, th us minimizes the risks

o f fo rma tion damage, lost circulation and pipe sticking, and improves bit per formance and incr ea ses RO P. This paper list

some items tha t should be conside red in underbalanced drilling , such as ca sing pr og ram , fo rma tion conditions, selec tion of

drilling fluid systems, dete rmination o f underbalanced pressure , suitable w ell contr ol and circula tion sy stem, and as w ell as

BHA prog ram and bit selection, etc. This technolog y is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tw o wells in Sheng li Oilfield, some valuable

expe riences a re achiev ed and the oil production is rema rkably increased.

Subject heading　drilling　 circulating　 foam drilling　 pro tec tion　 oil and ga s fo rma 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N OIL PRODUCING ENGINEERING
TECHNIQUE

by Liu Xiang 'e, Wang Putan

Abstract　 The engineering technique of oil and gas producing is a key method fo r the implement of field development pro-

ject. It can decide the w ell production ra te, the oil r ecove ry rate , the ultima te recover y and the economic benefit o f a field.

This paper analyzed fiv e development stag es and their r espectiv e technolog y sta tus of the technique in oil producing , intro-
duced tw elv e suits matching techno log y o f oil pr oducing suited the needs o f China 's reserv oir s. It a lso explained the basic

method and tech nical policy in development oil producing eng ineering and pointed out the developing trend o f the oil producing

enginee ring tech niq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