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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分析泡沫钻井液对水平井段井眼净化的影响因素 , 并在室内试验的基础上 , 优选出泡沫钻井液配

方 ,对配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评价 ,将优选出的泡沫钻井液配方应用于水平井牛 102 井中 , 能够较好的净化

井眼 ,提高机械钻速 3 ～ 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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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井钻井技术和泡沫欠平衡钻井技术属于 2

种较新的钻井技术。如何将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是

钻井工程界所要研究的难题。目前国内泡沫钻井主

要用于垂直井 ,与水平井技术的结合在理论研究和

现场试验方面涉及较少 。另外 ,在大斜度井段和水

平井段的钻井过程中 ,由于井斜角的影响 ,易于沉积

井眼下侧的岩屑颗粒形成了岩屑床 ,这就要求钻井

液有较强的净化能力 ,同时水平井在产层中钻进时

间长 ,产层与钻井液接触面积成倍增加 ,很容易污染

产层 ,而用泡沫钻井液体系进行欠平衡钻井就能够

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

一 、泡沫钻井液净化井眼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文献[ 1]中可知 ,影响钻井液携岩能力的因素

中 ,大部分为不可变因素 ,如井斜角 、井眼尺寸 、钻柱

偏心度等;还有一些可调控参数 ,如机械钻速 、环空

返速 、泡沫的流变参数。因此 ,有必要通过对影响因

素的分析和调整 ,以获得较好的携岩性能。

1.钻井液流态　岩屑床层顶部的颗粒运移较

快 ,床面颗粒的运移形式有跳跃和翻滚。而底部较

慢。当混合物的流速低到一定的程度时 ,环空内形

成岩屑床 ,且床体底部的岩屑近于静止。流速进一

步降低 ,床层变厚。当混合物流速很低时 ,岩屑床不

断加厚 ,发生岩屑堵塞。当泡沫流体的流速达到过

度流或者是紊流时 ,携带岩屑能力最佳。但也有几

个缺陷:(1)要求钻井液排量大 ,然而这又受到泵压

和泵功率的限制。另外 ,当泡沫的粘度 、切力较大时

很难加大排量;(2)岩屑在紊流中的下沉速度比在层

流大;(3)对井壁的冲蚀严重 ,易引起垮塌 。泡沫钻

井液体系属于非牛顿流体 ,在一定的环形空间内 ,流

核直径主要由动塑比决定。通过调节钻井液的流变

性质 ,增大动塑比可使钻井液流核的尺寸增大 ,变成

平板型层流。文献[ 2 ～ 3]认为 ,泡沫流体的流性指

数较低 ,得到的速度剖面较平 ,在层流状态就能够达

到很好的携岩效果 。

2.环空返速　随着泡沫环空返速的增大 ,一方

面有利于提高以床体形式运移的携岩效率;另一方

面有利于岩屑床的破坏或抑制岩屑床的形成 ,从而

改善携岩效果。但环空返速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会冲

刷井壁 ,严重的会导致井塌。因而存在一个临界环

空流速。在实际运用中 ,环空返速一般控制在 0.4

～ 1.0m/ s之间 。保证岩屑运移的绝对速度大于 0。

3.机械钻速　随着机械钻速的增加 ,产生的钻

屑量增加 ,并且岩屑直径增大 ,导致泡沫的横向动切

力与岩屑重力不平衡 ,岩屑颗粒的沉降速度增大 ,不

利于井眼的净化 。因此 ,适当控制钻速以维持良好

的井口岩屑返出。

4.流变参数
[ 4]

　在较长的水平井段中 ,必须增

加屈服值 ,提高净化效果 。增加泡沫钻井液屈服值

与塑性粘度的比值(大于 1)能改善井眼的净化效

果 。动塑比的增加可减小环空横截面上低流速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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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的比例。对细颗粒来说 ,降低钻井液的静切力非

常重要 。这样在钻柱静止时 ,不会使细颗粒滞留在

井底 。另外 ,根据此模型 ,泡沫粘度对岩屑床厚度的

影响较小 。

5.活动钻具　提高钻柱的旋转速度对沉积于下

井壁的岩屑有搅动作用 ,使岩屑达到翻滚跳跃状态 ,

从而产生更好的净化效果 。这种作用在床体与钻柱

间的间距较小时效果更为明显 。因此建议在泡沫钻

井过程中尽量采用转盘钻 。

二 、水平井段泡沫钻井液配方室内优选

目前 ,国内通常使用的泡沫是水基稳定泡沫 。

稳定泡沫的液相典型配方是:发泡剂+稳定剂+增

粘剂+水 。泡沫配方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泡沫钻井作

业的成败 ,泡沫流体必须具有良好稳定性和流变性 ,

才能满足水平井钻进过程中的系列要求 。

1.试验材料　⑴发泡剂。型号 KWR ,主要成分

为十二烷基苯磺酸钠 。⑵稳定剂(聚炳烯酰胺)。型

号PAM ,分子量:(800 ～ 1200)万 。⑶稳定剂(生物聚

合物)。型号XC。 ⑷增粘剂(羧甲基纤维素)。型号

MV-CMC 。 ⑸蒸馏水。

2.试验原理　该试验采用四水平正交设计方

案 ,按正交设计配制定量基液 ,测量泡沫半衰期和发

泡量 ,如果发泡量高 ,半衰期长则说明泡沫流体的性

能良好 ,并做抗盐 、油污染试验。由于篇幅所限 ,只

选取了代表性配方的试验结果分析 ,见表1。
表1　泡沫配方室内试验结果

序号 泡沫钻井液配方
半衰期

/ min

发泡体积

/mL

1 2‰CMC+4 ‰XC+4%FI 50 870

2 4‰CMC+2‰ XC +4%FI 37 810

3 2‰CMC+4‰XC+2%FI 43 830

4 4‰CMC+2‰ XC +2%FI 40 710

5 3‰CMC+3‰ XC +4%FI 43 780

6 3‰WDJ+3‰CMC+4%FI 57 450

7 2‰CMC+4‰XC+4%FⅡ 40 690

8 4‰CMC+2‰XC+4%FⅡ 55 860

9 2‰CMC+4‰XC+2%FⅡ 37 870

10 4‰CMC+2‰XC+2%FⅡ 30 710

11 3‰CMC+3‰XC+4%FⅡ 35 710

12 3‰WDJ+3‰CMC+4%FⅡ 62 460

　　注:1.泡沫钻井液配方中都要加清水;

2.FI代表发泡剂-I;FⅡ代表发泡剂-Ⅱ;WDJ 代表聚

丙烯酰胺。

3.试验结果分析　泡沫应满足的指标:泡沫基

液100mL时 ,发泡体积大于等于 400mL 、析水性大于

等于40min 、半衰期大于 50min。

由表 1可以看出 8号配方性能较好 ,发泡量大

和半衰期较长 ,成本也较低。因此选用 8号配方应

用于牛 102井水平井段的泡沫钻井。

4.影响配方性能因素[ 5]

(1)发泡剂浓度的影响。由试验结果可知 ,起泡

能力随发泡剂浓度增大而增大 ,当发泡剂浓度等于

4%时 ,起泡能力达到最大 。同时 ,泡沫半衰期随起

泡剂浓度增大而增大 , 浓度大于 4%,随着泡沫剂浓

度增大 ,起泡能力和泡沫半衰期达到最大后又降低 ,

一般取值略超过表面张力临界浓度为宜。主要原因

是:活性剂溶液浓度较高时 ,溶液中的活性剂迅速扩

散到表面 ,使局部的表面张力很快降低到原来的大

小 ,而变薄的部分未得到修复 ,泡沫的稳定性降低。

(2)稳定剂浓度的影响。在起泡剂配制液中加

入稳定剂 PAM ,既降低气泡间液膜的排液能力 ,又

降低了气体在液膜中的溶解度 ,从而使发泡能力和

半衰期增大 。但 PAM的浓度不能太大 ,否则膜中起

泡剂分子不能自由移动而使起泡能力下降 ,膜局部

受损时“伤口”不能迅速弥合 ,泡容易破。稳定剂

PAM可使泡沫寿命显著延长 ,稳定性大幅度提高。

三 、现场应用

牛 102井位于牛圈湖构造带牛圈湖背斜南高点

西北翼 ,该井是吐哈油田三塘湖地区 1口重点评价

井 ,设计井深 2077.37m ,钻探目的是探明中侏罗系

西山窑组的油气储量 。在该区块以前的钻探过程

中 ,侏罗系西山窖组具有低压 、低渗 、水敏严重的特

点 ,表现为坍塌严重 ,遇阻遇卡事故频繁 ,并且易发

生井漏 。常规钻井液循环体系是不能完全发现和评

价该地层的含油气能力 ,也不能避免该层位严重的

漏失问题 。经研究决定 ,采用欠平衡水平井钻井技

术对该油田进行评价 ,牛 102井实施泡沫水平井钻

井的层段为 1677.37 ～ 2098.37m 。该井采用非循环

式泡沫流体 , 地面泡沫密度约为 0.005 ～ 0.01 g/

cm
3
,但是经过井底压力的作用 ,泡沫井筒当量密度

为 0.65 ～ 0.68g/cm3 ,而该井油藏地层压力系数为

0.8左右 ,完全满足泡沫流体在水平井段的欠平衡压

力要求 。

经过牛 102井的钻探 ,证明该油藏属低压 、低渗

油藏 ,泡沫钻井过程中虽然有明显的后效火焰 ,但储

层供液能力较差 ,完井泡沫试油静止 48h ,井筒积原

油 20m3左右 。该井的成功应用为三塘湖油田的评

价认识提供了一种有效而全新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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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井眼轨迹设计及控制　该井井身剖面类型:

直—增—增—增 —稳(水平段);井眼轨迹数据为:靶

底井深 2077.37m ,造斜井深 1290.68m ,靶 A 垂深

1542.0m ,靶 B垂深 1538.99m ,靶A 、靶 B高度6.0m ,

靶A 、靶 B宽度 20.0m ,水平段长399.99m ,靶前位移

250.0m ,靶区倾角 90.43°,井眼方位102.5°。

该井水平段是利用转盘钻进尺 ,采用 MWD 监

测井眼轨迹 ,每钻进 50 ～ 80m 起钻取数据。如果轨

迹偏离 ,则使用 SST有线随钻和螺杆钻具进行纠斜 、

扭方位作业。

2.水平段井身结构　 216mm 钻头×2077.37m

+ 139.7mm筛管×(1677.37 ～ 2098.37)m。

3.泡沫钻井参数 　钻压 40 ～ 80kN;泵压 3 ～

4MPa;气量 50m
3
/min;液量 250 ～ 300L/min;当量密

度0.66g/cm3 。

4.泡沫基液配方　清水+4‰MV-CMC+2‰XC

+4%发泡剂-Ⅱ 。

5.泡沫性能及井眼净化效果　泡沫钻井液体系

在牛 102井水平井段砂岩地层 421m 的应用过程中 ,

井眼净化效果非常好 ,岩屑基本都能携至地面 ,每次

下钻均顺利到底 ,没有出现遇阻现象 ,并且避免了岩

屑的重复破碎 。该井水平段泡沫钻井机械钻速为

7.6m/h ,是普通钻井液机械钻速的 3 ～ 4倍 。利用转

盘钻进尺 ,有利于水平段岩屑的搅动和翻滚。

该井随着水平井段的逐渐加长 ,井底出现了岩

屑床 ,在水平井段 273m 处引起卡钻及起下钻不畅

等情况。因此 ,需提高泡沫的携岩性能 ,随着井斜角

的增大 ,钻井液的粘度 、切力 、动塑比也应适当提高 ,

于是将配方调整为:清水+5‰MV-CMC+3‰XC +

6%发泡剂-Ⅱ 。泡沫钻井液在牛 102井应用时的基

本性能见表2。

四 、认识与结论

　　1.泡沫在水平井段的携岩能力不仅与水平井的

井身结构 、井眼轨迹 、钻柱偏心度等参数有关 ,而且

与泡沫钻井液流态 、环空返速 、机械钻速等参数有

关。因此 ,随着水平井段的加长 ,调整泡沫流变性 、

气液注入量是保证井眼的充分净化重要手段 。

2.泡沫在水平井段的井眼净化问题应该从水平

井和泡沫钻井 2种工艺的优化设计 ,以及泡沫流变

性 、配方的优选 2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3.从泡沫配方优选试验测量数据的回归分析中

得出:泡沫性能与试验加量不呈线性关系 ,筛选出最

佳浓度 ,将材料成本作为筛选依据 ,这样优选出的配

表 2　牛 102 井水平井段泡沫基液性能测量

时　间
发泡量

/mL

析水性

/min

半衰期

/ min

2000-06-02 900 20 65

2000-06-03 800 23 70

2000-06-06 950 25 95

2000-06-07 1000 13 45

2000-06-27 950 15 50

2000-06-28 900 14 44

2000-06-30 900 15 45

2000-07-01 900 13 42

2000-07-02 700 19 65

2000-07-03 950 9 28

2000-07-04 850 20 70

2000-07-05 850 17 68

2000-07-06 800 13 46

2000-07-08 850 20 66

方既节约又利于现场使用。

4.泡沫钻井液在牛 102井水平井段的整个应用

过程中 ,累计进尺 421m ,泡沫性能符合要求 ,能够较

好的净化井眼 ,并且提高机械钻速3 ～ 4倍 。

5.牛 102井是国内首次将泡沫钻井工艺应用于

水平井 ,保护油气层不受污染 ,并获得了成功 ,为以

后 2种钻井技术的进一步结合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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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ON THE DEVELOPING TENDENCY OF TECHNICAL ECONOMICAL IN-
DEXES IN THE FIELD OF DRILLING IN CHINA

by Wang Tongliang(Petroleum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Research Center ,CNPC),Xu Bo

Abstract　Great improvemen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drill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 yet quantitative
studies and descriptions are seldom conducted on its developing tendency.Based on the changing tendency of such pa-
rameters as economic indexes , production and reserves versus time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ing tendency of

drilling technology quantitatively , involved using of large amount of statistics and such method a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software.Five models for predicting the amount of drilling rigs in use are established accordingly , and these

models are mainly based on 1.oil and gas production and reserves;2.predicted drilling footage based on production and

reserves plan;3.oil and gas production;4.time;5.oil price.It points out that other than these five models ,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 to decide the exact amount of drilling rigs needed to be put into use.

Subject heading　drilling　technical economical index 　production　reserve　time　regression analysis　pre-
diction　mathematical model

DRILLING THE 8600m LARGE EXTENDED REACH WELL WITH STEERABLE RO-
TARY DRILL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y Zhang Wunian(Shenzhen Branch Co., CNOOC)
Abstract　Well XJ24-3-A18 of South China Sea Oilfield is an extended reach well with a TD of 1800m ,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of 7500m , and a VD of 2740m.When a well is drilled to 7000m , hole deviation becomes very difficult to
control under rotary drilling , and drifting will occur at the same time.As for slide drilling , it produces high friction , and
drilling is difficult and low ROP is achieved.A steerable rotary drilling tool called power drive is run into the well in

6871m , and it achieved good results without changing the drilling parameters too much.Static inclination and azimuth

changed evenly , no drifting was found and no severe dog legs were made.ROP was almost improved 10 times , and the

total costs were reduced therefore.

Subject heading　Xijiang 24-3 Oilfield　high angle deviated hole　navigational drilling　rotary drilling　drilling
tool　application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LY APPLIED ELECTRIC FIELD ON
GRAIN SIZE OF ROCK AND CLAY MINERAL

by Sun Hu ,Zhang Ningsheng ,Wu Xinmin , et al(Xi' an Petroleum Institute)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study how the externally applied electric field influence the properties of rock grain

and clay minerals , by testing the grain size before and after applying electric current.Electric agglomerating of clay min-
erals and fine compositions is obviously detected in the electric field , and rock grain size changes too , with the tendency

of becoming larger.This tendency is very obvious for small particles , especially for clay minerals.In different areas of

the electric field , its effect is different.Specifically , much obvious effect is found at the cathode than that at the anode.
The change of grain size is also proportional to the time affected;yet it has no correlation with current strength in the

same electric field and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Subject heading　electric field　rock property　rock grain　clay mineral　agglomerating

THE APPLICATION OF FOAM DRILLING FLUID IN THE HORIZONTAL SECTION
by Yang Hu(Drilling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Xinjiang Petroleum Administration),Guo Zhenyi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an optimized foam drilling fluid , based on the analysis to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hole cleaning in the horizontal section and laboratory tests.The formula is also analyzed and evaluated.The optimized
drilling fluid is used in a horizontal well Niu-102 , and field using has proved its good hole cleaning capability , and ROP
is also improved 3 ～ 4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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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RECTIONAL WELL TRAJECTORY DESIGN METHOD
by Cui Hongying , Zhou Guangchen , et al(Petroleum Engineering Department ,Petroleum of University)

·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