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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随着钻井工程的日益正规化 ,对固井水

泥头的质量和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水泥头作为

1种重要的井口装置 ,其结构的合理性 ,质量的可靠

性事关固井作业的效率与成败 。许多油田舍弃了过

去使用的简易水泥头 ,转而求购标准化 、规范化的水

泥头。在国外 , 许多大的石油机械公司 , 如 HAL-

LIBURTON 、TIW等都拥有各有特色的水泥头系列产

品。在国内 ,德州大陆架油气高科技有限公司研制

成功了 DDS 系列套管水泥头 、ZSD 系列钻杆水泥

头 ,满足了常规固井 、双级固井 、双塞固井 、连续打开

式双级固井对水泥头的需要。文中就这 2个系列水

泥头的结构组成 、设计思路 、性能特点做以介绍。

一 、结构组成

DDS系列套管水泥头 、ZSD系列钻杆水泥头的

基本结构如图 1所示 。

图 1　水泥头结构示意图

　　图 1中 ,水泥头的底部有一个由壬形式的快装

接头 6同套管相连接;中间的筒体 3用来安装胶塞 ,

胶塞容腔设计成 1个或 2个 ,满足不同形式的固井

要求;螺旋挡销 9用来挡住胶塞;胶塞下落指示器

10用来指示胶塞是否通过水泥头进入套管;打开上

部的顶盖 1 ,可以将胶塞装入水泥头内;由壬接口 4

用来同注水泥管线和替浆管线相连接;压力平衡管

8用来平衡注水泥过程中胶塞上下端面的压力 。

二 、设计的总体思路

水泥头做为 1种重要的井口装置 ,对于可靠性 、

安全性的要求非常之高 。设计中主要考虑了以下几

点:

1.采用较高的安全系数　为满足产品的高可靠

性要求 ,选取产品最薄弱点的安全系数不低于 2.5。

从图1可以看出 ,水泥头主体上开有很多的外联孔 ,

在开孔处存在着应力集中 ,对于主体的强度削弱很

大 。同时 ,该产品的焊接点 、丝扣连接点较多 ,容易

发生故障的薄弱点较多 。对以上环节必须进行严格

的强度校核和试验 。

2.设计合适的螺旋挡销开启力　螺旋挡销是产

品上唯一的活动部件。在高压下 ,螺旋挡销与配合

外筒间存在着很大的摩擦力 ,开启螺旋挡销需要足

够的力矩 。通过计算 ,螺旋挡销的最大开启力设计

为 0.15 ～ 0.20MPa ,人工转动比较轻松 。

3.部件独立设计　从总体上看 ,水泥头可分为

主体 、接头 、管汇 3部分 ,主体上的螺旋挡销也是 1

个独立的部分 。在长期的使用中 ,某一部分发生了

损坏 ,可单独进行更换 。

胶塞容腔长度是水泥头的重要技术参数 ,在胶

塞容腔的设计上 ,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 。由于目前

尚无统一的双级注水泥器胶塞 、尾管悬挂器胶塞的

国际或国内标准 ,每个公司的设计都各有不同。为

满足各公司产品的需要 ,搜集了诸如 HALLIBUR-

TON 、TIW等各大公司的胶塞数据 ,确定的胶塞容腔

能满足各公司产品使用的需要。

三 、性能特点

1.由壬式快装接头连接方便 ,一物多用　由壬

式快装接头的结构形式类似于水暖管件中的活节 ,

由壬螺母采用大螺距梯形螺纹 ,装拆方便 。公母接

头结合的锥面处装有一道密封圈 ,密封可靠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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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有以下几点好处:

(1)水泥头主体与下接头分体安装 ,比起与套管

直连的水泥头安装更加方便。

(2)水泥头由壬接口可调整到任何便于管线连

接的朝向 ,避免了场地布置与管线调整的麻烦 。

(3)可在钻井液循环时使用配套的 、小巧 、灵便

的循环接头 ,见图 2 ,起到了一物多用的效果 。

图 2　快装循环接头示意图

　　2.平衡管消除了负压抽吸 ,增加了使用的安全

性　平衡管连通筒体的上下 2端 ,使胶塞的上下端

面保持压力平衡。注水泥过程中 ,由于水泥的急速

下落 ,在胶塞的下端面易形成真空 ,在胶塞的 2端面

形成巨大的压力差。这个压力作用在挡销上 ,易造

成挡销的损坏。平衡管的设置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种

情况的发生。

3.拥有胶塞下落指示器 ,便于操作员判断胶塞

是否已通过　指示器是一种杠杆式结构 , 1 根轴上

装有互成 180°的 2个拨块。顶替前 ,将筒内拨块伸

出 ,胶塞通过时 ,将它撞回指示器盒体内 ,盒外的拨

块转过 90°,指示胶塞已经下落。

4.方便实用的配套管汇 ,使用安全方便　使用

配套管汇时 ,可通过旋塞阀的开闭完成各种固井作

业 ,无须在固井过程中拆卸和安装管线 ,提高了固井

效率 ,增加了操作的安全性与舒适感 。

四 、结构的变化与功能的拓展

除去水泥头的基本形式外 ,还可通过顶盖结构

的变化达到一些特殊的使用目的 。图 3是通道式顶

盖的结构示意图 ,顶盖除了原作用外 ,还可充当胶塞

顶替的通道。比起侧向的顶替口 ,胶塞的容纳空间

增加了 150 ～ 160mm ,可使用特殊的长胶塞 ,增加了

使用的灵活性。

图 3　通道式顶盖示意图

　　钻杆水泥头的顶盖还可做成提升式 ,在注水泥

的过程中 ,上提下放 ,提高水泥的顶替效率 。

五 、主要的产品系列 、技术参数及用途

ZSD 系列钻杆水泥头多用于尾管固井作业;

DDS系列套管水泥头多用于双级或多级固井作业。

其主要技术参数及用途见表 。
ZSD、DDS 系列水泥头主要技术参数及用途表

种类
公称直径

/ mm

工作压力

/MPa

内径

/mm

可容胶塞长度

/ mm
接头螺纹代号 配接工具

ZSD

系列

73

89

72

35

52 290  71.9mmIF  139.7mm× 101.6mm 悬挂器

72 340  88.9mmIF  177.8mm× 127mm 悬挂器

100 400  114.3mmIF  244.5mm× 177.8mm 悬挂器

DDS

系列

140

178

244

340

35

35

3355

20

125 450  139.7mmLCSG或 BCSG  139.7mm 双级箍

160 450  177.8mmLCSG或 BCSG  177.8mm 双级箍

225 550  244.5mmⅡLCSG或 BCSG  244.5mm 双级箍

320 550  339.7mmⅡCSG 或 BCSG 表层套管注水泥

　　六 、结论

通过多年的研制与现场应用实践 ,固井水泥头

的性能 、结构日趋完善 ,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的水

平。在新疆塔北沙 42井 、青海茫茫南 13井 、江苏泰

县QK -4井等多口重点井使用效果较好 ,并在东

海 、南海部分地替代了进口产品 ,值得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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