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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快钻井技术在安棚高含碱油田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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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安棚高含碱油田地质构造和油气藏类型复杂 、岩石可钻性差以及高含碱地层对钻井液和水泥浆的影响

严重 , 致使该地区钻井速度低 、井下复杂情况多以及井身质量和固井质量差 , 为此开展了综合配套技术研究 , 形成

了地层自然造斜规律应用 、地层可钻性评价与钻头优选 、钻井参数和水力参数优选 、抗碱钻井液体系研究及抗碱固

井技术研究等 5项配套技术。经现场应用表明 , 综合配套技术可提高机械钻速 70. 98%, 缩短建井周期 65. 21%, 井

下复杂及事故时效减少 78. 80%,固井质量合格率提高 124. 47%,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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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棚高含碱油田位于河南省桐柏县境内南襄盆

地泌阳凹陷中部的赵凹 —安棚鼻状构造带南部 ,油

气藏埋深 2900 ～ 4100 m ,探明油气地质储量 1363×

10
4
t,附近是国内最大的天然碱矿—安棚碱矿 ,含碱

叠合面积为 10. 74 km
2
,探明 C+D级固体碱工业储

量 4849. 11×10
4
t,液体碱储量 136. 5×10

4
t,共发现

17个碱层 , 埋深 1310 ～ 2500 m ,主含碱井段长达

1190m ,是一典型的油 、气 、碱共生矿藏 。

2000年以前 ,安棚高含碱油田累计完成 3000 m

以上井 16口 ,平均井深 3428. 14 m ,平均机械钻速

为 3. 48 m /h ,平均钻井周期为 129. 56 d,复杂时效

为 3. 06%, 事故时效占 7. 27%, 固井质量合格率

43. 6%。

1　影响钻井速度的主要因素

(1)深井段致密的泥岩 、页岩和白云质泥岩可

钻性差 (中下部为 6 ～ 9)、研磨性强 ,钻井速度低。

(2)地层倾角较大(5 ～ 25°),自然造斜力强 ,油

气层埋藏深 ,靶区半径小 ,控制难度大 ,造成井身质

量差 、钻井速度低。

(3)高含碱对钻井液造成污染 ,使钻井液性能

变差 ,导致黏切高 ,失水量大 ,流变性差 ,易产生糖葫

芦井眼(井径扩大率高达 136%),造成井塌 、卡钻等

井下复杂情况 。

(4)高含碱对水泥浆造成污染 ,导致水泥浆性

能变差 ,水泥石的强度降低;水泥环与碱层之间形成

间隙 ,使水泥胶结质量差 。

2　钻井配套技术

2. 1　地层自然造斜规律的研究应用

安棚高含碱油田地层倾角一般为 15 ～ 25°,油

气藏埋藏深 ,而钻井地质要求的靶区半径小 ,只有

20 ～ 25m ,给井眼轨迹的控制带来了难度 ,表 1为

2000年以前该区块部分井扭方位情况 。
表 1　2000年以前安棚部分井扭方位情况

井号 井别
扭方位数

/次

扭方位井段

/m

进尺

/m

靶区半径

/m

扭方位时间

/d

井深

/m

钻井周期

/d

机械钻速

/m h- 1

B239 直 2 1028. 41 ～ 1130. 32

1253. 69 ～ 1284. 29

132. 51 80 2. 77 3100 83. 25 3. 45

B254 直 2 2012. 16 ～ 2143. 12

2344. 75 ～ 2614. 00

400. 21 80 8. 45 3500 91. 91 3. 67

B253 直 1 3494. 54 ～ 3550. 00 55. 46 80 2. 8 3600 100. 54 3. 67

第 27卷 第 6期　　　　　　　　　　　石 油 钻 采 工 艺　　　　　　　　　 Vo .l 27 No. 6

　2005年 12月　　　　　　　　O IL DRILLING＆ PRODUCTION TECHNOLOGY　　　　 　　Dec. 2005　

*作者简介:黄春燕 , 1981年毕业于重庆石油学校矿场机械专业 ,现从事科技管理工作。电话:0377 - 63843191。

DOI牶牨牥牣牨牫牰牫牴牤j牣odpt牣牪牥牥牭牣牥牰牣牥牥牫



　　为加快安棚高含碱油田钻井速度 ,提高该区块

井身质量 , 2001年根据构造位置的不同将该区块划

分为 3个不同的构造 ,并进行了地层自然造斜规律

研究 ,在对多口直井不同层位深度的统计分析中发

现:

(1)井斜方位与地层的上倾方位相一致 。将这

些直井实钻发生的井斜方位与地层的上倾方位分别

用纵横坐标来表示 ,所有这些点都分布于 45°线附

近 。可见 ,实钻井斜方位与地层上倾方位的一致性

较好 ,对待钻井进行预测时可取不同层位的上倾方

位作为井斜方位 。

(2)实钻井斜角随着地层倾角的增大而增大 。

对该区块不同地层实钻井斜角与地层倾角的大小进

行统计分析 ,将这些井不同井深实钻发生的井斜与

地层倾角组成的坐标点绘于坐标系内 ,画出了几条

井斜角与地层倾角比值 (称这个比值为地层的自然

造斜率 K)的直线(如图 1所示)。观察点的分布规

律:大多数的点分布在斜率为 0. 5、0. 8两线之间 ,即

地层的造斜率基本上为 0. 5 ～ 0. 8。

图 1　地层倾角与井斜角关系

(3)地层自然造斜规律数学模型的建立。根据

已钻井实钻资料统计分析 ,其水平位移 S与垂直井

深 h的关系符合幂函数关系:S =3. 435×10
-6
h
2. 265
,

其相关系数 r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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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y =lgS , x =lgh , |r|≤1,当 r的绝对值越接近

于 1 ,则表明回归方程越准确 。

把该区统计分析数据处理结果代入上式可得 r

=0. 992 ,说明水平位移与垂直井深的回归方程是成

立的。

通过对安棚高含碱油田地层自然造斜规律的研

究 , 2001年从地面布置井位和钻井中井眼轨迹的控

制 、预测入手 ,充分利用该区块的地层造斜规律 ,在

安棚高含碱油田 3个区块共进行了 47口井的实钻

试验 ,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表 2)。预测位移与实

钻位移的吻合率达到 95. 58%;预测方位与实钻方

位的吻合率为 93. 72%,预测和实钻情况比较吻合。
表 2　不同区块预测与实钻参数对比

区块号
平均井深

/m

预测位移

/m

实钻位移

/m

位移误差

/%

预测方位

/(°)

实钻方位

/(°)

方位误差

/(°)

安 81 3319 229. 58 241. 52 4. 94 338. 67 336. 25 2. 42

安 2026 3342 200. 66 205. 79 2. 49 325. 64 321. 37 4. 27

安 84 3276 221. 74 211. 52 4. 83 17. 55 22. 06 4. 51

2. 2　钻头优选

利用安棚高含碱油田测井资料对岩石抗钻特性

进行评价 ,在取得整个井身剖面内全部岩石力学参

数的基础上 ,进行灰色关联聚类分析并得到岩石的

综合级值 ,采用效益指数法和地层可钻性相结合的

方法 ,同建立的该地区钻头使用数据库相结合 ,优选

出适合该区特点的牙轮钻头选型。所选钻头与安棚

高含碱油田地层特点比较适应 ,单井使用钻头数量

由 2000年以前的 15 ～ 24只下降至目前的 7 ～ 10

只 ,同时机械钻速提高 15%。

2. 3　钻井参数优选

通过进行释放钻压以及钻压和转速优选试验 ,

在 3100 m以上井段 ,高转速对机械钻速的影响明显

高于低转速对机械钻速的影响 ,到 3100 m井深 ,出

现了转速对机械钻速影响的临界井深 ,临界井深以

下井段增加转速对提高机械钻速影响不大 ,应推广

使用高钻压配合低转速以实现安全钻井 。

(1)确定了在中上部地层推广以高转速为主 、

配合适当钻压的方式钻井。在下部井段由于地层岩

石可钻性差 ,采用高钻压 、低转速或采用动力钻具 +

高效牙轮钻头 ,用转盘 、动力钻具双驱动方式 ,使钻

头破岩机械能量得到提高 ,较以前提高钻压为主的

钻井方式相比 ,机械钻速明显提高 。

(2)在深部井段加强钻井液性能优化 ,使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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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的流动性和剪切稀释性能 ,减少流动阻力 ,增

加钻头水马力的作用 。同时通过优选喷嘴组合和类

型 ,改善井底流场 ,有效发挥了钻头水马力的作用。

2. 4　抗碱钻井液体系研究

针对安棚高含碱油田天然碱层溶解对钻井液污

染 、引起井径扩大 、电测遇阻 、固井质量不合格等问

题 ,开展了抗碱钻井液体系的研究 ,通过室内试验 ,

进行了抗碱处理剂的优化 ,形成了饱和碱钻井液配

方 ,并对配方抗污染能力进行了评价。依靠钻井液

中 N a2CO 3、NaHCO3的饱和效应和饱和碱液黏土双

电层的钝化理论 , 通过在钻井液中加入适量的

N a2CO 3、NaHCO3 ,稳定碱层的溶蚀及含碱泥岩的缩

径阻卡 ,同时保证了钻井液性能的稳定 ,形成了一套

适合高含碱油田钻井的抗碱钻井液体系 ,解决了安

棚高含碱油田钻碱 、油 、气并存的难题 。

钻井中 ,根据地层特点 ,在碱层上部井段 ,推广

应用无固相钻井液体系;而在含碱井段通过抗碱钻

井液体系的应用有效抑制了碱岩的溶解和含碱泥岩

层的缩径;在碱层下部到目的层井段 ,推广应用屏蔽

暂堵型饱和碱钻井液体系 ,有效保护油气层 。通过

现场应用 ,解决了钻井过程中井径严重扩大的问题 ,

使井下复杂事故时效下降了 8. 14个百分点 。

2. 5　抗碱固井技术研究

通过室内试验 ,利用同离子效应原理 ,优选出抗

碱型欠饱和盐水水泥浆体系 ,该体系具有可减少地

层碱岩的溶解 ,盐对水泥浆性能的影响较小 、水泥浆

性能易于调整以及水泥石强度高 、综合性能好等优

点 。同时使用的抗碱型欠饱和盐水水泥浆体系的各

种性能容易调整 ,与碱环具有良好的胶结性能 ,可满

足现场固井施工要求 ,提高含碱井固井质量。

通过现场 47口井的施工证明 ,所使用的抗碱型

欠饱和盐水水泥浆体系能够抵御地层碱对其性能的

影响 ,各项性能指标均能满足固井施工要求 ,基本上

解决了含碱井固井质量存在的问题 ,现场固井质量

全部合格 , 声变测井评价合格率 97. 87%,优质率

80. 85%。

3　几点认识

(1)建立了安棚高含碱油田地层自然造斜规律

的数学模型 ,研究出了安棚构造地层自然造斜的规

律 ,并应用其规律进行井口位置和井眼轨迹设计;通

过现场应用 ,使多项钻井工艺得到充分发挥 ,达到了

解放钻井参数 ,提高钻井速度和井身质量的目的 。

(2)利用测井资料对岩石抗钻特性进行评价 ,

优选出一套适合安棚地区特点的钻头选型方案;通

过现场应用 ,不但减少了钻头用量 ,而且提高了机械

钻速 ,降低了钻井成本。

(3)研究出的抗碱钻井液体系 ,适应了安棚高

含碱油田的地层特点 ,有效抑制了碱岩的溶解和含

碱泥岩层的缩径 ,解决了钻井过程中井径严重扩大

的问题。

(4)抗碱型欠饱和盐水水泥浆体系 ,基本消除

了碱对水泥浆性能的影响 ,使水泥浆体系在碱性环

境中性能变化较小 ,保证了与碱层的胶结质量 ,提高

了安棚高含碱油田固井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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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LICATION OF CASING SIDETRACKING SHORT

RAD IUS HOR IZONTALW ELL DR ILLING AND COM-

PLETION TECHNOLOGIES IN NORTH BUZACH I OF

KAZAKH STAN

W ang X in, Chen Ruom ing(Xinjiang Pe tro leum Adm inistra-

tion Bureau, Kram ay 834000, Xinjiang)

Abstrac t　C asing side tracking short radius horizonta lw ell

techno logy com es in to use to redevelop oil we lls fo r deve loping

e fficaciously the reserver oil and irreducib le o il in area uncon-

trolled, re stor ing and increasing per -we ll produc tion and u lti-

m ate recovery. In 2004 and 2005, CNPC have had d rilled suc-

cessfu lly two w ell, NB31 and NB30, that a re casing sidetrack-

ing sho rt radius ho rizon ta l w e lls in No rth Buzachi shallow v is-

cous o il reservoir o f Kazakhstan. NB31 and NB30 ga in high

production afte r brought in to produc 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

the ope ra tion condition o f the tw o we ll, whe rein include optim i-

zation o fw ell prog ram, imp lementa tion of high kick - o ff rate in

sha llow v iscous oil rese rvoir, com patibility ana ly sis o f the high

bend ang le PDM and we llhead, friction when ca sing s run in

sho rt radius horizonta l sec tion and com pleting we ll techno logy

e tc. to prov ide successfu l expe rience fo r this techno logy appli-

ca ting and expansion in Nor th Buzachi oil fie ld and dom estic o il

fie ld.

K ey words　North Buzach i O ilfie ld　 sho rt radius　hori-

zon tal we ll　 casing w indow　drilling　 comp le tion

COMPLETION TECHN IQUES IN CHENGBEI - A22

SIDE -TRACK HORIZONTALW ELL

Pang B ingzhang, Mu X iao jun, Zhang Chao, Shao M ing ren

(Boha i O il Industria l Com pany, Tanggu 300452, T ian jin)

Abstrac t　M u ltila teral we ll is taken as one o f the m ost

potentia l drilling techn ique in the 21 th. Chengbe i -A22 side -

track ho rizonta lw ell is one of the m ultila te ra l we ll w hich app ly

to the four comp le tion techniques in o rde r tom ake the new and

o ld w e ll - bo re co - produc tion. The technique can no t on ly

prov ide m ore production area , bu t a lso keep the h igh produc-

tion rating and enhance the recove ry fo r the o il fie ld. A22sh

w e ll is drilled on the A22 slo t and use its we ll bo re, w ith the

wh ipstock and expandab le tubu la r, the technique sm ill the cas-

ing and drill the side - track horizonta l w e l.l The comp le tion

prog ram run screen p ipe and line, using the specia l inne r string

to loca te the profile sub, infla te the annu lus casing pack ing and

m ake the cem ent prog ram to baffle the w ater zone and seal the

connection be tw een the liner and the m ail core. Du ring the pro-

duc tion, the new we ll bore puts into produc tion firstly then re-

trieves the wh ipsto ck and m ills the expandab le tubular to m ake

the new and o ld w e ll - bo re co - produc tion. The techn iques

can reduce the cost of CB -A we ll p la tform , increa se the pro-

duc tion and enhance the recove ry.

K ey words　m ultila te ra l w ell　 leve l TAML - 4 comp le-

tion　 sc reen line r　 annulus casing packing cement

APPLICATION OF H IGH QUALITY AND SPEEDINESS

DRILLING TECHNOLOGY IN ANPENG ALKALI

BEAR ING O ILFIELD

H uang Chunyan, Zhang Q ing liang, Jiang Jiann ing(H e′nan

O ilfie ld Company, Nanyang 473132, He'nan), W u Y ifa, Zhao

Yupeng, W ei Dong, H e Yawan

Abstrac t　Anpeng h igh a lkali bearing o ilfie ld ha s com-

p lex geo log ic structure and re servo ir type, lesse r drillability of

rock. H igh a lkali bearing fo rm ation influence bad ly drilling fluid

and cement slurry, and lead to drilling speed lowe r the a rea,

dow nho le com plex instances are m o re and we llho le qua lity and

cem en ting qua lity a re cheesy. So m atch drilling techno logies

w ere deve loped, and form 5 m a tch techno log ies, applica tion of

stra tum nature bu ild inclined law , drillab ility of stratum evalua-

ting and b it optim izing design, d rilling and w ate rpowe r pa ram e-

ters optim izing, anti - alka li drilling fluid sy stem study, and an-

ti - a lka li cem en ting te chno log ie s study. F ie ld ope ra tions show

tha t the m a tch techno logy can inc rease pene tration ra te by

70. 98%, build w e ll pe riod reduce by 65. 21%, downho le com-

p lex ity and acc ident tim e reduce by 78. 80%, cementing qua lity

m easure up rate increase by 124. 47%, and gain be tte r econom-

ic bene fi.t

K ey words　Anpeng O ilfie ld　 a lkali　 high quality and

speediness　drilling　 techno logy

TECHNOLOGY OF UNCONVENTIONALITY CASING

RUNN ING IN TS1WELL

W ang Dong (W est Enginee ring C om pany of S INOPEC

North China Pe troleum Bureau, Lun ta i 841600, X in jiang)

Abstrac t　TS1 w ell de signed deep th is 8000m. It is com-

p licated the fo rm ation of o il rese rv ir ro ck. In o rde r to comp le te

successfully , Runn ing in Ø 311. 15 mm ho le w ith Ø273.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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