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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过程欠平衡钻完井技术钻井环节容易实现欠平衡作业，而完井环节实现欠平衡比较困难。针对目前欠平衡完井

技术中利用套管阀完井费用较高、裸眼完井技术适用范围有限等难题，提出了冻胶阀完井技术。该技术利用一种凝胶体系将上

部压井液与储层有效隔离，从而达到保护油气层的目的。通过室内实验，优选出冻胶阀配方，并对冻胶阀配方的耐压性、强度、

密封性、稳定性、成胶时间、破胶时间、施工工艺、返排工艺展开研究。牛东 89-912、鸭 940 等 10 井次成功现场试验表明，该技术

不仅解决了目前欠平衡完井方式比较单一的被动局面，同时还实现了高效低成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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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smart pack completion technology

HU Ting,  ZENG Quanxian, LI Hualei,  XI Y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Drilling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Western Drilling Engineering Company, Shanshan 838202, China）

Abstract: The drilling part of the full term underbalanced drilling and completion technology is easy to achieve underbalanced 

operations, but the completion part is difficult.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of high cost when using casing valves and limited application 

scope when using open-hole completion, smart pack completion technique was proposed. It uses some gel system to separate the upper 

killing fluid from the formation, so as to protect the formation. By a large number of experiments, optimal choice of smart pack recipe 

was selected, and the smart pack recipe was studied in view of pressure tolerance performance, strength, sealing performance, stability, 

gelation time, gel breaking time, operation technique, and flow-back technique. Field tests on ten wells, including Well Niudong89-912 

and Well Ya940, showed the technology not only solves the passive situation of relatively simple underbalanced completion method, but 

also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high effeciency and low cost.

Key words: underbalanced completion; smart pack; recipe optimiza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field test

影响欠平衡钻井效果的主要因素是起钻前或起

钻过程中需要压井平衡地层压力。但压井作业有可

能完全抵消欠平衡钻井带来的良好效果，甚至可能

对地层造成更大的损害。如果不压井起下钻，起钻

时由于抽汲作用、钻井液环空流动阻力减少等因素，

井底瞬时欠压值将大于设计的欠压值，地层流体涌

入量将超过地面设备额定控制能力，造成井口作业

困难，甚至引发井喷事故［1-4］。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目前主要采取不压井起下钻装置和套管阀两种方式

实现不压井作业，但二者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点。

不压井起下钻装置在使用前需要大量时间安装

设备，使用过程中也需要大量时间实现起钻和下钻

作业，另外该装置在筛管完井过程中不能实现安全

压井作业。井下套管阀则主要靠进口，成本较高，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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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钻井过程由于存在井斜原因，钻具可能对其造成

损害致使控制系统失灵［5-7］。为此，展开了冻胶阀完

井技术的研究，开发出了一种凝胶体系，可以将上部

压井液与储层有效隔离，不仅能够密封井筒，并且在

大压差作用下不进入储层，从而起到有效的“隔离、

密封、承压”作用，保证后续欠平衡完井的顺利进行。

1　冻胶阀配方及性能研究

冻胶阀由基液和交联剂溶液组成，按照设定的

注入速度注入到预定位置，形成冻胶塞，在井筒中形

成有效“塞封”，阻止储层中的油气及硫化氢等气体

向外逸出，保证欠平衡完井作业的安全。通过科研

和攻关，根据主剂、交联剂以及其他材料的加量不同

而确定了 6 组冻胶阀配方。

冻胶阀配方：0.8%~1.5% 主剂 +0.04% 交联剂

+0.1% 酸碱调节剂 +0.5% 增强剂 +0.5% 稳定剂。配

方形成之后，对其耐压性、冻胶强度及密封性、稳定

性、成胶时间、破胶时间、破胶方式及储层伤害性等

进行了室内实验与评估。

1.1　耐压性评价

冻胶阀的承压能力要求在 25 MPa 的压差条件

下不进入渗透率小于 0.3 D 的岩心，同时 25 MPa 压

差条件下冻胶阀在套管中不移动。为此利用冻胶阀

的耐压性测定装置开展了室内模拟实验，实验中选

用长度 100 cm、直径 127 mm 的钢管模拟井下条件

（见表 1）。
表 1　冻胶阀耐压性评价数据

配方系列
承压系数 /
MPa·m−1

折算 300 m 承压能力 /
MPa

1 0.120 36.0
2 0.108 32.4
3 0.098 29.4
4 0.105 31.5
5 0.103 30.9
6 0.106 31.8

从表 1 可以看出，配方 1 制备的 300 m 冻胶承

压能力高达 36 MPa, 而承压系数最小的配方 3 制备

的 300 m 冻胶承压能力也达 29.4 MPa, 可见整个冻

胶阀系列配方均满足大于 25 MPa 的承压要求。

1.2　强度和密封性评价

冻胶阀在套管内形成之后，必须具备一定的强

度，不仅能够辅助顺利下入筛管、油管等完井管柱，

同时还密封油套空间。冻胶强度主要由主剂的加量

控制。利用强度测定装置对其密封性进行测定，当

压力上升到某一值时，氮气刚好从冻胶顶部逸出，

此时压力表的读数值即为冻胶对气体密封的突破压

差。通过实验，300 m 冻胶对气体的密封压差可以达

到 36 MPa。
1.3　稳定性评价

冻胶阀系列配方 1~6# 形成冻胶之后，模拟地层

条件，将其置于 90 ℃的恒温室中，观察 24 h、48 h、72 
h 后各个配方的变化情况。通过观察测定，只有 3 号

配方 48 h 后出现少量水珠，其他均无变化，说明整个

冻胶阀系列配方性能稳定。

1.4　成胶时间、破胶时间、破胶方式评价

冻胶阀的成胶时间主要由交联剂含量控制，在

20~100 ℃的情况下，通过调节交联剂的含量来控制

成胶时间，使其保持在 0.5~4.5 h，以便确保将胶液打

入指定井段之后才形成胶体。冻胶阀的破胶时间可

以通过改变破胶剂的加量进行控制，最长可达 25 d，
破胶后黏度均小于 5 mPa·s（见表 2），以满足不同施

工作业需要。此外还可以采用机械破胶的方式。
表 2　破胶剂加量和破胶时间与破胶黏度关系

胶剂加量 /
%

破胶时间 /
h

破胶后黏度 /
mPa·s

0.5 5 4.13
1 4 4.82
3 3 4.50
5 3 3.86

1.5　储层伤害性评价

取 4 筒岩心试样，分别测定渗透率 kw1，利用冻

胶进行岩心流动实验，当压力上升至 25 MPa 时 , 冻
胶阀未被挤入初始渗透率为 kw1 的岩心内，而且压力

能够长时间稳定。然后将岩心纵向剖开，在电子显

微镜下放大 30、60、90 倍后观察，冻胶只在岩心表面

形成一层薄的滤饼，在岩心的孔隙中没有冻胶及颗

粒。然后将岩心放入破胶后的冻胶残液中，浸泡 24 
h 后再测定其渗透率 kw2，与初始渗透率比较，评价冻

胶阀残液对储层伤害性（表 3）。从表 3 可以看出，

冻胶破胶残液的岩心伤害率为 0，说明其不会对储层

造成伤害。
表 3　冻胶阀破胶残液对储层的伤害性评价

岩心号
实验前 kw1/

10−3 μm2
实验后 kw2/

10−3 μm2
岩心伤害率 /

%
1   3.48   3.48 0
2   3.40   3.40 0
3 52.32 52.32 0
4 52.18 52.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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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冻胶阀施工工艺研究

2.1　完井施工方式的优选

根据实测地层压力资料，确定合理的冻胶阀完

井施工方式以及优选冻胶阀配方体系，力求安全、优

质、高效地实现全过程欠平衡完井作业，有效地保护

油气层。对于高压储层采用钻井液 + 低摩阻冻胶阀

平衡地层压力，对于低压地层采用低摩阻冻胶阀与

管壁间的黏附力平衡地层压力。

2.2　冻胶阀位置和冻胶阀液量设计

根据冻胶阀室内稳定性试验测定，冻胶阀的最

大承受温度为 120 ℃，由冻胶阀的最大承受温度能

力确定冻胶阀位置。在现场实际施工中，需要考虑

地层压力大小、地层产能情况、气窜速度。对于气井，

一般将冻胶阀放在最大下入深度；对于油井，根据

后效测试的上窜速度、完井管柱的结构以及撤井口、

装采油树的时间综合考虑下入深度。总之冻胶阀位

置首先选择放在套管内，其次在满足承温能力的情

况下，冻胶阀位置尽可能深些。

  H=（T−T0）/a （1）     
式中，H 为冻胶阀的施工位置，m；T 为冻胶阀最大

承受温度，℃ ；T0 为施工现场地表温度，℃ ；a 为

地温梯度，℃ /100 m。

冻胶阀完井施工作业过程中，既要保证施工作

业的安全可靠性，同时还要保证井筒中的冻胶和重

浆不被压入储层内，避免造成储层污染和伤害，因此

应确定合理的重浆密度和高度，即近平衡完井作业。

当地层压力系数大于 1.0 时

 p 地 =ρ油gh油+ρ胶gh 胶 +ρ浆gh浆+p 耐压 （2）
当地层压力系数小于 1.0 时

 p 地 =ρ油gh油+ρ胶gh 胶 +p 耐压 （3）
根据地层实际压力资料，计算出冻胶塞的长度，

从而确定冻胶的使用量

 Q 胶 =πr2h胶 （4）
式中，p 地为地层压力，Pa；ρ油为原油密度，kg/m3；h 油

为原油液柱高度，m；ρ胶为冻胶阀密度，kg/m3；h胶为

冻胶阀高度，m；ρ浆为钻井液密度，kg/m3；h浆为钻井

液柱高度，m；p 耐压为冻胶阀耐压力，Pa；Q 胶为冻胶

阀量，m3；r 为井筒半径，m。

2.3　冻胶阀的配制

基液的配制：将所需化工料运至配液地点，在

15 m3 配液罐中根据设计用量依次加入主剂、酸碱调

节剂、杀菌剂等化学剂并充分搅拌 60~90 min 配制

成均匀溶液。

交联剂的配制：用清水在现场水泥车中配制交

联剂溶液，搅拌均匀备用。首先检测配制好的基液

与交联剂，其次测试地面成胶情况。

2.4　冻胶阀注入参数及注入方式设计

按设计基液与交联剂混合比为 8∶1，注基液的

水泥车排量 500~700 L/min，注交联剂的水泥车排量

62.5~86 L/min。
冻胶阀的注入方式一般采用钻杆注入。用特殊

三通将 2 部水泥车以及井口连接起来，同时在注交

联剂的水泥车出口处连接单流阀。通过控制 2 辆水

泥车的排量，控制基液与交联剂的注入速度，使得基

液与交联剂能够在管汇中充分混合。

2.5　冻胶阀返排工艺

注完冻胶之后，进行下筛管、尾管作业，施工完

毕后采用正循环的方式从油管注入氮气返排胶塞，

若注氮气不能完成胶塞的返排，注氮气前先从油管

注适量破胶剂进行破胶返排，也可控制胶塞破胶时

间来强化其效果。

3　冻胶阀完井配套设备与特殊工具研制

3.1　地面配套设备

冻胶阀完井施工作业需要 400 型水泥车 1 部，

700 型水泥车 1 部，15 m3 清水罐车 1 辆，4.5 m3 配液

罐 1 个，管线搅拌器 1 个，其他设备按常规压井作业

准备。

3.2　特殊工具研制

冻胶阀完井在下筛管的过程中为了防止抽吸现

象，特意研制了特殊引鞋，引鞋的下端为锥形开口，

不仅能有效地穿越冻胶同时还能避免抽吸。为了预

防在下筛管的过程中冻胶被筛管带到井底污染储

层，在近悬挂器的下端位置处设计安装了特殊筛管，

筛管的孔径达 50 mm，有效地保证冻胶快速返出，避

免了冻胶对储层的伤害（图 1）。

图 1　配套冻胶阀完井的特殊引鞋和特殊筛管

4　现场试验

优选了三塘湖油田的牛东 89-912 井作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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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针对牛东 89-912 井实施充氮气钻完井的技术

难点，编制了该井充氮气钻完井方案，成功地实施了

充气防漏钻井技术、冻胶阀下打眼管技术、供氮设备

优配技术。特别是冻胶阀完井工艺取得了重大突破，

为实现全过程欠平衡钻完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

障。

4.1　井身结构

牛东 89-912 井二开 Ø177.8 mm 技术套管下至

距油层顶部 20 m，在三开 1 480~1 710 m 储层段采

用 Ø152.4 mm 钻头，以充氮气钻井的方式钻进，完钻

后下入悬挂打眼管完井，最后下入 Ø73 mm 油管至

井深 1 710 m。

4.2　冻胶阀完井施工过程

（1）三开充氮气欠平衡完钻之后，循环净化井

底，起钻到井深 800 m 的位置，待灌注冻胶的地面管

线连接好之后，将基液和交联剂通过钻杆按照设计

的比例和速度打入 800~500 m 的位置（其中基液 5 
m3，交联剂 1 m3，经计算在环空中形成的冻胶段塞长

为 300 m），之后将准备好的 3.2 m3 后置液继续通过

钻杆注入，其目的是顶替管线内的残留冻胶。

（2）冻胶注入到预定位置之后开始下完井管柱，管

柱组合为：Ø127 mm 浮鞋 + Ø127 mm 打眼管（1 476~
1 710 m）+ Ø127 mm 套管（1 456~1 476 m）+ Ø127 
mm×Ø177.8 mm 悬挂器 + Ø89 mm 提升短节 + Ø89 
mm 斜坡钻杆（至井口）。打眼管下入井底后，倒扣

起钻下油管。

（3）下完油管之后，利用制氮车从油管注氮气气

举返排冻胶，注入压力为 14.5 MPa，经过 115 min 后，

放喷口返出浆液，稳压 12 MPa 维持了 25 min 后放

喷口有白色雾状物喷出（判断为冻胶塞），直至返出

全是气体，判断冻胶返排干净。

4.3　冻胶阀完井效果分析

牛东 89-912 井在整个完井施工过程中，没有出

现油气外溢现象，充分说明冻胶阀封隔井筒是可靠

的，不仅实现了高效低成本全过程欠平衡钻完井作

业，同时还有效地保护了油气层，为后期的稳产、上

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5　结论

（1）提出了一套欠平衡完井技术新思路，不仅实

现了全过程欠平衡完井作业，同时还较套管阀和不

压井起下钻装置更为高效和节约成本。

（2）通过复合交联反应原理，研究开发了强度高、

成胶时间、破胶时间可调、触变性好的聚合物冻胶阀

配方体系，并对其相关性能展开了室内测试与研究，

确保冻胶入井的安全可靠性。

（3）研究开发了用于冻胶阀现场施工的管线搅拌

器、特殊引鞋、特殊筛管等配套完井工具，并通过现

场试验，进一步完善了冻胶阀的施工工艺与返排工

艺，强化施工与返排效果。

（4）在注完冻胶后进行起下钻、下筛管、油管作业

过程中，排气管口始终点火不成功，说明无油气溢出

井口，证明冻胶阀在井内形成了有效的塞封，对井筒

进行了有效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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