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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坝气田长兴组气藏埋深 7 000 m 左右，井底温度高达 157 ℃，作业工况及井下条件复杂，测试难度大、风险高，测

试时面临管柱埋卡、脱落、工具失效等问题。针对现场大量事故案例，在理论分析和现场试验基础上研究出各类事故相应的预

防措施。压井工艺由直接压井改为循环隔离液后再压井，并对钻井液进行优化，解决了钻井液分相、沉淀等问题，降低了管柱埋

卡事故率；优化施工水力参数，消除了工具被刺蚀风险；对 RTTS 封隔器中心管和水力锚锚爪进行改进，避免了封隔器中心管

断裂，同时提高了封隔器坐封稳定性；合理控制油管入井次数减少了油管脱落风险。以上措施在 YB205 等 10 余口井中成功

应用，有效降低了元坝气田测试事故率，为同类井作业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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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ng accident analysi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for ultra-deep sulfur-bearing  
gas wells in Yuanba Ga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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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a burial depth of approximate 7 000 m, and as high as 157 ℃of downhole temperature, the gas reservoir in Changx-

ing Formation in Yuanba gas field is of complex working condition and downhole geological condition, so the testing is hard to carry 

out, where high risks such as string being buried, stuck or falling off and malfunction of tools may occur. Based on theory analysis and 

field test, corresponding preventive measures for various accidents have been made by means of analyzing a large number of onsite 

accident cases. Well kill was enabled after seal liquid circulation in stead of traditional direct well kill; furthermore, the drilling fluid 

was optimized. In this way, drilling fluid parvafacies and precipitation and other problems were solved, and the string was less likely to 

be buried and stuck; construction hydraulic parameters were optimized to eliminate the risk that tools might be punctured or corroded; 

RTTS packer central tube and hydraulic anchor jaws were improved to avoid the fracture of packer central tube while improving the 

stability of packer setting; the reasonable control of the frequency of oil tube running reduced the risk of oil tube falling off. The above 

measure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over 10 wells including well YB205, which effectively reduced accident rate in Yuanba gas 

field testing. They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in well operation of the same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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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坝气田主力气藏属于海相碳酸盐岩含硫气

藏，储层埋深 7 000 m 左右，地层温度 150~157 ℃，地

层压力 66~88 MPa，H2S 含量 2.51%~6.65%，比普光

气田、龙岗气田等高含硫气藏完井测试风险更大［1-5］。

目前国内外深井普遍采用 APR 测试作业，井深

一般在 5 000 m 左右，地层温度 100~135 ℃，作业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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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 7 d 以内，工具使用控制在抗拉和抗内压强度

60% 范围内［6-9］。而元坝气田 APR 测试作业深度一

般在 6 300~6 500 m，单层测试作业周期一般为 20 d，

测试时地层破裂压力高（140 MPa 左右），入地液量

达 600 m3，管柱受力复杂，为了满足施工要求，工具

基本都在其抗拉和抗内压强度 80%~85% 范围内使

用。前期测试异常情况及事故多发，管柱埋卡、管柱

脱落、工具失效是最突出问题。

1　测试管柱埋卡原因分析及预防措施

元坝气井“射孔—酸化—测试三联作”APR
测试管柱结构通常为（由上至下）：油管 + 校深短

节 +RDS 安 全 循 环 阀 + 压 力 计 托 筒 +RD 循 环 阀

+RTTS 封隔器 + 筛管 + 减震器 + 起爆器 + 安全枪 +
射孔枪 + 枪尾。测试工艺流程为：在清水中下入管

柱、坐封 RTTS 封隔器、加压射孔、酸化、放喷测试、

开 RDS 安全循环阀、钻井液（堵漏浆）循环压井、提

测试管柱。元坝主力气层属于裂缝性碳酸盐岩储层，

酸化测试后，多数井在压井过程中需采用堵漏浆进

行堵漏，堵漏材料粒径最大为 7~9 mm。

1.1　钻井液和堵漏材料沉积导致埋卡

钻井液沉降稳定性受温度影响较大。元坝气田

井底温度高达 157 ℃，而测试时要求钻井液静置 48 
h，若钻井液热稳定性差极易分相沉淀，导致管柱卡

埋。对元坝钻井液性能进行高温沉降性能检测，取

1.28 g/cm3 的钻井液样品，在 160 ℃下静置 48 h 后，

样品上部液体密度 1.01 g/cm3，中段混合部分密度

1.18 g/cm3，底部密度 1.38 g/cm3，沉降稳定性极差，

分层严重。现场在处理管柱埋卡事故过程中均发现

卡点有大量堵漏材料和钻井液颗粒沉积，这说明钻

井液中固体颗粒以及堵漏材质沉积也是导致管柱埋

卡的原因之一。

预防措施：钻井液在高温下沉降稳定性差，主

要原因是钻井液中一些护胶处理剂失效，导致黏土

水相和重晶石的分离。可以采用抗高温处理剂对钻

井液性能进行调整，消除或减少钻井液固相沉降带

来的危害。另外，对原测试工艺进行优化，在测试管

柱下到位后，先循环 200 m 高黏液体至 RTTS 封隔

器上部，然后再坐封封隔器。这样高黏液体可在封

隔器上部形成一段隔离段，在后期循环压井时可以

隔离钻井液和清水，避免钻井液和清水混合导致的

沉淀分相，高黏液体还可以起到承托钻井液颗粒和

堵漏材料的作用，避免大量的固体颗粒沉积在封隔

器上。优化后的工艺和措施在 YB103H、YB121H 井

成功应用，在井温 157 ℃下钻井液未出现分相、沉淀

现象，管柱也无埋卡迹象。

1.2　射孔枪膨胀变形导致埋卡

在发生埋卡事故井中，有 4 口井采用 Ø127 mm
射孔枪，枪体出井后发现膨胀变形，并在变形部位有

明显被卡痕迹，这说明射孔枪膨胀变形是管柱埋卡

原因之一。

预防措施：元坝气田射孔目的主要是沟通地层

为后期酸化提供通道，要求射孔能射穿污染带（污

染带在 400 mm 左右）。为了加大射孔枪和套管间隙，

避免射孔枪膨胀变形卡［10］，优选 Ø114 mm 射孔枪，

小 1 m 弹。该组合校正穿深 441.6 mm，射孔孔径 7.06 
mm，既满足改造需要，又降低了埋卡风险。

采用 Ø114 mm 射孔枪成功在 YB10- 侧 1 井射

孔，并顺利提出，射孔后进行酸化压裂作业，井口泵

压 88 MPa，排量 1.5~5.7 m3/min，入地酸液 500 m3，

酸化压裂各项施工参数与采用 Ø127 mm 射孔枪射

孔后施工参数基本一致。

2　管柱脱落原因及预防措施

2.1　油管入井次数过多导致脱落

据统计，元坝气田平均每根油管入井 11.4 次、酸

化 4.3 次。一般 API 管螺纹使用范围为 5 上 4 卸，

特殊螺纹管 10 上 9 卸，可以看出元坝气田所用油管

超出了使用范围。对使用后的油管进行了抽样检测，

大部分油管抗拉、密封性能均达不到要求，主要表现

在螺纹部分，分析认为入井次数过多，管柱疲劳是管

柱脱落原因之一。

预防措施：严格控制油管入井次数，对于特殊

螺纹管控制在 9 次以下，对多次入井的油管进行检

测，对不合格的油管及时进行修理是解决元坝油管

疲劳脱落的有效方法。

2.2　局部应力超过管柱极限导致脱落

结合工况对脱落井管柱进行力学分析，利用力学

软件进行模拟计算，结果见表 1，可以看出，由于作业

过程中管柱受力复杂，多种载荷叠加导致局部工况恶

劣，局部应力超过管柱极限是管柱脱落另一原因。
表 1　YBXX 井断裂管柱力学分析

位置
内压 /
MPa

外挤应力 /
MPa

轴向力 /
kN

合应力 /
MPa

抗外挤
系数

安全
系数

油管脱落点
（4 942 m）

0 97.45 –285 810 0.96 0.94

封隔器
上部

0 113 –335 935 1.13 1.25

预防措施：管柱设计时安全余量取值应高于一

般气井，尤其是在操作工具和酸化压裂时，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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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参数，同时采用在管柱中增加伸缩补偿器和在

环空打平衡的方法，可解决管柱局部应力过高导致

的脱落事故。YB21 井采用双伸缩节方法，有效降低

了管柱局部应力集中情况，完成了泵压 97 MPa 下的

酸化施工。

3　工具失效原因及预防措施

3.1　排量过大导致 OMNI 阀刺蚀

OMNI 阀是建立井内循环通道的工具，通过环

空加压控制其实现换位。循环压井过程中，因排量

过大（0.5 m3/min），循环时间长，导致钻井液中固体

颗粒刺蚀循环孔。

预防措施：通过控制排量的方法能有效避免此

类事故。例如元坝 21 井压井时排量控制在 0.2~0.3 
m3/min 内，既压稳井又避免了工具的刺蚀。

3.2　固体颗粒沉积导致 RD 阀破裂盘操作失效

RD 阀是通过环空加压，压破工具上的破裂盘实

现循环。元坝气田出现了 2 口井 RD 阀破裂盘无法

压破的情况，主要原因是操作 RD 阀前，已通过 RDS
安全循环阀进行了压井，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24 
h），大量堵漏材料和钻井液中固体颗粒沉积在 RD 阀

上，由于环空加压无法传递至该阀上，导致破裂盘无

法压破。

预防措施：可以采用循环隔离液方法，在 RD
阀上部形成一段隔离液，承托住钻井液和堵漏浆中

的固体颗粒和堵漏材料，避免被埋死，保证后期压力

有效传递。

3.3　RTTS 封隔器中心管强度不够导致断裂

RTTS 封隔器中心管断裂均发生在封隔器上挡

环下部丝扣处。元坝气井测试工序较多，施工压力

高，管柱受力复杂，分析认为封隔器中心管在经历起

爆时的高压破坏、酸压时的强震荡、起管柱时强拉强

拔、作业期间应力的反复加载疲劳损伤等情况后，强

度降低导致断裂（表 2）。

表 2　元坝典型事故井 RTTS 中心管受力分析

井号 工况
坐封载荷 /

kN
油压 /
MPa

套压 /
MPa

中心管内压 /
MPa

中心管外压 /
MPa

中心管合应力 /
MPa 安全系数

YB204 射孔 210 42 144 104 716 1.06
210 42 14 104 701 1.08

酸压 210 95 42 161 104 835 0.91
210 87 42 155 104 793 0.95

解封 拉力 630 0 0 130 130 1 341 0.56

YB11 射孔 170 35 144 101 769 0.99
170 35 14 101 689 1.10

酸压 170 93 36 134 102 623 1.22
220 93 36 134 102 695 1.09

预防措施：为了增加封隔器中心管强度，可以

采用增加壁厚或选用高钢级的方法。考虑到元坝气

田硫化氢含量较高，高钢级材质更易氢脆断裂，采用

增加中心管壁厚方法更安全、经济。通过理论计算

和室内台架抗拉实验确定把中心管壁厚由原来的 3 
mm 加厚到 5.5 mm，抗拉强度由 380 kN 提高到 650 
kN。增加中心管壁厚的封隔器在 YB205 等井中使

用未出现断裂事故。

3.4　RTTS 封隔器锚定力不够导致密封失效

RTTS 封隔器依靠上部管柱压重坐封，酸化过程

中靠水力锚进行锁定。由于油管质量相对较轻，强

度较小，重量的有效传递较弱，部分井压重不够、水

力锚锚定力小，致使封隔器移动导致密封失效。

预防措施：据深井测试统计，要保证 RTTS 封

隔器的有效坐封，坐封力一般要求 170~200 kN。为

了保证压重的有效传递，封隔器顶部可以采用一段

加重油管。水力锚咬合力由嵌入套管深度及水力锚

个数决定，为了增加咬合力，可以增加水力锚径向和

环向锚爪个数，整体提高水力锚的锁定力量。改进

后的水力锚，锚爪由原来的 2 组 6 只增加至 3 组 9
只后，在 YB21、YB124-1、YB205 等井 97 MPa 泵压

施工时，RTTS 封隔器未出现密封失效现象。

4　应用效果

制定的测试事故预防工艺和措施分别在 YB104、

YB103H、YB21、YB124-1、YB205、YB29 等 10 余 口

超深井中进行了应用。钻井液热稳定性提高，压井

工艺改变后管柱埋卡事故率降为 8%。严格控制油

管入井次数并及时检查后未出现管柱从螺纹脱落事

故；封隔器中心管壁厚增加后未发生从中心管断裂

事故，尤其在 YB21 井经受住了井底压力 192 MPa
的考验。通过增加封隔器上部管柱重量，采用 3 组 9
只锚爪水力锚，封隔器密封稳定性得到了提高，仅 1
口井出现了由于井斜过大，有效压重不够导致封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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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密封失效的情况。

5　结论

（1）元坝气井钻井液采用抗高温处理剂进行调

配，压井工艺由直接循环压井改为在封隔器上部循

环一段 200 m 高黏度隔离液后再压井，同时选用较

小枪身的 Ø114 mm 射孔枪，有效地减少了管柱卡埋

事故。

（2）元坝测试管柱脱落主要原因是管柱疲劳和局

部受力复杂所致，因此，特殊螺纹油管入井次数严格

控制在 9 次内并及时检查、管柱安全余量取较高值、

增加伸缩节和环空打平衡是解决元坝油管疲劳断裂

的有效方法。

（3）循环排量由 0.5 m3/min 调整为 0.2~0.3 m3/
min 能避免 OMNI 阀被刺蚀；RTTS 封隔器中心管

壁厚加至 5.5 mm 增加了工具强度，水力锚爪由 6 个

增加至 9 个增强了封隔器坐封稳定性，这两项措施

解决了中心管断裂和密封失效问题。

（4）由于元坝超深含硫气井测试难度大，工况恶

劣，虽然对多数工艺和主要工具进行了优化和改进，

但事故率还较高，需继续加强测试工艺和工具方面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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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钻无阻卡，井底无沉砂，实现水平段安全快速钻穿

累计 240 m 泥页岩夹层。

4　结论

（1）加入防水锁处理剂可改变储层岩石表面的润

湿性，降低储层的吸水能力，提高滤液的返排能力，

从而达到降低水锁伤害的目的，降低了油气田储层

伤害，有效地保护了油气藏。

（2）现场应用结果表明，NDW 体系具有性能稳

定、密度可调、失水低、润滑防卡的特点，特别是能有

效保护产层，并且易于通过储层自身能量完成解堵，

为低压低渗等非常规储层的经济高效开发提供了关

键技术支撑和保障。

（3）NDW 体系能够有效地抑制泥页岩的水化膨

胀，为开采不均质地层提供了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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