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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Main Pay 油藏是鲁迈拉油田的主产层，近年来大量油井由于含水率高导致停喷。连续油管堵水技术具有灵活性好、

施工费用低、施工周期短的特点，可以快速实现高含水停喷井的复产。分析了连续油管堵水的技术难点，进行了施工设计和现

场试验。室内实验和现场应用表明：强化对水泥浆配方的优选可确保其性能符合要求；通过使用足量的前置液和后置液、打

塞前将堵水层位的生产流体驱替走、打塞后循环掉多余的水泥浆、在施工过程中保证足够的井口回压等技术措施，以保护水泥

浆不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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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oiled tubing water shutoff on Well R-506 in Rumaila Oilfield

WANG Yonghai, XU Yagang, BAO Honghai, LI Rongfa
 （Petrochina Iraq FZE International, Beijing 100120, China）

Abstract: Main	Pay	is	a	primary	oil	pay	zone	within	Rumaila	Oilfield,	where	a	lot	of	natural	producers	have	stopped	flowing	re-

cently due to high water cut. Coiled Tubing Water Shut Off（CTWSO） has a few advantages over the conventional WSO techniques 

in	terms	of	flexibility,	cost-effectiveness,	and	operation	time.	It	can	put	the	ceased	wells	back	on	production.	Thus	to	carry	out	study	of	

CTWSO	is	important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Rumaila	Oilfield	more	efficiently.	In	this	paper	the	key	points	of	CTWSO	were	dis-

cussed, the operational program was systematically optimized, and th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successful case of R-506 

within	Rumaila	Oilfiel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key	technologies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CTWSO	are	basically	as	follows:	the	good	

properties	of	cement	slurry	is	required,	pre-flush	and	post-flush	fluid	is	to	be	enough	to	protect	slurry	from	pollution,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fluids	around	WSO	intervals	is	necessary	prior	to	operation,	the	excess	slurry	needs	to	be	displaced	out	of	hole	after	spotting	the	

plug,	it	is	necessary	to	maintain	back	pressure	at	wellhead	to	prevent	downhole	inf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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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开发生产过程中，由于受油、气、水运移及

各种地质结构、施工措施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地层出

水或套管破漏使油水井不能正常生产，使用连续油

管作为作业管柱可将水泥浆注入到井中某一段，水

泥浆脱水、硬化并封堵空隙，使固井质量不合格井、

窜槽井、套管破漏井恢复正常生产。

鲁迈拉油田生产井以自喷为主，人工举升（电泵

井）为辅，自喷井占全部开井数的 84.0%。Main Pay

油藏为油田的主力产油层，采出程度较高，随着进一

步开采，油藏压力递减和含水率升高导致部分油井

停喷。对高含水井进行气举又将对油井正常生产不

利，因其可能会导致油藏过早水淹或底水锥进现象，

因此必须对高含水井进行堵水作业，才能延长自喷

期，保持自喷井稳产高产。从 2011 年起 , 鲁迈拉油

田成功地利用连续油管进行了堵水作业 , 经过近两

年的不断探索 , 堵水作业程序已趋于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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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R-506 井为例，系统地阐述了连续油管堵水

技术方法、原理及其技术关键，为推广应用这项技术

提供了借鉴。

1　R-506 井井况

R-506 井为 Main Pay 生产井，目前处于高含水

停喷状态。套管为 N-80 钢级，外径 177.8 mm，下深 3 
362 m，人工井底为 3 332 m。目前射孔层位为 3 174~ 
3 220 m（LN 小层），油藏压力为 32.4 MPa，温度为

103 ℃。

该井于 2010 年 12 月过油管射孔完井 , 初期测

试产量为 572 m3/d, 含水 12%。裸眼测井显示 Main 
Pay 层 LN、DJ、AB 段都具有较高的储量，但是 LN
段的地层压力与 AB 和 DJ 段有 4.1 MPa 的压差，不

能同时进行开采。所以最初选定首先开采 LN 段以

期望得到最大产量。目前该井由于高含水已经停喷，

如果采取安装潜油电泵来恢复油井产量，要经历很

长的作业时间，为了快速复产，并且饱和度测井显示

AB 和 DJ 段为低含水，可以利用连续油管对该井进

行堵水作业，封堵 LN 储层，再对 AB（3 101~3 109 m）
和 DJ（3 140~3 164 m）段进行射孔后投产。

2　水泥浆优化设计

（1）水泥浆性能要求。比较典型的水泥浆浆为 G
级水泥浆浆，加有降滤剂、缓凝剂、分散剂、降阻剂、

表面活性剂、消泡剂及缓蚀剂等添加剂。对水泥浆

进行室内试验评价，保证水泥浆设备有足够的混合

和剪切能量，以完成脱水及与各种添加剂混合的要

求。保证水泥浆泵注到连续油管中时产生的附加剪

切力不会造成不符合标准的水泥浆留在水泥浆喷嘴

内，因此必须对水泥浆的抗剪切稳定性进行测试，还

要保证在连续油管泵送时，添加剂不会分解。

（2）泵注时间。一般水泥浆的初凝时间为 5~9 h，
用实际的温度资料进行压力稠度测试，以根据实际

的压力温度条件调整稠度操作程序。

（3）失水量。通常按现代失水量标准，当压差

为 6.89 MPa 时，使用一个 API 过滤器，在井底温度

条件下，常用的水泥浆密度为 1.89 g/cm3, 失水量为

40~100 mL/30 min。在选择失水量时，水泥浆密度

是一个重要的参数。挤水泥浆时，使用低密度水泥

浆必须根据固相含量高低选择。低密度水泥浆在

进行脱水前需除去大量的水，造成次生凝结点的形

成或产生完全的桥堵。失水量测试应在井底温度

下进行，以避免发生意外事故。对于小缝槽或滤失

孔眼，失水范围取下限，对于难于封堵的水层或高

渗透层，失水量取上限即 100 mL（30 min），主要因

为高失水会加速水泥浆结点的形成，特别是在井下。

基于以上各点，R-506 井堵水所设计的前置液 / 
后置液配方成分为：75% 清水、膨润土（0.042 8 g/ 
cm3）、 隔离剂（0.008 6 g/cm3）、消泡剂（0.000 1 g/cm3） 
重晶石（0.413 7 g/cm3）。水泥浆配方成分为：清水（体

积比 57.5%）、G 级水泥（1.297 g/cm3）、消泡剂（0.2%
体积比）、缓凝剂（0.006 8 g/cm3）。

3　作业准备

（1）打水泥塞前，应充分循环洗井，降温除气，使

井内压井液处于稳定状态，油套平衡。

（2）在打水泥塞前用盐水进行注入测试，确定地

层的吸水能力。注入测试期间，待压力稳定后记录

时间和挤入量。对于固井质量不好的井，为了有效

封堵套管壁后窜槽，要根据注入测试结果确定挤注

水泥浆种类，一般来说当注入率小于 0.16 m3/min 时，

采用低密度水泥浆封堵效果更好一些。

（3）通过井身结构及探底深度确定深度基面，计

算水泥浆量、配水用量、顶替液量、作业管柱循环量。

（4）优选前置液和后置液配方，计算用量。

（5）按封堵位置选择实心水泥塞或悬空水泥塞。

悬空水泥塞节省水泥，方便施工，但对所用的高黏液

体支撑剂要求较高，必须能够有效支撑上部水泥塞。

（6）对于受井身结构限制、窗口较小的井，当封堵

下部层段时，可上提连续油管至预定的水泥塞顶部

循环出多余的水泥浆，或采用电缆携带灰桶倒灰完

成对较小层段的封堵。

4　施工步骤及注意事项

4.1　施工步骤

（1） 安装连续油管设备并试压。

（2）检查井口压力，油管和环空压力均为 4.14 
MPa。反循环压井，泵入密度为 1.1 g/cm3 的盐水 60 
m3，井口压力降为 0 MPa。

（3）下入连续油管探底在 3 320 m；上提连续油

管至 3 319 m, 通过连续油管循环密度为 1.1 g/cm3 的

盐水 32 m3。

（4）继续泵入 4.8 m3 清水，开始配置前置液和水

泥浆。

（5） 按顺序泵入 0.6 m3 前置液，密度为 1.35 g/cm3； 
1.6 m3 水泥浆，密度为 1.86 g/cm3；0.6 m3 后置液，密

度为 1.35 g/cm3，使流体充满连续油管。

（6）继续泵入盐水直到 0.3 m3 水泥浆完全被驱

替出喷嘴，以 8 m/min 速率上提连续油管， 保持泵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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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 m3/min，井口回压 1.2 MPa。
（7）当喷嘴至 3 240 m 时，停泵，继续上提连续油

管至 3 225 m。

（8）通过连续油管循环密度为 1.1 g/cm3 的盐水

32 m3，从油管返出。

（9）提出连续油管，关井候凝 24 h 并保持井口压

力 1.4 MPa。
（10）下入钢丝工具，探底在 3 223 m。

（11）下入连续油管探底在3 225 m，上提1 m循环 
盐水 24 m3， 泵速 0.17 m3/min，重新探底在 3 226 m。

（12）上提连续油管至 3 160 m，注入测试，最大井 
口压力 10 MPa 稳定 15 min，注入速率为 0.05 m3/min；

（13）配置前置液和水泥浆。

（14）下入连续油管至 3 226 m 并上提 1 m；泵

入 4.8 m3 清水。

（15）按顺序泵入0.6 m3前置液，0.8 m3水泥浆，0.6 
m3 后置液，3 m3 顶替液。

（16）当 0.3 m3 水泥浆完全被驱替出喷嘴，以 6 m/ 
min 速度上提连续油管，保持泵速 0.13 m3/min，井口

回压 1.4 MPa。
（17）当 3 m3 顶替液完全泵入时，停泵。

（18）继续上提连续油管至 3 160 m, 循环盐水 24 
m3 并提出连续油管，保持 1.2 MPa 井口压力，关井候

凝 24 h。
（19）钢丝探底在 3 169 m。

（20）井筒试压合格。

（21）下入连续油管探底在 3 171 m, 上提至 870 
m， 氮举造负压。

（22）提出连续油管，拆除设备。

4.2　注意事项

（1）打水泥塞堵水作业对水泥浆性能有较高的要

求，必须做水泥浆化验，确保水泥浆稠化时间和失水

等性能符合施工要求。

（2）使用足量的前置液和后置液可以有效防止污

染水泥浆，有利于打平衡塞和挤水泥的安全。

（3）在作业前应将挤水泥射孔段处的生产流体驱

替走，减小水泥浆受污染的风险。

（4）打完水泥塞，连续油管起到水泥面以上必须

循环洗掉多余的水泥浆。

（5）在施工过程中要保证井口有足够的回压，能

够有效平衡地层的压力，使地层流体在施工过程中

不污染水泥浆。

5　效果评价

R-506 井堵水作业施工周期 9 d，包括压井、注入

测试、打水泥塞、钢丝探塞及井筒试压测试等作业。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通过使用足量的前置液和后置

液，始终保持 1.2 MPa 的井口回压，有效地保护了水

泥浆，最终确保了堵水作业的成功。该井堵水作业

后进行了射孔投产，产量达到 954 m3/d。作业实践

表明使用连续油管进行堵水作业，施工快捷，成本

低，对于封堵底部储层具有较高的成功率，是油田开

发过程中一项经济有效的作业措施。

6　结论

连续油管堵水技术可以节省作业时间和作业成

本，施工工艺简单，操作性强，有较好的应用前景，但

受连续油管设备特点的制约，其堵水成功率不高，通

过对连续油管堵水关键技术开展研究及对施工工艺

进行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作业风险，增加堵

水成功率。R-506 井成功的堵水经验可为同类井堵

水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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