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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压裂作业井中水泥环的力学破坏问题，研究利用膨胀水泥来预防该类破坏。利用有限元方法计算了压裂作业

时普通水泥环中的最大主应力，并结合水泥环的力学性能分析了其破坏方式，将膨胀应力与最大主应力叠加后得出了膨胀水泥

环中的最大主应力，分析了膨胀水泥预防水泥环力学破坏的原理，评价了膨胀应力对套管受力状况的影响。通过室内实验研究

了模拟压裂作业时普通水泥环和膨胀水泥环的破坏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压裂作业时普通水泥环的破坏方式为切向拉伸破坏；

膨胀水泥产生的膨胀应力可以降低水泥环中的切向拉应力甚至使其转变为压应力，从而可以预防水泥环的力学破坏；膨胀应

力会降低压裂作业时套管中的米塞斯应力，不会导致套管的受力情况恶化。实验结果表明，相同模拟压裂条件下，膨胀水泥环

未发生破坏，普通水泥环因切向拉伸应力的作用而破坏，验证了使用膨胀水泥预防压裂井水泥环力学破坏的有效性。

关键词：压裂；膨胀水泥；水泥环；力学破坏；最大主应力

中图分类号：TE256　　　文献标识码：A

Investigation on preventing mechanical failure of cement sheath in  
fractured wells by expanding 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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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mechanical failure of cement sheath in fracturing operations, expanding cement was studied to prevent such 

failures.	The	maximum	principal	stress	in	common	cement	sheath	during	fracturing	jobs	was	calculated	using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and its failure mode was analyzed with the mechanical performance of cement sheath, then the maximum principal stress in expanding 

cement sheath was obtained after superimposition of expanding stress with maximum principal stress; the principle of preventing me-

chanical failure of cement sheath with expanding cement was analyzed, and the effect of expanding stress on forces on casing was evalu-

ated. Through indoor experiments, the failures of ordinary cement sheath and expanding cement sheath in simulated fracturing jobs were 

studied. The theoretical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ilure mode of ordinary cement sheath during fracturing jobs is tangential tensile 

failure. The expanding stress produced by expanding cement can reduce the tangential stress in cement sheath, or even make it into com-

pressive stress, hence preventing mechanical failure of cement sheath. The expanding stress can reduce the Mises stress in casing during 

fracturing, but will not deteriorate the stress on casing.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same simulated fracturing condi-

tions, there is no failure in expanding cement sheath, but there is failure in ordinary cement sheath due to the tangential tensile force, 

which valid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expanding cement to prevent mechanical failure of cement sheath in fracturing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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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煤层气、致密砂岩气和页岩气等非常规油

气资源的开发，压裂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1-3］。在

压裂作业过程中，套管内高压作用下的水泥环易发

生力学破坏，导致增产效果的降低甚至作业失败。

目前预防压裂井水泥环力学破坏的主要方法是向水

泥中加入大量的弹性颗粒、纤维和胶乳等材料来改

善水泥环的韧性和塑性，以降低压裂作业时水泥环

中的应力，预防水泥环的脆性破坏［4-8］。但该方法存

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加入上述材料对水泥环韧性

和塑性的改善程度有限，二是大量加入上述材料会

大大降低水泥石的强度。所以，仅靠上述方法还无

法完全解决压裂井中水泥环的力学破坏问题。本文

提出使用膨胀水泥来预防压裂井中水泥环的力学破

坏，研究了膨胀水泥预防压裂井中水泥环力学破坏

的原理，并通过室内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1　理论研究

1.1　压裂作业时固井封固系统中应力的计算

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将三维固井封固系统简化

为二维研究时对力学计算结果的影响较小，地层尺

寸为井眼直径的 5~6 倍以上时对井眼附近应力的计

算结果影响较小［9-12］。建立封固系统的二维力学模

型，如图 1 所示，其中套管、水泥环和地层紧密相连，

且均为各向同性的弹性材料，一、二界面处不存在微

环空，在套管内施加压力 p 来模拟压裂作业时的压

力。当地层尺寸达到井眼直径的 6 倍以上时，套管

内压力变化时地层外侧的应力和应变较小［12］，可近

似认为地层外侧处不发生变形，所以本研究中在地

层的外侧施加固定约束。采用有限元软件 ANSYS
中的单元 PLANE82 来划分网格。

图 1　二维封固系统力学模型

井眼直径取 215.9 mm，套管的内外径分别取

157.1 mm 和 177.8 mm，地层边界到井眼中心的距离

设定为井眼直径的 5 倍。套管的弹性模量及泊松比

分别取 210 GPa 和 0.26，地层的弹性模量及泊松比

分别取 21 GPa 和 0.17。鉴于水泥环泊松比对封固

系统中应力分布影响较小，弹性模量影响较大［12］，

设定模型中水泥环的泊松比为固定值 0.24，为了理

论分析的需要而将水泥环的弹性模量分别设置为

2.32、7.49、17.45 和 26.86 GPa，工程实践中水泥环弹

性模量的变化范围多在 5~20 GPa 之间。在套管内

施加 40 MPa 的压载荷来模拟压裂作业过程中套管

内的压力，利用 ANSYS 软件计算压裂作业时水泥环

和套管中的应力。

1.2　压裂作业时水泥环中的应力及破坏方式

普通水泥浆凝固过程中体积会有一定的收缩，

收缩率较大时甚至会在界面处形成微环空，所以普

通水泥环在井下处于一个无围压或围压很小的环境

中［13］。水泥环在无围压或围压较小情况下的破坏

形式主要为脆性破坏，因此计算水泥环中的最大主

应力并将其分别与水泥环的抗压强度和抗拉强度进

行比较，来判断水泥环的力学破坏情况。根据上述

方法计算压裂作业时水泥环中的最大主应力（位于

水泥环内侧、一界面处），也即水泥环内侧沿径向的

应力和沿切向的应力（图 2），约定拉应力为正值，压

应力为负值。

 

图 2　压裂作业时水泥环中的最大径向应力和最大切向应力

由图 2 可以看出，水泥环中的最大径向应力为

压应力；水泥环弹性模量在 2.32~26.86 GPa 范围内

变化时，最大径向应力约在 –7~ –16 MPa 之间，且径

向应力的绝对值随水泥环弹性模量的增大而增大；

对于工程实践中使用的水泥环，弹性模量在 5~20 
GPa 范围内变化时，最大径向应力约在 –9.7~ –14.3 
MPa 范围内变化。除部分低密度水泥环外，一般水

泥环的抗压强度都在 14 MPa 甚至 20 MPa 以上，可

以预防水泥环的径向挤压破坏。

水泥环中的最大切向应力为拉应力；水泥环弹

性模量在 2.32~26.86 GPa 范围内变化时，最大切向

应力约在 0.5~18 MPa 之间，且切向应力随水泥环弹

性模量的增大而增大；弹性模量在 5~20 GPa 范围

内变化时，最大切向应力约在 2.5~13 MPa 范围内变

化。实际水泥环的抗拉强度一般不会超过 6 MPa，
远小于压裂时水泥环中的最大切向应力 13 MPa，所
以压裂作业时水泥环可能发生切向拉伸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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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膨胀水泥预防水泥环力学破坏的原理

假设使用膨胀水泥后产生的膨胀应力为10 MPa。 
根据弹性力学理论可知膨胀应力作用于水泥环后产

生的附加应力在水泥环中是均匀分布的，切向应力

和径向应力都为挤压应力，大小都为 10 MPa［14］。将

其与压裂作业时普通水泥环中的最大主应力叠加，

计算使用膨胀水泥后压裂作业时水泥环中的最大径

向应力和最大切向应力，结果见图 3。
 
 

图 3　膨胀应力 10 MPa、压裂作业时水泥环中的 
最大径向应力和最大切向应力

由图 3 可以看出，水泥环的弹性模量在 2.32~ 
26.86 GPa 变化时，水泥环中的最大径向应力约在 
–17~ –26 MPa 之间，比无膨胀应力时增大。弹性

模量在 5~20 GPa 范围内变化时，最大径向应力约

在 –19.7~ –24.3 MPa 范围内变化，最大值与水泥环

的抗压强度值相当，因此可以通过优选一定抗压强

度的水泥环来预防水泥环的挤压破坏。此外，使用

膨胀水泥时产生的膨胀应力使水泥环受三向应力的

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大水泥环的抗压强度和塑

性变形能力，这也有助于防止水泥环的挤压破坏。

水泥环的弹性模量在 2.32~26.86 GPa 变化时，

水泥环中的最大切向应力约在 –10~10 MPa 之间，比

无膨胀应力时降低甚至切向应力已转变为压应力。

弹性模量在 5~20 GPa 范围内变化时，最大切向应力

约在 –7.5~2.9 MPa 范围内变化，对于许多水泥环来

说其抗拉强度都能满足大于 2.9 MPa 的要求。所以，

使用膨胀水泥能够降低压裂作业时水泥环中的切向

拉伸应力，预防水泥环的切向拉伸破坏。

为了评价膨胀应力对压裂作业时套管受力的影

响，分别计算了无膨胀应力和膨胀应力为 10 MPa 情

况下压裂作业时套管中的最大应力。由于套管钢体

材料的破坏形式主要为屈服破坏，选用 Mises 准则

作为套管的破坏准则，套管中的最大应力（位于套

管内侧）如图 4 所示。

由图 4 可以看出，水泥环的弹性模量在 2.32~ 
26.86 GPa 变化时，无膨胀应力时套管中的最大 Von 
Mises 应力约在 200~280 MPa 范围内，有膨胀应力时

约在 100~200 MPa 之间，有膨胀应力时套管中的最

大 Von Mises 应力比无膨胀应力时有所降低，因此使

用膨胀水泥会改善压裂作业时套管的受力情况。在

API 不同钢级的套管中，除 H-40 钢级的套管最小屈

服强度为 275.79 MPa 外，其他钢级的套管都远大于

280 MPa，所以通过选择合适钢级的套管可以预防压

裂作业时套管的力学破坏。

2　实验研究

2.1　实验方法

2.1.1　实验设备　自主研制的模拟封固系统测试装

置见图5。其中，（a）为模拟封固系统测试装置实物图；

（b）为模拟封固系统示意图，模拟锥形套管长约 100 
mm，平均直径 51 mm，最上端和最下端直径相差 2 
mm；（c）为模拟封固系统测试原理图，锥形套管向下

运动时对水泥环施加的力可分解为沿径向的应力 σr

和沿轴向的应力 σa，沿径向的应力可用于模拟压裂

作业过程中高压套管对水泥环施加的应力，用于研

究水泥环的力学破坏情况，沿轴向的应力非本文研

究内容，在此不进行讨论。

图 5　模拟封固系统测试装置及测试原理

2.1.2　实验材料及水泥浆　选用 2 种现场使用的

水泥浆体系，1# 水泥浆体系密度为 1.89 g/cm3，配方

为 G 级水泥 +2% 降失水剂 +0.3% 分散剂 +0.5% 消

泡剂 +44% 现场水；2# 水泥浆体系密度为 1.85 g/
cm3，配方为 G 级水泥 +1.2% 降失水剂 +1.5% 膨胀

剂 +0.7% 分散剂 +0.2% 消泡剂 +0.5% 堵漏剂 +1%

图 4　无膨胀应力和膨胀应力 10 MPa 情况下压裂作业时 
套管中的最大 Von Mises 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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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盐土 +44% 现场水。1# 水泥浆体系凝固过程中体

积收缩率较大；2# 水泥浆体系中加入膨胀剂，水泥

浆凝固过程中体积发生膨胀。测试 2 种水泥环在无

围压条件下的弹性模量和泊松比，1# 水泥环为 9.97 
GPa 和 0.24；2# 水泥环为 9.10 GPa 和 0.25。
2.1.3　实验方法　按 API 10B-3-2004 标准，依据选

定的配方制备水泥浆；将制备好的水泥浆浇入模拟

封固系统测试装置并装配好，制成封固系统模型并

放入设计的养护条件下养护至规定时间；取出封固

系统模型，在压力机上按图 5（c）所示原理进行测试，

观察水泥环是否发生力学破坏及破坏形式。

2.2　实验结果及分析

用 1# 和 2# 水泥浆体系分别制作封固系统模型

1 和模型 2，置于 80 ℃、常压水浴条件下养护 24 h。
在压力机上按图 5（c）所示原理进行测试，观察水泥

环是否发生力学破坏及力学破坏的方式，测试后水

泥环的状况如图 6 所示。

    

图 6　测试后水泥环的力学破坏情况

由图 6 可以看出，模型 1 的水泥环沿轴向破坏

为两半，说明水泥环在切向上受到较大的拉应力作

用而发生破坏，这与之前的理论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模型2的水泥环测试后没有出现明显的裂纹和破坏。

由于两种水泥环的弹性模量和泊松比相近，用相同

仪器测试时水泥环中的应力大小也是相近的，1# 普

通水泥环发生了力学破坏而 2# 膨胀水泥环没有发

生力学破坏，说明膨胀水泥有助于预防压裂作业套

管内高压情况下水泥环的力学破坏。

3　结论

（1）理论计算和分析表明，压裂作业井中普通水

泥环中的破坏方式为切向拉伸破坏，膨胀水泥产生

的膨胀应力会大大降低水泥环中的切向拉应力，预

防水泥环的切向拉伸破坏，且膨胀应力不会导致套

管受力情况恶化。

（2）实验研究结果表明，相同模拟压裂情况下，膨

胀水泥环未发生破坏，普通水泥环因切向拉伸应力

的作用而沿轴向破坏为两半，验证了理论分析结果

的正确性和用膨胀水泥预防压裂井水泥环力学破坏

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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