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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油田油套同压井压井方法

林家昱　范白涛　孙连坡　霍宏博　李进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引用格式：林家昱，范白涛，孙连坡，等 . 渤海油田油套同压井压井方法［J］. 石油钻采工艺，2018，40（增刊）：154-157.
摘要：随着渤海油田不断向中深层开发，渤海部分油气井出现油套同压、套管带压、无循环压井通路的难题，为修井作业过

程中起管柱带来风险。分析油套同压原因，查找管柱漏点位置是优选压井方法的关键。研究了测流体电阻法找漏、多臂井径成

像测井、电磁探伤测井、井温噪音测井等 11 种方法，提出了适合油套同压井的漏点查找方法，并根据不同的漏点位置研究不同

压井方法作用机理，提出分级优选压井方法，从而可顺利实现拆采油树、起管柱、安装井口防喷器等作业，对于油套同压、套管带

压井动管柱作业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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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ell killing method for the wells with same pressure of tubing and casing in Bohai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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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Bohai Oilfield mov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edium and deep layers, some oil and gas wells in the Bohai Sea area 

are faced with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same pressure of tubing and casing, pressurized casing and no circulation killing path, which bring 

the risks to the string lifting in the process of workover operation. The key to the optimization of well killing method is to analyze the 

reason for the same pressure of tubing and casing and search for the string leak location. 11 methods were studied, including fluid re-

sistivity method for leak detection, multi-arm caliper imaging logging, electromagnetic defect detection logging and well temperature 

noise logging, and the leak detection method suitable for the wells with the same pressure of tubing and casing was proposed. Then, the 

mechanisms of different killing methods were studied for different leak locations, and the well killing method of grading optimization 

was proposed. By virtue of the selected well killing method, the operations of dismantling Christmas tree, lifting string and installing 

wellhead BOP can be successfully performed.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is practically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e string lifting operation 

of the wells with the same pressure of tubing and casing or the pressurized c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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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66 年 渤 海 油 田 发 现 第 1 口 井 海 1 井 距

今已有 52 年，部分老井即将达到或超过设计周期，

套管带压问题日益凸显。由于生产油管、井下工具

腐蚀穿孔、封隔器封隔失效、固井水泥环气窜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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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易造成油套同压现象，若不能进行有效的压井

作业使油套压下降并维持为零值，贸然起管柱可

能造成井涌甚至井喷失控风险。国外最早在 20 世

纪 80 年代开始了气窜机理研究，1999 年，ADAMT.
BOURGOYNE 等对环空带压定义、起因、危害性进

行了初步探讨［1］，而国内对于环空带压机理的研究

才刚起步，2002 年，高宝奎等研究了温度引起套管失

效的条件［2］，2009 年以后国内对气井油套环空带压

问题的研究才逐步增多，郭建华等从油套环空压力

监测、井下漏点检测等方面开展了研究［3］。分析油

套同压原因，查找管柱漏点位置是优选压井方法的

关键。针对上述问题，研究了测流体电阻法找漏、多

臂井径成像测井、电磁探伤测井、井温噪音测井等 11
种方法［4-8］，提出适合气井漏点的查找方法，并根据

不同的漏点位置对不同压井方法作用机理进行了

研究。

1 油套同压风险评价

1.1 油套同压产生的原因

油气井一般由多层套管组成，各层套管间由水

泥环封固地层和套管，中深层地质环境复杂，固井对

水泥抗温性要求较高，产生油套同压［9］的原因主要

有以下几方面：（1）生产油管、井下工具发生腐蚀、穿

孔或裂缝；（2）设计或施工质量原因导致分层封隔器

密封失效或生产管柱密封模块未能安装到位；（3）长

时间生产后井下分层封隔器封隔失效；（4）套管腐蚀

或穿孔；（5）水泥环出现气窜。

油管、井下工具、套管的腐蚀穿孔，在井筒完整

性受到一定程度损伤破坏后，需要根据不同的腐蚀

位置，确定压井方式。

1.2 漏点查找的方法

漏点位置影响压井方法选择，如油管较浅部位

发生腐蚀，循环压井可采用连续油管压井，将连续油

管插入油管打开滑套位置或打孔位置；封隔器以上

较深部位发生腐蚀，可考虑不采用油管打孔，直接循

环压井。通过大量的文献调研发现目前较为实用的

找漏方法有：测流体电阻法找漏、木塞法找漏、封隔

器找漏、超声波成像测井仪、井下视像找漏、同位素

测井、流量测井、井温噪声测井、中子氧活化测井、多

臂井径成像测井仪、电磁探伤测井 11 种（表 1）。 
渤海油田部分井储层疏松易出砂、井下情况较

复杂，CO2 含量高、腐蚀严重，上述的 11 种找漏方法，

有些对油井类别、井下流体类型、井下环境、泵排量

等都有较高要求，其中多臂井径成像测井和电磁探

伤测井较适用于渤海油田，具有适用性强、检测准确

性高、抗噪音、耐腐蚀、耐高温、操作简单安全等特点。

多臂井径成像测井技术将多条测量臂贴紧套管

内壁，通过电阻变化值反映套管弯曲变形、断裂、穿

孔及腐蚀等情况，可测量出套管内壁 1 个圆周内最

大最小直径及沿着每臂轨迹不同方位上的形变。在

成像测井图上可以直观地看到套管展开图、包络图、

最小直径图、最大直径图，可定量读取套管形变量、

腐蚀孔洞、管柱直径数据。

电磁探伤测井仪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可

在多种流体介质中通过电动势变化反映油套管厚度

变化、裂缝及孔洞等情况。机械、化学、声波、放射性

等方法只能检测单层管柱损伤情况，电磁探伤测井

是目前唯一能在油管中同时检测油套及套管两层管

柱损伤情况的测井技术，可通过纵向短轴探头、横向

探头、伽马探头和井温探头检测套管损伤，用温度探

头感受井内流体温度变化，伽马探头较深，可具体读

取套管损伤的具体位置、损伤部位的腐蚀情况、管柱

壁厚数据等。

表 1　各找漏方法的适用性分析

找漏方法 适用性

测流体电阻法
找漏

须将流体电阻仪置于井内流体中，不能在气
井或气侵井中测井

超声波成像
测井仪

接受并检录碰击套管内壁各层界面超声波
的反射波，不能在空气井或气侵井中测井

同位素测井
受沾污影响较重，使得测井结果多解性较
强，而且对环境影响较大，不适用于气井

流量测井
测量液体流速，可以找漏，但不能反映管外
流体窜槽，不适用于气井

中子氧活化
测井

快中子发生氧核反应后衰变，可感知流体方
向及大小，不适用于气井

多臂井径成像
测井仪

测量壁将感知的油套管壁内部情况转化为
电阻值，一般用于检测油气井套管

电磁探伤测井
探测磁性物质，可直观反映包括厚度、形状、
腐蚀等具体情况，多用于油气井油套管检测

木塞法找漏
方法简易，要求小泵排量，不易把控，不适用
于套压井套管找漏，可适用于油管找漏

封隔器找漏
采用封隔器分井段试压，不适用于套压井套
管找漏，可适用于油管找漏

井下视像找漏 摄像机摄取真实井下图像，可适用于油气井

井温噪声测井
多相流体流经漏点位置产生温度及声音异
常，可适用于油气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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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压井方法优选

司钻法、工程师法等常规压井方式要求能够正

常关井，而在溢流甚至井喷造成井内喷空或无钻具

等情况下可采用反循环压井法、压回法、置换法等非

常规压井方式（图 1）。油套同压井，针对不同的漏

点位置选择合理压井方法是成功压井的关键，如油

管较浅部位发生穿孔或断裂，在压井处理过程中可

视为井内管柱短、循环通路过短来处理，在深部位存

在孔洞，可认为存在循环通路考虑直接循环压井。

非常规方法

常规方法

工程师法

司钻法

反循环压井法

边循环边加重法

压回法

置换法

压
井
方
法

图 1 压井方法分类

反循环压井法是将合适密度的压井液由环空

注入顶替井筒中密度较小的油气水，将井压住。在

地面装备能满足注入能力的条件下，可在较短时间

内排出井内溢流，适用于套管下深浅或套管漏点部

位较浅、地层破裂压力较低的井，对于漏点部位较深

井，存在压漏地层风险。

压回法［10］将井内溢流采用较大泵压压回地层，

适用于套管下深较深或套管漏点部位较深、地层破

裂压力较高的井，对于套管下深较浅或套管漏点部

位较浅、井筒存在裸眼段、地层破裂压力较低的井，

存在压漏地层风险。挤注法属于压回法的一种方法。

置换法［11］具体做法为向井内泵入定量钻井液，

关井一段时间，使泵入的钻井液穿过气顶下落，然后

放掉一定量的套压。套压降低值与泵入的钻井液产

生的液柱压力相等。重复上述过程就可以逐步降低

套压。适用于长裸眼段、井内无钻具或油管、钻井液

喷空、无循环通路等情况下的压井作业，压井作业较

为安全。

针对不同的油气井情况，选择合理的压井方法，

具体选择过程可以参见图 2，在压井成功后，进行起

管柱作业，在处理起管柱中的复杂情况时可参考图3。 

3 实例分析

2018 年 2 月 11 日，渤海油田 X 井生产时连续

2 次启泵未成功，测得绝缘 0 MΩ；三相直阻 AC 为

500 Ω，AB 为 3.8 Ω，BC 为 151 Ω。三相直阻不平衡，

初步判断动力电缆损坏或电机故障，需检泵，压井起

出原井管柱。3 月 2 日经正循环闭路洗井，二次循环

脱气压井后，打开万能防喷器准备起钻时，地热水及

气体喷出，紧急采取关闭万能防喷器和剪切闸板防

喷器，切断了井内管柱，实现了井口的关断，关井套

压逐渐升至 4.5 MPa。

由于该井采油树服务管汇侧的套管翼阀已损坏

无法打开，不能进行反循环压井。切断井内管柱后，

井内无钻具不能形成循环通道，无法进行司钻法、工

程师法等常规方法压井，考虑采用压回法或置换法

进行压井作业。X 井存在动态漏失 6 m3/h，不具备

大排量、长时间挤注压井的条件，考虑采用置换法压

井。通过钻井四通用泥浆泵小排量挤入压井液，等

气体上升置换至井口，随后通过泥浆泵放压口向泥

浆池内放压，返出为大量气体和地热水的混合物，通

过调节旋塞阀控制，尽量保证返出全部为气，每次放

压 20~30 min。经过 17 轮压井后套压降为 0 MPa，

压井方法选择步骤

常规压井法或反循环
压井法、压回法

井筒中有较长管柱
存在，且管柱浅部位无漏点，井下

可以重新建立循环

有H2S气体，
无地面处理能力，

地层渗透性好  

常规压井法，压回法

反循环
压井法

常规法

压回法

置换法或
压回法

套管下得较深，
裸眼段较短，

地层渗透性好  

置换法

压回法

套管下得较深，
裸眼段较短，地层破裂压力高，

安装内防喷工具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图 2 压井方法优选

捞矛打捞

通井确认遇阻点

遇阻点切割

捞矛起出切割管柱

继续起甩管柱

成功
套铣、打捞上部封隔器

切割、起出底部
封隔器以上管柱

套铣、打捞下部封隔器

刮管洗井 起出全部管柱

不起底部封隔器 起出所有管柱

遇卡

图 3 起管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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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钻第一钻井公司优化生产进尺超 70 万 m

    2018 年进入 4 季度以来，渤海钻探第一钻井

公司通过优化生产组织运行，紧密衔接各道工序，

强化安全和技术管理，为钻井生产提供优质高效保

障。截至 11 月 26 日，第一钻井公司开钻 283 口，交

井 300 口，完成进尺 70.99 万 m。结合目前工作量相

对充足的时机，公司积极与各油田公司进行沟通和

对接，及时交流生产信息，尽最大可能争取工作量；

根据各油田产能建设情况，加快后备井的超前准备，

优化钻机部署，协调好地方关系、井场修建等工作，

最大限度减少等停，降低运行成本，冲刺全年生产目

标。根据到手的工作量，公司提前协调好钻前和运

输公司等相关方单位，合理调控各项因素；各后勤

专业化单位根据自身业务特点，早安排、早动手，做

好基础准备、工具、机具、车辆保障等各项工作。生

产协调部门坚持 24 小时值班，随时掌握生产信息，

灵活组织生产，快速应对突发事件，及时调整施工方

案和作业指令，有效保证生产运行速度。技术部门

在施工前做好风险识别和评估，制定有效的技术措

施；施工中突出过程监控，加大驻井指导和检查帮

促频次，强化协调沟通，对施工井的每一道工序、每

一个环节严格把关。在重点井、重点项目管理上，安

排专人负责，严格技术交底，强化技术措施的落实，

严控事故复杂，提高生产时效。

（供稿　石　艺）

关井 1 h 读取套压仍为 0 MPa，后打开泥浆泵放压口

向泥浆池内放压，放压阀门全开，返出无液无气，此

时套压维持 0 MPa，压井成功。先后打开单闸板半封、

环形防喷器，组下反扣反螺纹母锥、铣鞋等打捞落鱼

管柱，成功起出了井内管柱。

4 结论

（1）通过分析对比测流体电阻法找漏、木塞法找

漏等 11 种漏点查找方法，发现多臂井径成像测井和

电磁探伤测井更适用于渤海油田，其能在多种流体

介质中使用，且具有检测准确性高、抗噪音、耐高温、

操作简单安全等优点，并能定量读取套管形变量、腐

蚀孔洞大小及位置、管柱直径等数据。

（2）针对油套管柱不同的漏点位置、套管下深、地

层裸眼段长度等，对常规及非常规压井方法进行分

析对比，并建立了压井方法优选图，可更加方便快速

地选择合理压井方法，有利于提高压井成功率及后

续的起管柱作业。

（3）对渤海油田 X 井经压井优选图分析，采用置

换法压井，取得了良好的现场应用效果，对渤海油田

类似复杂井的压井作业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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