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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永久弃井作业

在全球范围内，政府及立法部门都要求海上油气作业公司必

须对非生产井立即实施封井，以永久消除其对环境潜在的威胁。

服务公司正在研发相应的工具及技术，以降低履行这些义务带来

的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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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和墨西哥湾地区的一些海

上油田即将达到其开采寿命的尽头，

这些地区也是海洋石油行业最先进

入需要使用浮式钻井与生产装置的

深水区域。其次，对环境保护的重

视和官方监管机构的监督，使得在

未来几年在上述两个地区的作业公

司都要封堵和废弃（P&A）相当数量

的油气井。

目前和未来对 P&A 作业需求的

激增正在将一个具有潜在需求的小

市场转变成一个对海上服务公司来

说数额高达数十亿美元的产业。仅

在北海地区的英国海域，在不久的

将来估计有超过 500 个油气生产设施

上的约 3000 口油气井列入弃井计划。

据估计，在墨西哥湾有多达 12000 口

井已经不再生产，可全部归为弃井

候选之列 [1]。在北海地区挪威海域，

350 多个平台以及 3700 多口井最终

必须永久报废。此外，荷兰、丹麦、

爱尔兰、西班牙和德国等地还有 200
多个海上平台也即将退役。

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的井，其基

本的 P&A 作业没有太大差异。作业

公司将完井硬件清除，下桥塞、挤水

泥进入环空到达指定深度，穿过产层

和含水层，除了保护水泥封堵的地层，

还成为封堵来自其上下地层压力的

永久屏障（右上图）。作业公司最后

拆除井口设备。如今，监管机构越

来越多地要求作业公司清除部分套

管，使水泥塞连续打入整个井筒中。

无论陆上还是海上，弃井的决定

都无一例外地取决于经济因素。一

旦油气产量下降至经济开采临界点

－即油气生产带来的收入小于或等

于作业成本时，就可以考虑是否需

要弃井。在某些情况下，虽然地下

还留有相当可观的储量，但修井的

成本远高于这些井重新投产后的预

计收入。另一方面，在某些海上井中，

工程师能够在一定深度以下永久封

堵海上完井，清除一个或多个技术

套管柱，然后下一个斜向器。作业

公司可重新进入原来的主井眼，用

斜向器开窗侧钻一个新的井眼来开

采剩余储量。

由于不同地区监管机构的执行

情况不一样，对作业公司海上井满

足永久弃井的具体要求也大相径庭。

例如，挪威海上平台井的弃井成本

比中东地区要昂贵得多，因为达到

前者立法机构要求的永久性弃井标

准的作业成本要高于后者。

由于海上作业的高成本，稳健的

作业公司在油田的规划阶段就开始

考虑油气井永久弃井及其相关设施

的成本。报废一口海底井要耗资数

百万美元，尤其是在深水钻井船上

进行弃井作业更是如此。作业公司

永久弃井计划也因此需要考虑安全

性和经济性这两方面的因素。

本文对海上弃井作业的最后一

些步骤进行了讨论，介绍了目前正

在开发的低成本、高效率同时又满

足永久性弃井需要的工具。由于北

海和墨西哥湾地区的监管机构最近

已将弃井作业作为重点，而且这两

个地区是世界上最大、最成熟的海

上区域，因此本文集中介绍这些地

区的弃井作业。此外，北海和墨西

哥湾地区的监管立法机构比世界其

他地区的同行拥有更多弃井方面的

管理经验。因此，这些官方监管机

构可能会推动在以后的立法中纳入

新的技术，既照顾到现实中作业公

司的最终经济利益，同时确保纳税

人在几十年后不会因为没有真正实

施永久弃井而需承担额外的费用。

P&A 高成本对策

圈闭在地层岩石中的油气不能

被 100% 地开采出来，部分原因是出

于经济效益的考虑，部分原因是由

于开采技术和地质条件的限制。总

而言之，有一部分油气资源没有开

采，是由于其开采成本高于市场价值；

还有一部分油气资源永远也不会得

到开采，因为即使采用一些技术如

注水驱（当油气藏的自然驱动能量

耗尽时，常采用注水方式来驱动油

气流向井筒），最终也会变得无效或

是不经济。

当作业公司考虑弃井作业时，他

们有义务确保永远地保护地面与井

下的环境。在世界各地，有时许多

职责重合的监管机构对永久性弃井

的程序和条件都有规定。例如，在

墨西哥湾，视油气井距海岸的距离

及水深情况，作业公司可能必须要

满足联邦以及州政府监管机构制定

的要求。

尽管世界各地监管机构的规定

不尽相同，但是所有 P&A 作业均是

为了实现以下目标 ：

• 隔离并保护所有淡水层和邻近的淡

水层

• 隔离并保护所有将来有商业开采价

值的地层

• 永久性地防止地层流体泄露进入或

流出井筒

• 拆除井口设施并切割套管至地表以

下规定的深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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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封堵。永久弃井封堵需要满足下列要求，
它必须包括所有环空，延伸至井的整个截面并

且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上密封。在该示意图中，

水泥塞在套管内垂直方向密封，在套管鞋以上

的套管 - 地层环空内在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都

必须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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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作业为那些不再具有经济

效益的井或是已产生问题但无法经

济修复的井提供了一劳永逸的解决

方案。然而，对于海上油气井而言，

作业公司完井前永久放弃井内的某

些地层而开发其他一些产层的做法

也很常见。此外，海上开发计划往往

要求永久废弃衰竭井的下部井段以

在海底基盘和平台上腾出井槽，通

过该槽口可钻另外一口井以开采油

藏中未被开采的部分。这种做法被

称为井槽重利用。

在实施永久弃井作业过程中，作

业公司必须根据当地法规要求的封

堵类型、长度和深度来进行作业（左

表）。作业公司对井筒灌注水泥封堵、

地面设备拆除很长时间以后的井仍

负有责任。一旦出现密封失效并探测

到井内流体泄漏至地表或出现窜流

情况，作业公司要对此负全部责任。

为履行 P&A 义务，石油和天然

气工业已经开发出了多种技术和材

料，以确保实现长期有效的地层封

隔，即使当井下状况随时间发生变

化时，也要确保地层封隔有效 [3]。作

业公司和监管机构通过不断改进传

统的 P&A 作业实施方式来降低海上

弃井作业的费用成本，服务公司也

努力跟上这些变化，加强研发相应

的工具和技术以推动这一转变的进

程。尽量降低弃井费用而同时又确

保弃井的完整性，这对作业公司来

说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必须进行这

些重大投入，而这些投入是没有任

何经济回报的希望。

根据水深不同，海上弃井作业

可以从固定平台如自升式钻井平台、

大型浮式平台如半潜式钻井平台或

者具有动态定位功能的辅助船上进

行。在英国海域，固定式平台弃井

的成本最低，每口井大约花费一百

至两百万美元。相比之下，使用半

潜式平台或动态定位浮式钻井装置

进行弃井作业的成本通常为五百至

六百万美元，基于辅助船的弃井作业

成本介于以上两种极端情况之间（下

一页，左图）[4]。在挪威，进行永久

弃井作业的成本要高得多，才能满

^ 美国 P&A 的规定要求。根据井的位置、深度、状况和其他参数，作业公司必须实施并记录弃井
操作的具体步骤，操作步骤要遵从相关地区监管机构的要求。该表列举了墨西哥湾地区一口井被

认为实施永久封堵的一些流程。需要遵从的流程主要取决于井筒封堵前井的结构，该流程由美国安

全和环境执法局制定。（根据电子版联邦法规改编：“Permanent Well Plugging Requirements”，http://
ecfr.gpoaccess.gov/cgi/t/text/textidx?c=ecfr&sid=06d320a6f4723641d7d1b83be409c10d&rgn=div8&view=tex
t&node=30:2.0.1.2.2.17.93.11&idno=30（2012 年 3 月 28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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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底防喷管。20 世纪 70 年代，斯伦贝谢推
出了海底修井防喷管，可安装在海底采油树上

并通过一个刚性立管连接到动态定位船上。这

使得作业公司无需租用昂贵的海上浮式钻井装

置就可以进行钢丝、电缆或连续油管修井作业。

这种经济高效的海底井再入能力大大降低了油

井维修成本并允许工程师更加频繁地进行必要

的修井工作，从而延长了井的寿命。

^ 水下完井。在深水作业中，为了尽量减少对地面支持设备的需求，作业公
司通常把海底井口（黄色）安装在海床上。可以通过捆绑在一起的流动管线

和控制管缆（绿色）在各井口之间传递生产、电动和液压控制及监控信号；

流体和信号通过立管（红色）传输到地面的生产设施。这一系统允许工程师

部署较小和更少数量的高端深水支持船就能够服务大面积油田区域。

足作业公司自己制定的永久弃井标

准和监管机构制定的永久弃井要求。

随着油气上游行业进入深水区

域，人们也在探索寻找能够降低急剧

增加的资本和运营支出的方法。在深

水地区，架设大量卫星导管架是不

切实际的，一种方法是利用海底井

口完井，并通过海底管道连接至平台。

通过集成液压及电力管线的控制管

缆来监测及操作海底井口阀门和仪

表（右上图）。

3.  有关 P&A 操作规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Barclay I，Pellenbarg J，Tettero F，Pfeiffer J，
Slater H，Staal T，Stiles D，Tilling G 和 Whitney 
C ：“善始也要善终：对弃井和平台退役通常

做法的审视”，《油田新技术》，13 卷，第 4
期（2001/2002 年冬季刊）：28–41。

    有关长期层间封隔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Bellabarba M，Bulte-Loyer H，Froelich B，Le Roy-
Delage S，van Kuijk R，Zeroug S，Guillot D，

Moroni N，Pastor S 和 Zanchi A ：“确保实现长

期层间封隔”，《油田新技术》，20 卷，第 1
期（2008 年春季刊）：18–31。

4.   Liversidge D，Taoutaou S 和 Agarwal S：“Permanent 
Plug and Abandonment Solution for the North Sea”，
SPE 100771，发表在 SPE 亚太地区油气大会暨

展览会上，澳大利亚阿德莱德，2006 年 9 月

11–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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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水下油气井需要要下入

三层或更多层直径逐渐减小的套管

柱，并通过环空中的水泥环胶结在一

起。通常，在弃井过程中，需要三

趟或者更多趟钻杆入井来移除一层

套管柱。第一趟入井从井口回收套

管和悬挂器密封装置。第二趟入井

切割套管，第三趟入井拔出套管和

套管悬挂器。取出这些中间管柱之后，

切割隔水导管并回收井口。

这些作业占用的钻机时间是相

当可观的 ；在深水作业中，每趟入

井通常需要八至十个小时 [5]。为了减

少从水下井切割和回收技术套管的

时间和成本，SERVCO 公司开发出了

Shortcut深水封堵和弃井系统（左图）。

这种设计可以一趟入井完成割套管

和拔套管的整个作业流程，包括锁紧

和回收密封组件，逐次切割每一层

套管柱，移除和回收井口密封组件。

Shortcut 系统连接在钻杆上下入

井下，有一个机械打捞矛工具可以

卡在靠近套管切割点的位置。一旦

套管被切割断开，可使打捞工具脱

开并移动到被切断套管柱的顶部然

后重新复位。拔出的套管悬挂在转

盘上，这时可以把打捞矛脱开，把

套管回收钻柱立在钻台上，然后从

井筒中把套管安全快速地取出。系

统中也可包括回收工具以回收井口

密封组件系统。该系统中的一个关

键组件是 SERVCO 液压切割工具，其

刀片的最大伸展直径可以延伸到水

泥固井套管的最远偏心距离（下一页，

上图）。

为了切割和拔套管，工程师首先

要把套管回收工具和井口密封组件

锁紧到一起，然后把密封组件上提

到立管内。套管割刀和打捞矛下放

到适当深度，打捞矛用来抓紧套管

并使其处于拉伸状态。然后开泵并

缓慢增加钻柱转速，来驱动泥浆马

达转子，从而转动套管割刀。

司钻对容积式马达的压差变化

进行监控 ；当数据显示流体压力下

降时，表明套管切割已完成。然后

司钻下放钻杆把打捞矛和套管脱开，

上提打捞矛到井口下方位置，并重

^ 切割和拔套管。Shortcut 深水 P&A 系统使用液压割刀切割套管，
并用打捞矛将其锁住。Shortcut 打捞矛的套爪伸展到套管切割点附近

的位置，直到割断套管。打捞矛工具被脱开并移动到套管顶部然后重

新锁住套管。这种可以改变打捞矛位置的能力使其不妨碍拔套管作业。

通过泥浆马达泵入的流体来转动切割刀臂。震击器可以允许司钻在

必要时对套管进行震击作业。

Oil�eld Review  
SPRING 12 
P & A Fig. 4
ORSPG 12-P&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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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套管锁紧在一起。接下来把套

管从井筒拔出，把密封装置和套管

回收工具置于钻台上。然后司钻继

续起钻，直至套管悬挂器起出转盘面。

脱开打捞矛并将其立到井架上，接

下来才能进行套管码放。

与之类似的 SERVCO 2M 切割和

拔套管系统也是一个单趟入井系统，

主要用来切割和回收 20 英寸和 30 英

寸的套管以及海底井口。这个工具能

够单独拔套管或将套管与井口一并

拔出。由于其独特的设计能够在非关

键部位锁住井口及套管，从而避免

接触到套管悬挂器的密封筒，因此

回收的部件再次使用之前无需加工。

由于切割组件可被联接在直径 8
英寸的钻铤立根上，2M 系统缩短了

工作管柱的作业时间，无需使用传

统作业方式中必须使用的水龙头（右

下图）。该切割拔套管系统由一个标

准打捞矛或者旋转打捞矛、液压套

管割刀和位于套管割刀上下的非旋

转稳定器组成。 

井槽重利用

大多数 P&A 作业都是一项不可

避免的商业成本，且没有资本投资

回报。然而，井槽恢复作业则不同，

因为通过这项作业可开采未开发储

量，从而延长油田寿命。这项作业

不仅带来更多的产量收入，而且随

着油田的老化，它有助于延长平台

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寿命，这些设施

花费大量前期资金投入。因为一般

是在老油田实施井槽恢复作业，当

考虑开采这些二类目标层时，作业

公司更倾向于关注削减成本。多级

套管的存在会阻碍新井的安装，为

控制这些新井的成本，关键是通过

减少切割及回收多级套管柱所需入

井次数来控制 P&A 井槽恢复成本。

^ 偏心套管。从中心点到套管壁的距离由于偏心被延长时，一趟入井切割两个套管柱作业会变得非
常复杂。本例中，一个 7 英寸套管柱在一个 95/8 英寸套管柱内。当两者完全居中时（左），割刀必

须达到的最大伸展直径是 10.62 英寸。在极端情况下，7 英寸套管紧贴在 95/8 英寸套管内壁一侧（右），

此时割刀的伸展直径必须达到 13.68 英寸才行。

^ 无钻机弃井系统。SERVCO液压旋转支架系统由提升能力为 445千牛（100000磅）的旋转液压千斤顶、
控制面板、动力大钳和可以摆动液压上扣大钳进出的桅杆组成。该支架立在井口上方；当用打捞矛

把一根套管拔出地面时，将其联接到动力旋转头上。用液压千斤顶将其提出井口直到露出套管接箍；

用动力大钳卸扣。作业人员可以借助于这一支架把打捞矛和钻柱立在钻台上。该系统替代了使用打

捞矛和钻柱回收每根套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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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井大会上，阿姆斯特丹，2001 年 2 月 27 日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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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除表层套管柱外，海上的

井还包括技术和生产套管柱、生产油

管和生产封隔器（上图）。封隔器以

下井段被称为下部完井装置。井槽

恢复需要封堵及废弃下部完井装置，

经常要穿过挤扁的油管，然后在新

水泥塞以上一定距离的造斜点侧钻。

水泥塞必须横跨所有环空并且封住

地层。这个过程的简化形式需要以

下步骤 ：

• 在封隔器以下生产油管内安装压力

屏障（通常是一个或多个水泥塞）

• 移除封隔器以上的生产油管

• 在生产套管内下部完井装置之上安

装第二道屏障

• 切割并提起生产套管，如有必要，

将生产套管磨铣至造斜点以下

• 穿过技术套管侧钻

使用传统的系统实施该作业涉

及多次入井来起下切割和打捞工具

并起出割断的套管。通常，井已在

现场生产多年，由于水泥胶结牢固、

钻井液中的重晶石在环空中沉积等

因素，因此切割和提升套管可能有

困难 [6]。提升设备的拉力可能无法克

服水泥或重晶石强大的胶结力。因此，

可能需要几趟入井切割和上提每层

套管柱，才能使某层段脱离水泥或

重晶石胶结。

为了解决这一可能遇到的问题，

工程师团队对这些作业使用的常规

工具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标准

工具组合只能完成井下有限数量的

切割。基于这些发现，该小组设计

了一个带有三套碳化钨刀具的管道

切割工具，这些刀具可单独触发和

远程操控。这种能力允许作业者至

少三次尝试切割套管而不必起钻更

换新刀具。地面操作员通过工具上

的一个指示器确认完成切割。未来

将列入钻具组合的液压矛和封隔器

总成目前正在开发中，它将使工程

师可以在生产套管外上提套管和循

环钻井液 [7]。

该设计的最终结果是多次循环

套管切刀（MCPC）系统（下一页，

上图）。它包括一个转位活塞组件，

该组件随着施加的钻井液压力变化

而移动，用于参与和指导工具的轴

向和旋转运动。转位机构和流量变

化的联合装置可使工程师有选择地

触发三套刀具中的一套与液压矛和

封隔器总成。那些未触发的割刀被

安全地收缩在工具体内。

工具上端的压差指示器包括活

塞筒内一个固定的插入头。最初插头

保留在活塞筒里，形成限流和较高

的启动压力。当切割完成后，活塞

向下移动，从而消除流动限制，地

面显示井下压力下降 1.4 至 2.1 MPa
（200 至 300 psi）。

开发者在刀具设计中采用了专

有碳化钨刀片，以提供最佳切削角度。

他们设计的工具可顺序完成下列操

作 ：切割套管、触发打捞矛抓牢并起

出切割的套管，这在单趟入井中可

重复操作。为此，工程师开发了与

MCMP 工具匹配的液压矛。激活该

工具比激活 MCMP 所需的流速要高。

这可确保只有打捞矛被激活，并且

可按照正确的切割和提升顺序进行

作业。

该工具在挪威大陆架的一项井

槽恢复作业中得到了现场实验应用。

作业公司选择两趟入井完成切割和

提升 95/8 英寸套管，而不是测试单趟

入井作业的可行性。最初的切割位

置在 861 米（2825 英尺）和 983 米（3225
英尺）处，使用标准 SERVCO 割刀完

成。从井口到 861 米深处的第一段套

管以 320000 磅（1420 千牛）的超拉

力被成功起出井口。使用井下提升

工具以 700000 磅（3110 千牛）的超

拉力将 861 米到 983 米的第二段套管

成功起出井口。

基于之前两趟入井的切割情况，

作业者的下一个目标是验证 MCPC
的选择性切割能力，使用 MCPC 工

具一趟入井完成 1602、1509、1409、
1300、1068 和 1031 米（5256、4951、
4623、4265、3504 和 3383 英 尺 ） 处

的切割作业。

每次切割作业用时 10 到 14 分钟，

所有切割作业都顺利完成。钻台压力

表所显示的压降表明，工具按照预

期在每一切割深度进行了操作，并

且成功切断了套管。在地面对工具

的检查结果表明，显然所有三套刀

具发挥了各自的功效。

然后，983 米至 1031 米切割点的

套管被松动，使用标准打捞矛和液

压顶升装置以 940000 磅（4180 千牛）

的拉力从起出井筒。再次使用相同

的打捞矛和井下顶升装置使 1031 米

至 1068 米的套管松动，但这次显示

的拉力为 640000 磅（2850 千牛）。这

段套管也被提到地表，打捞矛总成再

^ 海上完井。井槽恢复流程要求将下部完井装
置必须从井中起出。井槽恢复流程主要包括利

用封隔器隔离产层和油 - 套环空，通过坐放短

节部署钢丝修井工具以及射孔生产油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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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下井回收 1068 至 1300 米的套管段。

然而，施加最大 1052000 磅（4680 千

牛）的拉力后，确认这段套管太长

而不能整体回收，必须随后在 1104
米（3622 英尺）和 1202 米（3944 英尺）

深度进行切割。这两次切割都使用

标准管道割刀完成。

使用标准的打捞矛和井下顶升

装置，分别施加 820000、930000 和

440000 磅（3650、4180 和 1960 千牛）

的拉力，三节套管段被轻松提起。

在试图将 1300 至 1409 米的套管段

起出时，工程师发现使用最大 1052000
磅的超拉力也不能将套管取出。

作业队伍决定再作六次切割，缩

短剩余套管段的长度。使用 MCMP，
单趟入井成以下深度的套管切割 ：

1570、1545、1472、1436、1372 和

1335 米（5151、5069、4829、4711、
4501 和 4380 英尺）。和前面六次切割

一样，MCMP 工具按预期完成操作，

每次切割时间为 6 至 14 分钟。总之，

工程师估计使用 MCMP 方法，使作

业者节省约 1.5 天，比传统方法节省

20 万美元。

由于其他原因（与 MCMP 作业

无关），客户决定暂时中止对该井的

作业，剩余套管部分尚未从井筒回收。

在不久的将来，作业者会回到该井

继续提升余下套管部分的作业。

射孔、清洗和固井

当上部套管被起出后，底部套

管留在井中。永久弃井程序中一个

至关重要的环节是打水泥塞封堵井

筒以及下部套管和井壁之间的环空。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项操作是磨铣

所有套管柱开出一个窗口，通过这

一窗口将水泥打入环空来封堵暴露

的地层（右图）。这一程序还清除可

能影响多方向水泥封堵质量的套管

与地层之间的任何水泥、泥浆沉淀

或其他碎屑物。

以上程序过程中一个潜在的弊端

^ 多次循环套管割刀（MCPC）。通过改变泵压，操作者能够改变活动凸轮的位置，以驱动 MCPC 上
的一套割刀刀翼伸出，而其他刀片保持收缩状态。改变泥浆脉冲信号可使循环转位机构与液压启动、

机械驱动的套管打捞矛（未显示）相啮合，与此同时使所有刀翼收缩。当套管切割完成后，活塞向

下移动到活塞限位器（未显示），在压降指示器周围形成较大的流动范围。在地面可监视压力下降情况，

以确认套管切割是否已经完成。

^ 磨铣窗口。对于水泥胶结较差但却难以回收的下部完井装置的套管柱（左），
必须进行磨铣。第一趟入井需要磨铣生产套管（中），然后另行入井磨铣技术

套管（右），直到所有环空、地层都暴露出来。这使得作业公司在侧钻前，按

照永久 P&A 的要求对每一环空进行固井。

6.  Hekelaar S，Gibson K 和 Desai P ：“Increasing 
Reliability of Cutting/Pulling Casing in a Single Trip”，
SPE 145494，发表在欧洲海上油气大会暨展览

会上，阿伯丁，2011 年 9 月 6–8 日。

7.  根据 Hekelaar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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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须使用高粘度钻井液将磨铣套管

产生的金属屑（通常被称为切屑）携

带到地表。含有金属屑的流体密度通

常远高于地层可以承受的压力，因此

会压裂地层形成诱发裂缝。在裸眼

井段由此产生的超高当量循环密度

（ECD）足以导致泥浆漏失问题 [8]。

此外，含有金属屑的流体流经地面

设备时会很容易地对这些地面设备

造成损坏。



50 油田新技术

因此，这些作业耗费大量时间，

难以安全有效地实施。此外，通过

主要实施在磨铣套管段的两种固井

方法，难以测试水泥塞密封的有效性：

一种方法是使水泥塞的顶部位于磨

铣窗口上方的套管内，第二种方法

是使水泥塞的顶部位于裸眼井段。

为了测试第一种方法中水泥塞

密封的有效性，探到水泥塞顶后进行

承重测试和承压测试。这些测试评

估套管内水泥的质量，但不能确定

在套管与井壁环空以及裸眼井段内

的水泥质量。在第二种方法中，通

过探水泥塞顶可以验证水泥塞位置，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进行压力

测试。

为了解决以上难题，引进使用了

一套名为射孔、清洗和固井（PWC）
的系统。这一方法通过射孔孔眼清

除环空中的碎屑物，可消除由于磨

铣套管金属屑导致的高 ECD。
PWC 方法采用由钻杆传送的射

孔枪组成的工具，射孔枪连接在清

洗工具下部，清洗工具则位于注水泥

插头之下。当 PWC 工具下到需要打

水泥塞的深度，射孔枪被击发并自

动下落。然后循环流体并调节其密度，

使之与井筒孔隙压力匹配。投球后

密封清洗工具底部，打开滑套，引

导清洗杯之间的流体，自上而下清

洗射孔井段。通过清洗杯和位于顶

部清洗杯上方环空之间的射孔孔眼

循环流体以清洗环空。

当工具下到射孔段底部，然后上

提工具，在工具向上移动的同时继续

清洗。然后洗井工具返回射孔段底部，

在上提工具的同时，泵入一个水泥

隔离塞从工具清洗杯之间进入环空。

向下投球断开洗井工具与固井水泥

插头的连接。然后将洗井工具推至

射孔段以下。清洗工具洗杯的特殊

设计使其保持与套管内壁接触，可

以用作固井作业的基底。把固井水

泥插头上提到射孔段顶部以上，通

过作业管柱对套管作最后一次清洗，

接下来经由水泥插头打水泥对射孔

段进行固井，水泥被挤进射孔井段。

然后用作业管柱向下清洗直到

水泥塞顶部，探顶后进行压力测试，

如果需要测试水泥塞质量，作业人

员可以钻穿水泥塞，进行环空试压，

然后在套管内打水泥塞。探到水泥塞

后，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进行测试。

截至 2011 年 8 月，作业者康菲

石油公司在北海已完成 20 次 PWC 封

堵作业。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和改进

操作，作业者使用 PWC 方法，把完

成永久性封堵作业所需的时间逐步

减少至 2.6 天。相比之下，在六次常

规作业中，作业者进行永久封堵作

业的平均时间为 10.5 天（左图）。因

此，该公司在完成 20 口 PWC 井作业

的过程中，总计节省了 124 天钻机时

间 [9]。

未来的发展

出于对许多井已经停产但尚未

永久封堵情况的担忧，在墨西哥湾

和北海成熟地区监管机构要求采取

紧急行动，使得在上述地区对弃井

服务的需求剧增。预计到 2050 年英

国大陆架地区弃井的费用总成本估

计约为 486 亿美元，预计未来五年的

投入达 72 亿美元。到 2016 年，封井

耗费估计将超过 26 亿美元 [10]。北海

的作业公司曾表明这些还是保守估

计，他们预计每口井的 P&A 作业成

本加上地面设施及其他基础设施的

退役成本，总费用将达数千万美元。

因为弃井作业没有利润回报，作

业公司寄希望于服务公司来控制这

些强制性作业的成本。而且由于有

形资产（如水泥和扩眼器）相对成

本不高，而且所需数量和质量几乎

固定不变，服务公司面临的挑战在

于通过改进无形资产（即技术方法）

来扩大其成本优势－在永久弃井实

践中节约时间和资金。

随着时间的推移，即将实施弃井

作业井的数量可能会上升，因为在

作业公司着手于废弃停产井的同时，

还在钻很多新井，而且这些新井的生

产寿命比以前钻井的寿命更短。以前

海上井覆盖的油气藏范围都比较大，

而剩余的许多油气藏则小得多，生

命周期也更短，因此过不了多少年

这些井就会成为弃井作业的候选井。

此外，监管机构也明确表示，从油气

井停产到进行废弃的时间将会缩短。

鉴于这些新情况，作业公司在井的

开钻阶段就需要考虑弃井作业计划。   
                                            － RvF

^ 射孔、清洗和固井（PWC）作业过程中节省的时间。随着作业实践的持
续改进，工程师将单趟入井PWC封堵作业的平均时间从10.5天减少到2.6天。

在 20 次作业中，工程师估计共计节省了 124 天钻机时间。（根据 Ferg 等人

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9）。

8. 有关井漏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ook J，
Growcock F，Guo Q，Hodder M 和 van Oort E：“稳

定井眼防止井漏”，《油田新技术》，23 卷，
第 4 期（2011 年冬季刊）：26–35。

9.   Ferg TE，Lund H-J，Mueller D，Myhre M，Larsen A，
Andersen P，Lende G，Hudson C，Prestegaard C
和 Field D ：“Novel Approach to More Effective Plug 
and Abandonment Cementing Techniques”，SPE 
148640，发表于 SPE 北极和极端环境大会暨

展览会上，莫斯科，2011 年 10 月 18–20 日。

10. Chesshyre M ：“Braced for the North Sea ‘Bow 
Wave’”，Offshore Engineer，36 卷，第 11 期（2011
年 11 月）：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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