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钻井废物处理前沿技术

随着井眼条件越来越复杂，作业者也在竭尽全力遵守严格的废

物排放规定，与此同时还要满足钻井作业的要求。目前，钻井液和

钻屑处理技术方面的进步使作业者能够选择使用最有效的钻井液体

系，同时有效地消除钻井废物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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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勘探和开发油气资源的过程中，

令人遗憾的一个不利影响就是钻屑的

堆积。现代钻井作业产生几类废物，从

受污染的水流到材料包装等；不过，最

主要的废物来自井筒的钻屑。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很少考虑钻屑

以及过多钻井液的处理问题。一般情

况下，海上作业时会将这些废物排入

大海，陆上钻井作业时会将其埋入地

下。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

代，随着全球环保意识的加强，油气工

业及其监管者才开始了解并且重视钻

井废物对环境的潜在影响。

在同一段期间里，定向钻井技术

进展将建井工程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尽管上一辈钻井人常常发现钻直井是

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到了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井眼轨迹由直井发展到了

水平井。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水平井

钻井倍受青睐。通过在一个钻井平台

钻多个定向井或者在一个井眼中钻复

杂的多分支井，作业者可以极大地提

高钻井的经济效益 [1]。这些新的进展

减少了地面占地面积，节约了建井费

用，降低了材料消耗，并且增加了单

井产量。

环保意识的增强、新排放标准的出

台以及钻井难度的不断增大促使油气工

业不断开发出新的钻井液和钻井废物管

理技术，用以支持这些高级井眼设计，

同时促进环境保护工作。在本文中，我

们对清除钻井废物的技术进行了探讨，

这项技术是将钻井废物回注到地下水力

压裂裂缝中。我们还对通过回收昂贵的

非水基钻井液来减少钻井废物的新技术

进行了介绍。

油基泥浆的使用日趋普遍

油基泥浆（OBM）于1942年开始在

油田投入一般应用。早期的油外相液

主要由沥青和柴油组成。这些泥浆可

以帮助钻井人员稳定水敏性页岩，在

取心作业中提供润滑作用，并尽量减

小储层损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进入定向钻井

时代，OBM 也借此证明了其在降低钻

杆与地层间摩擦方面的出众性能。与水

基泥浆相比，OBM 可显著降低旋转扭

矩和摩阻，从而使钻井人员可以钻得更

深，钻出具有更大弯曲度的井眼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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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屑回注（CRI）的基本原理。现代油田正在迅速地摈弃处理钻井废物的传统方法。许多作业者都
在选择使用回注的方法，就是将钻屑重新回注到其原先深埋的地层。尽管有各种处理方法可供选择，

但多数作业者都是将钻屑及其它钻井废物注入非产层或衰竭储层。如图所示，注入层通常在储层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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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M 泥浆的抑制特性也有助于钻

井人员降低与钻长水平井眼相关的井眼

事故风险。正是由于OBM的油湿性，使

其具有了抑制特性－在亲油的环境下可

以消除水与地层粘土的接触。因此，与

使用水基泥浆相比，使用油基钻井液钻

进的地层出现化学剂扩散的范围较小。

同样，在钻屑从井下钻头处被泵到地面

的过程中，这种抑制特性可以尽量降低

钻屑的溶解作用。假如井眼的清洁能力

足够强，那么在油基泥浆或非水性环境

中，钻屑一般到达地面时与离开钻头时

的状态非常相似。地面固相控制设备处

理较大钻屑的效率更高，并且可以使降

低钻井液中细粒固相含量所需要的稀释

液量达到最小。最终，整个项目的废物

总量明显减少。

OBM虽然有很多优点，但其使用也

有一定的代价。如前所述，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油气工业环保意识

觉醒的时代。监管机构开始限制泥浆和

钻屑的排放，许多国家还禁止亲油钻屑

和废油基泥浆的排放。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钻井工

业见证了 OBM 和含油废物管理的一次

革命。在很多地区，低毒且更环保的合

成基泥浆（SBM）已经取代了柴油和矿

物油基泥浆。目前，作业者通过使用非

水基钻井液并结合采用处理钻屑和过量

油基及合成基泥浆的各种技术而受益匪

浅。现代SBM泥浆具有常规油基泥浆非

水性的特质，但其毒性更低，生物降解

能力更强。在某些地区，依照具体环保

规定，SBM泥浆包裹的钻屑可以深埋、

排放到大海或通过生物修复过程进行环

境无害化处理[2]。不过，并非所有地区

都适合采用这种废物处理方法，而是需

要采用更为先进的处理方法，以在钻井

过程中实现保护环境（左图）。

妥善处理含油废物

在任何钻井工程中，作业者都必

须在尽量减小环境影响、保持井眼稳

定和尽量提高钻井效率之间做出权衡。

自2001年以来，非水基钻井液（油基和

合成基）的使用以每年平均 2%的速度

增长，这一趋势很可能还会继续（下一

页，上图）。由于非水基钻井液（以下

称为油基钻井液）具有抑制特性和润

滑作用的特点，所以可以更容易地钻

进某些地层。

钻井作业中使用油基钻井液时，钻

屑在被钻井液带出井眼的过程中会被一

层油包裹。即使是使用水基泥浆钻井，

源自富油页岩和砂岩的钻屑也需要被输

送到地面进行适当处理。在很多地区，

环保法规日趋严格，再加上钻屑清除费

用的上升，排除了将亲油或含油钻屑及

相关钻井废物排入大海的可能性。

2. Young S 和 Rabke S：“Novel Fluid Design Can
Eliminate OBM-Cuttings Waste”，SPE 100292，发

表在 SPE Europec/EAGE 年会暨展览会上，奥地
利维也纳，2006 年 6 月 12-15 日。

3. Moschovidis ZA，Gardner DC，Sund GV 和 Veatch
RW ：“Disposal of Oily Cuttings by Downhole Periodic
Fracturing Injections，Valhall，North Sea：Case
Study and Modeling Concepts”，SPE 25757-PA，发
表在SPE/IADC钻井会议上，阿姆斯特丹，1993
年 2 月 22-25 日；还发表在 SPE Drilling &
Completion 上，9 卷，第 4 期（1994 年 12 月）：
256-262。



>钻屑回注（CRI）的方式。钻屑（红色）能在多种不同井身结构的井内回注。图中所示的回注方式包括，注入 20 x 133/8 英寸的环空；133/8 x 95/8 英寸的环

空；在储层之上回注，然后钻至总井深开始生产；在现有 6 英寸冗余井内注入；在专门的回注井中注入。在每个例子中，井眼都下入套管、固井并在某
些情况下射孔，以便于钻屑的注入并将注入作业与井眼的其它部分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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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水基泥浆的使用不断增长。M-I SWACO公司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1
年以来，非水基泥浆的应用不断增加。这些泥浆包括传统泥浆和合成泥浆。

例如，1990年末针对北海地区出台

了一项更为严厉的环保排放法令。法令

变更前两年，挪威国家污染控制机构宣

布了一项严格监管海上钻屑排放的法

令。从 1993年 1月 1日起，允许排入大

海的钻屑中油的体积百分比从 6%降低

到 1%。当时的技术还无法将钻屑油污

量减少到那么低的水平[3]。

BP 公司（即当时的阿莫科生产公

司）通过评估各种可选方法，着手准备

应对Valhall油田的法令变化。工程师们

考虑了几种处理方法： 将亲油钻屑运

送到陆上进行处理、钻井时采用水基泥

浆而不是 OBM、在海上处理钻屑以及

通过注入地下的方法处理钻屑等。

最初的研究表明，钻屑回注（CRI）
对环境的影响最小，而且也是一种非常

经济的钻屑和亲油废物处理解决办法。

在典型的CRI作业中，将钻屑与海水混

合，通过碾磨处理或者其它机械作用使

之成为稳定的粘性浆液，之后通过专门

的处理井泵到井下，或者在生产井中通

过套管柱间的环空将其泵到井下，然后

加压使之进入地层（下图）。这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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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要求在地层中压出一条水力压裂裂

缝，从而有效地容纳浆液。在注入结束

后，井或者环空一般用水泥进行封堵。

在采用这项新技术前，阿莫科开展

了大量试验工作，以确保可以进行定期

注入，并在钻屑注入期间及之后为建模

及模型标定收集压力响应数据。

为进行钻屑回注，首先将钻屑与水

在容量为 50桶（8米3）的罐中混合，然

后通过一个装配有改进型硬质合金叶轮

的离心泵再循环浆液，以 5－ 10桶 /分
钟（0.8 － 1.6 米 3/分钟）的速率碾磨钻

屑。将钻屑混入海水基浆液，使密度达

到 10 磅 / 加仑（1198 千克 / 米 3）；继续

混合直至浆液均匀，马氏漏斗粘度达到

45 － 60 秒 / 夸脱（大约相当于 45 － 60
秒 /升）[4]。这一过程不断重复，直至总

量为 1000桶（159米 3）的浆液完全准备

好，然后将其全部注入到真垂深为8000
英尺（2438 米）的地层中。



>封闭注入的流体。设计不周全的回注项目存在废物泄露回地面的风险，废物泄漏的通道包括天然裂缝、断层面或者顺着由于固井质量不好而形成的通
道沿井筒向上运动（左）。若所注入废物的比重较小，这些废物还可能运移至地面。通过适当工程设计再加上存在适当的盖层，可将废物封闭在注入层内
（右）。

4. 马氏漏斗粘度是一夸脱流体流经马氏漏斗所
需的时间，单位为秒。它并非真实粘度，而
只是作为流体样品粘度的定性度量。漏斗粘

度仅用于进行相对比较。

5. 有关处理区域更多的信息，请参见：Peterson
RE，Warpinski NR，Lorenz JC，Garber M，Wolhart
SL 和 Steiger RP：“Assessment of the Mounds Dr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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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页岩盖层之下的砂岩地层中多

次注入钻屑过程中收集的数据表明，每

次注入作业中的压力保持稳定，这说明

定期注入在储层的同一区域内已经形成

多个（分支）裂缝而不是一条连续裂缝。

数据也表明，定期压裂注入改变了地层

的原地闭合应力。工程师们提出如下理

论：注入地层的钻屑形成了一个局部

体。由于钻屑局限在所谓的处理区内，

因而闭合应力的改变应该是永久且可重

复的[5]。由热孔隙弹性应力效应产生的

应力变化也比较明显。后面将对这些概

念进行详细讨论。

在试验期间收集的数据支持这一理

论，即利用基本的弹性理论方程可以计

算因向裂缝中定期注入钻屑而在弹性场

（如储集岩）中形成的位错应力。这一

理论帮助阿莫科的工程师开发出各种模

型，更好地了解和预测裂缝以及与钻屑

注入过程相关的处理区的动态。

在这项为期多年的评估项目期间，

工程师们在实验早期注入了水和砂，实

验后期注入了实际钻屑。项目评估结束

时，注入井中的浆液超过 340000 桶
（54000 米 3），其中钻屑量超过 76000 桶
（12000 米 3）。

Cuttings Injection Disposal Domain”，SPE 71378，
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新奥尔良，
2001 年 9 月 30 日 -10 月 3 日。

6. Moschovidis 等人，参考文献 3。

7. Guo Q，Geehan T 和 Pincock M：“Managing
Uncertainties and Risks in Drill-Cuttings Reinjection in
Challenging Environments － Field Experience from
Sakhalin”，SPE 93781，发表在SPE/EPA/DOE勘探

与生产环境会议上，得克萨斯州 Galveston，
2005 年 3 月 7-9 日。

8. Minton RC：“The Pneumatic Collection，Handling
and Transportation of Oily Cuttings － Two Years of
Field Experience”，SPE 83727，发表在 SPE/EPA/
DOE 勘探与生产环境会议上，得克萨斯州 San
Antonio，2003 年 3 月 10-12 日。

在这些早期试验中，阿莫科用实例

证明，与陆上处理法相比，钻屑注入是

一种处理亲油废物经济有效的方法。

当时，工程师们估计，与陆地处理

或者其它钻屑处理方法相比，钻屑注入

处理方法可使 Valhall 油田的每口井节

约成本 55 万美元[6]。

节省处理费用并非总是推动CRI技
术应用的主要动力。在偏远或环境敏感

地区，钻井废物管理面临巨大挑战，往

往是没有处理设施，或是处理设施运输

困难而且成本高昂。在这种情况下，将

钻屑及其它相关废物注入地层便成为唯

一可选的废物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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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屑的处理流程。钻井泥浆的循环将钻屑从钻头出带到地面。在地面，必须先将钻屑从泥浆体系

中清除然后再将流体泵回井筒。泥浆振动筛等各种不同固相控制设备（左上）将固相和液体分开。收
集的钻屑一般会沿螺旋推运器或气动钻屑运送系统在钻机周围移动。有时钻屑被储存在钻屑箱或者储
存罐中（右上）以备随后处理和注入。处理设备对钻屑进行筛选、碾磨及混浆处理，然后在高压下将

钻屑泵入钻屑注入井，在地下地层中形成储存裂缝（右下）。

例如，在北部和南部极端气候条件

下，寒冷的冬季基本无法选择在陆上处

理废物，也无法全年进行钻井作业，在

这样的环境中CRI是解决钻屑和钻井废

物处理问题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法[7]。

钻屑回注的风险

所有勘探与生产作业都存在风险，

CRI 也不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注入

过程不会发生大的意外。然而，尤其是

在该技术应用的早期，曾经发生过沿套

管或环空通向注入地层的通道被阻塞从

而导致CRI作业停止的情况。在个别情

况下，注入的浆液甚至通过天然裂缝、

水力压裂裂缝或者井内固井质量差的部

分运移至海底。这种情况导致注入的

浆液排放到海底（前一页图）。

这类事故不仅会造成成本很高的

环境问题，而且也会带来严重的经济

风险，如作业中断、注入井的补救，甚

至会需要钻一口新的注入井。CRI作业

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地面的机械

故障或者处理系统的能力不足，导致

钻井作业的延误，造成巨大的经济损

失。为了将这些风险降到最低，工程师

采用诸如 M-I SWACO 公司开发的先进

气动收集、运输和储存系统，用来消除

钻井和CRI作业之间的相互影响（左上

图）。

在 CRI 设备故障期间或者当钻屑

形成速度快于处理速度时，这些气动

系统可以快速将固相清除设备排出的

废物和含油钻屑运送到储存罐，以便

随后处理[8]。气动系统可将钻屑运送到

100米（328英尺）之外的位置，可以在

钻井平台的甲板之间垂直运送，因此

储存罐可以与钻井工具相隔一段距离。

这就避免了在钻井平台上放置更多设

备而造成拥挤的问题。

井下出现的风险则不太容易发现，

而且通常更为复杂。油管、环空或者炮

孔的堵塞均可能威胁到CRI作业的顺利

进行。在注入阶段之间的停滞期，悬浮

的固相颗粒自然会沉淀。沉淀速度是时

间、粒径和流体低剪切速率粘度的函

数。一般直径大于 300微米的较大颗粒

在地面被筛出，以降低沉淀趋势。

然而，在 CRI作业中，井斜及井下

高温导致的携带液粘度降低等因素常常

使沉淀问题复杂化。在这些情况下，颗

粒沉积在井眼低端，逐渐形成钻屑床并

最终因失稳而滑向井底（上图）。当注入

开始时，钻屑床中的固相颗粒受到挤压

而形成固体塞，妨碍了后面的注入作

业。清除堵塞、在较浅深度上对油管重

新射孔或者改用另一口注入井等都会产

生高昂的费用，从而对钻井作业效率产

生不利影响。

>  钻屑床滑动。当井斜角在35－70度之间时，沉
积在井眼低端的固相颗粒（灰色）在静态条件下

有可能向下滑动，导致注入炮眼堵塞。



>   注入前模拟有助于预测裂缝的延伸情况。本例（上）表明，当上覆岩层比注入层更坚硬时出现应
力阻挡，对裂缝或回注钻屑形成限制。不同颜色代表不同裂缝宽度。在该模拟中，当裂缝高度大约为
150英尺时，裂缝向上延伸受到应力阻挡的限制。阻挡层为页岩层，其裂缝延伸压力比注入层的应力

高 200 psi（1.38 MPa）。模拟软件生成一个概率图（下），该图指示出考虑已知和未知变量情况下最
可能出现的裂缝长度。在本例的1000次模拟中，裂缝长度小于 504英尺的概率不超过 5%，大于635英
尺的概率低于 5%。数据表明裂缝长度为 570 英尺的概率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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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钻屑回注作业存在上述风险，

但萨哈林能源投资公司（SEIC）还是选

择CRI技术作为萨哈林岛恶劣的海上钻

井环境下的废物处理手段。之所以将

CRI技术作为萨哈林岛海上废物处理的

最有效方法，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现在不允许排放钻井废物。其次，

没有陆上废物处理设备可供使用[9]。第

三，该地区每年仅有大约6个月无冰期，

即使有陆上设备可供使用，将钻屑运输

到陆上也会占用钻井作业时间。相比之

下，采用CRI技术处理废物可以全年进

行钻井作业。

虽然CRI技术提供了唯一切实可行

的钻井废物处理手段，但以前的一口

环空注入井已经被堵塞，因此需要新

钻一口新井进行钻屑回注。除了损失

第一口井之外，作业者还面临因缺少

历史作业数据及经验而可能形成的巨

大风险，并有可能出现固相颗粒下滑

从而导致在新钻定向井中注入堵塞的

情况。

新钻的注入井有两个用途，即钻

井作业期间主要用作注入井，之后用

作油田开发井。因此，新井的井斜很

大，而且直径比普通处理井要大很多。

较大的井眼直径和井斜都增大了钻屑

在注入油管低端沉淀的风险，从而可

能会导致处理井堵塞。

风险控制是成功作业的关键因素，

因此，监测以及质量保证工作主要集

中在浆液设计与优化、泵送程序设计

与优化、固相颗粒输送模拟及注入批

次之间适当关井时间的保障等方面。

工程师选择测深为 2062 － 2072 米
（6765－ 6798英尺）的井段作为主要的

过炮孔注入点，测深为 1756 － 1766 米
（5761－ 5794英尺）的井段作为备用注

入点。从地面到测深1756米，注入油管

直径为 51/2英寸，从测深1756米到注入

层，注入油管直径为 41/2 英寸。井斜在

大部分井段为 55˚，在主要注入层约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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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油管容量约为150桶（24米3），

相当于三个批次的浆液量。混浆罐的容

量限制了每次可以混合的浆液体积，一

次大约可以混合80桶（13米3）浆液。由

于一个批次的浆液不能替换整个油管容

积，因此悬浮的钻屑可能在注入管串内

停留一段时间。工程师担心长时间停留

以及井斜可能会导致含有大量钻屑的浆

液沉淀，并沿着注入油管低端形成钻屑

床。这些钻屑床可能在不同注入批次间

的关井阶段向下滑动，堵塞井筒。由于

堵塞井筒的风险很大，因此对浆液流变

性的质量控制至关重要。

马氏漏斗粘度是衡量CRI浆液质量

的一个关键指标。对于这口井而言，工

程师们担心正常的注入浆液粘度范围，

即60－90秒 /夸脱（60－90秒 /升），可

能不够。鉴于胶凝强度和低剪切速率粘

度（LSRV）均与影响静态悬浮的流变性

有关，因此，使用 Fann Model 35 粘度

计对浆液进行了进一步测试，并利用

Brookfield 低剪切速率粘度计进行了

LSRV 分析。



>   裂缝封闭的模拟。高级裂缝模拟软件有助于工程师对诱发裂缝的范围和方
向进行直观分析。注入层的上面（有时是下面）通常有页岩或蒸发岩盖层；这

有助于抑制裂缝网络的垂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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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uo 等人，参考文献 7。

10. Guo Q，Geehan T和Ovalle A：“Increased Assurance
of Drill Cuttings Re-Injection － Challenges，Recent

在室温 17˚C（63˚F）和井下温度大

约60˚C（140˚F）的条件下进行了固相颗

粒沉淀试验。根据以上实验数据，初始

的马氏漏斗最小粘度被设定在 120 秒 /
夸脱（约 120秒 /升）。取得注入系统的

经验数据之后，工程师将马氏漏斗最小

粘度降至 90 秒 / 夸脱。

确定浆液在注入油管能停留多长

时间而不会产生固相颗粒沉淀和堵塞处

理井，这一点对作业取得成功也极为关

键。工程师利用胶凝强度和 LSRV 数据

以及数值模型来预测钻屑输送、沉淀速

度和最大容许停留时间。还利用模拟软

件来优化作业程序、浆液流变性和固相

悬浮特性，以便保证定期注入期间和不

同注入批次间关井期的稳定性。

模拟软件将注入井的结构划分为

小段。然后，利用基本的物理关系通过

数值方法确定出局部固相含量、钻屑沉

淀速度、钻屑床的形成、钻屑床的滑动

和冲蚀以及固相颗粒在井底的堆积情

况。

工程师假定每批浆液的体积为 80
桶，泵送速度为 4桶 /分钟（0.64米 3/分
钟），两次注入作业间的关井时间为4小
时。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以 4 桶 / 分钟

的速度注入可以冲蚀在41/2英寸管道内

形成的任何固相颗粒床。模拟结果还表

明，在两次注入作业间关井4小时后，上

面的固相颗粒床（51/2英寸油管之上）将

沿油管从1756 米下滑至1935米（5761－
6348 英尺）。由于该点仍然处于炮孔顶

部之上大约125米（410英尺）处，因此

允许关井 4 小时。

实践证明，对SEIC在萨哈林岛海上

进行的钻井作业而言， CRI是最有效的

钻井废物管理方法。优化和控制风险程

序成功地减少了与这口关键钻屑回注井

相关的不确定因素。全年都可以进行钻

井作业，与将钻屑运至陆地的后勤问题

不复存在。该项目实现了零排放，说明

钻屑回注是解决偏远和环境敏感地区钻

屑处理的一个经济、环保的长期解决方

案。

Advances and Case Studies”，IADC/SPE 87972，发
表在 IADC/SPE 亚太钻井会议暨展览会上，吉
隆坡，2004 年 9 月 13-15 日。

CRI 模拟新进展

在对地面流程和堵塞风险进行适当

评价和管理之后，工程师将注意力集中

到裂缝延伸问题上。大多数CRI项目在

计划阶段都使用数值模型来预测相对于

注入体积的裂缝延伸动态（前一页图）。

对于采油工程师来说，裂缝模拟是优化

低渗油藏油气采收率的关键步骤。如

今，CRI 工程师利用类似的流程设计废

物注入程序，降低了作业者面临的风

险，确保钻井作业顺利、高效地进行。

在CRI作业中，必须确保能够可靠

封闭所注入的废物。必须准确预测压裂

作业期间产生的裂缝网络的范围和延伸

特征，通常采用三维水力压裂模拟器进

行预测[10]。一般来说，废物的注入量很

多，因而会形成大型裂缝网络。在进行

可行性研究时必须对废物封闭机理进行

评价，以确定可能的注入层和裂缝封闭

层（下图）。

在选择注入层时，有三种裂缝封闭

机理比较重要。破裂梯度大于目标注入

层破裂梯度的地层常常可以防止裂缝延

伸至设计范围之外。压裂梯度增大的上

覆地层（例如盐岩层）也是理想的封闭

层。虽然高渗透率地层的破裂梯度较

低，但其也有可能对裂缝形成封闭。随

着携带液泄漏到高渗透率地层，固相颗

粒滞留在后面，防止了裂缝在高渗透率

地层中进一步延伸。

最后，裂缝也可能被具有较高弹性

模量的坚硬地层所封闭。一旦裂缝靠近

或进入坚硬地层，坚硬地层内及其附近

裂缝的宽度就会减小；因此，摩擦压力

增加，阻止或减缓裂缝向地层中延伸。

由于这些裂缝封闭地层不难识别，所以

可以很容易地确定合适的注入层和封闭

层。



11. Guo 等人，参考文献 10。

12. G 函数分析是一项描述裂缝压降特征的方法。

它是关井后时间的无量纲函数，关井后时间
通过泵送时间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借助于这
一特殊的时间函数，裂缝形状的变化可在关

井后通过压降的变化识别。有关 G 函数更多
的信息，请参见：Gulrajani SN 和 Nolte KG：
“Fracture Evaluation Using Pressure Diagnostics”，
发表在 Economides MJ 和 Nolte KG：Reservoir
Stimulation，第三版。英国 Chichester，John
Wiley & Sons 有限公司（2000 年）：34-46。

>  进行裂缝长度敏感性分析帮助预测裂缝长度。裂缝敏感性研究能够了解哪个不确定因素对模拟结
果的影响最大。据此可以制定具体计划，在钻井或测井作业期间采集数据，以降低风险，提高模拟精
度。高（H）、低（L）和基准值（上）作为模拟的起点，它可以让作业者大致了解向处理地层中能够

注入废物的总量。在本例中，以风险为基础的模拟表明，裂缝长度为226－272英尺的概率为8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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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注入井处理能力的另一个关键

步骤是了解钻屑回注作业中的储存机

理。现场专家倾向于同意如下观点，即

间歇性钻屑浆液注入产生多条裂缝。在

最近进行的一次实验室评价中，将一系

列用不同颜色标记的浆液注入到了体积

为 1 米 3 几个不同类型的岩块内[11]。之

后，将岩块劈开进行裂缝分析。结果表

明，浆液注入形成了近似平行的裂缝。

现场先导性钻屑注入实验利用地震和测

斜仪进行了实时监测，随后在预计的裂

缝网络内进行了取心，结果均表明 CRI
过程中形成了多条裂缝。这些研究均发

现重复的浆液注入会形成多条（分支）

裂缝；这些裂缝的共同特征是均位于在

一个变化带（或称处理带）内。

重复浆液注入会形成新裂缝的原因

如下，注入批次间的关井期使处理裂缝

在钻屑上闭合，并使处理地层中的任何

压力恢复减弱。注入钻屑后导致局部应

力重新分配，因而随着以后继续注入钻

屑，就会形成新的裂缝。新的分支裂缝

与以前存在的裂缝方位不同；定期注入

浆液形成裂缝网络。

在CRI项目中，通常在开始钻井前

就已经制定好钻井废物管理计划，因此

对CRI设计和施工而言，对不确定性因

素和风险进行模拟尤为重要。通过采用

数值模拟程序来模拟不确定性因素可以

降低风险。例如，在南美的一口井中，

有关储层性质（如渗透率和杨氏模量）

的信息很少。当进行处理井的设计时，

钻井程序还没有确定下来。因此，钻屑

生成量和所需要注入浆液的体积及速率

也无法确定。由于存在这些不确定性因

素，因此预测的是CRI作业形成裂缝延

伸的范围，而不是某个数值（上图）。　

由于每个不确定因素都有不同的分

布范围，对CRI作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

此，概率法将有助于工程师获得基于风

险的评价结果。例如，基于裂缝模拟和

不确定因素范围的风险分析结果有助于

对裂缝向井筒外延伸的情况进行概率预

测。模拟结果表明，裂缝向井筒外延伸

长度介于 230 英尺（70 米）和 270 英尺

（82米）之间的概率为 90%，长度为 250
英尺（76米）的概率为 50%。根据这一

结果，工程师确定 300英尺（91米）的

井距完全可以避免生产井钻井时钻入处

理裂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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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注入周期。CRI工程师对注入周期压力数据进行监测，以确定诸如裂缝

高度增加等的趋势。造缝压力稍微增加（红色）可能表明裂缝高度增加，当然
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以确认这一结论。

该基于风险的方法可用于模拟其它

重要CRI参数，如处理容量等。模拟结

果表明，向该井安全注入至少 31000桶
（4929米 3）钻屑的机率为 90%。假设浆

液中钻屑的体积含量占20%，这就意味

着该井的处理容量至少是 1 5 5 0 0 0 桶

（23849米3）浆液。由于注入层是渗透性

砂岩地层，很容易发生流体漏失，因此，

流体体积对处理容量的影响被忽略。

分析作业数据还有助于验证模拟结

果，并提供可能出现的井下问题的早期

预警。在萨哈林地区的一口井中，钻了

一口专门用于CRI的井，并下了51/2英寸

注入油管。注入层是低渗页岩地层，射

孔段上下均有砂岩夹层。水力压裂模拟

表明，浆液注入形成的裂缝将从页岩层

向上延伸进入多个地层。

开始作业时，进行了台阶状流量泵

入和压降实验。通过对浆液性质和注入

压力数据的分析，得出了裂缝高度在注

入期间增长的特征（右图）。浆液注入

后对压降数据进行了更详细的分析，结

果也表明关井期间裂缝高度在多个层均

有回落现象。压力和压力导数与时间的

函数关系（通常称为G函数）显示出了

裂缝高度在多个层回落的特征[12]。这些

结果与注入前裂缝模拟结果是一致的。

对地质评价、数值模拟和压力特征

等结果进行综合之后，对井下裂缝延伸

情况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在本例中，工

程师通过分析压力数据，调整了注入速

率和浆液粘度指标，避免了注入压力快

速增加，降低了注入漏失的可能性。

CRI 作业期间的压力监测

压力监测是了解注入井动态的基

础。压力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是作业效果

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压力随时间缓慢

升高，则表明注入层充填正常。而如果

压力快速升高，则表明存在近井堵塞，

需要立即采取措施。相反，如果压力快

速降低，则表明系统中（地面或井下）

存在泄漏。最后，压力数据是水力压裂

模型中的一个关键输入参数，用于初始

系统设计及整个注入作业周期内的模型

校验。

在项目初期，对岩石性质的了解往

往并不清楚，准确的岩性层序有时也不

知道，因此，工程师对各种模型参数做

出假设。最初的可行性研究确定出水力

> 在CRI作业单次注入过程中典型的注入压力和压降特征。图中所示为一个完整注入周期中的典型注
入压力曲线，完整注入周期包括泵送或注入期和关井期。泵送停止后，裂缝闭合，压力下降，最终达

到地层压力的水平。曲线的变化或异常有助于工程师发现注入系统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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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裂地下裂缝系统的范围和潜在的储存

容量、裂缝的横向和纵向延伸情况以及

CRI 作业期间压力的可能变化（下图）。

模拟结果为注入井的设计、所需注入井

的数量、油管压力设计以及地面设备的

规格等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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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注入过程。传感器和智能软件系统结合快速直观显示屏帮助MI-SWACO公司的工程师对CRI过
程进行监控。用户需要输入的内容很少，所有数据均显示在一个屏幕上。快速诊断评价有助于发现潜
在问题并降低风险。

完成注入井钻井和测井之后，将岩

石特性及岩性层序数据输入模型，以提

高其精度。第一次注入之后，特定泵速

下的注入压力、浆液密度和粘度数据为

模型的校验和调整提供了更多信息。在

浆液注入过程中，不断进行监测、模型

更新和验证，因此模型精度不断提高，

浆液注入能力、裂缝延伸以及压力变化

等数据的预测范围也在不断缩小。

井场技术人员对注入压力数据进行

密切监测，以确保压力响应变化与预期

变化一致。在注入阶段，如果观察到与

模拟压力变化趋势发生偏离，则预示裂

缝扩展和延伸出现意外情况，或者出现

了其它问题 [13]。M-I SWACO 公司已经

开发出一套CRI监测和诊断系统，用于

实时CRI质量控制和保障。这套便携式

系统实时监测泥浆的流变性、密度、泵

速和注入压力。

工程师利用监测系统的数据确保运

行参数处于钻前计划阶段所规定和模拟

的范围之内。在注入作业期间，监测和

诊断软件包可确保注入井动态与预期一

致，同时如果出现任何潜在风险也随时

向CRI作业者发出预警（上图）。钻屑输

送模拟软件也可以用于预测浆液稳定

性，并且有助于保持注入能力。如果实

时监测系统发出可能有危险的信号，那

么现场 M-I SWACO CRI 工程师将用

FracCADE 压裂设计与评价软件或者其

它诊断工具做出更详细的压力分析。

在北海，一家作业公司利用CRI技
术将钻屑注入主井眼133/8英寸套管鞋以

下的位置。注入地层的地质环境比较复

杂，靠近一个主断层。这个位置大大增

加了与CRI作业和处理裂缝封闭有关的

风险。

为了将这些风险降至最低，M - I
SWACO 公司擅长注入监测和压力趋势

分析的地质力学专家组在注入作业和裂

缝形态变化期间识别出了地下风险和地

质灾害。专家组每天都对所有注入参数

进行监测和评估，并对注入压力进行深

入分析。

在一个注入序列中，压力分析表明

关井后压力异常下降，直线压降图表明

了这一点。在以前的注入中并没有观察

到这种异常。分析结果表明，注入参数

或浆液流变性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进行压降分析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出

现异常压力的原因，预测其对裂缝延伸

和CRI系统的影响，并对有关风险进行

评价。从其它CRI项目获得的数据表明，

直线压降形态可能是由几方面原因造

成，原因之一是注入点出现了异常阻

力。

工程师小组对特定关井期压力导数

与无量纲G函数数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分析，以探究在压降过程中发生的变

化。压力导数分析显示，压力在压降期

间呈现线性特征。根据由直线压降解释

得到的初步结果以及注入压力导数等间

接因素，造成这种异常压降最可能的原

因是注入点的受阻。

为了确认这一结论，进行了水泥胶

结测井（CBL），以证实注入点的胶结条

件和级别，并确定在注入点是否形成了

阻碍。CBL 数据证实 95/8 英寸环空段内

的胶结级别高于设计值，对部分裸眼段

已经形成了桥堵，因此在注入点形成了

阻碍。

根据压力分析结果和CBL数据，工

程师发现了问题所在，并采取了相应

措施，将阻碍对进一步注入作业的影

响和风险降到最低。改变驱替阶段的

体积、缩短钻屑在静态环空中的停留

时间使作业在存在环空阻碍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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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积不断增加。钻井和循环的机械作用使岩屑退化。如果不从循环系统中将岩屑清除，那么随

着时间的推移，颗粒越变越小，与立方体的分割类似，表面积将不断增加（上）。为应对表面积增加
的影响，需要加入更多的化学剂和新的泥浆，从而影响了钻井效率，增加了钻井成本。最终，岩屑尺
寸可能会缩小（下），很难从钻井液中将其清除。

得以进行。最后，安全地将 46000 桶

（7300 米 3）浆液注入 CRI 井中。

在北海另一实例中，作业者采用

在生产井内133/8英寸与95/8英寸套管之

间的环空注入来处理初期钻井作业过

程中产生的油基钻屑。经过五个月的

正常注入之后，在环空注入期间出现

了一个 600 psi （4137 kPa）的压力峰

值。注入压力的突然升高可能与很多

因素有关，其中包括井下障碍或井筒

堵塞、裂缝堵塞、颗粒沉积以及误操作

关闭阀门等。有些问题通过压力特征

分析便可容易确定，但有些问题就比

较难确定。

现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对井进行

了检查，以确定是否存在漏失点，检查

结果表明CRI系统的完整性很好。在评

价期间，在知道注入压力峰值高于正

常压力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常规 CRI 作
业。在注入期间对环空压力进行仔细

监测的过程中，技术人员发现环空压

力的峰值似乎与人工举升造成的高产

量水平相对应。

由于没有其它切合实际的钻屑处

理方法，所以了解在CRI注入后关井期

间地面压力不断升高的原因及其与生

产活动的关系至关重要。工程师经过

仔细而广泛的研究后发现，CRI压力峰

值与生产时地层热膨胀所导致的破裂

梯度增加有关。

对CRI压力特征的分析表明，当井

流动或静止时会出现较大的压差。工

程师发现，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观察到

的 600 psi 压力变化正好与理论破裂梯

度及岩石内 23˚C（41˚F）的温度变化相

对应。生产作业导致的温度升高对井

筒附近的影响最大，使地层应力增加

了大约 600 psi。CRI 注入压力必须克服

这一影响才能开启裂缝，因此造成注

入压力的突然上升。

对注入参数的日常监测以及压力

的定期深入分析，可以大大降低风险

并提高注入质量。尽管数据的可用性

和质量方面的不确定性较大，但监测

13. Fragachan F，Ovalle A 和 Shokanov T：“Pressure
Monitoring：Key for Waste Management Injection
Assurance”，SPE 103999，发表在墨西哥第一届

国际石油大学暨展览会上，墨西哥 Cancun，
2006 年 8 月 31 日 -9 月 2 日。

还是有助于确保CRI作业对环境没有影

响，而且能顺利完成。对压力进行定期

深入分析使工程师可以监测注入裂缝的

延伸情况，验证和更新地质力学模型以

及延长注入井的寿命。

减少含油废物

泵入注入井中的废油基泥浆和钻屑

量相当大。尽管 OBM 通常比水基泥浆

的使用寿命长，但其寿命并非无限长。

钻井时，在泥浆返回地面的过程中，固

体清除设备对钻屑和细粒固体进行收

集。然而，即使利用高效设备，也无法

清除所有固相。残留在泥浆中的少量固

相继续受到泵和其它机械设备的碾磨。

随着时间的推移，颗粒越来越小，最终

其尺寸不到一微米，其表面积呈指数级

增长（上图）。

随着泥浆中超细固相含量的增高，

流体的特性和总体稳定性降低； 最终

泥浆被认为“耗尽”，然后被处理掉。由

于油基泥浆很大一部分经济价值在于油

本身，因此一代又一代的钻井人员和服

务公司一直在寻找可以回收被“耗尽”

泥浆中基础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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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回收流体的独立系统。RECLAIM橇装处理装置包括所有必要设备，以支持RECLAIM流程，其中包括聚合物和表面活性剂罐、水和油罐、泵、搅拌
器、控制系统以及进给和回流管线等。

M-I SWACO公司的RECLAM技术是

一种用化学方法提高固体清除效果的流

程，它能够从非水性流体中清除大部分

细粒固相。细粒固相或低比重固相颗粒

（LGS）在钻井过程中聚集在泥浆体系

中，以下面几种方式对钻井效率产生不

利影响：卡钻的可能性增加，旋转扭矩

提高，钻进速度降低，泥浆可能出现与

其粘度增加有关的其它问题。

固相控制设备一般可以清除尺寸大

于 5－ 7微米的 LGS 颗粒，而更细小的

颗粒则留在泥浆体系中。随着这些细粒

固相的含量不断增加，唯一的传统处理

方法是稀释泥浆体系来降低LGS的含量

或者配制新的泥浆。稀释和配制更多泥

浆会增加废物量、处理量以及钻井项目

的总成本。

RECLAIM 系统用于清除大部分细

粒胶体颗粒，也可以用于增加钻井液的

油水比（OWR）。该系统由絮凝剂、表

面活性剂和RECLAIM滑撬装置组成，其

中 RECLAIM 滑撬装置包括使固相微粒

在非水性流体中有效絮凝所需的全部组

件（下图）。

悬浮液中亲油固相的絮凝并非容

易。由 M-I SWACO 公司及其研究伙伴

开发的表面活性剂可以弱化泥浆乳化程

度，这样絮凝聚合物就可以凝聚细粒固

相。一旦开始絮结，LGS就可以用常规

的离心分离技术加以清除。聚合物也可

以促进泥浆中盐水滴的反乳化作用。因

此，这个流程的副效应就是水与固体一

并清除，使基础油的浓度以及油水比增

加。

RECLAIM 技术可用于正在进行的

钻井项目中以提高固相颗粒控制设备的

效率，以及用于将基础油从耗尽的泥浆

体系中回收。在这个过程中，源自当前

钻井作业或储存罐的流体被运送到

RECLAIM 装置进给泵（下一页图）。在

流体进入泵之前，按照预定浓度将表面

活性剂注入流体中。表面活性剂降低了

泥浆乳化液的稳定性，使得絮凝聚合物

粘附到细粒固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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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体回收处理流程。通常，将钻井液从正在运行的泥浆系统或储存罐运送到处理装置。添加剂站和搅拌器对流体进行处理，以便用高速离心分离机进
行固相分离。单一液流最终被处理成三相，即准备返回正在运行的泥浆系统或储存罐的基础油、废物固相流以及油基泥浆的水相。

RECLAIM

1

2 4 5 6

3 7

M-I SWACO

14. 流体密度通常以比重（sg）来表示，单位为

克 / 厘米 3。

当流体被输送到离心分离机时，

通过注入泵将絮凝聚合物加入流体流。

然后流体流经混合系统进行混合。随

后，高速离心分离机将LGS和水从基础

液中分离出来。回收的流体被送回正

在运行的系统或储存罐中。废物流从

离心分离机中排出，以进行处理。废物

中不仅包含絮凝固相，也包含一部分

水。如果需要，大部分水可以通过调整

聚合物的处理程度加以清除。多余聚

合物也被清除，确保产生几乎不含固

相、可重复使用、没有退化的基础液。

例如，作业者在卡尔加里西北部

洛基山脉山麓钻井时，每钻完一口井

之后，都会留下 1258 桶（200 米 3）、密

度为 1.20 sg（10磅 /加仑）的低毒矿物

油基泥浆，其中大部分泥浆被储存起

来用于下一个钻井工程[14]。

如前所述，当油基泥浆因重复使

用而耗尽时，其性能参数－尤其是钻

进速度，受到严重影响。而在本例中，

作业者需要提高钻进速度（ROP）以降

低井成本。提高ROP的一种方法是用密

度为 0.95 sg （7.91 磅 /加仑）或者更低

密度泥浆进行钻井。不过，采用常规方

法不能将所用油基泥浆的密度从1.20 sg
降低至 0.95 sg，而且需要处理泥浆，从

而增加了钻井液和处理成本。在现场采

用了RECLAIM技术，将现有泥浆密度从

1.20 sg降低至0.95 sg，免去了每口井替

换和处理 1258 桶泥浆的必要。

在另一个实例中，从现场返回到

M-I SWACO 中东泥浆站的泥浆中含有

16－ 20%的 LGS，OWR在 70∶30到 80∶
20之间，平均密度为 1.20 sg。对于返回

到现场的泥浆，作业者要求 OWR 达到

90∶10，密度小于1.08 sg（9.0 磅 /加仑）。

工程师在泥浆站又遇到了另一个难

题，使用过的泥浆达到要求的标准处理

过程中需要用柴油稀释，这将会耗费大

量时间，并对泥浆站的最大处理能力造

成压力。而且稀释过程中也会产生需要

进行处理的大量废液。

采用RECLAIM技术，工程师使OWR
达到 90∶10，而流体处理量没有发生大

的变化。这项技术使稀释量从 160% 大

幅减少到30%，从而降低了泥浆处理成

本。增加絮凝剂用量使OWR达到98∶2，
用回收的流体取代新柴油来进行稀释。

RECLAIM 技术免去了使用大量稀

释剂来调整从钻机返回的泥浆的必要，

显著降低了过量流体的处理费用。使

被处理泥浆的性能达到指定标准的处

理费用只是稀释或新配制泥浆费用的

一小部分。

废物和资源的管理

人们对地球资源的挖掘和开采由来

已久。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必须妥善

处理所产生的废物。在勘探与生产行业

中，几代钻井人员一直在不断寻找处理

钻井废物的最佳方法。虽然目前采用的

方法并不是最好的，但这些方法要比几

十年前使用的方法好得多。

包括地层压裂在内的最新技术应用

促进了难采储量的开采，与此同时也为

数百万吨的钻井废物提供了适当的存储

空间。作业者将来自地下的岩石碎屑重

新埋藏到地下，这是环保工作中的一大

进步。同样，诸如RECLAIM技术等方法

也提高了可用资源的利用率，减少了废

物的产生，降低了油气开采成本。

有许多旨在尽量减少环境影响、

提高储量采收率的技术正在应用或正

在开发中，CRI和RECLAIM只是其中的

两项技术。将来，随着清洁绿色技术的

不断开发和利用，油气工业能够以最

小的环境影响实现对地球资源的高效

开采。                                                  —D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