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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能源局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标准由山西省自然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西省油气资源调查研究院、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

公司、山西地质博物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凤清、王渊、张康、李彦飞、李兆明、曹炯、孙晓光、胡滨、杨函、孙泽飞、

黄亮、郭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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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提高废弃及长停井处置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编制了煤层气废弃及长停井处置操作规范，以防止不

合理处置导致的安全隐患及环境污染。

与常规油气井相比，煤层气废弃及长停井处置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煤层气井较浅，煤层埋深

一般不超过 1200m，地层压力偏低，封堵处置工艺要求低于常规油气井；大部分煤层气井位于煤矿区，

对废弃及长停井的处置应考虑对采煤的影响；现有废弃及长停井封堵处置方式不一，尚无可以依据的国

家或省级标准,存在一定安全与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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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废弃及长停井处置操作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层气废弃及长停井处置的原则、作业准备和程序、工艺和质量、施工与验收、井控

和安全环保及资料的录取与汇交要求，描述了对应的证实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山西省境内煤层气直井和定向井的废弃及长停处置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1537—2015 煤层气（煤矿瓦斯）术语

SY/T 5587.5 常规修井作业规程 第5部分：井下作业井筒准备

SY/T 5587.14—2013 常规修井作业规程 第14部分：注塞、钻塞

SY/T 6127—2017 油气水井井下作业资料录取项目规范

SY/T 6646—2017 废弃井及长停井处置指南

SY/T 6690 井下作业井控技术规程

SY/T 6922 煤层气井下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TD/T 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3153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废弃井 abandoned well
煤层气勘探开发中因地质、工程、经济、采煤和环境等原因而不再用于生产的井。

[GB/T 31537—2015，定义5.1.13]

3.2

长停井 inactive well
生产或修井作业已结束，且一年内未实际处置的井（纳入国家战略储备的井时间可适当延长）。其

中，超过五年及以上的长停井应转为废弃井。

3.3

煤储层 coal reservoir
储集煤层气的煤层。在压力作用下具有储集气体和允许气体渗流的能力。

[GB/T 31537—2015，定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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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煤矿未采区 areas not mined
未列入煤矿开采计划或未取得国家、地方批复的煤矿开采区域。

3.5

煤矿区 coal district
正在进行煤矿开发或列入省级以上煤矿规划的区域。

3.6

生态敏感区 ecological sensitive area
对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具有特殊敏感性或具有潜在自然灾害影响，极易受到人为的不当开发活动影

响而产生生态负面效应的地区，包含但不限于生态保护红线和水源地。

4 原则

4.1 正确合理的处置煤层气废弃及长停井，防止不合理处置导致的安全隐患及环境污染。

4.2 废弃井处置后不再规划建设的井场应进行地貌恢复，满足复垦复绿要求。

4.3 在煤矿矿权范围内的废弃及长停井处置应考虑煤矿企业要求，具体执行与煤矿企业签订的互保协

议。

4.4 废弃及长停井应及时处置，本文件实施前已废弃或长停的井应在本文件发布后两年内处置完毕。

5 作业准备

5.1 设计

煤层气废弃及长停井封堵处置前应编制工程设计并履行审批手续，所需数据及设计样式参见附录A。

5.2 场地

5.2.1 作业场地应满足封堵处置作业要求。

5.2.2 封堵处置前应停止供电。

5.3 材料

5.3.1 选用 G 级以上水泥，配套添加剂应杜绝有毒有害物质。

5.3.2 保护煤储层宜采用石英砂、砾石或封堵球。

5.4 井筒

5.4.1 作业前井口压力应为 0MPa。

5.4.2 下桥塞前应通井、刮削。

5.4.3 井筒准备作业程序和质量控制，按 SY/T 5587.5 的规定执行。

6 作业程序

6.1 废弃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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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煤矿未采区

6.1.1.1 全井段替注水泥法

6.1.1.1.1 对于斜深不超过 1200m 的井，宜选择全井段替注水泥法。

6.1.1.1.2 探砂面、核实人工井底。

6.1.1.1.3 如图 1 所示，自人工井底起注水泥至井口，候凝不少于 48h。

1)套管完井 2）裸眼完井

图 1 全井段替注水泥法示意图

6.1.1.2 分段替注水泥法

6.1.1.2.1 对于斜深超过 1200m 的井，宜选择分段替注水泥法，如图 2 所示。

6.1.1.2.2 探砂面、核实人工井底。

6.1.1.2.3 裸眼完井井自人工井底注水泥至套管鞋之上不少于 50m，其他完井方式自人工井底注水泥

至煤储层之上不少于 50m。

6.1.1.2.4 自水泥返高之下 50m 处注不少于 100m 水泥塞。

6.1.1.2.5 井口注悬空水泥塞，厚度不少于 50m。

6.1.2 煤矿区

6.1.2.1 应选择全井段替注水泥法。

6.1.2.2 按 6.1.1.1.2～6.1.1.1.3 的规定执行。

6.1.2.3 如图 3 所示，若煤储层已采空或其他不满足替注水泥要求时，宜在替注水泥前填砾石至煤储

层之上不少于 20m，再填砂至砾石之上不少于 20m，最后自砂面位置注水泥至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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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生态敏感区

6.1.3.1 封堵煤储层和套管内井段

应选择全井段替注水泥法，按6.1.1～6.1.2中关于全井段替注水泥的规定执行。

1)套管完井 2）裸眼完井

图 2 分段替注水泥法示意图

1)套管完井 2）裸眼完井

图 3 煤储层已采空时全井段替注水泥法示意图

6.1.3.2 封堵套管外井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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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管外水泥返高距煤层小于200m的井，应对套管外无水泥的井段进行封堵。可选择拔套管法，即切

割水泥返深以上套管并起出地面，再自人工井底挤注水泥至井口；也可选择分层挤水泥法，按SY/T 6646

—2017中5.3.3.2的规定执行。

6.2 长停井

6.2.1 填砂至煤储层之上不少于 20m 或坐封桥塞至煤储层之上 10m～20m，或采用封堵球对煤层进行封

堵。

6.2.2 探砂面或桥塞位置。

6.2.3 自砂面或桥塞之上注水泥塞不少于 50m。

6.2.4 井口注悬空水泥塞，塞面距地面 50m，厚不少于 50m，如图 4所示。

6.2.5 保留井口，或拆卸井口，井口安装封井帽，封井帽应带放压阀。

6.2.6 可采取两步法完成长停井封堵，即先坐封桥塞至煤储层之上 10m～20m，暂不挤注水泥塞，保持

井口完整并每年对桥塞进行试压。若试压不合格或累计超过 2 年，则继续按 6.2.3～6.2.5 的规定执行

完整封堵。

1）套管完井水泥塞封层 2）裸眼完井水泥塞封层 3）套管完井桥塞封层 4）裸眼完井桥塞封层

图 4 长停井封堵示意图

6.3 地貌恢复

6.3.1 废弃井

拆卸井口，将套管从地面之下不少于2m处（如有特殊需求，则应加深）割掉，井口焊接盲板，标记

井号及封井日期，井口土地复垦要求按TD/T 1036的规定执行。

6.3.2 长停井

封井后井口或封井帽表面均匀涂抹防锈漆，顶部标明井号和封井日期。

7 工艺和质量

7.1 注水泥塞要求执行 SY/T 5587.14—2013 中 5.1 的规定。

7.2 探砂面、桥塞或水泥塞面位置时，钻具下至距离塞面顶界 30m 时，下放速度控制在 5m/min～

10m/min，以悬重下降 5kN～10kN 时连探两次，确认深度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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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施工过程中应对桥塞或水泥塞试压，试压 15MPa，承压时间 30min，压降不超过 0.5MPa 为合格。

7.4 因漏失过大无法替注水泥时，可填砾石、砂至漏失段之上不少于 20m，或在漏失段之上 10m～20m

坐封桥塞封堵漏失段，或采用封堵球对漏失段进行封堵。

8 施工与验收

8.1 施工单位应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

8.2 施工单位根据已出具的地质和工程设计编写施工设计，若需更改施工设计，应由煤层气井所属单

位出具已审批的补充设计或设计变更。

8.3 施工过程由煤层气井所属单位或第三方委派监理进行现场监督，提交重点工序确认单，重点工序

确认单参见表 B.2。

8.4 施工结束后，施工单位提交施工总结，监理单位提交监理日志及监理总结，煤层气井所属单位组

织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意见书，验收意见书参见附录 B。

9 井控和安全环保

9.1 井控要求，按 SY/T 6690 的规定执行。

9.2 安全环保要求，按 SY/T 6922 的规定执行。

10 资料录取与汇交

10.1 资料录取，按 SY/T 6127—2017 中 6.8.2 的规定执行。

10.2 资料录取后应由煤层气所属单位验收并永久保存，每年第四季度形成一份完整报告后汇交山西地

质博物馆。

10.3 废弃及长停井在煤矿矿权范围内的，应执行互保协议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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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煤层气废弃/长停井封堵处置工程设计

A.1 封面

A.1.1 幅面尺寸：选用A4开本，210mm×297mm。

A.1.2 封面格式，见图A.1。

编号：

区块 井

××××废弃/长停井封堵处置工程设计

设计单位：

设 计 人：

年 月 日

图 A.1 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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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扉页

设计单位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审批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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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基本概况

A.3.1 基础数据，见表A.1。

表 A.1 基本数据表

井口坐标

地理位置

构造位置

井 别
完钻井深

(m)

补心高

(m)

井 型
人工井底

(m)

二开联入

(m)

生产套管

(钢级)

定位短接

(m)

表层套管

(钢级)
固井质量

油管规格

(钢级)
风险级别

水泥返高

(m)

丝堵深

(m)

筛管顶

(m)

目前下泵深度

(m)

冲程 冲次 目前泵型

产水量

(m
3
/d)

产气量

(m
3
/d)

套压

(MPa)

地层压力

（MPa）

地层温度

(°C)
流体性质

动液面

(m)
投产日期 最近一次作业

煤 层
煤层段

(m)

射孔井段

(m)

孔数/孔密

(个/m)
压裂液

压裂总液量

(m
3
)

最大井斜

(°)/深度(m)

最大全角变化率

(°/25m）/深度(m)

射孔方式 其它情况

邻井情况

井号
产水量

(m
3
/d)

产气量

(m
3
/d)

套压

(MPa)

…… …… …… ……

2000 国家

大地坐标系

煤层气井钻遇的各可采煤层平面及高程数据



DB14/T 2053—2020

10

A.3.2 井斜数据表，见表A.2。

表 A.2 井斜数据表

序号
井深

（m）

垂深

（m）

井斜

（°）

狗腿度

（°/25m）

1

2

3

4

5

6

……

A.3.3 套管接箍数据表，见表A.3。

表 A.3 套管接箍数据表

序号
深度

（m）

长度

（m）
序号

深度

（m）

长度

（m）

1 ……

2 ……

套管技术情况及井下落物情况描述：

A.3.4 历次作业情况，见表A.4。

表 A.4 历次作业情况表

日期 作业类型 施工参数、简况

A.3.5 施工目的及要求,见表A.5。

表 A.5 施工目的及要求

施工目的：

施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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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施工准备

A.4.1 勘察现场情况

A.4.2 设备及材料准备，见表A.6。

表 A.6 设备及材料准备

序号 名称 型号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2

3

4

5

……

A.5 施工方案及技术参数

××××××××××××××××××××××××××××××××××××××××××

×××××。

A.6 Q&HSE体系要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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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煤层气废弃/长停井完井验收意见书

B.1 验收内容

××××××××××××××××××××××××××××××××××××××××××

×××××。

B.2 验收意见

验收意见表，见表B.1。

表 B.1 验收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意见（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领导意见（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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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重点工序确认

重点工序确认单，见表B.2。

表 B.2 重点工序确认单

井号： 日期： 年 月 日

施工队

作业重点环节 重点环节描述 监督/监理确认

井筒准备

拆卸方卡、井口使用死扳手

油杆、油管摆放合理

探砂面位置

通井、刮削

其他

封堵

填砂及砾石

替注水泥塞

候凝

试压

套管外封堵

地貌恢复

其他

原井管、杆、泵等归还库房

井场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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