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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钻探护壁堵漏技术规程》（报批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子项目名称：《地质钻探钻孔护壁堵漏技术规程》制定 

子项目编码: DD20160096-20 

任务书编号: 物化探所[2017]0079-20;物化探所[2018]0079-08 

承担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 

子项目所属项目名称：地质调查标准制修订与升级推广 

项目实施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 

子项目起止时间：2017年～2018年 

主要目标任务：系统收集国内外地质钻探钻孔护壁堵漏技术资

料，结合我国地质钻探护壁堵漏技术应用现状，制定《地质钻探钻孔

护壁堵漏技术规程》，为提高我国地质钻探效率提供技术参考和指导，

满足当前地质钻探工作的需要。 

本标准列入 2019 年度部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计划文件名称及

文号为《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9 年度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

工作计划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49号），计划编号为 20191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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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协作单位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成都理工大学、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中国自然资

源经济研究院。 

1.3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如下：孙建华、刘秀美、杨甘生、于培志、吴

金生、段隆臣、陶士先、王胜、蔡记华、陈晓君、王志刚、尹浩、申

文金、侯志成、吴纪修、李宽。具体工作分工如下： 

序号 姓 名 职 称 单 位 项目分工 

1 刘秀美 高级工程师 勘探所 项目负责人，标准编制 

2 孙建华 教授级高工 勘探所 标准资料搜集、标准编制 

3 吴纪修 工程师 勘探所 第二负责人，术语等编制 

4 尹  浩 工程师 勘探所 资料搜集、校对 

5 王志刚 工程师 勘探所 资料搜集、校对 

6 陈晓君 工程师 勘探所 膨胀套管内容编制 

7 李  宽 工程师 勘探所 资料搜集、校对 

8 杨甘生 教 授 地大北京 套管护壁工艺编制 

9 段隆臣 教 授 地大武汉 地层分类，其他堵漏工艺编制 

10 吴金生 教授 成都工艺所 惰性材料堵漏工艺编制 

11 陶士先 教授 探工所 冲洗液护壁工艺编制 

12 于培志 教授 地大北京 化学浆液堵漏工艺编制 

13 王  胜 教授 成都理工大学 水泥浆液堵漏工艺编制 

14 蔡记华 教授 地大武汉 地层分类，其他堵漏工艺编制 

15 申文金 研究员 经研院 资料搜集，标准格式校对 

16 侯志成 研究员 经研院 资料搜集，标准格式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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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主要工作过程 

1.4.1 工作工程 

（一）标准初稿阶段 

2017 年 1-3 月份，标准起草组通过网上、图书馆等搜集国内外

地质钻探孔内事故处理相关文献资料 80 余份，包括标准、报告、论

文及相关书籍等；经过调研，拟定出《地质钻探钻孔护壁堵漏技术规

程》标准提纲。 

2017 年 4-5 月份，组织专家就《地质钻探钻孔护壁堵漏技术规

程》标准拟制定提纲进行细致讨论：护壁和堵漏技术分开编写，且护

壁技术按照失稳地层分类进行编写，堵漏部分按照不同堵漏剂技术进

行编制。 

 

2017 年 6 月，标准起草组就编制提纲发送行业专家进行意见征

询，尤其是复杂地层分类和漏失地层分类情况进行探讨和交流。 

2017年 9月 10日，召开《地质钻探钻孔护壁堵漏技术规程》讨

论会，就标准提纲及主要关键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建议将标准名称修

改为《地质钻探护壁堵漏技术规程》；膨胀套管以堵漏为主，依旧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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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套管护壁堵漏章节中为妥。并就标准初稿进行编制。 

  

    2017年 11月 13-15日到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六地质大

队调研，与现场工程技术人员就地质钻探孔壁稳定与防漏堵漏技术进

行探讨；并赴莱州市朱桥镇红布矿区 615 机台施工的 127ZK1 号钻孔

进行现场调查，就该孔 1450 米处失返性漏失堵漏技术进行考察，并

提出化学凝聚堵漏施工建议。完成《地质钻探护壁堵漏技术规程》初

稿编制。 

（二）征求意见稿阶段 

2017 年 12 月-2008 年 8 月，就《地质钻探护壁堵漏技术规程》

进行三次专家会议讨论修改，形成《地质钻探护壁堵漏技术规程》征

求意见稿。 

 

2018 年 4 月到内蒙古赤峰进行覆盖区黏土层、松散地层孔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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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问题和松散地层取心质量问题情况调研。 

     

 

    2018年 9月，将征求意见稿发送行业内 45家单位进行意见征询，

累计回函 25个，征求意见（不含重复）127条 。其中，采纳 107条，

不采纳 15条，部分采纳 5条。 

（三）送审稿阶段 

2018年 10月到新疆阿合奇调研高陡坡地层及水敏性地层孔壁失

稳问题。 

 

2018年 11月 4-5日和 12月 5-6日，分两次对征求意见稿进行

专家会议讨论，形成《地质钻探护壁堵漏技术规程》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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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14 日，物探所组织专家在北京就“《地质钻探钻孔

护壁堵漏技术规程》制定”项目进行验收审查，审查结果为优秀。会

后，标准起草组按照专家意见对《地质钻探钻孔护壁堵漏技术规程》

送审稿进行修改，并将标准名称修改为《地质钻探护壁堵漏技术规

程》。 

（四）审查阶段 

2019 年 7 月 4-5 日，标准起草组在北京召开内部讨论会，对送

审稿进行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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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11-12 日，《地质钻探护壁堵漏技术规程》标准起

草组参加在湖北大厦举行的地质勘查技术方法标准审查工作。通过审

查和质询，专家们认为《地质钻探护壁堵漏技术规程》标准格式规范，

予以通过审查，同意报批行业标准。 

（五）报批稿阶段 

2019年 11月 26-27日标准起草组组织专家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

《地质钻探护壁堵漏技术规程》标准讨论会，对地质勘查分技术委员

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地质钻探护壁堵漏技术规

程》标准报批稿。 

会后，标准起草组再次将标准报批稿发送至标准主要起草人，进

行进一步校核，并对编制说明和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格式进行完善。 

2021 年 1-3 月，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最新要求，对标准文本进行规范，

提交标准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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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实物工作量完成情况 

该项目已经按照任务书要求完成各项实物工作量，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内容 计划数量 完成数量 备注 

1 资料及文献调研 70-80份 160份  

2 业务调研 30-40人次 32人次  

3 
标准起草组特聘专家 

研讨会 
5-6次 6次  

4 征求专家及相关单位意见 40-50人次 65  

5 分发征求意见稿 50-60份 66  

6 送审稿 1套 1  

  

1.4.3 搜集资料             

a）堵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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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护壁技术 

 

c）复杂地层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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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2.1 标准编制原则 

地质钻探工程属于一种隐蔽性的地下工程作业，常常与坍塌、漏

失为主体的复杂地层不期而遇，导致钻探工期的拖延。如技术处置不

当，可能无法保证钻探取心质量，甚至可能报废地质钻探工作量，致

使成本大幅增高。因此，地质钻探部门十分重视钻孔的护壁和堵漏技

术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地质矿产、煤炭、冶金等钻探部门在相关

领域做了大量技术研发和生产应用工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

验。标准研制后，标准起草组在系统地总结、梳理我国地质钻探复杂

地层钻孔护壁堵漏技术文献的基础上，编制完成《地质钻探护壁堵漏

技术规程》。《地质钻探护壁堵漏技术规程》制定过程中，严格按照国

家《标准化工作导则》、《标准化工作手册》和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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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09）有关规定的程序和方法

进行编制，遵守其规定的五项基本原则（统一性原则、协调性原则、

适用性原则一致性原则和规范性原则），具体如下： 

a） 统一性原则 

标准的文本和术语保持一致，标准文本中的同一术语尽量避免使

用同义词。如我们发现漏层、漏失层和漏失地层等术语表述不一，最

后统一为“漏失层”；后文中所述漏失地层类型，注意与表 4.2 统一

等。 

b） 协调性原则 

该规程应符合国家和自然资源部有关标准化工作的法律、法规和

方针、政策，如标准化原理和方法、标准化用语、术语的原则和方法、

量、单位及其符号、参考文献的标引等，以达到标准协调一致的目的。

第三章术语和定义中所列术语注意与之前编制的《钻探工程术语》相

呼应，GB 中已有术语采取引用方法，其他需用术语为重新编制，同

时符合 GB/T 20001.1-2001 《标准编写规则 第 1部分：术语》的规

定。 

c） 适用性原则 

组建的标准起草团队骨干人员均为钻探技术行业学术带头人，青

年人员即为标准优秀人才，知识结构互补、年龄结构合理。在编制过

程中，亦通过会议、电话、邮件、短信、微信等方式鼓励邀请行业内

专家多层次、多方式参与，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加强地勘行业的交

流，提高标准的适用性。加入了膨胀套管技术和跟管钻进先进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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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氰凝浆液堵漏和聚丙烯酰胺浆液堵漏等不常用或对环境有危害

的技术方法，力求技术上先进适用，经济上相对合理，有利于提高孔

内护壁堵漏技术实施效果，有利于钻探工艺创新及科技成果产业化；

能满足地质勘查和地球科学研究需要，有利于提高资源勘查的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d） 规范性原则 

标准起草组已完成多个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对标准流程熟练掌

握；组织青年标准起草人员参加标准化培训。正式开展标准制定工作

前，标准起草组拟定好初步提纲，并将其中复杂地层类型和漏失地层

类型分类等内容通过邮件和会议等形式进行专家咨询和意见征求，在

多轮讨论修改后，确定编制提纲。编制过程中，注重专家意见的搜集

和资料的整理，及时对标准构架进行完善，确保标准结构的规范性和

权威性。 

 

2.2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2.2.1 确定护壁堵漏章节结构 

复杂地层孔壁不稳定，引起钻孔坍塌、掉块、漏失等，原因是多

方面的，护壁堵漏措施亦不相同，包括水泥浆液堵漏、化学浆液堵漏

和套管堵漏等，但各有所长，应因地制宜地选择最恰当的方法，以免

造成事倍功半。本标准在编制时按照护壁-堵漏-护壁兼堵漏的顺序，

对常用的护壁堵漏方法进行分类表述。护壁和堵漏技术分开写，先写

护壁，再讲堵漏，最后为护壁堵漏技术。其中护壁技术按照失稳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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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编写，堵漏则按其技术方法进行分类编写。常用护壁方法有冲洗

液护壁；常用堵漏方法有惰性材料堵漏和化学浆液堵漏；常用护壁堵

漏方法有水泥浆液护壁堵漏和套管护壁堵漏。套管以护壁功能为主，

但膨胀套管以堵漏功能为主，暂将膨胀套管放置在套管护壁堵漏技术

中。其他不常用的护壁堵漏方法统一规整为一章，如脲醛树脂水泥球

和黏土球护壁堵漏等。 

2.2.2 确定复杂地层类型 

复杂地层分为不稳定地层和漏失地层。不稳定地层又分为松散破

碎地层、水敏性地层、溶蚀性地层、高压力地层、高应力地层和蠕变

地层六类。漏失地层按照孔隙型-微裂隙型漏失层、天然裂缝、破碎

带型漏失层、人为诱导型裂缝漏失层和大裂隙、洞穴型漏失层进行划

分，不再进行细化，并在后文表述中注意其统一性。 

2.2.3对漏失特征进行判别 

复杂地层发生钻孔漏失的直接表征是冲洗液的流失，且具有一定

的漏失速度，但同时和地下裂缝的性质、钻孔孔壁上的漏失面积、冲

洗液的性能、压差等许多因素都有关。单纯以漏速去衡量漏失的强弱

还远远不够，在现场处理时，要将漏层的性质了解得清清楚楚，将漏

层按一定的方式进行划分，才能找到正确处理的方法。标准中对漏失

位置、漏失严重程度和漏失压力等给出了测试和计算方法，方便技术

人员参考使用，准确定性漏失，并及时堵漏。其中，漏失程度以返出

量占泵入量百分比进行等级划分，依次为渗透性漏失、轻微漏失、中

等漏失、严重漏失和失返性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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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强调护壁堵漏操作步骤及技术要求 

护壁堵漏方法和材料确定后，就要严格按照操作步骤进行配比和

施工。标准文本在每种护壁堵漏方法中都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步骤及技

术要求，方便现场技术和施工人员准确执行，顺利达到护壁堵漏的目

的。 

2.2.5给出漏失位置判别 

钻孔漏失的检测，包括漏层的位置、压力和漏失严重程度等。目

前，国内外对漏失层位置的测定，方法很多，除根据压力表和孔内稳

定水位变化等直接分析判断漏失层情况外，我们又给出了正反循环测

试法、钻杆内外同时泵注冲洗液测试法以及测漏仪测试法、流量计测

试法和温度计测试法等仪器测定方法。 

2.2.6加入膨胀套管护壁堵漏 

20世纪 80年代初，前苏联用异型管膨胀后作为套管，用于封堵

破碎带或水层。20世纪 90年代末，壳牌公司在异型管的基础上开发

出膨胀套管技术。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自 2008 年开展地

质岩心钻探膨胀套管护壁技术的研究，先后开发成功膨胀实体套管、

膨胀波纹管及膨胀有缝管技术，已在广西、山东、甘肃、福建等省区

进行了现场应用，完成了岩心钻探超深孔护壁、长距离连续护壁，页

岩气孔（井）护壁，大斜度钻孔护壁等不同类型的膨胀套管护壁作业，

最大应用深度超过 2000m。故本标准中，将膨胀套管作为护壁堵漏的

方法之一，纳入进来，增加标准的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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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和预期的经济效果 

《地质钻探护壁堵漏技术规程》主要是调研、总结我国地质钻探

护壁堵漏方面的新技术、新材料和新方法等。编制过程中鼓励多层次、

多方式参与，不仅扩大专家意见征求范围，还注意积极加强同各地勘行

业一线工作人员的交流与合作，提高标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技术上

先进适用，经济上相对合理。标准编制完成后，将以行业标准型式颁

布实施，指导地质钻探护壁堵漏现场作业，促进钻探工程护壁堵漏技

术创新及科技成果产业化；提高护壁堵漏效果，规避护壁堵漏孔内安

全二次事故，保障钻进效率，尽量降低地质钻探工期和经济损失。能

满足地质岩心钻探需求，更好地服务地质钻探生产，从而大大提高资

源勘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标准编制过程中，利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实验室条件，

进行软胶塞护壁堵漏材料配制，主要原料为水泥和柴油。通过反复试

验得出，用 70L～75L的柴油，可使 100kg的 P.O 325水泥均匀分散，

配制出的护壁堵漏材料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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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无。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为新制定标准，标准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化工作的法

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要求，技术先进、切实可行，有利于促进科技

进步与创新及科技成果转化，有利于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国土资源

技术标准体系。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6.1 复杂地层分类 

在钻探施工过程中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复杂地层，这些复杂地层

的出现往往造成钻探施工事故多、效率低、质量差、成本高,从而成

为钻探施工的严重障碍。造成这一情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地层岩

性固有因素、地质构造、以及水文地质方面的因素外,还有钻进工艺

和技术因素,如环空间隙太小、深孔裸眼时间太长、金刚石钻进转速

高、泵压大、提下钻速度过快的压力激动过大、长时间在不稳定地层

冲孔等。这些地层和工艺因素作用结果,均能使孔内产生各种复杂现

象,如掉块、探头石、坍塌、沉砂、水化分散、溶胀缩径、超径、漏

失等。以致不能进行正常钻进,甚至造成孔内事故。以上诸因素中地

层和地质构造是天然存在的,无法改变的,是形成复杂地层的内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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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也是形成复杂地层的主要因素。然而，钻探行业内对复杂地层的

分类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其中一种分类见下表）。20世纪 70-80年

代，原吉林省地质局组织钻探技术人员对吉林省区域内地层较为复杂

的普查、勘探矿区进行了摸底，将复杂地层划分为水溶水化地层、破

碎地层、松散地层、水敏造浆地层和漏失地层等五类，提出了优质轻

泥浆、水泥、套管三者结合的综合治理措施，收效显著；原河南省地

质局亦对全省岩心钻探钻遇地层的复杂类型进行了研究，将其划分为

破碎地层、水敏地层和孔隙洞地层等三大类，并对每类地层进行了细

化，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90 年代和本世纪初，福建省地质坑探

队、浙江省第七地质队等单位亦对各自省份的地质钻探复杂地层进行

了分类研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治理对策（方法）。 

复 

杂 

地 

层 

类 

型 

不稳定地层 

力学不稳定地层 
浅部力学不稳定地层 

深部力学不稳定地层 

遇水不稳定地层 

遇水松散地层 

遇水溶胀地层 

遇水剥落地层 

遇水溶解地层 

漏失地层 

孔隙类漏失层 

综合型孔隙类漏失层 

大容量型孔隙类漏失层 

大厚度型孔隙类漏失层 

裂隙类漏失层 

综合型裂隙类漏失层 

大容量型裂隙类漏失层 

大厚度型裂隙类漏失层 

强径流型裂隙类漏失层 

洞穴类漏失层 

综合型洞穴类漏失层 

大容量型洞穴类漏失层 

大厚度型洞穴类漏失层 

强径流型洞穴类漏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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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要从地质因素及其对钻探施工的影响程度这些方面来考

虑，依据钻进中的孔内现象,岩层的矿物成分、结构、胶结性能以及

地质构造,岩层的水化及分散现象,按地层稳定性将复杂地层分为松

散破碎地层、水敏性地层、溶蚀性地层、高压力地层、高应力地层和

蠕变地层，其中高压力地层、高应力地层和蠕变地层的划分主要是考

虑到其对钻探施工的影响；有的人将漏失地层也归为复杂地层的一

种，本标准不是很认同，而是按照漏缝大小将复杂地层分成孔隙型-

微裂隙型漏失层、天然裂缝、破碎带型漏失层、人为诱导型裂缝漏失

层和大裂隙、洞穴型漏失层，方便标准中堵漏方法的针对性使用。具

体分类见下表。 

复杂地层类型 

不稳定地层 

松散破碎地层 

水敏性地层 

溶蚀性地层 

高压力地层 

高应力地层 

蠕变地层 

漏失地层 

孔隙型、微裂隙型漏失层 

天然裂缝、破碎带型漏失层 

人为诱导型裂缝漏失层 

大裂缝、洞穴（溶洞）型漏失层 

 

6.2堵漏方法划分 

地质钻探钻孔堵漏（防漏）技术方法多样，通过资料搜集、调研，

我们按其特点，大致整理出五类（不包括换用其他钻进方法）。每类

又有不同的具体方法，常用堵漏方法归纳整理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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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次专家会议讨论和意见征求，换用其他钻进方法不属于堵

种类 具体方法 

泥浆（增阻法）堵漏 

稠浆静止堵漏 

高粘度高切力低密度泥浆堵漏 

冻胶及其他结构泥浆堵漏 

石灰乳泥浆堵漏 

惰性材料泥浆堵漏 

聚丙烯酰胺泥浆堵漏 

泡沫泥浆（堵漏） 

水泥浆液堵漏 

普通水泥浆液堵漏 

特种水泥浆液堵漏 

带充填物的水泥浆液堵漏 

泡沫水泥浆液堵漏 

水泥速凝混合物浆液堵漏 

化学浆液堵漏 

脲醛树脂浆液堵漏 

氰凝浆液堵漏 

301不饱和聚酯堵漏 

聚丙烯酰胺（丙凝）堵漏 

其他化学浆液堵漏 

套管隔离 

普通套管 

飞管（尾管） 

膨胀套管 

非金属套管 

其他材料堵漏 

黏土球 

石膏 

沥青 

充砂及遇水膨胀物等 

其他 

空气钻进 

泡沫钻进 

孔底局部反循环钻进 

其他钻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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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范畴，对石膏、沥青等使用较少、非环保经济型堵漏方法进行删除，

并对部分护壁堵漏方法进行整合，最终确定护壁堵漏方法如下： 

种类 具体方法 

惰性材料堵漏 
随钻循环堵漏 

停钻加压堵漏 

化学浆液堵漏 

复合凝胶堵漏 

脲醛树脂浆液堵漏 

水泥-凝胶浆液堵漏 

水泥-水玻璃浆液堵漏 

水泥浆液护壁堵漏 

硅酸盐水泥护壁堵漏 

硫铝酸盐水泥护壁堵漏 

油井水泥护壁堵漏 

套管护壁堵漏 

常规套管护壁堵漏 

跟管护壁堵漏 

膨胀套管护壁堵漏 

其他材料堵漏 

脲醛树脂水泥球护壁堵漏 

黏土球护壁堵漏 

干粉护壁堵漏 

膨胀材料堵漏 

软胶塞护壁堵漏 

 

6.3护壁和堵漏区分 

在钻探施工现场，护壁和堵漏的界限并不清晰，很多冲洗液具有

良好护壁性能，即使不加入惰性材料等，亦有随钻堵漏效果；如化学

浆液、超早强水泥、套管等均可同时进行护壁和堵漏。套管以护壁功

能为主，但膨胀套管又以堵漏功能为主，到底如何分序排置。考虑到

标准整体结构与标准名称的对应，标准编制时按照护壁-堵漏-护壁兼

堵漏的顺序，对常用的护壁堵漏方法进行分类表述。最终确定，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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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为常用护壁方法；惰性材料堵漏和化学浆液堵漏为常用堵漏方法；

水泥浆液护壁堵漏和套管护壁堵漏为常用护壁堵漏方法。并将膨胀套

管放置在套管护壁堵漏技术中。其他不常用的护壁堵漏方法统一规整

为一章，如脲醛树脂水泥球和黏土球护壁堵漏等。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地质钻探护壁堵漏技术规程》作为行业标准颁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做了较深入的调研和论证，信息比较丰富。新

的标准颁布后，建议自然资源部有关业务主管机构，及时组织并委托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进行标准的宣传贯彻和培训工作。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会主动跟踪标准的实施情况，积极配合自然资

源部有关业务主管机构对标准实施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