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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头优化设计

钻头是钻井作业所需硬件中花费最少的部件之一，然而，与

当今复杂的钻井系统中的任何其他部件一样，钻头性能也左右着

数百万美元投资的回报。有鉴于此，今天的工程师们正在将功能

强大的高速计算机和最新的仿真模拟软件应用到钻头设计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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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头的选择一直被视为钻井作

业成功的关键。合适的钻头可以降低

钻机费用、缩短从工程开工到投产

的时间，在优化机械钻速方面起着

主导作用。在油田开发方案中，可预

测的机械钻速（ROP）对于钻机、人

员和物资的高效调配十分关键。目前

作业公司正在钻进一些越来越复杂的

大位移井，在这些井中，如果钻头不

适应地层、钻井参数、井下钻具组合

（BHA）或是井下工具，就可能会产

生不必要的动态压力或是产生导致井

眼轨迹偏离原定轨迹的力。

而设计得当的钻头可以钻出形状

更加标准、扭曲较少的井眼轨迹。这

些特点有助于工程师方便地进行测井

作业，随后下入管柱、工具以及完井

所需要的各种仪器设备。

过去，工程师仅根据对地层硬

度、井段深度以及水力因素的大概估

计进行钻头设计和选择。不过，与钻

井和生产的许多领域一样，钻头设计

这门学科近年来也在迅速发展。就普

通固定切削齿钻头和牙轮钻头而言，

选择范围从过去的寥寥无几发展到现

在的五花八门，可根据加工材料、生

产过程和功能进行选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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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动源。轴向运动或跳钻有一个特征频率，主要由钻头类型、BHA重量、钻柱刚度以及地层硬度所决定。扭转振荡（粘滑）是由于钻柱受到过大
的扭矩所造成的。这类运动也有一个频率，由BHA重量、钻柱的扭转刚度以及狗腿接触点所决定。粘滑经常导致极大的瞬间横向振动。横向振动是指
BHA的侧向弯曲，经常毫无规律地与轴向和扭转运动相耦合。BHA涡动是指钻柱中心围绕井眼的弯曲和旋进。这种偏心运动既可以是正向的，即与钻
柱的旋转方向一致，也可以是反向的。正向涡动比较常见，由钻铤上任何微小的不平衡产生的离心力所致。当钻铤与井壁之间的摩阻足够大，以致钻
柱沿着井壁反向运动时，就会产生反向涡动。

1. 关于钻头类型和制造更多的信息，请参见：
Besson A，Burr B，Dillard S，Drake E，Ivie B，Ivie C，
Smith R 和 Watson G：“切削齿技术的发展”，《油

田新技术》，12 卷，第 3 期（2000 年秋季刊）：
36-57。

2. Xianping S，Paez L，Partin U 和 Agnihorti M ：
“Decoup l ing  Stick-Slip  and  Wh ir l  to Ach ieve 

Breakthrough in Drilling Performance”，IADC/SPE 
128767，发表在 IADC/SPE 钻井会议暨展览会上，
新奥尔良，2010 年 2 月 2-4 日。

3. Xianping 等人，参考文献 2。

4. Brett JF，Warren TM 和 Behr SM ：“Bit Whirl －
A New Theory of PDC Bit Failure”，SPE Drilling 
Engineering，5 卷， 第 4 期（1990 年 12 月 ）：
275-281。

虽然钻头设计从来都并非完全孤

立进行，但现在的高速计算机使得钻

头设计者能够以更详细、更全面的方

式设计整个钻井系统。设计者能够更

好地匹配钻头与地层，从而避免由于

起下钻具更换磨损的钻头而导致的较

低ROP和过长的非生产时间（NPT）。

钻头设计不当所导致的最糟糕

结果是造成过多的井下钻具冲击和振

动。振动会造成ROP降低（由于钻头

过早磨损）、复杂昂贵的井下电子仪

器损坏及最终故障等。引起振动的主

要原因包括跳钻、粘滑、弯曲和涡动

等这些经常相互关联的钻井现象（上

图）。

通常在用牙轮钻头垂直钻进坚

硬地层时会频繁出现跳钻，但使用固

定切削齿钻头时可能也会出现跳钻。

三牙轮钻头的切削动作会使井底不

平，导致钻头每转一圈便产生3、6甚
至9次轴向位移，从而改变有效钻压

（WOB），使得钻头反复离开井底然

后再冲击到井底。因此而形成的轴向

振动会损坏钻头的密封部件、切削结

构、轴承以及BHA部件，同时也会降

低ROP，损坏井下传感器。

某作业公司曾经提到，粘滑占据

了大概50%的钻压施加在井底的钻井

时间 [2]。当钻头和地层之间的摩阻使

得钻头停止旋转时，就会出现粘滑，

其中粘滑是BHA旋转速度的函数。一

旦钻柱内部的扭矩增加至大于这些摩

阻时，钻头就会脱离井壁，并且在钻

柱解旋时会以非常高的角速度旋转，

从而产生破坏性的横向运动。

弯曲是由于施加在钻柱上向下的

力过大而造成的。当钻柱变形到一定

程度就会与井壁接触，从而产生横向

冲击。

另一家作业公司估计，全球40%
的进尺都受到钻头涡动的不利影响[3]。

涡动会使得钻头和BHA产生严重的横

向运动。因钻头选择不当或者钻头

-BHA之间的不利互动而造成的钻井失

衡会将钻头一侧推向井壁，从而产生

摩阻。在钻进标准井眼时，钻头围绕

其中心旋转。但在涡动时，旋转的瞬

时中心就会变成切削齿作用在钻头表

面或保径，这与转向的车轴将汽车轮

胎的瞬时旋转中心推向路边是同一个

道理。因此，钻头会试图围绕这一接

触点旋转。

因为钻头的旋转中心随着钻头的

旋转而移动，所以涡动的后果之一就

是钻出大肚子井眼。钻头在这样的井

眼内活动可能会迫使切削齿向后或者

横向移动，因此与标准井眼相比，钻

头每转一圈要移动更长的距离。这些

运动在钻头和BHA上产生具有高冲击

强度的载荷。涡动也会产生离心力，

将钻头推向井壁，增加摩阻，而后者

反过来又加强了涡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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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头设计。挑选钻头，首先在切削结构是固定在本体上还是固定在牙轮上二者之间选择。如果选择固定切削齿钻头（左），就需要根据地
层硬度，进一步选择PDC或天然金刚石钻头，其中的金刚石是固定在切刀片上或孕镶到钻头本体上。牙轮钻头（右）包括铣齿切削结构钻头
和镶齿切削结构钻头。

通常情况下，遇到诸如跳钻、粘

滑、涡动和钻柱弯曲等钻井问题时，

司钻必须改变WOB或转速。增加WOB
可能会导致粘滑，增加转速可能会导

致涡动。限制WOB和转速可能会减

少这四种振动，但同时会导致ROP过
低。

第三种方案是寻找这两个参数

的最优组合，而这只有在将钻头、

BHA、钻柱和水力参数方案视为钻井

系统的一部分而非单个部分时才能做

到。工程师们早已知道如何模拟整个

系统，然而，计算量非常巨大，需要

投入大量时间，因此得不偿失。此

外，计算参数仅适用于单口井中某个

地层的特定环境。

近些年来，这些限制已经被普

及的功能强大的高速计算机所克服，

这些计算机使得设计者能够模拟钻井

系统在特定应用中的性能，确定最优

WOB和转速，强化降低轴向和横向振

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工程师在制

造系统之前便可进行系统设计。

本文介绍了现代钻头设计中使用

的一些工具，包括模拟、建模和有限

元分析程序等。来自西非近海、秘鲁

和美国等地的一些案例展示了日益增

强的计算能力对钻井作业的影响。

钻柱设计－一个重复过程

钻头设计的目的是最终制造出

这样的钻头：当与合适的BHA、井下

工具、待钻地层以及钻井参数相组合

时，能以最佳状态作业，而最佳状态

由以下参数确定：

•  ROP
•  耐用性

•  稳定性

•  可控性

•  通用性

作业者根据所钻井段的具体情

况权衡各个参数。例如，如果在某个

井段的主要目标是高ROP，那么为了

更快的钻速可能就需要牺牲钻头的耐

用性，导致钻头磨损较快。同样，如

果可控性是主要考虑因素，作业者则

可能会被迫使用低性能的钻头，降低

ROP。
根据作业者的目标和待钻地层的

特性，钻头设计者为钻头的每个参数

都提供了多个方案。钻头设计者首先

必须在牙轮钻头和固定切削齿钻头之

间进行选择（上图）。

牙轮钻头上的各个牙轮随着BHA
在井底的旋转而独立旋转。每一个牙

轮都有表面硬化的钢切削结构或碳化

钨合金镶刀。根据地层岩石的硬度，

牙轮要么像凿子一样楔入或者压碎地

层，要么像铲子一样挖铲地层。

固定切削齿钻头或者刮刀钻头具

有整体刀片，与钻头本体一起旋转。

它们的钢切削结构可能包括镶嵌在刀

片胎体上的天然金刚石。固定切削齿

PDC

P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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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损分级。工程师为钻头内排和外排的切削齿指定一个0－8之间的线性刻度来指示磨损量。刻度
值随着磨损量的增加而增加，0表示没有磨损，而8则表示已经没有可用的切削齿。PDC切削齿的磨
损同样使用0－8之间的线性刻度值来衡量，实际上是衡量金刚石切平面（切削结构顶部的金刚石断
面）的磨损量，而不考虑切削齿的形状、尺寸、类型或暴露程度。目前，IADC采用的磨损分级系
统包括固定切削齿钻头（左）和牙轮钻头（右）的磨损分级代码。工程师使用包括8个钻头要素的
表格来评估钻头损坏情况。表中前四个项（上）描述了切削结构。第三和第七项描述钻头的磨损特
性，这是与钻头制造后的状况相关的最重要的物理变化。第四项是磨损位置，表明第三项中所提及
的主要磨损特性的位置。对于固定切削齿钻头，使用四个数字代码中的一个或多个来指示磨损特性
的位置。第五项（B）表示轴承密封，不适用于固定切削齿钻头。固定切削齿钻头分级后，该项一
般标记为X。第六项（G）表示保径尺寸。保径项用来记录钻头保径。如果钻头仍然是标准尺寸，
该项填写字母I。否则就记录钻头尺寸的磨损量，填写与1/16英寸最近的数值。最后两项是备注说
明，用来表示其他磨损特性和起钻原因。

5. Besson 等人，参考文献 1。

6. Bentson HG 和 Smith HC ：“Rock-Bit Design，
Selection and Evaluation”，API 56-288， 发 表 在
API 太平洋沿岸地区春季会议上，洛杉矶，
1956 年 5 月。

7. Hampton SD，Garris S 和 Winters WJ：“Application 
of the 1987 Roller Bit Dull Grading System”，SPE/
IADC 16146，发表在 SPE/IADC 钻井会议上，新
奥尔良，1987 年 3 月 15-18 日。

8. Hampton 等人，参考文献 7。

钻头的主体是碳化钨胎体铸件或机械

加工的钢铸件。固定切削齿由人造聚

晶金刚石复合片（PDC）组成，对井

底施加剪切作用[5]。

钻头和BHA以前一直都是通过排

除法进行筛选的。对于一个给定的钻

井方案，工程师首先根据邻井资料选

择钻头。数据的数量和价值随位置变

化，其中司钻最感兴趣的是钻头记

录，包括使用过的钻头类型和设计、

ROP、单只钻头进尺以及准确的国际

钻井承包商协会（IADC）钻头磨损等

级。根据这些信息来选择钻头下井。

当司钻认为钻头已经失效－例如当

ROP降低到预定速度以下的时候－就

起钻并检查钻头。直到今天，这种靠

经验进行钻头筛选的程序仍在许多钻

井方案中继续应用。

随后分析钻头切削结构的磨损

和破碎情况。以前，司钻通过经验学

习如何检查用过的钻头，即磨钝的钻

头，确定接下来选择何种类型的钻头

或者对钻头类型做怎样的改变。在20
世纪50年代，石油行业制定了确立常

见钻头磨损形式与可能原因关系的通

用准则 [6]。1961年，考虑到对标准术

语和标准报告方法的需要，美国油井

钻井承包商协会（AAODC）建立了第

一套磨钝钻头分级系统。将牙齿和轴

承磨损划为1到4级，其中4级钻头是指

磨掉牙齿或者牙齿完全磨平的钻头，

或是轴承磨掉或堵塞的钻头。此后不

久，这套系统扩展到0到8级，又增加

了一些细节[7]。

1985年3月，AAODC的继承者IADC
意识到需要再次更新这套系统。自从

上次更新以来，钻头设计已经取得了

很大发展，大多数集中在径向轴承和

碳化钨镶齿方面 [8]。新系统于1986年
3月投入使用。此外，1987年制定的

固定切削齿磨钝分级系统于1991年进

行了修正，并且在1992年向业界颁布

（右上图）[9]。

随着磨损分析和报告的逐步标

准化，可以创建钻头使用记录，用

于为类似井选择钻头和钻柱部件。

1985年，史密斯钻头公司（斯伦贝

谢旗下公司）创立了钻井记录系统

（DRS）。今天，这一数据库包含了

将近300万次钻头使用记录，涉及全球

每一个油气田。然而，尽管这些记录

非常详尽，但它们具有主观性，这会

对不同井中钻头使用寿命和性能产生

影响。此外，油田内的重大岩性变化

也会影响钻头性能。

在过去，为了提高钻井性能，每

次起下钻后，工程师根据钻头磨损分

级表来改变钻头的设计、BHA和钻井

参数。每次新配置的管串下井之后，

在钻下一井段或下一口井之前，工程

师都要分析钻头性能，对钻头进行分

级，并对整个系统进行相应的调整。

这一过程重复进行，以提高ROP或延

长钻头寿命。

9. Brandon BD，Cerkovnik J，Koskie E，Bayoud BB，
Colston F，Clayton RI，Anderson ME，Hollister 
KT，Senger J 和 Niemi R ：“First Revision to the 
IADC Fixed Cutter Dull Grading System”，IADC/SPE 
23939，发表在 IADC/SPE 钻井会议上，新奥尔良，
1992 年 2 月 18-21 日。

   Brandon BD，Cerkovnik J，Koskie E，Bayoud BB，
Colston F，Clayton RI，Anderson ME，Hollister KT，
Senger J 和 Niemi R ：“Development of a New IADC 
Fixed Cutter Drill Bit Classification System”，IADC/
SPE 23940，发表在 IADC/SPE 钻井会议上，新
奥尔良，1992 年 2 月 18-21 日。

内排齿 外排齿 磨损位置 轴承密封 保径 1⁄16 英寸

切削结构 B G 备注

起钻原因磨损特性 其他特性

牙轮钻头

IADC钻头磨损分级代码

固定切削齿钻头

0

0
1

2 3

内排齿 外排齿

4

5

6

7

牙轮1

牙轮2

牙轮3

内切削结构
（所有内排齿）

外切削结构
（仅保径齿圈）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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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A网格。FEA网格代表一个模型体，在本例中指钻柱，其网格单元在各节点（黑线）与影响钻井性能的关键
组件连接。网格应用于IDEAS程序，以优化钻头切削结构（黑色圆柱体）。在本例中，红色和绿色区域表示模拟
期间施加在其中一个刮刀保径上（红色）的侧向力大于其他五个刮刀保径上（绿色）的侧向力。

在某些情况下，上述改变在接下

来的一口井中效果甚微，因此司钻只

好重新启动这一程序。不过，一般情

况下这一重复方法至少能获得部分成

功，如ROP有所增加或者钻头在替换

之前能钻进更多进尺。虽然如此，大

量井史表明，经过多次重复也只是取

得很小改进，或者经过大量反复试验

之后，重复过程才宣告成功。在第一

口井邻井资料很少或者钻井方案仅包

含几口井的时候，重复方法面临更多

障碍。

用于获得最佳钻头与BHA配置的

重复过程同样受到几个流程内部因素

的影响。对于基本上相同的磨损情

况，有着不同经验的工程师们会得出

不同的结论。例如，某些工程师可能

是在做出错误的假定后给出造成特定

磨损情况的原因。其中最普遍的假设

是钻柱重量能够有效传递到钻头上。

WOB直接影响ROP。工程师可能会假

设钻头筛选不当是妨碍ROP的原因，

而实际上受到BHA设计影响的WOB低
于计算值 [10]。相反，当WOB太高时，

钻柱和BHA可能会弯曲，倾斜的钻头

就会切削井壁，从而导致大肚子井眼

并产生破坏性的钻柱横向振动。

1987年，业界引入BHAP来校正这

一缺陷，BHAP是一套BHA性能预测计

算机程序。BHA设计决定包括钻头以

上所有部件的类型、位置、形状以及

尺寸。在引入BHAP之前，工程师们依

靠描述BHA各部件的数学模型来预测

WOB。这些模型是二维模型，使用恒

定的井筒曲率，并且是静态的[11]。

为缩短计算机运行时间，BHAP设
计得很简单，但与之前孤立审视钻头

性能的做法相比，这已经是个很大的

进步。更复杂的模型有待于功能更强

的计算机的问世，届时便能以合理的

速度和费用处理大量的数据和计算。

有限元分析方法

引入BHAP之后，工程师们拥有

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来更加全面、

准确地描述钻柱。在20世纪40年代，

科学家和数学家在分析复杂机械内

振动的过程中提出了有限元分析法

（FEA）。FEA包括二维或三维建模，

使用复杂的节点系统创建网格，称作

FEA网格。这种FEA网格由定义系统

如何反应载重状态的材料和结构所

填充。整个材料中，节点的密度依赖

于特定区域的预期强度等级。为了将

计算机的能力集中在所需要的地方，

应力较集中区域的节点密度高于应力

较小或无应力的区域。每个网格单元

都会从任一节点延伸到邻近的节点[12]

（上图）。

到20世纪70年代，机械工程师们

已经普遍使用FEA，不过其应用局限

在那些有能力购买相关计算机的用

户。因此，大多数钻井优化计算主要

依靠邻井数据而非FEA技术来进行井

规划。这些程序评估和预测钻柱以

及钻头性能的功能仅局限在静态或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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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削齿设计。在IDEAS程序中，钻头设计工程师从初始切削结构设计图
（黑色柱面）开始设计。每片刀刃上的每个切削齿都使用力矢量（绿线和
红线）来代表切削力的组成。矢量长度代表力的相对大小。颜色表示切入
深度。工程师根据此信息确定每个切削结构的位置，即刀刃表面上的高
度、距离钻头中心的半径、后倾角、侧倾角、切削齿的尺寸及其齿廓角。
后倾角是指切削齿表面相对于井底的角度，侧倾角是指切削齿表面相对于
钻头面半径的角度。

10. Will iamson JS 和 Lubinski A ：“Pred icting 
Bottomhole Assembly Performance”，IADC/SPE 
14764，发表在 IADC/SPE 钻井会议上，达拉斯，
1986 年 2 月 10-12 日。

11. Williamson 和 Lubinski，参考文献 10。

12. “ Introduction to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h t t p : / / w w w. s v . v t . e d u / c l a s s e s / M S E 2 0 9 4 _
NoteBook/97ClassProj/num/widas/history.html
（2011 年 2 月 8 日浏览）。

13 .  Frenze l  MP ：“Dynamic Simulations Prov ide 
Development Drilling Improvements”，OTC 19066，
发表在近海技术会议上，休斯敦，2007 年 4
月 30 日 -5 月 3 日。

14. 该算法在计算过程中连续使用可变时间步长
程序监测结果的精确度，并且自适应地改变
时间步长来维持恒定的精确度。在计算过程
中，时间步长的大小可能会改变很多次。当
结果变化缓慢时，则使用更大的时间步长；
当结果变化很快时，则使用较小的时间步长。

15. Dykstra MW，Neubert M，Hanson JM 和 Meiners 
MJ ：“Improving Drilling Performance by Applying 
Advanced Dynamics Models”，SPE/IADC 67697，
发表在 SPE/IADC 钻井会议上，阿姆斯特丹，
2011 年 2 月 27 日 -3 月 1 日。

16. Dykstra 等人，参考文献 15。

态分析，以了解系统某个部分在特定

时刻的性能。这些评估结果的最大用

处只不过是对钻柱系统故障的事后描

述，仅能识别其中的一小部分问题[13]。

为了优化钻头及钻柱部件的筛

选和布置，工程师们需要理解钻井过

程中所有部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在20
世纪90年代，随着功能强大的快速计

算机的普及，这一期望最终变成了现

实。从此，工程师们开始能够以较快

的速度、较合理的成本以数字方式重

建和分析钻井系统及其随时间变化

情况。现在的工程师们通过动态建

模，可以精确确定钻井系统故障的原

因，然后使用虚拟样机测试各种解决

方案，而不是进行昂贵耗时的现场试

验。

动态模型可用来分析单独部分例

如钻头和BHA的性能，也可能分析整

个系统。作用在钻头上的净力和力矩

是由各切削齿作用的矢量和所得。固

定切削齿钻头的受力是由试验数据所

得，牙轮钻头的受力是基于简单的压

碎和剪切模型所得。运动方程是由可

变时间步长程序集成所得[14]。钻头本

体允许有六个自由度（DOF）：三个

平移自由度和三个旋转自由度。对于

牙轮钻头，可关闭DOF功能，以模拟

一个被抓住的牙轮[15]。

动态建模

工程师们首次将动态建模应用到

钻井作业中，以提高钻井效率，保护

昂贵的井下工具免受钻柱振动造成的

破坏。这一方法包括设计、实时监测

以及作业后的详细分析。

在规划过程中，工程师们发现

那些可能引起跳钻、粘滑以及钻头

和BHA涡动的动态功能障碍。然后根

据定向控制和预期ROP，应用数学模

型设计BHA，避免可能出现的功能障

碍。井下和地面传感器可以监测由功

能障碍引起的振动。基于传感器的测

量值、模型结果以及先期的油田钻井

经验，工程师们对钻井参数进行调整

以优化ROP并减小破坏性振动[16]。

一般情况下，钻头的动态稳定

性是通过室内试验确定的。这些实验

可确定在特定转速下迫使钻头变得不

稳定的ROP或WOB。钻头动态建模允

许制造商在生产钻头之前消除设计缺

陷，针对给定的设计和井下环境，确

定最优的旋转速度范围。

钻柱动态模拟基于有限元法。和

钻头动态模型一样，BHA模型的每一

个节点也有六个DOF，并且运动方程

也是由可变时间步长程序集成所得。

将钻柱和钻头动态模型耦合之后，就

能够预测和避免阻碍钻井性能的功能

障碍。

在2 0世纪9 0年代，史密斯公司

的科学家们推出了一套全面的FEA程
序，旨在精确模拟整个钻井系统。

IDEAS综合动态工程分析系统将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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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擦与压痕试验。一个牙轮钻头镶齿（上）刮擦一块卡赛奇大理岩岩样，切入深度（DOC）各不
相同，无侧限抗压强度（UCS）为3000 psi（20.7 MPa）。下图记录了不同切削齿角度下所测量的垂
向力（红色）和DOC（绿色）。随后再将信息载入IDEAS应用软件中，作为与该岩样-切削齿组合对
应的岩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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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整个钻井系统的一部分，据此预

测其性能（前一页图）。根据室内

得到的钻井力学和物理输入数据，

IDEAS使用的设备可以精确描述钻头

在压碎和剪切各种岩样过程中切削结

构相互作用的力学特性。

这些输入数据是在室内可控压

力条件下从一系列压痕和刮擦试验所

得，用于重现钻头切削结构和特定岩

样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上图）。这

些试验从大小和方向两个方面量化实

际切削力和岩屑量，其中大小与方向

与岩石的破坏机理和破碎率相关。然

后在与特定现场应用类似的岩性环境

中，利用这些数据进行设计分析。在

某些情况下，这些测试是在邻井岩心

上进行的。该模拟模型既适用于牙轮

钻头，也适用于固定切削齿钻头。

20世纪90年代初，史密斯公司成

功研发了DBOS钻头优化系统，因此

工程师可根据岩石的无侧限抗压强度

（UCS）描绘每个目标井段的特征，

其中UCS是研磨指数及岩石对切削齿

的影响指标。根据评价结果，DBOS钻
头优化系统为每个井段确定钻头类型

和特点。多年以来，史密斯公司已经

建立了一个DSOS研究数据库，包含了

钻头类型和已钻地层等信息。DBOS地
层特征数据库与IDEAS模拟结合，使

得工程师能够根据给定的应用查找合

适的岩石测试文件。

将从IDEAS实验室得到的岩石和

切削齿的力学数据和待评估钻头的信

息输入到虚拟钻井环境中。该评价包

括以下几个要素：

•  精确位置、材料属性以及切削齿

大小

•  井底组件三维数据和每个BHA部件

的物理特性

•  建议井眼的几何形状

•  设计的作业参数[17]

随后在初始设计的承压环境中

考察钻头性能。该过程考虑了BHA、
井眼几何形状、钻井参数以及岩性变

化，也可预测钻头性能。以上所有过

程均在动态模拟中进行，并且尽量考

虑了钻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影响钻头

性能的各种因素。

模拟结果使得工程师可以将预计

的钻头性能与钻井目标进行匹配，钻

井目标包括ROP、单只钻头的进尺以

及特定的定向特性等。设计者将IDEAS
软件作为一个交互工具来测试钻头特

性的反复变化对系统在特定应用中整

体性能的影响。该建模程序表明，切

削齿位置和方向的微小变化会严重影

响钻井性能以及钻头与BHA的动态稳

定性。工程师可以快速优化设计，然

后应用建模过程，通过动态模拟与建

模方法，验证每只钻头的性能[18]。

寻找问题

2004年，史密斯公司将i-DRILL工
程钻井系统投入商业应用。这套工

程系统使用IDEAS程序来量化复杂钻

井系统的受力、振动以及ROP变化情

况。该系统还可以测试钻头类型、

BHA设计、驱动机理以及钻井参数随

井眼尺寸和地层特性变化的动态效

果。FEA钻井模拟模型使用100多万行

代码来精确描述整个钻井系统。

根据大量室内测试，将钻头-岩石

切削模型与钻头和钻柱的FEA相结合

从而得到模拟结果。然后，设计工程

师对钻头、钻柱组件和结构、地面参

数以及正压值的各种组合的特性进行

评估。可通过分析整个钻井系统在具

有不同抗压强度、倾斜角、均质性以

及各向异性的多个地质层组中的动态

特性来获得系统在过渡层组中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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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铣齿钻头作业模拟。这幅铣齿钻头应用的图片由i-DRILL软件生成，包括旋转导向系统（RSS）极板（蓝色矩形，左
上）上的偏移和接触力。本例中，RSS沿钻柱轴向的截面图显示出工具位于井眼中心。这也表明极板上没有接触力，
意味着获取数据的时刻井眼轨迹没有发生变化。左下图为钻头在井眼底部留下的形态，右图中红线为沿BHA的BHA－
井壁的关键接触点。

17. Garrett I，Teggat B 和 Tetley N ：“FEA Modeling 
System Delivers High-Angle Well Bore Through Hard 
Formations”，E&P， 83 卷，第 9 期（2010 年 9 月），
68-71.

18. Garrett 等人，参考文献 17。

19. Garrett 等人，参考文献 17。

钻井性能。

i-DRILL流程整合了邻井数据、地

面和井下测量数据以及相关产品和应

用的信息，还考虑了详细的几何输入

参数和岩石力学数据。这些输入数

据使得工程师能够模拟特定钻井作

业，评估并通过动态分析来校正造成

无效和损害性BHA动态的根本原因。

i-DRILL系统的动态钻井模拟帮助工程

师在钻井作业之前分析井下环境，相

比之下，静态分析只能向工程师提供

某个时间点上的一小部分数据。

针对每个应用， i-DRILL建模过程

首先用现有的邻井数据来校准模拟软

件。数据组可包括以下信息：

•  整个钻柱、BHA和钻头物理特性的

详细资料

•  描述井眼几何形状的定向测量和井

径资料

•  地面和井下作业参数，如WOB、扭

矩和每分钟转速

•  评价所钻地层的泥浆录井和电缆测  
井数据

设计者使用这些信息建立一个

邻井钻具组合、地层以及井眼的计算

机模型（上图）。该程序模拟钻具组

合作业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因为能够

分析特定目标岩性和每个BHA组件的

特性，因此可以通过该系统先进的图

形处理能力识别、量化和说明任何可

疑之处。模拟视频剪辑可以精确说明

井下可能发生的情况。此外，该流程

还可识别损害性及降低效率的功能障

碍，如过高的旋转导向系统（RSS）
接触力、钻头涡动以及过度的弯矩。

一旦发现影响钻井特性的根本原

因，工程师就可以重新配置钻具组合

的模型，通过模拟分析来纠正问题。

纠正措施包括更换钻头、用扩眼器替

换稳定器、重新调整单个BHA组件的

位置、改变作业参数或能够产生重大

性能改善的组合。

最后，软件生成一份记录模拟结

果和分析过程的综合报告，设计者可

以将其呈交给作业者。这份报告包括

每次模拟的结果，罗列出对钻具组合

可能做出的所有变化以及每次改变对

钻井性能的影响。然后，作业者可以

选择最优方案来满足钻井目标，减少

钻井事故，提高钻井效果[19]。

动态建模系统允许工程师处理大

量模拟过程，这些模拟代表钻头、钻

具组合部件、钻柱设计以及作业参数

的各种组合方式。因为该方法具有精

度高的特点，所以工程师能够定量评

估各种方案，然后选择解决方法，从

而在钻井作业中达到特定目标。该方

法有助于发现作业方面的技术限制，

避免NPT，消除那些由于在远低于技

术限制条件下作业而导致的低效率。

为了解决特定钻井问题，作业公司需

要反复试验，进行多次起下钻来更换

钻头和BHA，而该方法可帮助作业者

避免不必要的起下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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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bilee油田测井资料。对Jubilee油田各井121/4英寸不同深度井段的声波和自然伽马测井资料进行了解释，以确定岩性和UCS。第1道（岩性）包括页
岩（绿色）、砂岩（红色）和泥灰岩（蓝色）。第2道为UCS（深蓝线）和孔隙度（浅绿色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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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Tullow石油公司在西非

加纳沿海成功钻成三口勘探井，即

Mahogany-1、Mahogany-2和Hyedua-1
井，从而发现了Jubilee油田，此后业

内开始使用动态建模。2008年所钻的

三口评价井确定了该油田构造是一个

连续的地层圈闭。

全球仅有为数不多的深水开发

区块的储层是坚硬、研磨性地层，

Jubilee油田就是其中之一。在该区域

钻前四口井时，工程师发现了这些难

钻的地层。根据前三口试验井的测井

数据，岩石力学程序分析将地层的UCS
限定在6000 psi（41.4 MPa）到10000 psi
（68.9 MPa）之间，浊积岩夹层的UCS
高达25000 psi（172 MPa）（上图）。

由于在钻前四口井时遇到了困

难，所以作业者根据所有可用数据开

展了一项全面的i-DRILL研究。研究建

议开始使用一个7刀PDC钻头钻进计划

的取心点。取心之后，使用一个更耐

磨的9刀PDC钻头。当作业者钻第一

口评价井Hyedua-2井时，进入储层后

第一只钻头磨损很快，进一步证实了

储层的研磨特性[20]。在取心段之下使

用了更耐磨的钻头，但是仅仅钻了很

短的距离之后，由于ROP过低而不得

不起出钻头。起出钻头后，发现磨损

严重。i-DRILL程序成功预测出哪些钻

头可以形成稳定的系统，这使得工程

师将注意力集中在钻头的耐磨性分析

上。

使用基于FEA的动态建模系统，工

程师随后开始进行一系列虚拟测试来

确定一只最适合钻进该储层段的PDC钻
头。在工程师对Hyedua-2井的结果进

行分析并提出改善钻头和切削齿设计

的同时，作业者又钻了三口开发井，

并对一些钻头设计进行了试验应用。

2009年，一只优化钻头问世。同

时，史密斯公司开发出专有、高耐磨

的ONYX PDC切削齿，并且镶嵌在这只

优化钻头上。该钻头在J-02井中首次应

用，一次性钻完了整个坚硬、研磨性

很高的121/4英寸井段。随后的钻头改进

进一步提高了钻头特性。工程师随后

将注意力转向BHA设计，试图减少钻

柱的振动幅度，因为大幅振动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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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urphy D，Tetley N，Partin U 和 Livingston D ：
“Deepwater Drilling in Both Hard and Abrasive 

Formations ；The Challenges of Bit Optimisation”，

^ 121/4英寸井段详细信息。与邻井平均数据（棕色）相比，J-05、J-11和J-12井中使用的新PDC钻头的进尺增加了165%，ROP增加了122%。钻头的状况良好。

^ 井下扩眼器。当井下扩眼器和导眼钻头从套管鞋中露出，并且进入即将
打开的井段时，井下扩眼器的切削结构扩展到大于导眼钻头的尺寸。这一同
轴扩眼器包括一个单片切削块和扩展机构设计。榫槽式启动系统在PDC地层
切削结构块下横向移动，并且可以打开到预先选择的直径，这一直径由同步
打开的稳定器－保径块来维持。同时，三个倒划眼切削结构锁定，使得扩眼
器在起钻的时候能够开孔。切削结构块通过水力系统锁定到特定位置。单片
体设计增加了工具的扭矩和负载能力，使其能够承受旋转导向系统BHA的重
量。

LWD工具失效并迫使作业者进行耗时

的电缆测井作业。

在后来的i-DRILL研究中，他们分

析了J-02邻井的资料，重点关注粘滑

和横向振动。工程师首先确定导致粘

滑和钻头涡动的井况，然后在模拟中

再现这些情况，在对这口井的钻井动

态有了更好的了解之后，工程师开始

使用不同的BHA、WOB和转速来进行

模拟。

根据模拟结果，他们建议改变

BHA的配置，优化WOB和转速的作业

范围，他们推荐同样的钻头，不过带

一个辅助推动RSS钻头的井下马达。

这一配置在随后的三口井（J-05、J-11
和J-12井）中获得成功。随后的钻头

优化集中在钻井参数上，使得工程师

仅仅使用RSS就可以成功完成钻井。

J-05井也采用了这些建议，在达

到总井深（TD）4192米（13753英尺）

之前，该井需要一段49o的切线段。

结果ROP从8.9米/小时（29.2英尺/小
时）增加到21.1米/小时（69.2英尺/小
时），相当于每天节省100万美元的钻

机时间。相对于J-02井，由于振动幅

度降低，钻头、LWD工具以及RSS在
起钻后都处于良好状态。邻近三口井

的钻井特性表明，新PDC钻头的进尺

提高了165%，在钻储层段时ROP增加

了122%（上表）[21]。

该系统随后用于后来的两口井，

即J-11井和J-12井。随后的钻头优化集

中在钻井参数上，使得工程师们仅使

用RSS就可以成功完成钻井。

自从2009年7月以来，除了一次例

ROP BHA I O C L #1 #2 #3 G O R

Hyedua

Hyedua

Hyedua

Jubi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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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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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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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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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 128295，发表在 SPE 北非技术会议上，开
罗，2010 年 2 月 14-17 日。

21. Murphy 等人，参考文献 20。

外，作业者一直采用配有优化BHA和
钻井参数的同类钻头一次钻完了121/4

英寸井段。

特殊要求案例

一些钻井方案本身就比其他方案

难以优化。例如，深井经常使司钻面

临难题：即在钻进初始井眼时便需将

其扩大到钻头尺寸之外。为此，BHA
经常在钻头上方安装一个管下扩眼-开
眼器工具（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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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种关键情形。在使用121/4英寸扩眼器和105/8英寸导向钻头钻Vivián、Chonta Superior和Chonta 
Inferior地层切线段时，工程师识别出了可能引起破坏性振动的四种关键情形。这四种关键情形包括
（1）钻头和扩眼器在Vivián地层，（2）扩眼器在Vivián地层而钻头在Chonta Superior地层，（3）钻
头和扩眼器在Chonta Superior地层及（4）扩眼器在Chonta Superior地层而钻头在Chonta Inferior地层。

在待扩大井段的钻井作业开始

后，工程师发出打开井下扩眼器刀片

的信号，形成一个比之前套管内径更

大的切削工具。这样操作的目的是预

防井径缩小，因为在钻深井期间遇到

的过渡区域要下入多级内径逐渐缩小

的套管。在深水钻井作业中，孔隙压

力-破裂压力窗口迅速变窄，必须使用

多级套管柱来控制钻井液漏失，因此

这一策略也经常被广泛采用。大直径

井眼同样能够通过降低环空摩阻、产

生较低的当量循环密度（ECD）来解

决窄钻井窗口的问题。其目的是在生

产套管柱中形成足够大的内部间隙，

以便安装所有必要的完井设备。

在某些情况下随钻扩眼也可能会

遇到麻烦。在与井下马达或旋转导向

工具组合使用时，扩眼器的强度必须

足够大，以承受悬挂在其下的导向组

合的重量，但同时又必须保持足够的

柔韧性，以沿着有时会剧烈变化的轨

迹钻出高质量的井眼。不过，BHA和
钻头设计者面临的更大挑战是扩眼器

和钻头钻进具有不同硬度的地层时遇

到的困难。地层硬度的不同可能会造

成扩眼器和钻头的钻速不同，从而在

钻柱中产生扭转和横向振动。

P a g o r e n i 油 田 的 作 业 公 司

Pluspetrol遇到了钻柱振动问题，导

致ROP极低，昂贵的井下测量工具受

损。Pagoreni油田位于秘鲁Ucayali河
盆地南部的安第斯山褶皱逆冲断层

带上。2006年5月，Pluspetrol开始开

发Pagoreni油田。倾斜的Pag1001D井
在距离地面位置东南大约1英里（1.6
千米）时的测深达到10300英尺（3139
米），并证实在上Nia地层中存在具有

商业价值的湿气。因此，作业公司启

动了一项6井开发方案，旨在开发该油

田大约3.5万亿英尺3（991亿米3）的探

明和控制可采储量。

在前三口井中，当作业公司使用

井下膨胀扩眼器将所钻的105/8英寸导

眼扩大到121/4英寸时，遇到了振动问

题。在这些井中钻切线段时，遇到了

粘滑、大幅度轴向和横向振动问题。

通过反复试验改变BHA减少了轴向与

横向振动，但加重了增加粘滑的严重

程度[22]。

问题井段包括以下地层层序：

•  Vivián地层－坚硬、细粒至极细粒脆

性石英砂岩，UCS为11000 psi（75.8 
MPa）

•  Chonta Superior地层－松软石灰质

页岩和粘土，UCS为5000 psi（34.5 
MPa）

•  Chonta Inferior地层－坚硬石灰岩

层，UCS为14000 psi（96.5 MPa）。

在第四口井（Pag1004D）中，由

于通过反复过程未能消除钻井难题，

作业公司请求史密斯的i-DRILL工程团

队对BHA进行优化设计，包括PDC钻
头的选择。该团队首先收集了之前三

口问题邻井的数据和钻井信息，即

Pag1001D井，Pag1002D井和Pag1003D
井。

将这些邻井数据输入到BHA模拟

程序中。模型包括PDC钻头、RSS、
LWD、膨胀扩眼器以及一直到地面驱

动系统的钻柱。邻井所有钻柱的尺寸

和材料以及井径测量结果都被输入到

模型中。随后使用其他邻井数据，包

括转速、WOB、地面扭矩、大钩载荷

以及井下测量数据等对模型进行了校

正。

随后进行反复的模拟和调整，直

到邻井情况得到匹配的结果。模拟使

工程师可以直观查看之前系统和井眼

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确定前三口井不

良钻井特性的根本原因。随后对获得

的虚拟模型进行测试，预测不同钻头

类型、BHA设计、驱动机理以及作业

参数在各种井眼尺寸和岩性条件下的

影响。

然后模拟一系列虚拟情况来确定

最优PDC钻头剖面、刀片和切削齿数

量、保径长度、井底形态以及四个钻

头上的力平衡。室内测试帮助确定了

最合适的切削结构，即与121/4英寸钻

头和13毫米（0.51英寸）切削齿配合

使用时的破岩能力。史密斯的技术人

员使用IDEAS实验室来模拟待钻地层

的封闭压力，以便确定最合适的切削

结构。然后使用FEA模型计算可能的

ROP，其中FEA模型考虑了切削结构的

准确尺寸和性能、岩石硬度或UCS、
岩性以及由室内测试得到的封闭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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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井分析结果。根据分析，工程师断定情形2（即钻头处在相对松软的Chonta Superior地层而扩眼
器处在Vivián硬地层）是所有情形中最严重的。情形2对于扩眼器也是效率最低的。对于钻头而言，
当扩眼器处在Chonta Superior软地层而钻头处于Chonta Inferior硬地层时最严重。根据打分结果，模
拟程序推荐了每种情形下的最佳钻头选择。该项研究是基于标准化结果的方程，其中，每个选取的
钻井参数都被赋予特定权重，权重大小与其重要性相关。在本项目中，对于平均ROP、钻头、扩眼
器、地面粘滑、钻头和扩眼器的横向振动以及井下工具转速变化都赋予了相同的权重。

^ 水眼堵塞。在页岩层钻大位移井时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岩屑很容易会堆积在钻头面之前，这是因为
当钻井人员接单跟时，泵关闭且钻柱停转。开泵重新开始循环后，如果钻头本体和排屑槽无法使岩
屑高效通过钻头，那么岩屑会堆积起来，挤入并堵塞水眼（左）。在井眼和钻头保径之间，岩屑同
样可能被夹住，从而影响井眼的清洁效率（右）。

1

2

3

4

Vivián 

11,000-psi UCS

Chonta
Superior 

5,000-psi UCS

Chonta
Inferior 

14,000-psi UCS

工程师对BHA组件进行了模拟，

以测试遇到的各种情形，从而减小振

动。对于Pagoreni油田，i-DRILL团队

识别出了钻进Vivián、Chonta Superior
以及Chonta Inferior地层之间过渡带时

可能遇到的引起振动的四种关键情形

（前一页图）。这四种情形包括：

•  钻头和扩眼器在Vivián地层

•  扩眼器在Vivián地层，钻头在Chonta 
Superior地层

•  钻头和扩眼器在Chonta Superior地层

•  扩眼器在Chonta Superior地层，钻头

在Chonta Inferior地层。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四种情形下的

系统动态，工程师使用四种候选钻头

和扩眼器的组合，进行了五项深入的

虚拟分析：

•  重量分布（W O B和扩眼器上的重

量）与ROP
•  横向振动（钻头和扩眼器）与ROP
•  扭转振动（钻头和扩眼器）与ROP
•  平均扭矩（钻头和扩眼器）与ROP
•  粘滑风险与ROP

根据这些分析，工程师们断定，

钻头处在Chonta Superior软地层而扩眼

器处在Vivián硬地层的情形最为严重。

这种情况下，扩眼器的效率最低。然

而对于钻头而言，最糟糕的情况是

扩眼器处在Chonta Superior地层而钻

头处在较硬的Chonta Inferior地层（右

上图）[23]。总之，在这四种关键情形

中，平衡ROP最大和振动最小之要求

的最优方法就是使用与旋转导向兼容

的6刀片钻头设计。

页岩气钻井挑战

全球范围内发现了大量页岩气储

量。因为页岩储层的渗透率极低，因

此通常采用钻长水平井眼的方法开采

页岩气藏，一般使用碳化钨PDC钻头

钻井。随后通过多级水力压裂打开地

层。

在美国东北部的Marcellus页岩

中，作业公司发现使用常规PDC钻头

钻进长水平井会时，因为钻头泥包、

定向性能差以及工具面控制失误等，

造成钻头过早失效、进尺短。泥包导

致钻头水眼被堵塞，钻头本体被包裹

（下图）。因此钻屑无法从环空返

出，而是积累在钻头周围，存在卡

钻隐患。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严重降低

ROP、增加钻柱粘滑的可能性。

由于Marcellus页岩是一个相对较

新的远景区带，因此史密斯的工程师

不得不在几乎没有邻井数据的情况下

进行钻头设计。现有历史资料表明，

各家作业公司采用了不同的钻柱、

B H A和钻头组合，因此很难进行分

析。不过，在IDEAS系统的帮助下，

史密斯的工程师推出了一款设计，确

实提高了ROP，但是并没有完全解决

工具面控制和水眼堵塞的问题。

22. Cassanelli JP，Franco M，Perez J，Paez LC，
Pinheiro C 和 Frenzel M ：“Dynamic Simulation ：
Solving Vibration/Stick-Slip Issues Achieves Record 
ROP，Pagoreni Field，Peru”，发表在第六届国
际油气勘探与开采大会（INGEPET）上，秘鲁
利马，2008 年 10 月 13-17 日。

23. Cassanelli 等人，参考文献 22。



16 油田新技术

前面的努力为工程师设计第二只

钻头打下了基础。第二次迭代结果满

足了定向司钻的方向控制要求，在造

斜段可提供令人满意的ROP。这样就

能够更容易、更快、更经济地钻出符

合预期井斜角、方位角和造斜率的井

眼轨迹曲线。

然而，在2000英尺（610米）到

3000英尺（914米）的水平段（该井段

的钻井费用最高）ROP却差强人意。

工程师知道，在页岩层钻进水平井

时，钻头处的液压能一般较低，导致

井眼清洗效率较低，因此用北美常用

的钻机钻井速度很慢。经过多次设

计，重新确定钻头水眼的方向和位

^ Marcellus页岩钻头解决方案。与钻进研磨性更强的砂岩层相比，钻进页
岩层时对钻头本体的磨损较少，因此本体可以采用钢质。钢质刀刃不易破
碎，可以做得更长、更薄而不会在受到冲击时断裂，所以设计人员可采用
外型更具流线型的本体（右上）。与胎体式本体（左下）相比，钢质钻头
的长度可以更短（右下），从而增强了使用井下马达钻进井斜角突变井段
的能力。

置，但收效甚微。

尽管史密斯IDEAS实验室的技术

人员无法获得该油田待钻岩层的实际

岩样，但是他们可以通过DBOS分析，

将Marcellus岩石与储存在实验室的

Wellington和Mancos页岩进行比较。

他们的设计目标是在整个井眼轨迹中

保证良好的方向性，从而实现妥当的

工具面控制，减少轨迹校正，达到每

100英尺（30米）8o－12o的造斜率，并

大幅提高水平段的ROP。IDEAS测试表

明，采用平缓剖面的切削结构对井斜

角改变的阻力更小，因此设计中采用

了平缓剖面。技术人员决定采用直径

为0.43－0.51英寸（11－13毫米）的切

削齿，这是因为测试表明，与较大的

0.63－0.75英寸（16－19毫米）切削齿

相比，这种样尺寸的切削齿的切入深

度（DOC）较浅。较深的DOC会产生

较高的瞬时扭矩，造成工具面失控，

影响方向响应。此外还对钻头的表面

硬化材料进行了改进，以更好地保护

钢材免受钻井液的侵蚀。

设计人员断定，因为切削刃和环

空之间的过流面积（即排屑槽）过于

狭窄，所以岩屑无法从钻头处携走。

为了增加这一过流面积，工程师可以

增加钻头刀刃的高度，减小其宽度，

但是这又带来一个新问题。目前的钻

头本体设计受到高宽比（刀刃高度/刀
刃宽度）的限制，因为碳化钨胎体相

对易碎，超过特定高度的刀刃在与地

层冲击后经常会断裂。随着时间的推

移，以前的钢制钻头已经被碳化钨钻

头所取代，后者使得钻头能够承受来

自研磨性地层以及流经钻头的钻井液

的侵蚀。因此，除了在钻相对较短、

低成本地层之外，现在已经很少使用

钢制PDC钻头。

在以前的作业中找到了解决办

法。因为页岩层的特点是研磨性较

低，因此钢制钻头的强度足以钻进这

类地层而不必担心磨蚀。此外，与碳

化钨胎体相比，钢材不是那么易脆，

所以刀刃可以从钻头本体延伸出更大

的长度，且因受冲击而断裂的机率大

大降低（左上图）。通过增加刀刃高

度、减小宽度，钻头本体和井壁之间

的过流面积大大增加，岩屑可以更自

如地进入环空然后离开切削结构，从

而提高了ROP。
采用钢材后，设计人员可以将钻

头本体设计为流线型，使得岩屑更易

于从钻头中心冲走并进入排屑槽。还

可以减小钻头本体的直径，从而增加

井眼到钻头本体排屑槽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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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体流动路径。工程师在选定Spear钻头来钻进Marcellus页岩层之后，使用流体动力学计算程序来确定切削结构的表面是如何清洗和冷却的，如何
高效清洗水眼，以及岩屑如何从钻头区域冲出并沿环空向上携带。每种颜色代表了从特定水眼流出流体的路径。钻头面流体流动模拟（左）表明整
个钻头面均被覆盖，没有死区。侧视图（右）显示流体携带岩屑从钻头流出，而没有沿着钻头体反复循环。使用流体动力学计算程序来调整水眼数
量、尺寸、位置以及方位，直到实现最优化设计。

通过计算流体动态模拟钻头处的

流态，从而确定水眼位置和方向，减

少流体在钻头面的二次循环，确保高

效清除岩屑，消除钻头泥包和水眼堵

塞。同样还通过设计钻头刀刃轮廓角

度来优化流体在钻头处、钻头中及钻

头上部的流动，减少携带岩屑的泥浆

对钢材的侵蚀（上图）。如此一来，

钻头面处的水力条件也提高了稳定

性，减少了震动，从而提高了ROP和
方向控制能力。

为页岩钻井而专门优化的新型

Spear钢制PDC钻头在北美Bakken、
Barnett、Marcellus和Eagle Ford等页

岩地层中都得到了成功应用。在钻

Marcellus页岩层时，用83/4英寸钻头钻

水平狗腿段时的目标ROP是50英尺/小
时（15.2米/小时）。Spear钻头的ROP
超过了65英尺/小时（19.8米/小时）。

在Marcellus区域，所有水平段都采用

63/4英寸Spear钻头一次性钻完，且ROP
比邻井的最好记录还高出10%－20%。

未来的改进

油气行业的目标一度是寻找具

有经济储量的油气资源，而现在其重

心则集中在开采剩余储量和非常规储

量上。为此，要求钻水平位移达数千

米的水平井，以尽量减小地面占地面

积，以开采居住区或是环境敏感区地

下数百米深处的油气藏。另外，在复

杂岩性地层钻井中，如何以合适的

ROP进行钻井从而保证项目的经济效

益也具有相当的挑战性。

无论最终目的如何，为了开采当

前的许多潜在油气藏，都需要提高钻

井效率，以确保项目经济可行。快速

收集、整理和使用大量数据方面的变

革正在消除影响钻井效率的许多不利

因素。而最近计算能力方面的突飞猛

进已基本上突破了人们不能使用各种

来源海量数据的限制。

在这些旨在提高钻井效率的新工

具中，FEA可能是最为显著的工具之

一，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工具也初露端

倪。例如，虽然现在有收集大量钻井

作业数据的各种手段，但作业公司并

不一定总是知道使用这些数据来改善

未来油气井钻井动态的最佳方法。目

前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就旨在满足这

一需求，并且已经在现场试验应用中

取得了成功，具体是使用计算机神经

网络学习如何在特定油气田以最佳方

式进行钻井。这一程序的第一步是使

用邻井数据培训神经网络，然后使用

一个包含井段特征描述的程序。然后

系统向司钻提供能够延长钻头寿命的

WOB和转速的实时预测结果。

钻井行业对自动化钻井的讨论由

来已久。在自动化钻井这一领域，钻

井作业已经实现了一定的创新，如钻

台采用铁钻工和自动绞车来执行以往

靠手工低效率完成的工作。但是，真

正意义上的自动化钻井系统是一个能

够了解钻头、BHA、钻柱以及地层之

间复杂、变化的相互作用并做出实时

反应的系统。真正意义上的自动化钻

井系统可能会很快问世，但如果没有

设计合理的钻头的话，那么其价值将

大打折扣。                                        －Rv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