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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总结了国家 863- 820- 09- 01课题 ,海底大位移先导实验井渤海 QK17- 2地区 4口大位移井钻井作

业的经验 ,该项目在西区平台往东区钻 4口大位移井 ,平均井深 4551 m,平均垂深 2008 m,平均水平位移 3668 m,

平均井斜 86°,平均水垂比 1. 83(最大为 1. 94)。该项目在渤海首次采用大位移井开发周边油田、大位移水平井技术

批量钻开发井、水平井裸眼砾石充填完井、大斜度井水平井注水泥固井、松软地层大井斜及大井眼造斜及井眼轨迹

控制、水基钻井液井壁稳定及井眼净化套管漂浮下入、水平井及大斜度套管磨损保护、 MWD/ LWD测量、扭矩摩阻

计算及预测等 10大技术 ,在此基础上 ,指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这对于渤海今后应用大位移钻井技术

开发油田具有更加广泛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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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洋石油渤海石油公司在渤西 QK17- 2

油田的开发过程中 ,成功的应用了 863- 09课题前

期研究成果和大位移钻井技术 ,在西区平台上钻成

了东区的 4口大位移水平井。该项目的主要技术为:

1.用水基钻井液体系控制井眼稳定及井眼净

化 ;

2.用扭矩摩阻计算及预测技术指导钻井设计和

实际操作 ;

3.采用浅表松软地层造斜技术及大位移井井眼

轨迹控制技术 , 4口井准确钻达设计靶区 ;

4.采用大位移井、水平井钻井技术开发周边油

田 ;

5.采用水平井裸眼砾石充填完井技术 ;

6.使用大位移井钻井技术批量钻开发井 ;

7.使用大斜度井水平井固井技术 (最大斜度达

87°) ;

8.使用 MWD /LWD随钻测井技术 ,满足了地

质油藏的要求 ;

9.使用套管漂浮下入技术 ,在 86°井斜条件下 ,

顺利将 244. 48mm套管下入 4150 m深度并获得

成功 ;

10.首次在渤海使用大斜度井和水平井套管保

护技术。

通过这 10项技术的配套应用 ,在渤海地区初步

形成了大位移井和水平井钻井技术集成 ,对于渤海

高效开发海上边际油田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基本概况

1.地质概况　地质设计储层垂深 2000m ,目的

层为新生界第三系明化镇地层 ,主要是大套造浆泥

岩和沙泥岩。可钻性好 ,成岩性差 ,给井壁稳定带来

很大困难。

2.开发方案的选择及确定　按照常规海上丛式

井布井方案 ,布置区域为东西两区、西区 26口丛式

井布置一个平台 ,东区 6口丛式井布置一个平台 ,平

均井深 2000多米 ,两个平台中心距 3. 5 km。而按照

大位移水平井钻井方案布井 ,东区不建平台 ,将井槽

移到西区 ,即东区的 6口常规定向井取消 ,改为在西

区钻 4口大位移水平井到东区 ,其地质进靶要求: 长

轴半径 50 m ,短轴半径 3 m,距油层顶部 3 m处进

靶。

从投资经济效益上分析 ,选择大位移水平井钻

井方案比常规定向井方案吨油成本降低 7. 28% ,内

部受益率提高 2. 72% ,投资回收期提前 3. 07年。因

此 ,选择大位移水平井钻井方案经济效益最好。大位

移井的井身结构设计结果见表 1;井眼轨迹设计数

据见表 2;井眼轨迹示意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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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口井井身结构设计 单位:m

井　号
 762mm  508mm  339. 72mm  244. 47m m  177. 8m m  133. 35mm

实际 设计 实际 设计 实际 设计 实际 设计 实际 设计 实际 设计

P30 78 83 345 348. 6 1135 1263 3395 3460 4527 4686

P31 78 83. 8 320 375. 4 1125 1089 3585 3429 4455 4428

P32h 78 84 370 388 1795 1463 4195 4134 4583 4540

P33 78 83. 7 295 293 1095 1129 3745 3485 4459 4250 4491

合　计 312 334. 5 1330 1405 5150 4944 14920 14508 13441 13364 4583 9031

平　均 78 83. 63 332. 5 351. 3 1288 1236 3730 3627 4480 4455 4516

表 2　井眼轨迹设计数据

井号
Ist造斜点 2nd造斜点

测深 /m 方位 /(°) 井斜 /(°) 测深 /m 方位 /(°) 井斜 /(°)

最大狗腿度

/(°)· ( 30m)- 1

完钻垂深

/m

井底位移

/m
水垂比

P30 350 111. 5 70. 3 3770 108 87 3. 48 2026 3697 1. 82

P31 350 118 72. 6 3708 107 76 4. 65 2082 3695 1. 77

P32 H 295 119 75. 3 4064 107 93. 8 5. 69 1869 3631 1. 94

P33 325 125 69. 3 3665 115 86. 9 3. 56 2054 3652 1. 78

平均 330 118. 38 71. 88 3801. 8 109. 3 85. 93 4. 3 2007. 8 3668. 8 1. 83

大位移井井眼轨迹示意图

　　二、前期关键技术研究及其应用

根据国家 820主题办公室的要求和建议以及渤

海地区钻井实践经验 ,将大位移井的技术特点和渤

海 QK17- 2地区的具体要求相结合 ,研究和开发我

国大位移井钻井技术 ,指导 QK17- 2地区钻井作

业。

1.井壁稳定技术　大位移井所钻井的地层为平

原、明化镇组 ,在这一区域里的井壁稳定问题是能否

打成大位移井的关键问题。为此 ,在钻井作业实施以

前 ,石油大学做了 QK17- 2地层应力及井眼稳定性

分析结果表明: QK17- 2地区 ,最大地层水平主应

力方向为 90°,而设计的 4口大位移井 ,井眼方位是

106°～ 112°与最大地层水平主应力方向接近 ,仅差

16°～ 22°,因此在接近最大水平地应力方向钻进 ,井

壁稳定问题 ,显得尤为重要。

从化学耦合稳定性上看 ,江汉石油学院研究报

告表明: 与渤海湾地区的 BZ28- 1、 BZ34、 QK17- 3

和 QK18- 1等地区的泥岩相比 , QK17- 2地区泥

岩水敏性是最强的 ,因此 ,在泥岩性能上看 ,要求泥

岩液具有极强的抑制能力和井眼化学稳定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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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井眼稳定 ,根据在该地区已钻探井的实

践经验和石油大学的研究结果 ,预测钻井液安全密

度为窗口上部 1. 25～ 1. 30 g /cm3 ,若上部套管鞋位

置在 300 m以内 ,则最大允许密度 < 1. 58 g /cm
3
。根

据该地区钻井实际表明: 最大钻井液密度 1. 28 g /

cm
3 ,没有漏失并保证了井眼稳定和安全 ,这说明地

层稳定性研究给现场作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2.水基钻井液的研究　从水平井大位移井钻井

难度和要求看 ,国外大都选择油基钻井液 ,使用水基

钻井液难度大 ,井眼净化井壁稳定问题都不易解决。

根据渤海、中海技术服务钻井液公司的经验和掌握

的水基钻井液特点及在 JZ9- 3、 QK18- 1、 QK17-

3地区所用的强抑制性 PEM水基钻井液的情况 ,认

为:在 QK17- 2地区大位移井中 ,采用 PEM钻井

液体系技术可行 ,并且有利于海洋环境保护。因此 ,

在前期研究中 ,确立了使用水基钻井液体系。渤海

QK17- 2地区 ,明化镇地层泥岩发育并且水敏性极

强 ,造浆性很好 ,因此 ,选择 PEM水基钻井液体系

作为大位移井的钻井液 ,突出了三个特点。

( 1)为保持井眼稳定 ,选择了 JLX和 Q HT等强

抑制剂保持井眼在 80°～ 90°情况下的化学稳定。 根

据室内研究评价表明: 加入 JLX抑制剂和 Q HT糖

酐 ,提高防塌抑制能力 ,加入 5%的 JLX和 30%的

Q HT,钻屑的热滚加收率可以达到 90. 7% ～

93. 2% ,这可以从现场振动筛上返出的钻屑判断 ,没

有明显水化现象。正因为钻井液有较好的抑制性 ,保

证了井眼的化学稳定 , P32H井 311. 15 mm井眼

钻进工作时间 (包括钻领眼和打水泥重新进入窗口 )

46. 6 d,井眼稳定起下钻都比较顺利。

( 2)良好的携岩能力 ,特别是在低剪切速率下的

结构强度 ,对净化井眼至关重要 ,主要采用了

FLOWZAN 和 PAC - HV 等。 重 点 针 对  

311. 15mm井眼中 ,井眼净化问题 ,增加携岩屑能

力 ,要有一个较高的动塑比 ,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

使动塑比接近 1∶ 1,且屈服值保持在 20 Pa以上为

好。

( 3)良好的润滑性能 ,低的摩擦因数一直是大位

移井的钻井液关键技术之一 ,采用了油基润滑剂

BD- LLIB以及 Q HT和 TEX在润滑和改善钻井

液摩擦因数方面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见表 3。
表 3　钻井液性能表

井号

井眼直径

/m m

井深

/m

密度

/g· cm- 3

漏斗

粘度

/s

塑性

粘度

/m Pa· s

屈服值

/ Pa

Gel

/ Pa· Pa- 1

API失水

/m L

滤饼

/mm

p H

固相

/%

油

/%

Υ3 /Υ6 备注

P32H

P33

444. 5

311. 15

444. 5

311. 15

1450 1. 17 43 18 19 4 /8 6 0. 5 8. 5 8 4 /7 钻进

1465 1. 18 46 21 22 4 /14 6 0. 5 8. 5 8 4 /7 下套管

3453 1. 24 43 17 14 4 /14 4. 4 0. 5 9 12 3 3 /6 钻进

4053 1. 26 46 27 19 3 /14 3. 6 0. 5 9 11 4 3 /5 钻进

4140 1. 26 49 30 21 3 /14 3. 4 0. 5 9 11 6 3 /5 下套管

1130 1. 19 45 18 22 4 /15 5 0. 5 8. 5 8 钻进

2950 1. 22 44 18 18 4 /12 4. 8 0. 5 8. 5 8 2. 5 3 /9 钻进

3495 1. 24 45 18 16 3 /10 4. 6 0. 5 8. 5 9 3 3 /9 钻进

3495 1. 24 46 21 18 3 /12 4. 4 0. 5 8. 5 9 3 3 /9 测井

3495 1. 24 46 22 20 5 /17 4. 4 0. 5 8. 5 9 3 4 /11 下套管

　　 3.扭矩摩阻分析　在扭矩与摩阻的计算与预测

上 ,采用了国际与国内相结合的办法 ,曾先后使用了

美国 M aurer公司 , Baker Huges公司和西南石油学

院的软件 ,分析和预测扭矩摩阻 ,对钻前评估和预测

井眼状况、分析钻机负荷、整改钻井设备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同时根据完井管柱的设计要求 ,结合实际需

求和计算机软件计算对水平井 P32H的负荷做出状

态分析和判断 ,钻井作业分析预测见表 4。

在 311. 15mm井眼 ,倒划眼钩载实测与预测

误差为 13. 3% ,起钻摩阻实测与预测误差值为

2. 3% ,最大误差为 15%。

 244. 48mm套管摩阻 , 摩阻因数按照套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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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P 32H水平井作业分析预测

井眼直径 /mm
 444. 5  311. 15  215. 9

设计 实际 设计 实际 设计 实际

井深 /m 1800 1463 4198 4134 4583 4540

钻进排量 /L· min- 1 4000 3880 3600 2970 3602 2400

钻进扭矩 /kN 20. 2 20. 0632. 9331. 1826. 48 42

倒划眼扭矩 /kN 21. 4 22. 8 37. 71 40 31. 3240. 67

钻进泵压 /M Pa 22. 3 18 33. 47 28. 2 23. 4 24. 9

倒划眼钩载 /kN 650 750 850 750 846 750

起钻钩载 /kN 640 625 1100 1125 1053 1125

钻进钻机功率 /kW 1529 2388. 47 1077. 54

倒划眼钻机功率 /kW 1546. 58 2455. 59 1140. 18

起钻钻机功率 /kW 1449. 64 1984. 31 1042. 49

0. 35、裸眼 0. 25计算得出最大钩载 522 kN,实测出

最大钩载 600 kN,计算值与实测值在井深 3000 m

处 ,最大相对误差为 13%左右。

在 444. 5mm井眼 ,预测扭矩与实测扭矩相对

误差 0. 67% ,很精确。在 311. 15mm井眼 ,钻进扭

矩实测值与计算值相对误差仅为 6% ,而倒划眼扭

矩相对误差亦为 17%左右。

三、井眼轨迹控制及其特点

1. 井眼轨迹控制

( 1) 914mm井眼轨迹控制。 开钻时就必须保

证上部井段要尽可能钻得直 ,因此 ,采用以下措施:

① 914mm井眼开钻时 ,采取低平潮开钻 ,减

少海水潮流对钻柱的作用 ,减少钻柱的位移。

②下入水下基盘 ,保证井眼之间的间距满足设

计要求。

③采用低压慢转的办法 ,保证井眼钻得垂直 ,钻

压 30 kN,转速 60 r /min。

④ 660. 4mm井眼采用单扶正器钟摆钻具组

合 ,配之以低钻压 50 kN和慢转速 80 r /min保证 

508mm 套管鞋处井斜为零。 钻具组合为:  

660. 4mm钻头+  914mm扩眼器+  203mm钻铤

× 6根+  127mm加重钻杆× 18根 ;第二钻具组合

为: 660. 4mm钻头+  203mm钻铤× 1根+  

660. 4mm扶正器+  196. 9mm挠性接头 /震击器

+  127mm加重钻杆× 17根。

( 2) 444. 5mm井眼轨迹控制。浅层疏松地层

造斜及井眼轨迹控制: 由于 4口井的平均造斜点在

355 m,其中最深 395 m ,最浅仅为 325 m ,都在平原

组地层 ,主要为粘土地层 ,造斜使用 444. 5mm钻

头+  241. 3mm导向马达。该井段特点:地层浅 ,疏

松 ,造斜困难 ;钻头直径大 ,用 444. 5mm钻头造斜

增加了工程难度 ,主要采取措施:

①马达 1. 1°的弯曲角度排量 3600 L /min,

G573PDC钻头 ,水眼当量面积 11. 48 cm2。

钻具组合为:  444. 5mm钻头+  241mm导

向马达 ( 1. 1°)+  339. 7mm下扶正器× 419mm

上扶正器+  203mm非磁钻铤× 1根+ MWD+  

203mm非磁钻铤× 2根+  203mm钻铤× 1根+

 196. 85mm挠性接头 /震击器+  127mm加重钻

杆× 17根。

②采用初始造斜降低排量 ,这样可以减少排量

对井底的冲蚀 ,让钻头充分接触井壁 ,有利造斜 ,因

此 ,在初始造斜至井斜 25°左右 ,均采用 3400～ 3600

L /min的排量 ,并逐步缓慢增加排量。当井斜大于

25°左右 ,即可以把泵排量增加至 3900 L /min,滑动

和旋转钻进的进尺大致是 13～ 16 m左右交换一

次 ,旋转钻的机械钻速是滑动钻进机械钻速的 1～ 2

倍。

( 3) 311. 15mm井眼轨迹控制。 311. 15mm

井段井眼轨迹控制的主要难点是 ,控制井段长 ,井斜

大 ,地层松软 ,井眼直径大。同时加之井深 ,钻机负荷

大 ,循环系统作业困难 ,因此采取以下措施:

①采用 244. 48mmNavidrill Machl导向马

达 ,马达下扶正器为 308mm,在稳斜井段 ,马达顶

部还要加一个上部的钻柱扶正器 ,直径为 

292. 1mm。

②导向马达有很好的连续钻井特性 ,排量和扭

矩均能满足作业要求 ,最大扭矩 23. 369 kN· m,最

大输出功率 404 kW,排量 2000～ 4000 L /min,钻头

转速 80～ 165 r /min,适合渤海地区钻井作业要求。

钻具组合为: 311. 15mm钻头+  241mm导向马

达 ( 0. 9°)+  292. 1mm下扶正器× 285. 75mm上

扶正器+  203mm短非磁钻铤× 1根+ MWD+  

203mm非磁钻铤× 2根+  196. 85mm挠性接头 /

震击器+  127mm加重钻杆× 17根。

③井眼轨迹在该井段 ,都是竭力控制井眼轨迹

越平滑越好 ,因此 ,控制井眼的狗腿度通常情况下小

于 1(°) /30 m,这样就为起下钻以及井眼净化都带

来极大的便利条件。

④采用导向钻具组合 ,即可旋转钻也可以定向

扭方位 ,由于该井段均为稳斜井段 ,因此 ,这一井眼

旋转钻所占纯钻时间平均达到 85% ,只有 P32H水

平井 ,由于要求在这一井段要进行第二次增斜 ,井斜

要达到 86°,接近水平打开窗口 ,因此 ,该井进行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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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钻进较多 ,旋转钻占纯钻时间仅为 70%。

⑤在钻领眼时 ,采用 Baker Hughes Inteq公司

LWD随钻测井测量 ,及时了解和掌握井下地质情

况的变化 ,帮助地质师准确确定所钻的地层。工具外

径 215. 9mm,最高温度: 150± 10℃ ;井下连续可

以储存 172 h,电脑芯片最大储存量 6 M;测井使用

排量 2318 L /min,泵压 25 M Pa,测井速度 40 m /h。

( 4) 215. 9mm井眼轨迹控制。采用导向钻具

组合 ,马达弯曲角度为 1°～ 1. 1°,马达下扶正器直径

为 212. 75 mm ,马达上扶正器直径为 206. 38 mm ,

其基本组合是 171. 45mm的 Navigator Mix l马达

和 MWD;该井段井斜 70°～ 93. 8°,是目的层井段 ,

主要控制钻达设计靶点。 钻具组合为:  215. 9mm

钻头+  171. 5mm导向马达 ( 1. 1°)+  212. 7mm

下扶正器× 206. 3mm上扶正器+  171. 5mm

M DL、 MN P、 DCC +  165. 1 mmMWD +  

149. 26mm抗压缩非磁钻杆× 1根+  127mm加重

钻杆× 18根+  165. 2mm挠性接头 /震击器+  

127mm加重钻杆× 17根。

①在 311. 15mm井眼进入第一靶时 ,第二造

斜点的平均狗腿度为 2. 86(°) /30 m , 最大狗腿度为

5. 69(°) /30 m。

②进入第一靶平均井深 3852 m ,平均半径为 24

m;进入第二靶平均井深 4294 m ,平均半径为 40 m。

进靶精度平均半径控制在设计范围之内。

2.工程难点及解决方法

( 1) 444. 5mm井眼。由于本井段井眼容积大 ,

同时钻井泵排量受限 ,最大可达 4040 L /min,平均

排量为 3800 L /min,在 127mm的钻杆环空 ,返速

仅有 0. 44 m /s,因此 ,井眼净化和携砂就是一个大

问题 ,其解决的办法是:

①采用滑动钻进与旋转钻进相结合的办法 ,尽

可能的减少钻屑床的影响 ,即使是在定向造斜时 ,也

坚持滑动钻进一段旋转钻进一段。

②适时进行短起下钻 , 444. 5mm井眼 ,平均

井深 1237 m ,平均进尺 885 m ,其平均纯钻时间 29

h,平均机械钻速 34 m /h。为保证井眼的安全 ,特别

是考虑到该井段平均井斜 72°,环空返速 0. 4 m /s,

井眼净化必然是关键 ,因此 ,钻达井底后 ,就短起下

钻通井一次 ,然后再起钻下套管。每口井平均纯钻进

时间是 28. 13 h ,而平均短起下钻时间为 10. 5 h,短

起下钻占纯钻进时间为 42. 3% 。

③适当合理的钻井液性能 ,在该井段采用钻井

液 ,为保证在环空返速下的有效携岩能力 ,在平均机

械钻速 30. 27 m /h的情况下 ,要特别注重钻井液性

能 ,保持较高的动塑比。 通常情况下 ,上部井段钻井

液密度 1. 185 g /cm
3
,塑性粘度 16～ 18 mPa· s,屈

服值为 9～ 10 Pa ,即动塑比保持较高 ,对于井眼净

化有很大帮助。

④由于井眼大 ,返速低 ,因此起钻前循环钻井液

清扫很重要 ,通常都要泵入 20 m
3
稠钻井液循环 2 h

以后再起钻 ,这样才能保证井眼清洁。

( 2) 311. 15mm井眼。这一井段是全井的关键

井段 ,而难点是:裸眼井段长 ,最长裸眼是 P32H井 ,

裸眼井段 2669 m;井斜角大 ,其中仅由 P31井井斜

76°,其余 3口井 ,井斜在这一井段都要达到 86°以

上 ;地层松软 ,井眼稳定是个大问题。因此 ,主要采取

以下措施:

①适当的增加短起下的次数 ,短起下钻可以使

该井段在 70°以上的大斜度井移 ,通过倒划眼 ,消除

钻屑床 ,提高井眼净化程度 ,保证作业安全。

②每钻进 400 m左右 ,即短起下钻一次 ,其中

P32H井由于井斜在该井段已达 75°～ 86°。平均每钻

进 19 h左右 ,就要安排一次短起下钻。

③起下钻速度 , 4口井平均为 68 m /h,起钻速

度通常情况下为 72 m /h左右 ,这是在大位移水平

井摸索出来的经验 ,因为起钻要开泵 ,倒划眼要破坏

钻屑床 ,要通好井 ,保证井眼安全 ,因此 ,起钻速度不

能快 ,否则 ,一是容易卡钻 ,造成蹩死顶驱 ,蹩泵的问

题 ,容易造成井下事故 ;二是不易起到清洁井眼的作

用 ,钻屑床在 70°～ 80°之间极易形成 ,难以清洗掉 ,

对钻井作业造成影响。

④该井段平均机械钻速 33. 97 m /h,其中 P31

井最快为 58. 14 m /h , P32H井最慢为 22 m /h,主

要原因是井况不同、井眼轨迹不同所致。同时 P32 H

井井深 , 311. 15 mm井眼钻达 4155 m (领眼 )进尺比

其余 3口井多 700 m,而且钻井负荷大 ,井斜从 70°

～ 85°钻进条件越发困难 ,这是最大难度井段 ,其主

要困难是:钻井时泵压高 ,仅在 27 M Pa以上的纯钻

进时间就达 135 h。由于高泵压 ,修泵时间和频率都

明显增加 ,该井修泵时间为 59. 25 h,占全井段钻井

工作总时间的 5. 29% 。

⑤为保证井眼有效的清洁 ,在井深 2900 m以

前 ,尽量采用大排量 ,这段排量保持在 2800～ 4000

L /min,而泵压已达 20～ 28. 7 M Pa。以后 ,直至 4145

m,受泵压的限制 ,逐步降低排量至 3352 L /min,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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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返速由 0. 89 m /s降至 0. 79 m /s,机械钻速由 20

m /h降至 7 m /h,排量仍保持在推荐排量范围。

⑥采用泵入稀胶液和稠胶液清扫钻屑的办法 ,

改善井眼净化条件。通常情况下 ,每钻进 100～ 200

m后 ,替入稀胶液 10～ 15m
3 ,然后再跟稠钻井液 15

m
3 ,这样 ,前面有扰动钻屑床的作用 ,后面有托举提

升的作用 ,有助于提高井眼净化程度。

⑦采用双离心机组合 ,有助于减少固相含量 ,降

低局部扭矩和摩阻。在 P32H井 ,自 3650 m后使用

双离心机 ,其固相含量由 12%降至 10. 5% ,塑性粘

度由 28 mPa· s降至 19 mPa· s,效果明显。

( 3) 215. 9mm井眼。

①井眼净化。 由于井眼尺寸缩小 ,因此 ,在这一

井段平均排量为 2300 L /min,环空返速在 127mm

钻杆处达到 1. 6 m /s,泵压最高达到 25 M Pa,其井

眼净化程度远比 311. 15mm井眼要好得多 ,但尽

管如此 ,还是采取了有效的井眼净化措施。

②坚持以排量携屑。在该井段 ,根据机械钻速最

快为 17 m /h,平均为 9. 35 m /h,在 215. 9mm井

段 ,排量下限值是 1760 L /min,而实际最低排量

2000 L /min,平均排量达到 2300 L /min,满足井眼

净化最低排量要求。

③每钻进 300～ 400 m,就短起下钻一次 ,通井 ,

保证井眼状态良好。

④保护好 244. 48mm套管。 在钻柱上安装外

旋转钻杆保护器 ,安放位置在弯曲井段时 ,每柱钻杆

上安放一个 ,目的是减少钻杆和套管间的磨损 ,优点

是 ,平均可以减少旋转扭矩 30% ～ 40%。共有 45柱

钻杆安装了保护器 ,其保护井段约 1260 m,覆盖弯

曲井段 ,减少对套管的磨损。 215. 9mm井眼平均

纯钻时间为 110 h,最长的为 P30井 ,纯钻时间

345. 6 h, 4口井套管均未发生过度磨损。

四、下套管和固井

1.减少摩阻　下到底后 ,循环携屑 ,清洁井底 ,

然后处理好钻井液 ,注意此时在井浆中要加入塑料

小球和 PF- LUBE油基润滑剂 ,其目的是减少下套

管时的摩阻。通常情况 ,下 339. 73mm和 244. 48

mm套管时 ,塑料小球和 PF- LU BE油基润滑剂的

加量分别是 1%和 3% 、 2%和 6%。

2.适当安放下扶正器　在套管中 ,注意扶正器

数量不适过多 ,应重点保证套管鞋封固质量 ,因此 ,

 339. 73mm井段套管仅安放 7个弹性扶正器 ,其

中 5个放在最下部 ,每根套管放一个 ,其余 2个进入

 508mm套管鞋内。 244. 48mm井段套管仅安放

35个双弓弹性扶正器 ,集中在套管串的下部 500 m

处 ,而在 244. 48mm和 339. 7mm的重迭井段 ,

下部加入 9～ 10只滚轮扶正器 ,以减少套管之间的

摩阻 ,有利于套管的下入和 244. 48mm套管固井 ,

把扶正器都用在了下部 ,目的是保证套管鞋有良好

的封固 ,以保证 215. 9mm井眼钻井的安全。

3.固井方式　 339. 7mm套管采用单级固井 ,

水泥全部返到井口平台 ,保证封固质量。  244. 48

mm套管采用套管漂浮接箍 ,平均掏空大约 1500

m,使得在平均井斜 76°,裸眼段长达 2400 m的情况

下 ,套管能够顺利下入 ,这是一个关键因素。

大井斜为保证 177. 8mm尾管下到底 ,采取以

下措施:

( 1)减少扶正器的数量 ,每口井弹性+ 刚性扶正

器 ,总数不超过 10个即可。

( 2) P33井在尾管挂顶部安放 8柱 127mm加

重钻杆 ,这样反倒会使钻具贴边 ,轴向力无法推动尾

管到底。为保证 177. 8mm尾管在下入过程中管柱

上有足够的轴向推力 , 127mm加重钻杆尽量下在

直井段 ,并且保证至少有 20柱加重钻杆 ,提供 300

kN以上的重量下推尾管到底。

( 3)下套管前 ,通好井 ,起钻前调整好钻井液性

能 ,且在井眼里泵入 50 m3新胶液 ,有效的降粘、降

切 ,保证套管在下入过程中井壁稳定 ,不粘不卡。

( 4)套管下入时 , P30、 P32H和 P33井所做的大

钩负荷计算与实测误差 25～ 30 t, P31井最大误差

达 40 t。但总的看来 ,计算摩阻因数 0. 5,实际钩载

比实测钩载还要偏小 ,这应该成为今后大斜度井作

业的一个重要经验之一 ,以判断大钩最大负荷。

五、存在的问题及认识

1.上部松软地层 ,大斜度井容易划出新井眼 可

分为两种情况

( 1)改变钻具引起钻具与井眼不适应 ,划出新井

眼。 P32H井 ,在 444. 5mm井段中 ,造斜钻至 1216

m,井斜达 72. 6°,起钻换斜组合 ,在原造斜马达上安

装一个上部扶正器 ( 425. 45mm) ,引起钻具刚性

的变化 ,下钻至 843 m后 ,遇阻划出新井眼。

( 2)原钻具组合短起下钻以后 ,在井斜大地层软

的条件下 ,容易划出新井眼。 P32H井在 311. 15

mm井眼 ,当钻达井深 2355 m,井斜达到 76°时短起

下钻 ,起至 990 m,然后下钻至 1513 m遇阻 ,划眼后

划出新井眼。多耗费进尺 842 m ,多耗时 66 h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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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大致有:

①改变了钻具组合刚性 ,与井眼不相适应 , 极

易划出新井眼。

②地层太软 ,无承载力 ,钻进进尺快 ,极易划出

新井眼。

③在狗腿度变化大的地方 ,容易划出新井眼。

2.两口井发生过卡钻的主要情况

( 1) P30井 215. 9mm井眼卡钻。该井在钻至

完钻井深 469 m最大井斜达 87°后起钻 ,当起钻至

第三柱时 ,钻具卡死 ,然后打解卡剂 pipe- lex和

SR301,浸泡时间分别是 15. 5 h和 1. 5 h,震击器上

击解卡 ,损失作业时间 32 h。

( 2) P32井 311. 15mm井眼卡钻。该井在钻至

3433. 85 m起钻换钻头 ,当起钻至 1489 m时 ,倒划

眼遇卡 ,钻具卡死。当时井斜最大 72. 78°,由于环空

不通 ,泵入解卡剂 Pipe- lex17. 75 h及 SR301浸泡

30 h均无效果 ,使用特制爆炸松扣工具 ,将钻具从

震击器以下的挠性接头与钻具炸开 ,然后又下套铣

工具 ,套铣后再打捞获得成功。该井段处理卡钻总耗

时 148 h。 通过处理卡钻有以下几点体会:

①井眼净化是关键 ,净化不良直接导致卡钻。

②环空返速不够。在 311. 15mm井眼 ,环空返

速 0. 9 m /s左右 ,这样的返速对于井眼净化是不够

的 , P31井该井段平均机械钻速 50 m /h ,按照 Baker

的推荐计算 ,此时最低排量应保持在 4068 L /min为

好 ,即返速为 1. 08 m /s,而实际钻进时 ,平均排量为

3700 L /min左右 ,环空返速 仅为 0. 98 m /s。

③井斜大 ,钻屑运移困难容易卡钻。这两口井卡

钻时井斜都在 73°～ 87°,说明了大斜度井更要注重

防止卡钻。

④合理安放大斜度井震击器 ,是要解决的关键

问题之一。往往在发生卡钻时 ,震击器不工作 ,原因

是井斜太大 ,钻具都躺在井眼低边 ,上提下放的负荷

传递不下去 ,故难以启动震击器 ,因此 ,这是需今后

认真研究的工作之一。

3.强有力的地面固控设备的配备 ,是保证钻井

液净化 ,确保井下正常的基础　该项目配备的是美

国进口的高效线性振动筛、除砂器、除泥器、清洁器 ,

并安置了 2台国产离心机 ,从 P32H井的经验看 ,

 311. 2mm井眼钻达 4000 m ,如果没有 2台离心

机 ,是不可想象的。

4.大斜度井的扭矩和摩阻控制是重点问题　在

降低扭矩和摩阻的措施上 ,主要采取的对策是: 加入

油基润滑剂 3%～ 5% ;特殊作业如测井 ,下套管则

加入 1%～ 2%的塑料小球 ,以确保作业的顺利。 由

于采取这些措施后 ,根据实验室的测定分析下套管

时摩阻因数小于 0. 1,而 Schlumberger- Dow ell根

据现场实际载荷情况 ,分析反推应在 0. 25左右 ,这

说明目前国际通用的钻井液摩阻评价方法和仪器还

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5.作业前采用 Baker Hughes Inteq的 DSS分

析软件　对扭矩摩阻、钻机负荷进行了测试 ,并以此

对钻机进行了整改。 但是 ,就目前情况来看 , DSS、

DDRAG8等软件都存在着一定的误差 ,因此大位移

井中准确的扭矩摩阻预测 ,是主要难点。

6.大斜度井处理卡钻打捞的工具不完善　从本

项目的情况来看 ,要解决以下 3个问题 , ( 1)爆炸松

扣作业 ,在大井斜条件下 ,炸药下不到位 ,难以下放

到底 ; ( 2)卡钻以后 ,往往震击器无法启动 ,造成解卡

困难 ; ( 3)钻井液马达上带有单流阀 ,卡钻后如果循

环不通 ,极易造成开泵憋漏地层 ,必须开发和研制特

殊打捞处理工具。

六、结束语

1.渤海油田首次成功的运用了大斜度井、水平

井技术 ,开发了海上相邻的周边断块油田 ,这是一个

成功的尝试 ,并为今后进一步探索海上油田更好的

开发方式、更佳的投入产出比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成

功经验。

2.大斜度井和水平井前期十分注重井眼稳定 ,

岩石学研究和分析是重要的 ,可以为钻井工程提供

重要参考数据 ,用以指导现场作业。

3.可变径稳定器作为大位移井的重要井下工具

之一 ,将会减少起下钻改变钻具组合的次数 ,减少软

地层中因改变组合而产生的卡钻、划出新井眼等风

险 ,同时还将提高旋转钻的比例 ,提高机械钻速和井

眼净化能力 ,因此 ,应加快国产化研制的步伐。

4.大位移井要有一套完善的钻井软件 ,软件是

钻成大位移井重要手段之一 ,在前期研究和设计阶

段 ,它为钻井工程提供必不可少的理论数据分析 ,为

钻井工艺的实施指出需要准备的必要条件 ,在施工

作业阶段 ,为工程提供的扭矩摩阻的预测及监测 ,可

以及时反映井下情况。下一步要加速国内研制出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软件 ,发展我国的扭矩摩阻软件

分析预测技术。
(收稿日期　 2000- 01- 26)

〔编辑　张振清　薛改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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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ICATION OF EXTENDED REACH DRILLING TECHNOLOGY IN THE DEVEL-
OPMENT OF BOHAI QK17- 2 OILFIELD

by Jiang Wei

Abstract　 Ex tended reach drilling is an advanced techno lo g y mainly used in offsho re. In the development o f Bohai QK17

- 2 Oilfield, four ex tended reach wells ar e successfully drilled in the ea stern dist rict from th e pla tform located in the western.

The ave rage TD and VD reaches 4551m and 2008m respectiv ely , and the average ho rizontal displacement is 3668m, with aver-

age ho le dev iation o f 86°and ho rizonta l depth to v er tical depth ratio of 1. 83. It is the fir st time to use ex tended reach drilling

technolog y to drill mo re than one well in Bohai Bay. A series of advanced techno log ies are applied, e. g. , ho rizonta l open ho le

g ravel packing , cementing techno lo g y fo r ho rizonta l and highly deviated w ell, w hipstocking in upper lo ose and so ft formation,

precise w ell t rajecto ry contro l, w ellbo re stability and h ole cleaning in w ater base drilling fluid, casing floa ting , casing w earing

pro tection, MWD /LW D measurement, to rque and friction prediction prog r ams, etc. T r oubles experienced a re a lso dis-

cussed, such as drilling o ff the o riginal ho le and pipe sticking .

Subject heading　 Bohai Bay　high ang le dev ia ted hole　 pilo t test　 drilling fluid sy stem　 to rque　 f riction　 hole cleaning

　 oilfield development

STUDY ON THE PLACEMENT OF CENTRALIZERS ON PIPE STRING IN
STRAIGHT WELL

by Tan Cheng jin, Xu Bingye, Gao Deli

Abstract　 Pipe string buckling causes many troubles during production, and it 's necessa ry to eva luate pipe stability in

the w ell.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 ze the stability of v er tica l pipe string affected by axial load, by means o f ene rg y method in

the elastic stability theo ry. An equa tion is established ba sed on the result, w hich inco rpor ates axial load, bo ttom ax ial load

and geometric pa rameter s, and an analytical so lution is obtained. Differ ent limiting facto rs a re r equir ed from different end

bounda ry conditions, and tw o examples a re giv en fo r illustra tion. This equation and its solution a re beneficial fo r th e place-

ment optimiza tion o f centrali zer on pipe st ring in ver tical well.

Subject heading　 st raight w ell　 centralizer　 c ritica l point　 sucker rod　 tubing　 liner　 stability

THEORETICAL STUDY OF TOP CEMENT PULSATION
by Lian Zhangh ua , Jiang Hong , Li Wenkui

Abstract　 Top cement pulsa tion ( TCP) is a new cementing technolog y suitable fo r com plex fo rma tions, and it can dela y

the static pressure lo ss of slur ry , effectiv ely prevent ga s mig ra tion and improve cem ent bond logging qua lity , so the cem enting

quality is improved. In mechanism o f delaying the sta tic pr essur e loss, it is simila r with tha t o f ca sing v ibration and ro tation,

but TCP is more pr actical and effectiv 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invo lv ed basic theor y, objectiv es, and key problems o f this

technolog y, and discusses the achiev ements, i. e. , the mutual adjusted relations betw een the top cement pulsa tion equations,

bounda ry and initial conditions and the output parameters o f top equipm ent. It a lso provides a theo 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optimal design o f top cement pulsation and the compresso r parameter s.

Subject heading　 roo f　 cementing equipment　 cem ent slurr y　 impulse pr essur e　 wave equation

ANALYSIS AND CALCULATION OF DRILLING STRING BUOYANCY IN
PETROLEUM DRILLING

by Yang Jin, Zhang Liuji

Abstract　 Buoyancy effect occurs when the drilling string is submerged in drilling fluid, and it is of g reat impo r tance fo r

drilling pr actice. It impacts the w ell t rajecto ry contr ol and causes influence on friction during pipe t ripped. It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in many o ther field ope rations. This pape r pr esents a new m eth od fo r buoyancy calculation, based on detail me-

chanica l analysis o f pipe in ver tical and inclined well. This me thod combines th e calcula tions of drill colla r, drill pipe and com-

posite drilling string , and it takes the internal and ex ternal addition par ts of drill pipe into considera tion, which is usually ig-

nor ed in conventional calcula tions. It is fur th er testified and proved beneficia l fo r field drill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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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VEL CORING TOOL FOR IMPROVING CORING OPERATION IN LOOSE FOR-
MATION

by Yang Liwen, Lia o Runkang , Sun Wenta o

Abstract　 Coring in loo se and unconsolidated fo rmation is v er y difficult in Liaohe O ilfield, because of the drilling fluid

er osion and interbeded g r avel, and th e co re r ecover y is only 30% ～ 50% . A new co ring too l is design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 f facto rs that influence cor e recovery. It applies many unique designs, e. g. , la rg er co ring diameter to improve co re streng th,

coring bar rel made o f po lyv iny l chlo ride ( PV C) to r educe f riction, self- locking design, specia l bit structure with "U" slo ts to

r educe fluid er osion, and use of centralizing bearings, etc. It has been used in nine wells. The co re r ecover y reaches a s high as

80% in this a 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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