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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胜利油田 139. 7mm套管开窗短半径侧钻水平井有关侧钻方式选择、 井眼轨迹的形状设计、增

斜段、造斜率的合理确定、井眼轨迹控制与测量等技术问题 ,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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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半径侧钻水平井技术是在定向井、水平井和

小井眼钻井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综合钻井技术 ,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钻井工艺的发展水平。利用该

项技术可使套损井、停产井等死井复活 ,改善油藏开

采效果 ,有效地开发各类油藏 ,提高采收率及油井产

量 ,降低综合开发成本。另外 ,开窗侧钻水平井可以

充分利用一部分老井的井眼套管、井场及地面设施 ,

从而可以减少钻井作业费、节约套管使用费及地面

设施建设费等 ,同时有利于环境保护。目前 ,胜利油

田经过 30多年的开发 ,已进入开发后期 ,因各种原

因造成的停产井、报废井有 4000多口 ,因此 ,利用短

半径侧钻水平井技术对这些停产井、报废井进行老

井重钻 ,使老井复活并增加产能有着广阔的市场和

重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经过几年的科研攻关 ,胜利油田已完成短半径

侧钻水平井 18口 ,其中油田内部完成的 12口 ,平均

造斜率大于 1(°) /m ,累计增产原油 27. 7927× 104 t ,

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一、侧钻方式的选择

老井重钻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钻穿原井套管 ,

侧钻出新井眼。目前常用的侧钻方式有 2种 ,即开窗

侧钻和段铣侧钻。

1. 开窗侧钻　即利用斜向器和开窗铣锥 ,在设

计位置将套管磨穿而形成窗口 ,然后再用侧钻钻具

钻出新井眼。

优点: ①地锚、斜向器可连为一体 ,一趟钻完成

定向坐放 ,复式铣锥的应用可使开窗和修窗口一趟

钻完成 ,节省起下钻时间 ;②斜向器斜面与轴线的夹

角在 3°左右 ,易侧钻出新井眼 ;③侧钻所需井段短。

缺点:①套管对测量仪器有磁干扰 ,需用陀螺仪

定向 ;②侧钻出的一段新井眼 (约 0～ 18m ) ,受套管

的磁干扰 ,仍需用陀螺仪进行检测 ,测量费用高。

2. 段铣侧钻　即在设计位置将原井的一段套

管用段铣器铣掉 ,然后在该井段注水泥 ,再用侧钻钻

具定向钻出新井眼。

优点:①工艺易于掌握 ,可靠性好 ;②避开了套

管的磁干扰 ,可用磁性测斜仪器定向钻进 ,有利于准

确定向。

缺点: ①套管磨铣段长 (一般 20m左右 ) ,有时

由于工具等出问题需多次磨铣才能完成 ,费时费力 ;

②段铣完后 ,需打水泥塞、候凝 ,耽搁时间。

侧钻方式的选择应根据地质设计要求、原井眼

状况、地层特点及侧钻工具的侧钻能力等综合考虑。

在地层硬、侧钻困难、固井质量较好、侧钻点上下可

选范围小、原井井下复杂、套管不宜段铣或井眼井斜

较大时 ,一般选用开窗侧钻方式 ;其它情况下易选用

段铣侧钻方式。

梁 39—侧平 1井 ,由于原井套管特殊 ,套管壁

厚不一 ,短套管和套管扶正器多 ,选择侧钻方式和开

窗位置成了一大难题。对该井地质和套管情况综合

分析 ,发现最佳开窗井段都是短套管 ,且上下都有套

管扶正器 ,因而只能选择开窗侧钻。但是 ,油层上部

地层有多套砂泥岩交互层 ,为了避免在水砂层中侧

钻造斜 ,根据原井井史和电测资料 ,将开窗位置选在

2349～ 2351m处。

二、井眼轨迹的形状设计

井眼轨迹的形状设计是 1口井顺利施工的关

键。 短半径侧钻水平井的设计除应考虑普通水平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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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外 ,还必须考虑套管开窗、定向井段造斜率

高、可控井段短及井眼直径小等特点。地质设计的靶

点位置是在分析地震资料和原井电测资料的基础

上 ,按照有利于油层开采的原则确定的。而原井多数

都有一定井斜和方位 ,且原井方位与设计方位往往

不一致。 为了实现地质设计要求 ,井眼轨迹因井而

异 ,胜利油田所钻的短半径侧钻水平井 ,几乎都是三

维设计。

根据侧钻方式的不同 ,短半径侧钻水平井的井

眼轨迹可归纳为以下 2种模式。

1. 采用开窗侧钻方式　此时短半径侧钻水平

井的井眼轨迹如图 1所示。即:导眼段 第 1增斜

段 微增调整段 第 2增斜段 水平段 ;或

导眼段 第 1增斜段 第 2增斜段 水平

段。

图 1　开窗侧钻时的井眼轨迹示意图

2. 采用段铣侧钻方式　此时短半径侧钻水平

井的井眼轨迹形状如图 2所示。即:第 1增斜段

微增调整段 第 2增斜段 水平段 ;或第 1增

斜段 第 2增斜段 水平段。

图 2　段铣侧钻时的井眼轨迹示意图

短半径侧钻水平井的井眼轨迹一般为三增轨

迹 ,中间造斜段造斜率相对较低 ,作为调整段 ,以弥

补第 1和第 3高造斜率井段实钻造斜率与设计造斜

率的误差。这虽会减少井眼轨迹控制的难度 ,但会增

加起下钻次数。因此随着对造斜马达造斜能力的逐

步掌握和钻井技术的日渐成熟 ,井眼轨迹也应逐步

简化 ,尽量设计成双增轨迹或单增轨迹 ,这样可以用

2套或 1套钻具组合钻完整个增斜段 ,减少起下钻

次数 ,保证井眼轨迹的圆滑性 ,减少摩阻和扭矩。

三、增斜段造斜率的合理确定

增斜段造斜率的合理确定是短半径侧钻水平井

井眼轨迹设计与施工的关键。 增斜段的造斜率应根

据地质设计要求、所用造斜马达的造斜能力、测量仪

器及完井管柱的通过能力确定。人们对造斜马达造

斜能力掌握程度的高低 ,将直接影响井眼轨迹设计

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也影响着井眼轨迹控制的难度

和水平。为此 ,对胜利油田短半径侧钻水平井中所用

造斜马达的实际效果进行了分析 ,找出了各种弯度

造斜马达的实际造斜率范围 ,为增斜段造斜率的合

理确定提供了依据。

1. 单弯马达的实际造斜率　实钻资料表明 ,单

弯马达与铰接马达相比 ,其造斜能力较差 ,造斜率一

般小于 2(°) /m ,但比较稳定 ,易于掌握 ,调方位能力

较强。由于受 139. 7mm套管内径和窗口尺寸的限

制 ,侧钻短半径水平井所采用的井下工具和钻具组

合都必须考虑其在套管内和窗口处的通过能力 , 

139. 7mm套管内径和窗口尺寸能够顺利通过的单

弯马达的最大弯度可达 3°。单弯马达的造斜率主要

是由马达本身的弯度和结构所决定的 ,但钻具组合

的变化、钻井参数的变化、井眼尺寸 (钻头直径 )的大

小、所钻地层的变化及机械钻速的快慢等都会影响

其造斜率。表 1列出了梁 11— 23侧平 1、桩 2— 2侧

平 1和河 39—侧平 1井的实钻造斜率情况。

由表 1分析发现 ,增斜钻进时 ,只有井斜角增到

足够大 (约为 25°左右 )时 ,单弯马达才能发挥出其

较高造斜能力 ,且造斜率趋于稳定 ,不再随井斜角的

增大而增大。在井斜角小于 25°的井段 ,由于单弯马

达和井下钻具受原井眼形状的约束 ,不能发挥出应

有的造斜能力 ,造斜率较低。

在一定范围内 ,钻头直径越小、长度越短、侧向

切削能力越强 ,越易发挥单弯马达的造斜能力。现场

应用情况表明 ,定向 PDC和三牙轮钻头具有较强的

侧向切削能力 ,而单牙轮钻头由于保径齿与切削齿

之间有一段距离 ,不利于侧向切削 ,表 2给出了各种

弯度单弯马达的实钻造斜率范围和经验推荐造斜率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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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梁 11— 23侧平 1、桩 2— 2侧平 1和河 39—侧平 1井单弯马达的实钻造斜率

井　　号
钻头直径

/mm

钻头类型 马达弯度

/(°)

井斜

/(°)

钻压

/kN

钻速

/m· h- 1

实钻造斜率

/(°)· m- 1

河 39—侧平 1 118 PDC 1. 75 10～ 20 1. 03 0. 36

河 39—侧平 1 118 PDC 2 20～ 50 0. 62 0. 49

桩 2— 2侧平 1 118 PDC 2. 5 0～ 25 10～ 20 1. 57 1. 02

河 39—侧平 1 117. 475 单牙轮 2. 5 30～ 50 0. 67 0. 87

梁 11— 23侧平 1 118 PDC 2. 75 20～ 40 0. 55～ 1. 13 0. 97～ 1. 02

河 39—侧平 1 117. 475 单牙轮 2. 75 20～ 40 0. 84 1. 05

桩 2— 2侧平 1 118 PDC 2. 5 10～ 30 1. 81 1. 11

河 39—侧平 1 117. 475 单牙轮 2. 5 20～ 50 0. 63～ 0. 80 0. 73～ 0. 80

梁 11— 23侧平 1 120. 65 三牙轮 2. 5 30～ 50 1. 52 1. 03

桩 2— 2侧平 1 118 PDC 2. 75 25～ 90 15～ 30 1. 96 1. 33

河 39—侧平 1 117. 475 单牙轮 2. 75 30～ 60 1. 23～ 1. 35 0. 96～ 0. 99

梁 11— 23侧平 1 120. 65 三牙轮 2. 75 20～ 40 1. 33 1. 18

河 39—侧平 1 119 PDC 3 30～ 50 1. 21 1. 30

河 39—侧平 1 117. 475 单牙轮 3 30～ 40 0. 76 1. 28

表 2　使用 118mmPDC 钻头时 95mm单弯马达的造斜率范围

单弯马达弯度 /(°) 1. 75 2 2. 5 2. 75 3

实钻平均造斜率

/(°)· m- 1

经验推荐造斜率

/(°)· m- 1

0°～ 25°井段 0. 36 0. 49 0. 87～ 1. 02 0. 97～ 1. 05 /

25°～ 90°井段 / / 0. 73～ 1. 11 0. 96～ 1. 33 1. 28～ 1. 30

0°～ 25°井段 0. 35～ 0. 45 0. 50～ 0. 65 0. 80～ 0. 95 0. 90～ 1. 05 1. 10～ 1. 25

25°～ 90°井段 0. 40～ 0. 50 0. 60～ 0. 75 0. 90～ 1. 05 1. 00～ 1. 25 1. 20～ 1. 35

　　 2. 铰接马达的实际造斜率　铰接马达与单弯马

达相比 ,其造斜率较高 ,可达 5(°) /m,但受地层等因

素的影响较大 ,造斜率不稳定。 各种弯度铰接马达的

实钻造斜率范围和厂家推荐造斜率范围见表 3。
表 3　使用 118mmPDC 钻头时 95mm铰接马达的造斜率范围

铰接马达弯度 /(°) 0. 375 2. 75 1 1. 5 2

实钻平均造斜率 /(°)· m- 1 0. 63～ 1. 71 1. 68～ 2. 39 / 2. 24～ 2. 29 2. 75～ 4. 04

厂家推荐造斜率 /(°)· m- 1 1. 88～ 2. 09 2. 35～ 2. 51 2. 51～ 2. 69 2. 89～ 3. 13 4. 18～ 4. 7

　　综上所述 ,增斜段造斜率的合理确定 ,必须考虑

所用造斜马达类型与弯度、钻具结构、钻头直径与型

号、地层情况和钻进参数等影响因素 ,参照造斜马达

的实钻造斜能力和推荐造斜率进行。

四、井眼轨迹控制与测量

1. 井眼轨迹控制　

( 1)开窗侧钻情况下 ,如何准确定向钻进是短半

径水平井首先遇到的技术问题。 这是因为开窗后定

向钻进时 ,随钻测量仪器仍在套管内或距套管很近 ,

受套管的磁干扰而使测量方位不准。

为了避开套管对测量仪器的磁干扰 ,保证造斜

段方位与设计方位一致 ,在地面进行了平行管柱对

磁性测量仪器测量方位的影响距离试验。 试验结果

表明 ,平行管柱与磁性测量仪器的距离在 0～ 0. 50m

范围内时 ,对其测量方位的影响较大 ,而当该距离大

于 0. 6m时 ,对其测量方位的影响则很小 ,不会影响

定向的准确性。 根据开窗侧钻时斜向器与套管形成

约 3°的夹角 ,造斜钻进时测量仪器距钻头的距离约

6m ,因此 ,将导眼井段的长度选为 18m ,这时测量仪

器与套管的距离为 0. 63m ,从而避开了套管的磁干

扰 ,保证了准确定向。

( 2)段铣侧钻情况下的定向钻进。为了使随钻测

量仪器避开套管的磁干扰 ,开窗长度一般不少于

20m。铣完套管打水泥塞后 ,可直接选择造斜率符合

要求的造斜马达定向侧钻钻进。

( 3)增斜段的井眼轨迹控制。由于每口井所钻遇

29张云连等:胜利油田短半径侧钻水平井钻井中的几个问题



的地层情况不同 ,同一种造斜马达在不同井的相同

井段所表现出的造斜能力也大不相同 ,增加了井眼

轨迹控制困难。但在同一口井的相同地层条件下 ,造

斜马达所表现出的造斜能力是有规律的。 正是因为

这一点 ,工程技术人员才能通过改变钻井参数、钻进

方式或钻具组合对井眼轨迹进行有效控制。根据实

际需要 ,选用不同弯度的单弯马达或铰接马达。

( 4)水平井段的井眼轨迹控制。水平段一般采用

小弯度单弯马达或直马达复合钻进方式钻进。 转盘

转动的主要目的是给钻头加压和利于携屑。用单弯

马达钻进水平段时 ,采用滑动钻进方式可以调节井

斜与方位 ,调节余地大。用直马达钻进水平段时 ,采

用滑动钻进方式和改变钻压的方法可以调节井斜 ,

即转盘不转 ,加大钻压可增井斜 ,减小钻压或每钻进

一段后提起划眼可降斜 ,但不能调方位。因此 ,用直

马达钻进水平段之前 ,必须调整好方位。

2. 井眼轨迹测量

( 1)原井井眼轨迹的测量。由于短半径侧钻水平

井井眼曲率大、可控井段短及井眼尺寸小等特点 ,因

而对井眼轨迹测量的准确性要求很高。而短半径侧

钻水平井利用了一段原井井眼 ,原井套管对磁性测

量仪器的磁通门产生磁干扰 ,影响测量方位的精度 ,

因此 ,需用陀螺仪进行原井井眼轨迹测量 ,获取精确

的井眼轨迹数据 ,为井眼轨迹设计和井眼轨迹控制

提供依据。胜利油田使用的陀螺仪有速率陀螺仪和

BOSS陀螺仪。

( 2)柔性 SST测量。增斜段和水平段的井眼轨

迹测量一般采用 SS T或 MWD进行。柔性 SST有 2

种测量方式: 一种是常规测量方式 ,即下钻到井底

后 ,用电缆将 35mm柔性 SST仪器送达井底并坐

键。在井斜大于 60°或井眼曲率大于 1. 2(°) /m的井

段及水平井段 ,采用这种测量方式 ,仪器难以坐键 ,

这种情况下 ,可借助钻井泵冲力实现坐键 ,但每次接

单根或立柱后都要重新坐键。另一种是湿接头测量

方式 ,即下钻到一定井深后 ,下入小直径 SST并使

之坐键 ,接好湿接头 ,下钻到底后 ,再下电缆与湿接

头对接 ,从而实现随钻测量。这种测量方式保证了仪

器坐键的可靠性 ,避免了每次接单根或立柱后都要

重新坐键的麻烦和风险 ,使钻井作业更具灵活性。该

测量方式在河 39—侧平 1井进行应用 ,取得了理想

的效果。

( 3)短半径侧钻水平井 MWD测量。 为降低短

半径侧钻水平井井眼轨迹随钻测量的难度 ,胜利油

田引进了负脉冲式 MWD,其特点是直径可以调节、

结构紧凑、适用的井眼曲率范围广、能够通过的最小

曲率半径为 18m、互换性强 ,适用于 118～  660. 4

mm井眼的长、中、短半径水平井井眼轨迹测量。 这

种测量方式适用的井眼曲率范围广 ,不存在象 SST

的坐键问题、接单根不用起下仪器、工作可靠、钻具

活动余地大、有利于井下安全。

( 4) MWD+ Gamma测量技术。进行 Gamma测

量的目的是在进行井眼轨迹控制的同时 ,利用

Gamma测量短节进行地层岩性测量 ,通过对

Gamma测量曲线进行分析对比 ,及时判断所钻地层

岩性 ,实现实时地质导向钻井。 该技术在辛 50— 14

侧平 1井、梁 11— 23侧平 1井和河 39—侧平 1井得

以应用 ,为准确发现油气层并保证水平段在油层中

钻进提供了可靠依据。

五、结论

1. 井眼轨迹应根据地质设计的靶点位置、原井

眼轨迹情况及侧钻方式等因素合理确定。胜利油田

已完成的短半径侧钻水平井一般采用三增或双增轨

迹。

2. 增斜段的造斜率确定的合理与否 ,是短半径

侧钻水平井设计与施工的关键问题。应根据造斜马

达的实钻造斜能力、推荐造斜率及地质设计需要等

进行选择。胜利油田已完成的短半径侧钻水平井的

平均造斜率为 1. 01～ 1. 39(°) /m。

3. 形成了增斜段采用单弯马达或铰接马达、水

平段采用小弯度单弯马达或直马达钻进的短半径侧

钻水平井井眼轨迹控制模式及 SST和 MWD等 2

种井眼轨迹测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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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u Jiyue , Wen Xiang jie, Chen Gong sheng , Song Yanxia, Yu Zhinong , Ma Hongw ei

Abstract　 Reasonable casing prog ram is o f key impo rtance to the successful drilling of a w ildca 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asing pr og ram o f multila teral wildcat in Yanqi Basin, tog ether with the analy sis to the fo rmation cha racteristics and real

drilling in well Bao- 2 and Ma- 3, a reasonable ca sing pro g ram is pr oposed. This study is beneficia l fo r th e ca sing pro g ram

design of m ultilate ral wells in this a rea.

Subject heading　 Yanqi Basin　 dir ectional w ell　 casing pro g ram　 drilling pr oblem

KEY TECHNOLOGIES IN THE LARGE EXTENDED REACH DRILLING
by Shenw ei, T an Shuren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evera l key techno logies in ex tended reach drilling , e. g. , f riction reduction, ho le

cleaning and w ell stabiliza 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to th e mechanisms o f high friction, ho le instability and poo r cleanout , it

concludes that friction r eduction is no t depended on the drilling fluid prope rty , optimiza tion of tra jecto ry design, BHA design,

use o f new to ols only , but on ho le stabiliza tion condition and cleaning efficiency also. Further mo re , ho le cleaning is closely

connected wi th dril ling f luid property and oth er d ri lling parameters , and hole s tabili z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 e s t rong inhibi ti on of dri lling

fluid, reliable drilling fluid d ensi ty safety window , and w ell t rajectory. It concluded th at a com preh ensiv e consideration of f riction reduction,

hole cleanou t and h ole s tabi li zation is crit ical for the succes sful drilling of an extend ed reach w ell.

Subject heading　directiona l w ell　 drilling　 friction lo ss　ho le stabiliza tion

SOME ISSUES IN SIDETRACKING THE SHORT RADIUS HORIZONTAL WELL IN
SHENGLI OILFIELD

by Zhang Yunlian, Wang Zhenghu, Han Laiju, Yuan Yong song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 oduces the sidetr acking of sho r t radius ho ri zontal wells in the 139. 7mm casing in Sheng li

Oilfield. Som e issues on it a re discussed, which mainly invo lv es the selection o f sidetracking me thod, th e pro file design of

w ell tra jector y , the determina tion of a reasonable ang le building r ate, and tr ajecto ry contro l and measurement , etc. Some

methods and recommenda tions on how to deal w ith tho se issues ar e also propo sed.

Subject heading　 Sheng li Oilfield　 casing window 　 side tracking　 ho rizontal w ell　 w hipstocking　 trajec tor y　
measurement

THE APPLICATION OFφ118MM ZUBLIN BIT IN ZHONGYUAN OILFIELD
by Wu Xiuguo , He Qixian, Fan Zhiy ong , Wu Fengxia , Sun Ganghong , Zhou Jianshan

Abstract　 Zublin bit pene trates by cutting the r ock, which is a pow er ful and highly efficient wo rk model, and suitable

fo r drilling deep w ells. The ro tation speed of the ro ller is slower than the bit ro tation, w hich is of essential fo r th e efficient

oper ation o f the dow nho le mo tor , and comparing to the PDC bit, Zublin bit can be widely used in va rious fo rma tion

conditions. The small size Zublin bit is successfully used in Zhongyuan Oilfield; it achiev es an aver age RO P o f 1. 77m /h and a

21. 8% hole enlar gement , which is g ood for cem enting in the slim hole.

Subject heading　 Zhongyuan Oilfield　 ro ller bit　 r ock breaking　 m echanism　 drilling ra te　 hole enlarg ement　 bit wea r

THE ACCURACYOF BILATERAL STRESS ELLIPTIC THEORY
by Li Zifeng

Abstract　 The Bilate ral St ress Elliptic ( ellipse o f plasticity ) Theo ry is w idely used in ca sing streng th designing , as an

approx ima te a lternativ e to the four th streng th theo ry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easibility and to lerance o f Bila teral Str ess

Elliptic Theor y, and it concludes that it can meet the eng ineering requirements of casing designing.

Subject heading　 casing string design　 plasticity　 ellipse equa tion　m echanicsm　 theo ry　 accuracy

STUDY OF ECONOMIC LIMIT ABOUTWATER- CUT AND INITIAL PRODUCTION

OIL
by Yu Lex iang , Wang Xing

Abstract　 In order to suit fo r the demand o f market- directed econom y in oil field dev elopm ent , i t is neces sary to s tud y the

tech nological policy limit of the pres en t reaso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view of econ omic p rof it and combination w ith th e p ractical data of

Shengli Oil Field, utili zing th e balance principal of gain- lost , this paper dev elops formulas of the economic limit about production oi l and w ater

cu t. It al so discuss es th e in fluence factors on the v arying of w ell depth, investment , manage cos t, oil p rice, economic limi t, w hich include

taxation and the going u p ratio of cos t. This meth od is used to tes t and v erify th e value of th e economic limi t about ini ti al prod uct ion oi l and

water cu t in Sh engli Oi l Field, w hich is classi fi ed to high permeable and low permeable area. The s tud y result may p rovid e a reliable and

scien tifi c basis for d evelopmen t policy decision and production.

Subject heading　high w ater cut stag e　 econom y　 eva luation　 po licy　 inv estment　decision.

A STUDY ON WATER PRODUCING RULE OF BURIED HILL RESERVOIR WITH
BOTTOM WATER

by Du Dianfa , Chen Yueming , Wang Lushan, Zhang Daisen

Abstract　 A w ell g roup num erical simula tion to na turally fractur ed buried hill reserv oir w as ca rried out for studying the

influence o f w ell pa ttern and space on wa ter producing during development pro cess. Thr ough the sensitivity ana ly s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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