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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头选型方法综述
＊

张　辉　高德利
(中国石油大学石油天然气工程学院 ,北京　 102249)

摘要　钻头的合理选型对提高钻进速度 、降低钻井综合成本起着重要作用。 对近年来国内外钻头选型的主要

方法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与评述。目前 ,钻头选型方法大致可概括为 3种:一是钻头使用效果评价法;二是岩石

力学参数法;三是综合法。钻头使用效果评价法把反映钻头使用效果的一个或多个指标作为钻头选型的依据;岩

石力学参数法根据待钻地层的某一个或几个岩石力学参数 ,结合钻头厂家的使用说明进行钻头选型;综合法把钻

头使用效果和地层岩石力学性质结合起来进行选型。详细介绍了各种选型方法的基本原理 , 并分析其不足之处。

最后指出 PDC钻头合理选型方法研究是今后钻头选型领域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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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钻井过程中 ,钻头是破碎岩石的主要工具 ,井

眼是由钻头破碎岩石而形成的 。一个井眼形成得好

坏 ,所用时间的长短 ,除与所钻地层岩石的特性和钻

头本身的性能有关外 ,更与钻头和地层之间的相互

匹配程度有关。如何优选出既与所钻地层相适应又

比较经济的钻头 ,以实现安全 、高效 、优质钻井 ,一直

是人们长期致力研究的课题
[ 1]
。目前 ,钻头选型方

法大致可以分为 3类:第 1类是钻头使用效果评价

法 ,该方法从某地区已钻的钻头资料入手 ,分地层对

钻头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 ,把反映钻头使用效果的

一个或多个指标作为钻头选型的依据;第 2类是岩

石力学参数法 ,该方法根据待钻地层的某一个或几

个岩石力学参数 ,结合钻头厂家的使用说明进行钻

头选型;第 3类是综合法 ,该方法把钻头使用效果和

地层岩石力学性质结合起来进行选型 。在对大量文

献资料调研分析的基础上 ,通过介绍各种选型方法

的基本原理 ,分析各种方法存在的不足 ,指出钻头选

型方法研究应立足于 PDC钻头 。

1　钻头使用效果评价法

1.1　每米钻井成本法

以钻头的每米钻井成本作为钻头选型的依

据
[ 2]
,其计算模型为

C=
Cb+Cr(T+TT)

F
(1)

式中 , C为每米钻井成本 ,元 /m;Cb为钻头费用 ,元 /

只;Cr为钻机运转作业费 ,元 /h;T为钻头纯钻时间 ,

h;TT为起下钻 、循环钻井液及接单根时间(钻井辅

助时间), h;F为钻头总进尺 , m。

由于影响钻井成本因素并不都与钻头选择有

关 ,因而成本分析法不能直接反映钻头方案的好坏。

1.2　比能法

比能这一概念最早是由 Farrelly等人于 1985年

提出来的 。比能的定义为:钻头从井底地层上钻掉

单位体积岩石所需要做的功 。其计算公式为

Se=
4W
πD

2 +
kNTb
D

2
R

(2)

式中 , Se为比能;Tb为钻头扭矩 , kN· m;N为转速 ,

r/min;R为机械钻速 , m/h;W为钻压 , kN;k为常数;

D为钻头直径 , mm。

该方法将钻头比能作为衡量钻进效果好坏的主

要因素。钻头比能越低 ,表明钻头的破岩效率越高 ,

钻头使用效果越优
[ 3 ～ 6]

。该方法在原理上很简单 ,

但在现场应用时 ,钻头扭矩不易计算和直接测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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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经济效益指数法

根据钻头进尺 、机械钻速 、钻头成本 3个因素的

综合指标来评价钻头的使用效果 ,其评价结果与每

米钻井成本法总体上是一致的 。钻头经济效益指数

计算模型为
[ 7]

Eb=α
FR
Cb

(3)

式中 , Eb为钻头经济效益指数 , m· m/(元 · h);α

为系数 。Eb越大 ,钻头使用效果越优 。

1.4　灰类白化权函数聚类法

王越之(1991年)将钻头进尺 、纯钻时间 、机械

钻速和钻头成本作为钻头使用效果的评价指标 ,应

用灰类白化权函数法 ,根据聚类值的大小对钻头的

优劣进行评价
[ 8]
。

1.5　综合指数法(主分量分析法)

于润桥(1993年)选择机械钻速 、牙齿磨损量 、

轴承磨损量 、钻头进尺 、钻头工作时间 、钻压 、转速 、

泵压 、泵排量及井深 10项指标 ,应用主成分分析法 ,

综合钻头的使用效果和使用条件 ,提出了评选钻头

的 “综合指数法”
[ 9]
。应用华北油田 132口井实钻

资料 ,给出了综合指数的表达式为

E=a1R+a2(1-Hf)+a3(1-Bf)+a4F+a5T+
a6
W
+
a7
N
+
a8
Pm
+
a9
Q
+a10H (4)

式中 , Hf为牙齿磨损量;Bf为轴承磨损量;T为钻头

工作时间 , h;Q为泵排量 , L/s;Pm为立管压力 ,

MPa;H为钻头入井井深 , m;a1 , a2 , … , a10为系数(由

数理统计计算得到)。

综合指数越大 ,钻头使用效果越好 。该方法的

优点是综合考虑了钻头的使用效果和使用条件 ,把

手段与结果统一起来 ,解决了钻头指标缺乏可比性

的问题 。其不足之处为 ,没有考虑地质条件对钻速

的影响 ,在不同地区使用该方法时 ,必须重新确定表

达式中的各项系数。

1.6　模糊综合评判法

樊顺利 、郭学增(1994年)利用模糊数学原理 ,

避开了每米钻井成本法必须确定而又难以求准的起

下钻时间和钻机作业费的计算 ,给出了钻头的多因

素模糊综合评判法
[ 10]
。该方法以所研究的所有牙

轮钻头作为评判对象集 ,选择机械钻速 、纯钻时间及

深度 、钻头成本以及钻头新度组成因素集 ,在此基础

上根据隶属函数对每个对象作单因素评判 ,形成单

因素评判矩阵 ,然后再结合各因素权重对各评判对

象进行优劣排序 。

1.7　灰关联分析法

王俊良 、刘明等(1994年)将钻头进尺 、纯钻时

间 、机械钻速和钻头成本作为钻头使用效果的评价

指标 ,应用灰关联分析法 ,根据关联度的大小对钻头

进行优劣排序
[ 11]
。

1.8　神经网络法

BilgesuHI等(2000年)提出了用 3层反馈神

经网络进行钻头优选
[ 12]
。该方法使用几个不同的

神经网络模型决定地层 、钻头性能和作业参数之间

的复杂关系 。该方法输入参数为:钻头尺寸 、钻头总

过流面积 、起钻井深 、进尺 、机械钻速 、最大和最小钻

压 、最大和最小转盘转速以及钻井液返速;输出参数

为钻头型号。

1.9　属性层次分析法

毕雪亮 、阎铁等(2001年)将属性识别理论和层

次分析方法相结合 ,在属性测度的基础上 ,通过分析

判断准则和属性判断矩阵 ,建立了钻头优选属性层

次模型
[ 13]
。该方法考虑钻头进尺 、钻头寿命 、平均

机械钻速和单位进尺钻头成本(钻头单价 /钻头进

尺)等 4个指标 ,根据钻头记录 ,按层位为新井选择

钻头型号 。

2　岩石力学参数法

2.1　模糊聚类法

周德胜 、姜宁文(1994年)提出了在对地层进行

模糊聚类的基础上 ,进行钻头选型的方法
[ 14]
。该方

法以地层岩石力学性质中影响钻头钻速及磨损的主

要指标(岩石可钻性 、研磨性 、硬度 、塑性系数和抗

压强度)为研究对象 ,按各地层间对应岩性的相似

程度进行模糊动态聚类 ,建立好动态聚类图后 ,根据

所钻地层与已知地层的亲疏关系 ,结合钻头厂家的

使用说明进行选型 。这种方法综合考虑了对钻头影

响较大的几种地层岩性下的地层分类问题 ,比较符

合实际情况。如果事先知道新区地层的岩石力学参

数 ,用这种方法可以对新区待钻地层进行分类 ,进而

进行钻头选型 。但是 ,这种方法急需解决的问题是

把地层分为几类比较合理。

2.2　灰类白化权函数聚类法

陈德光 、唐念登(1995, 2000年)等利用灰类白

化权函数聚类法 ,将岩石按硬度 、可钻性 、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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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参数进行聚类 , 为钻头选型提供可靠的依

据
[ 15 ～ 16]

。

2.3　岩石内摩擦角法

SpaarJR、 LedgerwoodLW(1995年)研究表

明 ,岩石研磨性和内摩擦角有很好的相关性 ,根据岩

石内摩擦角可确定地层研磨性 。岩石内摩擦角低于

40°,则认为地层研磨性不太强 ,可以选用一般的

PDC钻头钻进。如果岩石内摩擦角高于 40°,则认

为地层研磨性比较强 ,宜选用耐磨性好的特殊加工

的 PDC钻头或天然金刚石钻头
[ 17]
。

2.4　灰色关联聚类法

杨进 、高德利(1999年)利用灰色关联聚类分析

方法 ,将岩石硬度 、可钻性 、塑性系数 、抗压强度以及

抗剪强度所归属的岩石类别聚类为一个综合岩石特

性参数 ,来综合定量描述岩石力学特性的差异 ,为钻

头选型提供科学依据
[ 18]
。

3　综合法

3.1　岩石声波时差法

MasonKL、张传进等(1987、1997年)提出了用

横波时差进行钻头选型的方法。该方法的原理为 ,

统计某区块所有已钻井的牙轮钻头资料 ,按层段挑

选出使用效果最好的牙轮钻头 ,借助声波时差曲线

得到最优钻头所对应的的横波时差的界限 ,进一步

得出整个地区以横波时差优选牙轮钻头的选型模

板 ,用以指导新井的钻头选型
[ 19 ～ 22]

。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 ,只要知道对应井段的横波

时差就可很快优选出适合该井段的牙轮钻头。缺点

是 ,横波时差计算方法比较烦琐 ,对于混合岩性的井

段横波时差不易求准 。此外 ,只能在对待钻井岩性

了解很详细的情况下进行优选 ,如果待钻井的岩性

和预期的相差较大 ,优选工作就会出现很大误差。

3.2　剪切强度法

FalcaoJL、幸雪松等(1993-2004年)提出了一

种利用剪切强度和单位进尺钻井成本的关系来进行

PDC钻头选型的方法
[ 23 ～ 27]

。该方法以一个建成的

PDC钻头使用资料库为基础 ,该数据库包括钻头型

号 、所钻井段地层的平均剪切强度 、单位进尺钻井成

本等指标。在选型时 ,通过所钻区块邻井的测井资

料计算出不同井深各间隔点的地层剪切强度 ,从需

要进行钻头选型的井段开始 ,确定计划钻井段地层

剪切强度的平均值。以此平均值为基点 ,在合理的

偏差范围内 ,从数据库中选择 PDC钻头 ,单位进尺

钻井成本最低的 PDC钻头为优选结果 。

3.3　有围压岩石抗压强度法
FabianRobertT和 RonaldBrich(1995年)提出

了根据井底有围压抗压强度进行 PDC钻头选型的

方法
[ 28 ～ 29]

。该方法将使用效果最佳的 PDC钻头的

有围压抗压强度范围作为选型的依据。这种钻头选

型方法由于考虑了围压对岩石强度的影响 ,因而更

能真实地反映钻头钻进时井底岩石的状况。但是 ,

横波时差不易求准限制了该方法的应用 。

3.4　人工神经网络法
冯定(1998年)将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用于钻头

选型 。该方法首先利用误差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方

法 ,根据地层岩性和钻井方式等因素进行定性优选 ,

然后在定性优选结果的基础上 ,利用钻头的使用资

料计算综合指数 ,进行定量选型
[ 30]
。阎铁等(2002

年)提出利用自适应共振神经网络进行钻头优

选
[ 31]
。该神经网络共选用 12个神经元 ,包括地区 、

井深 、可钻性系数 、研磨性系数 、机械钻速 、钻头进

尺 、钻压 、转速 、井底水功率 、井底压差 、钻头牙齿磨

损和钻头轴承磨损;输出层为钻头型号 。神经网络

方法在实际应用中较复杂 ,有些输入参数不易求取 ,

其选型结果对样本数据的选取具有很强的依赖性 。

3.5　地层综合系数法

Wilmot、潘起峰等(1999-2003年)提出了一种

既考虑钻头的经济效益又考虑钻头所钻遇地层的多

种岩石力学特性来进行钻头选型的方法 ———地层综

合系数法
[ 32 ～ 33]

。该方法的基本原理:首先根据经济

效益指数法建立标准井 ,然后将研究井的地层可钻

性与标准井进行比较 ,若地层可钻性综合系数 Fr>

1,说明研究井相应层位比标准井难钻 ,应选择比标

准井高一级别的钻头;若 Fr<1,说明研究井相应层

位比标准井易钻 ,应选择低一级别的钻头;若 Fr=

1,说明标准井和研究井相应层位有相同的可钻性 ,

应选择同一级别的钻头 。地层可钻性综合系数的计

算模型为

Fr=

∑
K

i=1

RmaxRW
RmaxST

+
RminRW
RminST

+
RavRW
RavST

+
ΔRmaxRW
ΔRmaxST

+
HRW
HST
+
NRW
NST i

∑
K

i=1
n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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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Fr为地层可钻性综合系数;Rmax、Rmin、Rav分别

为地层岩石力学特性参数的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

值;ΔRmax为地层岩石力学特性参数差值的最大值;H

为地层厚度 , m;N为地层岩石力学特性参数峰值的

个数;K为参与评价的岩石力学特性参数个数;n为

Rmax、Rmin、Rav、ΔWmax、HRW、NRW中不为零的参数个

数;式中下标 RW代表研究井相应的岩石力学参数 ,

下标 ST代表标准井相应的岩石力学参数。

该方法是在假设统计井的各地质层位的岩石力

学特性参数相同的基础上建立的标准井 ,其选型结

果具有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特点。

4　存在的问题

第 1类方法是用已钻井的实际使用效果来作为

钻头的选型依据。其缺陷为:(1)以邻井钻头使用

资料为基础 ,当邻井钻头本身选用不当 ,或该设计井

与邻井地质条件相差较大时 ,该方法不能给出理想

的选型结果;(2)对新探区 ,钻头使用资料比较少

时 ,该选型方法存在较大盲目性;(3)评价指标的选

取具有主观性。

第 2类方法是从岩石的力学性质入手 ,根据厂

家的钻头使用说明寻求与岩石的力学性质相匹配的

钻头。其缺陷是:(1)当与某地层相适应的钻头有

若干类时 ,选择哪种型号钻头就无所适从;(2)当地

层岩石的力学性质未知时 ,钻头选型无法进行 。如

何把地层进行合理细致地分类是问题的关键。

第 3类方法将钻头使用效果和地层的岩石力学

性质结合起来进行选型。钻头在井下受多种力学因

素的影响 ,单凭一个或几个力学参数很难选出真正

适合本地区的钻头。地层综合系数法虽然综合考虑

了多种岩石力学特性参数 ,但只是针对某一区块进

行的 ,受区域限制 。

5　结束语

近年来 , PDC钻头广泛应用于石油钻井 ,其用

量和其在钻井中的总进尺比例逐年上升 ,在某些钻

井作业中正逐步取代牙轮钻头 。随着 PDC复合材

料的进一步改进和其他相关理论的继续完善 , PDC

钻头将逐步成为破岩工具中的核心产品 。另外 ,

PDC钻头设计灵活 ,型号繁多 。随着 PDC钻头设计

制造技术的发展 , PDC钻头更新换代的速度逐步加

快 ,许多新品种 、新型号不断涌现 ,其使用范围不断

扩大。因此 ,笔者认为针对 PDC钻头破岩机理 ,以

测井 、录井资料为基础 ,综合考虑地层可钻性 、研磨

性以及钻头实际使用效果而进行 PDC钻头合理选

型方法研究是今后钻头选型领域研究的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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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VIEW ONDRILLBITSELECTIONMETHODS
ZhangHui, GaoDeli(PetroleumandGasEngineeringFac-

ulty, ChinaPetroleumofUniversity, Beijing102249)
Abstract　Rationalselectionofthebittypeisofmajor

importanceinachievinghighpenetrationratesandreducing
drillingcomprehensivecost.Theprimarymethodsforbitselec-
tioninrecentyearsathomeandabroadaresummarizedande-
valuated.Atpresent, bitselectionmethodscanbeclassified
intothreetypes.Thefirstiscalledbitusageeffectmethodby
whichthebitselectionwasdecidedbyparameters, whichcould
reflecttheperformanceofthebit.Thesecondisnamedrock
mechanicsparametermethodbywhichthebitselectionwasde-
cidedbothbyoneorseveralrockmechanicsparametersofthe
formations, whichwouldbecounteredinthedrillingprocess,
andbymanufacturers'productguides.Thelastiscomprehen-
sivemethod.Combinedbitusageeffectwithrockmechanics
parameters, thebittypeisselectedbyuseofthismethod.The
primaryprincipleofeachmethodwasdescribed.Atthesame
time, theshortcomingsofeachmethodwereanalyzed.Finally,
keyproblemsandthedevelopmenttrendinthisfieldarepoint-
edout.

Keywords　bitselection　rockmechanics　parameter　
method　index

ULTRADEEPHORIZONTALWELLDRILLINGTECH-
NOLOGYOFTK117HWITHNARROWTARGETWIN-
DOW

FanZhiguo, BaiHuiping, ZhangJianqing(DirectionalWell
Co.ofDrillingTechnologyResearchInstitute, XinjiangPetrole-
umAdministrativeBureau, Kramay834000, Xinjiang)

Abstract　Inordertoincreasetherateofdrillingandthe
precisionofpathcontrol, engineeringtechnologypersonnelcom-
binedwithrotarydrillingandslidedrillingduringdrilling, and
accordingtostratumtousrockcharacteristicandtargetwindow
requirement, TK117Hhorizontalwellwassuccessfullydrilled,
andhasgoodapplicationresult.Thiswellmeasuresdifficulties
includingsmalltargetwindow, deepburieddepth, badstrati-
graphicstability, andeasyadheretopipesticking.Casingpro-
gram, wellboreprogramdesign, wellpathcontrol, surveytech-
nology, bitusinganddrillingfluidcapabilitywereintroduced,
canprovideexperiencetosimilarwell.

Keywords　narrowtargetwindow　horizontalwell　
technology

WELLPATHCONTROLTECHNIQUEOFLIANG9 -
PING1 HORIZONALWELL

LiuHui(DrillingTechnologyResearchInstituteofShengli
PetroleumAdministrativeBureau, Dongying257017, Shandong)

Abstract　Liang9 -ping1 wellislocatedinwestofLi-

angjialouOilfieldmiddlearea, it'seastnearChun56 block, pro-
ductionformationisS3.Thiswellconfigurationofistwotarget
pointhorizontalwell.ResidualoilinLiang9 blockexploitation
isthemainpurposeofdrilling.thewelldesigndepthis3076.43
m, horizontalintervalis337.37m, measuredlayerisS3.Dueto
holetrajectorydesignaccurate, wellpathcontrolmethodsuit-
ableandusingMWD+resistivitylogginginstrument, Thiswell
wassuccessfullydrilledfrombuilduppointtoAtarget, thenet
drillingtimeisonly26 d, andhasbettereconomicbenefitand
socialbenefit.

Keywords　Liang9-ping1well　casingprogram　path
control　measure

CASING WINDOW SIDETRACKING TECHNOLOGY
INTARIM KS101 ULTRADEEPWELL

ShengYong, HeJun, LiNing, NingAimin, LiXiaoqing
(TheExploitDepartmentofTarim OilfieldCo., Kuerle
841000, Xinjiang)
Abstract　Casingwindowsidetrackingdrillingcanresume

oldwellproductivity, gainaremarkableeconomicbenefit.Itis
baseupongeneralcasingcuttingwindows, aimingatbadfeasi-
bilitystratum, throughoptimizingdesignsidetrackingtechnolo-
gy, changingtool, optimizingmeasureandchoosingbit, wesuc-
ceedincasingwindowsidetrackingofultradeepwellKS101C.
Thewellpathcontrolanddrillingfluidtechnologygoodexperi-
enceisintroduced, Itcanuseforreferencetosimilarwell.

Keywords　TarimOilfield　ultradeepwell　casingwin-
dowsidetracking

COUPLEDANALYSISOFFLOW INTHEWELLBORE
ANDRESERVOIRDURINGGASDRILLING

TangGui(PostdoctoralWorkstationofChangqingPetrole-
umExplorationBureau, Xi'an710021, Shaanxi), LeiTong,
ShuQiugui, MengYingfeng

Abstract　Forbeingabletoincreasetherateofpenetra-
tionanddecreaseformationdamage, gasdrillinghasbecomean
effectiveapproachfordevelopingthelow-pressureandlow-
permeabilityreservoir.Inordertoanalysistheflowofthefluid
whenencounteringreservoirduringgasdrilling, thecoupled
modelofwellboreflowandreservoirpercolationisestablished
basedontheunsteadyflowofcompressiblefluidandtheperco-
lationoftheformationfluid.Combinedwiththeboundarycon-
ditionsandtheinitialcondition, thenumericalsolutionofthe
modelhasbeendiscussed.Intheend, thevelocityandthe
pressuredistributionofdifferentworkingconditionshavebeen
analyzed.Theresultsshowthataftertheunsteadystage, both
workingconditionswillbecomestable.

Keywords　gasdrilling　wellboreflow　unsteadyflow
coupledanalysis　maccormack-characteristics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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