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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 PDC钻头设计与现场试验*

孙　明　光
(胜利石油管理局钻井工艺研究院,山东东营　 257017)

摘要:为充分发挥 PDC钻头在软到中硬地层钻进时钻速高 、寿命长的特点 , 同时减少大尺寸 PDC钻头钻进扭

矩大的不足 , 进行了 PDC钻头新型结构研究 ,以提高深井大尺寸井眼钻井速度。针对深井开孔尺寸较大的特点 ,对

PDC钻头几何结构和切削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 , 提出了新型切削结构理论 钻扩型切削结构 ,该结构特点可降

低 PDC钻头的破碎功 , 改变切削力的分布 ,从而达到提高钻速 、减小扭矩的目的。根据该理论设计 、制造出的 PDC

钻头 , 在上部地层的大尺寸井眼钻进中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 扩大了 PDC钻头的应用范围。现场试验结果证明 ,

新型切削结构设计降低了钻进大尺寸井眼的扭矩 ,合理地分配了破碎能量 , 提高了钻头稳定性和钻柱的抗振性 ,降

低了钻头回旋趋势 , 从而达到较高的机械钻速和较好的定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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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石油勘探开发向深部地层的发展 ,深井和

超深井越来越多 ,开孔井眼尺寸也越来越大 ,机械钻

速越来越慢 。如胜利油田的河坝 1井 ,井深设计为

6100m ,  444. 5 mm 井眼钻深 2802 m ,  311 mm

井眼钻深 5022 m ,占全井的 82%,该井自 2001年 7

月 18日开钻 ,到 2004年 11月 1日钻至井深 6126m

完钻 ,钻井周期 1243 d,钻井费用远远超出计划投

资 。随着 311mm及更大井眼井段的加深 ,机械钻

速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严重影响到全井的钻井周

期和钻井成本 ,从而影响整个油田勘探开发的速度 。

当前 ,如何提高深井大井眼井段的机械钻速已成为

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 。

引起大直径钻头使用效果较差的原因主要是钻

头处的水力能量和机械能量相对不足 。从国内钻井

实际情况来看 ,大尺寸 PDC钻头要求大扭矩 ,而大

扭矩易引起憋钻现象 ,且因钻具的承载能力的限制

不能给钻头提供大扭矩。大尺寸牙轮钻头要求大钻

压 ,常因井底钻具组合的限制和 /或钻井工艺要求不

能满足钻头的大钻压要求 。钻头上的机械能量相对

不足 ,大尺寸钻头外围齿的线速度大 ,易损坏;大尺

寸钻头处的水力能量不足 ,岩屑不能及时排除 ,引起

重复破碎 ,这些因素导致大井眼井段的机械钻速较

低 ,制约着钻井周期的缩短。因此实际施工中 ,常采

用小钻头先钻一个井眼 ,然后再下入扩眼器扩眼的

办法 ,这虽然满足了施工需要 ,但延长了建井周期 ,

增加了作业人员的劳动强度 。

在大尺寸井眼钻井中 ,牙轮钻头由于自身特点 ,

对其作进一步改进困难较大 。 PDC钻头由于工作

扭矩等超过钻具的承载能力而使其应用受到了限

制。而切削元件是 PDC齿的扩眼器在现场应用较

为普遍。因此 ,通过对 PDC钻头结构进行研究降低

其扭矩 ,可提高其在大尺寸井眼中的使用效果。

根据钻头的破岩机理和破岩方式 ,结合扩眼器

的优点 ,提出了新型结构 PDC钻头的设计思想:以

机械钻速高和使用寿命长为目标设计领眼部分的切

削结构 ,可以和常规 PDC钻头设计相同。领眼部分

钻出井眼后 ,井壁岩石释放了应力 ,降低了岩石破碎

功 ,扩眼结构部分只需要较小的扭矩就可以破碎岩

石 ,这样可以从结构特征上来降低钻头的扭矩 ,以适

应钻具的承载能力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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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型 PDC钻头的破岩机理

新型结构 PDC钻头的破岩机理与常规 PDC钻

头一样 ,都是利用岩石的抗剪切强度低于抗压强度

这一特点 ,依靠切削齿的锐利金刚石层来切削破碎

岩石。不同之处是新型结构 PDC钻头领眼部分直

径小 ,破岩体积小 ,相对容易切削破碎岩石;而扩眼

部分钻进时需切削破碎的岩石已经释放了应力 ,增

加了自由表面 ,需要的破碎能量大大减少 。与同样

直径的 PDC钻头相比 ,新型结构 PDC钻头钻进时

所需要的扭矩明显降低 ,破岩效率明显提高 ,因此可

有效提高机械钻速。由于该钻头领眼部分和扩眼部

分的上下结构特点 ,钻头稳定性较好 ,可控性能较

高 ,因此提高了钻柱抗振能力 ,降低了钻头回旋趋

势 ,减少了切削齿的碎裂 ,提高了钻头的使用寿命。

2　新型 PDC钻头的结构设计

新型 PDC钻头由领眼部分和扩眼部分组成 ,为

突出其优点 ,应分别对领眼部分和扩眼部分进行相

关设计 。

2. 1　冠部轮廓结构设计

PDC钻头冠部轮廓设计是根据地层特点 ,按照

钻头设计原则(等切削原则 、等磨损原则 、等功率原

则 )进行的。钻头设计原则不同 ,钻头理论冠部曲

线方程也不同。

按等切削原则设计

h =∫ r
rs

2

- 1 dr +c　　(r≥ rs) (1)

按等磨损原则设计

h =∫ r

rs

2 /n

- 1 dr +c　　(r≥ rs) (2)

按等功率原则设计

h =∫ r
rs

2 /n
c

- 1 dr +c　　(r≥ rs) (3)

式中 , h为冠部轮廓曲线某点处在钻头 r处的轴向

距离 , mm;r为冠部轮廓曲线某点处半径 , mm;rs为

钻头冠顶半径 , mm;n、nc 为实验测定指数 ,与切削

齿和岩石性质有关;c为积分常数 。

在上述方程中 ,均包含参数 rs ,钻头所适应的地

层越硬 , rs越大 ,冠部外锥越短;反之 , rs越小 ,冠部

外锥越长。

胜利油田各探区上部地层较软 ,馆陶组地层含

有一定量的砾石 ,而东营组 —沙河街地层属于软到

中硬地层 。根据井身结构设计 ,大尺寸井眼一般位

于中上部软到中硬地层 ,可适合 PDC钻头钻进。因

此 ,根据所在地层的岩性特征进行领眼部分及扩眼

部分冠部轮廓形状设计 ,可以有效地提高领眼部分

的机械钻速和使用寿命 ,降低钻头扭矩 。

根据各种钻头轮廓设计的特点 ,钻头领眼部分

选择浅锥轮廓 ,同时考虑到上部地层较软和东营组

～沙河街地层软硬交错等因素 ,采用等磨损原则和

等切削原则进行冠部轮廓设计 ,结合钻头设计经验

和回收钻头的统计分析 ,设计了一种圆弧加抛物线

的轮廓剖面 ,而扩眼部分选择抛物线型轮廓 (见图

1)。这种剖面的特点是:钻头表面尽可能有效地布

置切削齿;加强钻头保径;有利于扩眼轮廓上的切削

齿逐步切削破碎岩石。

图 1　钻头冠部轮廓示意图

2. 2　切削结构设计

在冠部轮廓形状确定后 ,进行新型结构 PDC钻

头的切削结构设计 (见图 2),主要包括切削齿尺寸 、

切削角度 、布齿密度 、布齿方法等 。

图 2　切削结构示意图

2. 2. 1　切削齿尺寸　钻头设计时既要考虑获得较

高的机械钻速 ,又要考虑延长钻头的使用寿命 ,这 2

个指标都与切削齿的大小和密度有关。大切削齿一

般用于软地层 ,小切削齿一般用于中硬地层。切削

齿尺寸一定时 ,布齿密度越高 ,钻头寿命越长 ,机械

钻速越低;反之 ,布齿密度越低 ,钻头寿命越短 ,机械

钻速越高 。因此选择直径为 19 mm的 PDC复合片

作为领眼部分和扩眼部分的主切削元件 ,选择直径

为 13mm的 PDC复合片作为保径齿 ,利用大切削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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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较高机械钻速。

2. 2. 2　切削角度和布齿密度　根据所钻地层的软

硬程度和岩性特点以及 PDC复合片的破岩特点 ,随

着地层硬度的由低到高 ,切削齿的切削角度逐渐由

小到大 ,但一般控制在 10 ～ 30°之间 。而切削齿的

侧转角度则随着钻头切削刀翼的不同而不同 ,直切

削刀翼上切削齿的侧转角一般取 5 ～ 15°,而螺旋切

削刀翼上切削齿的侧转角则随着螺旋线变化。针对

胜利油田地层的特点 ,设计切削齿切削角度为 15 ～

20°,切削齿侧转角则取垂直于螺旋刀翼线法线的角

度 。

钻头的布齿密度是根据所钻地层的硬度和研磨

性而决定 ,钻头在软硬地层交界面上工作时容易产

生各种振动 ,造成钻头鼻部和圆弧过渡带处切削齿

的掉片 、崩片和剥蚀脱层而先期损坏 ,因此 ,这些部

位一般采用布置同轨齿 ,来提高该部位的布齿密度 ,

以达到理想的使用效果。

2. 2. 3　切削齿布置方法　新型结构 PDC钻头的领

眼部分实际就是一个小尺寸的钻头冠部 ,该部分切

削齿的布置方法和常规钻头相同 ,包括径向布置和

周向布置两方面 。

径向布置是在钻头半径平面内沿轮廓外形布置

切削齿 ,反映了切削齿在钻头径向上的布置或者在

井底半径方向的覆盖情况 。根据等切削原则推导出

径向布齿公式

Rci+1 =
Rci + R ci

2
+
8rs rc

fd

2
　(i =1, 2, …,N - 1)

(4)

其中 fd ≈
2(N - 1)rc

L c

式中 , R ci、R ci+1分别为第 i、 i+1个切削齿中心在钻

头上的半径 , mm;rc为切削齿半径 , mm;fd为布齿密

度系数;N为钻头上切削齿数量;Lc 为冠部轮廓上

切削齿中心连线弧长 , mm。

周向布置是在垂直于钻头轴线的平面内按一定

方式布置切削齿 ,反映了切削齿在钻头平面上布置

方位情况。根据极坐标方程推导出周向布齿公式

θci =
R ci - Rc1

R cN -Rc1
θs +θm　i∈ [ 1,N ] ,m ∈ [ 1,M ]

(5)

式中 , θci为第 m条螺旋线上第 i齿的周向位置角;θs
为规径齿和中心齿处的极角差;θm 为第 m 条螺旋线

的起点极角;R c1 、R cN分别为中心齿中心 、规径齿中

心在钻头上的半径 , mm;M为钻头上布齿螺旋线数 。

利用上述公式就可以确定出领眼部分各个切削

齿的径向位置和周向位置角 ,结合设计经验再加以

调整 ,最后形成实用的切削齿布置和定位。

扩眼部分的切削齿布置方法和领眼部分类似 ,

但只保留外部抛物线部分上的切削齿布置和定位 ,

其定位半径最小的切削齿一般小于领眼部分最外部

的切削齿 ,以保证切削齿切削轨迹的有效重叠 ,提高

扩眼部分的使用寿命。

2. 3　水力结构设计

PDC钻头在钻进上部地层时钻井速度较快 ,破

碎地层产生的岩屑较多 ,因此钻头水力结构必须合

理 、有效 ,才能将大量岩屑快速带离井底;同时由于

上部地层较软 ,利用水力能量辅助机械破岩 ,可大大

提高机械钻速 。但对较大尺寸的钻头 ,岩屑从中心

到井壁的距离较远 ,必然发生重复破碎现象 ,水力清

洗效果不好。新型结构 PDC钻头的领眼部分和扩

眼部分呈上下结构 ,领眼部分直径远小于钻头的直

径 ,因此重复破碎现象减小 ,水力清洗效果较好。

为进一步提高新型结构 PDC钻头的水力效果 ,

通过对领眼和扩眼部分的破岩体积进行分析研究 ,

确定了二者两级分流比率 、两级水眼分布及防水力

短路 。针对 PDC钻头的水力结构和钻头冲蚀特征 ,

调整了领眼部分喷嘴的方位角和喷射角度;在满足

冷却 PDC钻头 、清洗井底和携带岩屑的前提下 ,可

通过以下方法来减少水力能量对切削齿和刀翼体的

冲蚀:(1)调整喷嘴的方位角 ,使喷嘴的射流尽量避

开钻头刀翼 ,指向较大的排屑槽;(2)增大喷嘴与钻

头轴线的夹角 (喷射角度 ),以增加射流冲击井底反

射到钻头体和切削齿的距离 ,以减小喷嘴水力能量

对切削齿和钻头体的冲蚀;(3)增加喷嘴至井底的

距离 ,致使喷嘴射流能量大幅度地衰减 ,在冲击井底

后向周围漫流的阻力明显降低 ,减轻了射流对钻头

基体的冲蚀。如图 3所示。

图 3　领眼部分水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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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眼部分的喷嘴指向切削结构的边缘 ,以清洗

破碎的岩屑 ,防止扩眼切削结构泥包。为了充分利

用领眼部分的水力能量 ,将扩眼部分的排屑槽与领

眼部分的排屑槽相对应 ,使扩眼部分的喷嘴射流与

领眼部分的上返流相结合 ,以加快扩眼时岩屑的清

洗速度 ,利于钻井液的携带上返 ,可提高扩眼部分的

破岩效率。

2. 4　稳定性设计

2. 4. 1　领眼部分的力平衡设计和螺旋刀翼设计　

力平衡原则通常是指设计钻头的横向不平衡力控制

在钻压的 5%以内。新型结构 PDC钻头领眼和扩眼

部分的设计都采用了力平衡设计原则 。经过计算 ,

横向不平衡力只有 1. 9%,保证了钻头的稳定性 。

领眼部分采用螺旋状刀翼结构 ,分散了切削齿切削

地层时产生的指向井壁的切削力 ,降低了钻头发生

回旋运动的次数 ,提高了钻头的稳定性。此外 ,螺旋

式刀翼能使切削齿自然呈现一定的侧转角 ,有助于

岩屑脱离切削齿面 ,便于钻井液清洗井底 。

2. 4. 2　扩眼部分的支撑设计　扩眼部分切削齿切

削地层时 ,受领眼部分钻出井眼轨迹的影响 ,在钻压

作用下 ,始终保持对井壁岩石的切削破碎 。如果扩

眼部分与上部扶正器配合使用 ,可保证领眼部分基

本不受上部钻柱弯曲力的作用 ,从而提高了钻头的

稳定性 。新型结构 PDC钻头具有较好的方向可控

性 ,随着钻柱的弯曲 ,扩眼部分起到支点的作用 ,将

领眼部分推向井壁 ,易实现大尺寸井眼的定向钻井 。

2. 4. 3　钻头保径面的设计　新型钻头的领眼部分

和扩眼部分均设计有保径面 ,各部分与井壁相互作

用 ,能提高钻头稳定性和钻柱的抗振性。同时 ,领眼

部分和扩眼部分上下也产生相互影响 ,领眼部分受

地层倾斜角度的影响产生井斜趋势时 ,扩眼部分的

稳定性可以抵抗前端变形 ,有利于钻头的稳定钻进。

3　现场试验

按照上述钻头设计 ,开发出了新型结构 PDC钻

头 ,在胜利油田的孤东 301井二开时进行了首次现

场试验。试验时井下钻具组合为: 241 mm × 

311 mm PDC钻头 + 239 mm钻铤 + 127 mm 钻

杆 +方钻杆。考虑到井眼的缩径问题 ,故在下部钻

具组合中没有加入扶正器。

下钻后先进行井底造型 ,钻压为 20 kN ,转速为

60 r /m in,排量为 45 L /s,泵压为 8MPa。钻进 1 m

后 ,由于机械钻速较慢 ,改钻压为 40 kN ,转速增至

110 r /m in,在其他钻进参数不变的情况下 ,钻进 2

个单根的平均机械钻速达到 25. 6 m /h。由于钻进

比较平稳 ,结合下部钻具组合情况 ,将钻压增加到

50 ～ 60 kN ,保持其他钻井参数不变 ,从 182 m钻进

到 1251 m ,平均机械钻速达到 46. 62 m /h。在该井

段施工过程中 ,钻进一个单根的最快钻时只有 6

m in,最慢达到 42 m in。钻时的快慢变化表明:该井

段地层软硬交错。钻进到 1251 m测斜 ,井斜角已达

3°。为控制井斜 ,将钻压降至 30 ～ 40 kN进行吊打 ,

在钻进 10个单根后 ,井深达到 1345 m ,再次测斜 ,

发现井眼角已增至 6°,说明使用的下部钻具组合不

能有效纠斜 ,这也与该钻头的结构特点相符合。起

钻后 ,钻头的切削齿完好无损 。

该钻头进尺 1186 m ,纯钻时间 31. 78 h,平均机

械钻速 37. 32 m /h。由于该区块以前没有使用过

PDC钻头 ,因此只能与邻井使用过的牙轮钻头进行

对比 (表 1)。据资料统计:3只 311mm铣齿牙轮

钻头在孤东区块使用时 ,钻进井段 200 ～ 1450 m ,平

均单只进尺 958 m ,平均机械钻速 22. 79m /h。
表 1　新型结构 PDC钻头与牙轮钻头对比

钻头型号 井　号
井　段

/m

进　尺

/m

纯钻时间

/h

平均钻速

/m h -1
备　注

PD4341M - 311 孤东 301 159 ～ 1345 1186 31. 78 37. 32 切削齿完好

P2 孤东 7 -27 - x201 321 ～ 1160 839 36. 10 23. 24

HAT127 孤东 7 - 29 208 ～ 1130 922 29. 00 31. 79

P2 孤东 8 -平 1 338 ～ 1450 1113 61. 00 18. 25

　　由表 1可见 ,新型结构 PDC钻头在进尺高于牙

轮钻头的情况下 ,机械钻速提高了 63.75%,说明钻

头设计是成功的 。此外 ,由于 PDC钻头切削齿几乎

完好 ,因此可以多次入井使用 ,在提高钻井速度同时

多打进尺 ,降低钻井成本。

如果使用双级钻头时 ,下部钻具组合适当 ,钻进

参数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调整 ,那么就可以获得更高

的机械钻速 ,更多的进尺 ,具有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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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录井参数的不可靠段 ,如 2610 ～ 2630 m、2670 ～

2710m井段 ,许多数据是无效的零值;二是过渡岩

性段 ,如 2720 ～ 2750m井段 。而对于较纯的砂岩和

泥岩的识别是成功的 ,符合率接近 100%。

图 2　张 2104井段(2000 ～ 2200 m)的岩性识别结果

图 3　张 2201井段(2600 ～ 2800 m)的岩性识别结果

4　结论

(1)从 2口井的识别结果来看 ,预测精度都在

90%左右 ,利用综合利用录井仪采集的参数 ,采用

BP神经网络实现 PDC钻进条件下的岩性识别是一

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

(2)采用本方法可以克服以往录井方法的不

足 ,为现场工作人员了解所钻地层 、评价有效储层提

供了有效 、便利的手段。下一步的工作是如何更有

效的整合各种类型的录井参数来进一步提高各种岩

性的识别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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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针对深井开孔尺寸较大的特点 ,研究并提

出了新型切削结构的理论 ,对提高大尺寸井眼的钻

井速度是一次尝试。

(2)对新型 PDC钻头的轮廓 、切削结构 、水力结

构 、稳定性等方面进行了设计 ,研制的钻头在上部地

层钻进中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扩大了 PDC钻头

在大尺寸井眼中应用范围 ,为胜利油田上部地层钻

井提供了新的有效破岩工具。

(3)现场试验结果证明 ,新型切削结构设计降

低了钻进大尺寸井眼的扭矩 ,合理分配了破碎能量 ,

降低了钻头回旋趋势 ,获得了较高的机械钻速 。

(4)与同地区同井段的牙轮钻头相比 ,新型结

构 PDC钻头平均机械钻速提高了 63. 75%,建井周

期缩短 ,可降低大尺寸井眼的钻井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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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of one radia l horizontal ho le and the sho rtest op-
eration time. The successfu l drilling in w e ll W ei5
show ed a g rea t step of the USRRW d rilling has

ma rched tow ard maturing and potential app lication in

China.
K ey w ords:Wei5 w ell;ultra-sho rt radius;radia l

horizonta l la te ralw e lls;drilling;techno logy
YANG Yong-y in, Pe tro leum Engineering Co l-

lege, China Unive rsity o f Petro leum , Dongy ing
257061, Shandong, Ch ina

Study on downhole vibrat ion drilling tool induced by hy-
dropu lse. NI Hong-jian, HAN La i-ju, MA Q ing-m ing, LIU
K e-feng. ODPT, 2006, 28(2):15-17

Abstrac t:To e ffec tively improve the drilling speed

in deep fo rmation, based on thorough analysis of pres-
ent techno log ies and combining p resent prac tice of

drilling engineering, the superio rity o f integ rating hy-
dropulse drilling w ith impu lse v ib ra tion drilling w as

presented, and the technical idea o f deve loping down-
hole vibration drilling induced by hydropu lse w as

brough t fo rw ard. M eanwhile, rela ted drilling too ls

w ere developed. The fundamenta l princip le fo r the
too ls w as to modu late hydropulse, then directly trans-
lated stress pulse in to periodic impu lse load on drilling

bit by hydrau lic energy transducer. In light o f rock’ s
easy break ing under impulse load, the comb ination
w ith hydropu lse de livered downho le could contribute to

better downhole rock stress sta te, intensify cutting
clean-up, and improve the rock disin tegration and

drilling e ffic iency of drilling b i.t P ractical app lication

manifests tha t the analysis o f available techno logy is

accura te, the presented technical idea is really feasi-
b le, the deve loped tools has correct ph ilosophy and re-
liable structure, wh ich tota lly offer an e ffec tive path-
way for drilling e fficiency improvement in deep forma-
tion.

K ey w ords: hydropu lse;d irect induction;down-
hole v ibration;drilling too l;fie ld expe rimenta l;pene-
tration ra te

N I Hong-jian
1, 2
, 1. Co llege o f Petro leum Eng i-

nee 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 leum , DongY ing
257061, Shandong, China;2. Drilling Techno logy
Research Institute of Sheng li Petro leum Adm inistra-
tion, Dongy ing 257017, Shandong, China

Pred ict ing borehole stab ility before dr illing by se ism ic in-
version. WU Chao, CHEN M ian, JIN Yan. ODPT, 2006, 28
(2):18-20

Abstrac t:The new model o f predicting borehole
stability befo re drilling w as presented using se ism ic in-
terva l ve locity inversion to con trol borehole instab ility

effective ly. The predictionmode lw as based on logg ing

constra ined inversionmethod using convo lutionmode.l
Based on the se ism ic info rmation and constrained log-

ging and geolog ical data in pro specting area, ho rizon
calib ra tion by comp iling synthe tic seism ic record and
construction o f initial w ave impedance model we re im-
portant factors in this techn ique. A n ultimate w ave im-
pedance model and ve locity data w ith high resolution
could be obtained using b roadband constrained inver-
sion. The boreho le stability prediction before drilling

could be achieved based on inversion resu lt and pre-
diction mode ls such as sta tistics mode l, trend surface
mode l, neu ra l netw o rkmodel and rockmechanicsmod-
e.l The interva l ve locity curve and safe drilling flu id

density range o f a exploration we ll in Tarim O ilfie ld
have been predicted using the new me thod. Compa rison

of prediction result and fie ld da ta indicate tha t the pro-
posedme thod has the high accuracy and can meet the

eng ineering requiremen.t
K ey words: interval ve locity;wave impedance;

broadband constrained inversion; bo reho le stab ility

prediction
WU Chao, Co llege of Petro leum and N atural Gas

Eng inee ring, China Unive rsity o f Petro leum , Chang-
ping 102249 , Beijing, China

Design and te st ofPDC bit w ith new struc ture. SUNM ing-
guang. ODPT, 2006, 28(2):21-24

Abstract:To m ake use o f the advantages of the
higher drilling speed and the more footage, and to cu t
the shortage of the higher torque of PDC bitwhile drill-
ing in the form ation from soft to medium hard, this pa-
per carried on an investiga tion in the PDC b it struc ture
so as to improve the drilling speed in b ig size ho le.

A im 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ig size hole in deep

w e ll, the geometric and cutting structu res o f PDC bit
w as ana lysed and studied, and pu t forw ard the new

struc ture theories that drill a sm all hole, and ream i.t

The new struc ture can reduce the broken pow er and

change the distribution o f cu tting fo rces of the PDC
bit, then ho isting the drilling-speed. Acco rding to the
theo ries, the new de sign and manufacture o f the bit

w e re developed, and have ob tained the good applied
resu lt in big size ho le in the upper fo rmation, which
broaden the applica tion scale of the PDC b i.t The fie ld

test show s that the new technique lowe rs the to rque,
assigns the broken energy reasonably, increases the
stability of bit and an ti-vibration of the drill pipe, re-
duces the w hirling tendency of bit, thus, reaches the
level of higher drilling speed and be tte r steering con-
tro.l

K ey words:PDC bit;cu tting struc ture;hydraulic
struc ture;stability;fie ld test

SUN M ing-guang, D rilling Techno logy Research
Institu te of Sheng li Petroleum Adm in istration, Dongy-
ing 257017, Shando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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