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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随钻扩眼工具在井眼内的运动状态和受力情况 ,促进钻井工具的优化设计和更合理的应用 ,对随

钻扩眼工具在井眼内的运动进行了研究 ,给出了基于拉格朗日方程的动力学分析方法;基于法向接触约束的惩罚

准则 , 计算了扩眼刀翼与岩石之间的接触力 , 对随钻扩眼工具在井眼内的运动过程和动力响应进行了动力学仿真

研究。仿真结果表明 , 随着随钻扩眼工具轴心偏离井眼轴心距离的增大 , 或扩眼刀翼数量的减少 , 所扩井眼的实际

可通过半径逐渐减小 , 扩眼刀翼与井壁的最大接触力则逐渐增大 , 据仿真结果给出了实际可用的建议。研究结果

与相关试验规律吻合较好 , 说明该分析方法是有效的。研究结果对多翼肋型石油钻井工具的设计和应用具有普遍

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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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随钻扩眼技术就是采用随钻扩眼工具和常

规钻头程序 ,在全面钻进的同时扩大井眼一种钻井

技术。实践表明 ,随钻扩眼技术在处理井下复杂情

况 、降低钻井综合成本 、提高建井质量和安全性等方

面具有显著的优势 ,随钻扩眼工具正逐渐成为一种

重要的石油钻井配套工具
[ 1 -3]

。了解随钻扩眼工具

在井眼内的运动状态和受力情况 ,对于工具的研制

和配套技术的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多体动力

学理论 ,以多刀翼的扩眼工具为例
[ 3, 4]
,对随钻扩眼

工具在井眼内的运动进行了动力学仿真研究 ,在为

随钻扩眼工具的设计和应用寻求理论支持的同时 ,

也试图探索一种能将底部钻具工作状态研究引向深

入的有效途径。

1　仿真模型

1. 1　物理模型

分析随钻扩眼工具扩眼钻进的过程
[ 3, 4]
,建立

扩眼工具井眼内运动的物理模型如图 1所示。为简

便计 ,研究忽略扩眼刀翼上分布的 PDC齿等切削元

件 ,将扩眼刀翼外缘简化为一圆弧面。设工具轴心

和井眼轴心的距离与井眼半径的比值为偏心率 ,用

以衡量工具的偏心程度 。

图 1　扩眼工具在井眼内运动的物理模型

1. 2　动力学方程和边界条件

1. 2. 1　动力学方程　采用拉格朗日 (Lagrange)方

程建立随钻扩眼工具在井眼内扩眼运动的动力学方

程见式(1)(3),其中式(1)是采用拉格朗日乘子法

建立的系统运动方程 ,式 (2)是完整的约束方程 ,式

(3)为非完整的约束方程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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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T为系统动能;q为系统广义坐标列阵;Q为广

义力列阵;λ为对应于完整约束的拉式乘子列阵;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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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应于非完整约束的拉式乘子列阵; 
T

q为完整约

束矩阵;θ
T

q为非完整约束矩阵 。

采用拉格朗日(Lagrange)方程建立系统动力学

方程的优点是程式化程度较高 ,适用于通过计算机

高效求解
[ 6]
。

1. 2. 2　动力学方程的求解　对式 (1)(3)进行改

写 ,首先将 λ和 μ合成同一列阵 ,仍用 λ表示 。将

非完整约束方程 θ(q , ·q, t) =0对时间求导 ,并令 u

=·q(即 u为广义速度矩阵 ,相应地 ·u为广义加速度

矩阵),然后代入式 (1),并写成新的函数 F。构造

函数 G(u , ·q)=u - ·q并令其等于 0,即得动力学求解

方程如下

F(q, u , ·u , λ, t) =0 (4)

G(u , ·q) =u - ·q =0 (5)

Υ(q , t) =0 (6)

式中 , F为系统动力学微分方程;Υ为描述约束的代

数方程列阵 。

采用 Gear预估—校正算法求解式 (4)(6)所示

的微分方程
[ 7, 8]
。

1. 2. 3　边界条件　基于法向接触约束的惩罚准则 ,

计算扩眼刀翼与岩石之间的接触力
[ 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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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k是刚度系数 ,为罚参数;g代表 2个几何体之

间的穿透值;dg /dt代表在接触点的穿透率;e表示

力的指数 ,为正实数;dmax代表当阻尼系数为最大值

cmax时 ,边界的最大穿透值 ,为正实数;cmax为最大阻

尼系数 。

2　仿真结果及分析

2. 1　扩眼工具在井眼内的运动

设定扩眼工具有 3个刀翼 ,扩眼刀翼的半径为

118. 5mm ,工具的偏心率为 5%,钻具的转速为 100

r /m in,仿真结果见图 2至图 4(图中无因次半径为

井眼半径与扩眼刀翼半径 118. 5 mm的比值)。分

析图 2和图 3可发现 ,由于工具偏离井眼轴心 ,只有

1个刀翼与井壁接触 ,在上部钻柱扭矩的作用下 ,导

致扩眼工具以该刀翼与井壁的接触点为瞬时转动中

心转动 ,在转动的过程中 ,该刀翼的受力保持不变

(图 2中实线 ,约为 30 kN),直至第 2个刀翼开始与

井壁接触 ,第 1个刀翼的受力逐渐减小直至等于零 ,

与井壁脱离 ,工具开始绕第 2个刀翼与井壁接触形

成的新的瞬时转动中心转动 ,第 2个刀翼开始与井

壁接触后 ,其受力开始逐渐增大 (图 2中虚点线 ),

达到最大值 (大约 50 kN)后迅速稳定 (约为 30

kN),上述过程不断重复 ,即形成扩大的井眼。结合

实际分析扩眼刀翼的动态响应 ,不难发现扩眼刀翼

上的切削元件和钻柱在这种周期性冲击载荷的作用

下 ,寿命和可靠性将被逐渐削弱。

图 2　扩眼刀翼受力的变化规律(1个周期)

图 3　单个扩眼刀翼最外缘的运动轨迹

图 4　扩眼刀翼最外缘的运动轨迹包络线

图 3是单个刀翼最外缘的单圈运动轨迹 ,综合

3个刀翼最外缘的连续运动轨迹 ,即得到运动轨迹

包络线如图 4所示 ,因为实际刀翼外缘是安装有切

削元件的 ,因此图 4也是井眼的形状 。图 4显示的

井眼内部均匀分布有多条 “棱柱” ,结合上述扩眼工

具在井眼内的运动过程分析可知 , “棱柱 ”的形成是

由于扩眼工具偏心 ,扩眼刀翼间断性地切削井壁造

成的 ,在文中条件下 ,所形成井眼外轮廓的半径为

124. 425mm(图 4中实线 ),图 4中虚线为包络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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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点的轨迹连线 ,其半径为 115. 3 mm ,为井眼的实

际可通过半径 , 该值小于扩眼刀翼的半径 118. 5

mm。在实际扩眼钻进中发现 ,在扩眼完成后 ,上提

或下放钻柱还有可能遇阻 ,一般的分析这是由于井

眼浸泡时间过长 ,井壁滤饼增厚 、地层中的黏土成分

遇水膨胀 ,造成井眼尺寸减小所致。上述研究从井

眼内工具运动的角度指出 ,如果工具偏离井眼轴心 ,

那么钻柱遇阻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所扩井眼的

实际可通过半径偏小所致 。该研究结果得到了相关

模拟试验结论的支持 (见图 5)
[ 12]
,比较图 4和图 5,

两者的断面形状极其相似 ,这说明采用多体动力学

研究底部钻具运动过程和动力响应是正确可行的。

图 5　模拟试验获得的井壁形状

2. 2　偏心率对工具运动的影响

调整偏心率 ,其他参数设定与上述分析相同 ,分

析了偏心率对井眼内扩眼工具运动的影响 (结果见

图 6和图 7)。分析图 6和图 7可发现 ,随着偏心率

的增大 ,扩眼刀翼所受的最大接触力逐渐增大 ,而所

扩井眼的实际可通过半径则逐渐减小 。这是因为随

着偏心率的增大 ,相邻刀翼接触井壁的间隔时间延

长 ,这使工具得以充分加速 ,获得更大的速度 ,对井

壁进行更强的冲击。相邻刀翼接触井壁间隔时间的

延长 ,也意味着扩眼刀翼切削井壁的时间缩短和切

削井壁的范围减少 ,这种效应累积的效果就是所扩

井眼的实际可通过半径减小。分析结论再一次指

出 ,钻具偏离井眼轴心的距离越大 ,对工具寿命和钻

柱安全的负面影响也越大 。

2. 3　刀翼数量对工具运动的影响

图 6　偏心率对扩眼刀翼最大接触力的影响

图 7　偏心率对实际可通过井眼半径的影响

分析了扩眼刀翼数量对刀翼的受力和动力响应

的影响 ,偏心率取为 5%,其他参数设定与上述分析

相同 。分析图 8和图 9的仿真结果可见 ,随着扩眼

刀翼数量的增多 ,实际可通过井眼半径逐渐增大 ,而

扩眼刀翼与井壁的最大接触力则逐渐减小。其中原

因与上述分析类似 ,是因为在偏心率相同的情况下 ,

刀翼数的增加使得相邻刀翼接触井壁的间隔时间缩

短 ,工具运动的速度和对井壁形成的冲击减小。相

邻刀翼接触井壁的间隔时间缩短 ,也就意味着扩眼

刀翼切削井壁的时间延长和切削井壁的范围增大 ,

这种效应累积就使得所扩井眼的实际可通过半径增

大。研究结果提示 ,在工具结构许可的情况下 ,增加

扩眼刀翼有助于提高工具工作的稳定性 ,降低所受

的冲击载荷 ,延长使用寿命 ,同时可保证井眼质量 。

图 8　扩眼刀翼数量对实际可通过井眼半径的影响

图 9　扩眼刀翼数量对最大接触力的影响

因为 PDC钻头 、钻杆扶正器等多翼肋型的石油

钻井工具在井眼内的工作状况与随钻扩眼工具类

似 ,因此上述分析结论对这种类型工具的设计和应

用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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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与试验研究规律的对比表明 ,提出的分析

方法正确可行 ,仿真结果较好地反映了井眼内扩眼

工具的实际运动过程 ,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探索了

一个有效途径。

(2)由于工具偏离井眼轴心 ,扩眼刀翼间断性

地切削井壁 ,在井壁上形成均匀分布的 “棱柱 ”,使

所扩井眼的实际可通过尺寸减小 ,同时偏心使刀翼

在扩眼过程中承受周期性的冲击载荷 ,这将降低工

具的可靠性 、减少工具的寿命。

(3)随着随钻扩眼工具偏离井眼轴心距离的增

大 、扩眼刀翼数量的减少 ,所扩井眼的实际可通过半

径逐渐减小 ,刀翼与井壁的最大接触力则逐渐增大 。

(4)文中提出的分析方法和所得结论对多翼肋

型的石油钻井工具的设计和应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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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油井变频装置技术节能效果显著

　　2006年以来 ,孤东采油厂加大低效井 、供液不

足井以及电加热稠油井的治理力度 ,积极推广变频

节能装置技术在油井上的应用 ,取得了良好的节能

降耗效果。

该采油厂约有 10%左右的油井存在严重的供

液不足 、油井液面呈现逐年下降 、产液量低 、电耗

高 、系统效率低等问题 ,尤其是低渗透 、低效率区块

和高能耗的稠油井 ,能源浪费现象严重。为降低油

井能耗 ,该厂采用螺杆泵采油工艺取代传统的游梁

式抽油机生产工艺的机采系统技术 ,但仍有不少稠

油井不能满足螺杆泵抽油装置的生产工艺要求 ,存

在油泵空抽 、能耗高的现象 。为此 ,开展了变频调

速控制技术在油田螺杆泵油井上的试验应用 ,先后

在 KD701、KD701 - 1和 KD44X1等油井上分别应

用 ACS400型和 VF -A5P型变频调速控制柜 6台 ,

其中 KD44X1井日节电效果达到 180 kW h。据

统计 , 6台变频调速控制柜已累计节电达 52 ×10
4

kW h,有效地解决了部分油井抽油装置空抽问

题 ,节约了电能 ,提高了油井系统效率。同时 ,还针

对部分稠油井电加热杆 、管耗电量高的实际情况以

及油井生产参数运行实际情况 ,对部分电加热井应

用了节能变频装置 ,通过合理优化降低电加热频

率 ,减少电加热耗电。

目前该厂已安装应用油井变频节能装置 12

台 ,累计节约电能达 68×10
4
kW h。

(文　敏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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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m odel for forecasting drag and torque in Ex-
tended Reach W el.l SONG ZH I-wu, GAO De-li,
MA Jian. ODPT , 2006, 28(6):1-3

Abstract:Drag /to rque predic tion is a key techn ique of

drilling an Extended ReachW ell successfully. The con tac t situ-
a tion be tw een drill pipe and w a ll o f w e ll w as no t c lea r because

the c learance w as ignored in m ost m ode ls. I tw as assumed tha t

the re is an suppo rt po int every 3 m e te r be tween w all o f boreho le

and drillstring, disconnec ted the drillstring a t the suppo rt point,
acco rding to the re sidua lm ethod, the re la tionsh ip o f co rner and
m om ent in one segm en tw as found;based on the cond ition tha t

the co rners o f drillstring are same w hen tw o segm en ts a re ad ja-
cent to each o ther, the m om ent itera tive fo rmu las w ere found;
and base on the bounde r condition, the mom en ts could be cal-
cula ted, wh ich could be used to ca lculating the support fo rce.

The position o f d rillstring cou ld be repo sitioned by the d irec tion

o f suppo rt fo rce. So we go t a new se t o f friction and to rque cal-
cula tion form ulas and the clearance was not igno red and the con-
tact situation be tw een drill pipe and w a ll of w ell is clear, which
could be used fo r de te rm ining the prope r po sition of to rque re-
duc tion sub and drill pipe protec tion sub.

Key words:Ex tended ReachW e ll;drag; torque; the

m ethod of w eighted residuals

SONG Zhi-wu, Institute o f Pe tro leum and G as Eng ineering

, China Pe tro leum Un ive rsity , Changping 102249, Beijing, Chi-
na

K inetic smi ulation study on borehole-inside move-
m ent of ream ing tool wh ile drilling. MA Q ing-
m ing,WANG Rui-he. ODPT, 2006, 28(6):4-7

Abstract:For the m ovem en t o f w hile-drilling ream ing

tool in the bo reho le, the kine tic ana ly tica l me thod based on the
Lag range equation was pre sen ted. In term s of the pena lty rules

o f no rm al-direction contac t restric tion, the con tac t force be tween
reame rw ing s and ro ck w as ca lcu la ted. M eanwh ile, the move-
m en t proce ss and dynam ic re sponse of ream ing too l in the bo re-
hole we re investiga ted by kinetic sim ulation. Results show tha t

w ith the increa se o f eccen tricity be tw een ream ing too l axes and

w e ll bo re axes, orw ith the decrease of ream erw ing num ber, the
actua l pervious radius o f reamed boreho le w ill reduce gradua lly,
wh ile them ax im a l contact force be tw een ream e rw ing and bo re-
hole wa ll w ill increase sim ultaneously. The sim ulation re su lts

present prac tica l and app licab le proposition. Research re su lts a-
g ree w ellw ith relevan t experimenta l law, wh ich explains the a-
va ilability of proposed ana ly tica lm e thod. Research re su lts offe r

ex tensive guidance for the design and applica tion o f mu lti-
w inged oil we ll drilling devices.

Key words:Ream ing Wh ile D rilling (RWD);reame r
w ing;we ll bore;contact;k inetics;simu la tion study

MA Q ing-m ing1 , 2 , 1. Co llege of Pe troleum Enginee ring,
Ch ina University o f Petro leum , Dongy ing 257061, Shandong,
Ch ina;2. D rilling Techno logy Research Institute of Sheng li O il-

fie ld, Dongy ing 257017, Shandong, China

Application of air dr illing technology in Puguang

gasfield. ZHANG Jin-cheng, WEI Hua, YU W en-
hong. ODPT , 2006, 28(6):8-10

Abstract:Puguang gasfie ld is the largest g asfield in Si-
chuan basin tha t had been found. In o rde r to inc rease drilling

speed, shorten drilling cycle, and speed up expo itation p rogress

o f Puguang gasfie ld, w e ll PD-1, w ell P2-2, w e ll PA-2, w ell P4-2,
w e ll P6-3 we re tested w ith a ir drilling techno logy. Th is pape r an-
aly zed feasiv ility of a ir d rilling fo r the Puguang gasfie ld, in tro-
duces drilling operations in deta il, and eva lua ted ope ra tiona l

effec ts, analyzed problem s tha t need to pay a tten tion to and set-
tle, in the end provide the resea rch d irec tion for the future .

Key words:air drilling;Puguang gasfie ld; applica-
tion;prob lem; resea rch direc tion

ZHANG Jin-cheng, D rilling Enginee ring Techno logy Insti-
tute, Zhongyuan Pe tro leum Exp lo ra tion Bureau, Puyang 457001,
H e'nan, China

Key technologies for dr illing and completion in
sub-salt carbonate reservoir w ith high pressure

and low permeability. BIAN De-zhi, DONG Ben-
jing, SUN Zhen-chun. ODPT , 2006, 28(6):11-14

Abstract:The sub-sa lt carbona te rese rvo ir in Kenhkiak,
Kazakhstan is an oil poo l w ith abnorm a l p ressu re, low pe rmea-
bility and comp licated geo log ical conditions. A t the initial stag e

o f deve lopm ent, prob lem s encountered in drilling prac tice w ere

the comp lex o f casing p rogram , thick salt dom e d ifficu lt to drill

and low production ra te due to perfo ra tion com pletion. The d rill-
ing cost w as about 10 m illion USD. Based on ca reful study a-
bou t the geo logica l fea tu res of the re servo ir, po re pressu re and
drilling techn ica l requirem ents, the casing p rogram w as sim pli-
fied from 4-string design to 3-string design, an ti-salt drilling flu-
id system like tw itte rion po lyme r sy stem w as screened ou t to use

on fie ld and open hole comp le tion w as te sted. A s a resu lt, the
drilling duration of ve rtica l we lls we re reduced from initia l over

500 days to 180 day s o r so. The daily production rate o f a sing le

w e ll increased from the original 30 tons to over 200 tons in ave r-
age. So far, m any we lls have been into production w ith initia l

daily ou tpu t ove r 500 m3 /d. The sho rten ing o f drilling dura tion

and the increa se o f initial production rate of a sing le we ll can be

attributed tom any fac to rs. H owever, the simp lification o f ca sing
prog ram , break-though o f sa lt dom e drilling and open comp le-
tion are undoubted ly the key fac to rs.

Key words:open ho le com pletion; sub-salt;k iloton

w e ll;low pe rm eability;ho rizontal we lls

BIAN De-zh i, CNPC Internationa lResearch Center, Beijing
100083, Ch ina

Completion technology of L in4 ping2 wel.l X IA
Jian, ZHU J ian-we i, LU Shu-qin, YANG 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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