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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常规油气作为重要战略接替能源，其高效开发是缓解我国油气资源短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介绍了

国内外非常规油气的钻井技术，结合胜利油田非常规油气储层特点，分析了钻井技术的难点，借鉴国外经验，研究形成了非常规

油气的钻井工程设计技术、优快钻井技术、钻井液技术等 3 方面的核心技术，并在胜利油田进行了现场试验。应用结果表明，初

步形成的配套技术，能够保证非常规油气井的顺利完钻。目前已完成 4 口井的钻探，均取得了良好的钻探效果，为国内非常规

油气藏高效开发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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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quality and fast drilling techniques for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reservoirs in Shengli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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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an important strategy succeeding resourc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lleviate the shortage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and guarantee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The international drilling techniques 

for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reservoirs are introduced. Considering the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in shengli 

oilfield, the difficulty of drilling technique is analyzed.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verseas, three core techniques are formed, includ-

ing drilling engineering design, high quality and fast drilling technology and drilling fluid technology, and field tests are conducted in 

Shengli oilfield. The applic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ed matching techniques can ensure drilling success and high quality. The 

drilling of four wells has completed 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which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reservoirs domes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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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技术而言，非常规油气赋存条件复杂，储

层物性差，孔隙度、渗透率低，资源丰度相对较低，一

般无自然产能，通常需采取特殊的钻完井工艺和储

层改造措施，包括直井压裂、羽状井技术、丛式井水

平井、多段压裂技术等［1-2］。胜利油田开展了非常规

油气钻井技术攻关研究，初步形成钻井工程设计技

术、优快钻井技术、非常规储层钻井液技术，并进行

了现场应用，为后续非常规油气大规模开发提供技

术支撑。

1　国内外非常规油气开发技术现状

1.1　国外技术现状

国外对非常规油气的勘探以美国为首［3-4］。自

1900 年起该国就开始对油页岩进行研究；1912 年

开始建立美国海军油页岩储备；1953 年在巴肯盆地

测试出页岩油，但因单井产量低而一直未能开发，也

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勘探。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

实施水平井，近期广泛应用水平井钻井，并结合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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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裂技术实现了致密页岩油层原油开采的新腾飞。

1.1.1　运行模式　市场化运行，初期都是小公司操

作［5-7］。美国页岩气开发的公司以德文、切萨皮克、

XTO、EOG 等一批中小型公司为主。2000 年以后

Exxonmobil、BP、Shell、Statoil 等大型国际公司通过

兼并、购买股份等方式进入页岩气领域。Mitchell 
Energy & Development Co. 在极低经济效益的情况

下持续投入了 17 年。20 世纪 90 年代末，水力压裂

成功后，经济效益得到了提升，后被德文公司收购。

1.1.2　“井工厂”的理念，在非常规油气开发过程中，

国外公司一直在强调“井工厂”这一理念，但却没有

具体的概念，其具体做法如下［8-11］。

采用三维地震资料进行水平井优化设计，设计

井眼轨道及方位，垂直于最大主应力方向，同时避开

断层破碎带及可疑水层；采用底部滑动井架钻丛式

井组，每井组 3~8 口水平井，钻井泵、泥浆罐、SCR 房

无需搬动，BOP 挂在井架底座一起移动，移动的动力

依靠液压千斤顶，移动方向可以纵向移动也可以横

向移动，地下水平井段间距 300~400 m；通过对钻

井液的重复利用，减少钻井液用量。

流水化作业，实现设备利用最大化。多口井依

次一开，依次固井，依次二开，再依次固完井，钻井、固

井、测井设备无停待。在 Piceance 盆地，井深 1 500 m
左右的致密砂岩气井丛式井单井平均钻井周期仅为

2.9 d，垂深 2 500 m 左右、水平段长 1 300 m 的页岩气

丛式水平井平均钻井周期为 27 d。
“井工厂”应当是贯穿于钻完井过程中不断进行

总体优化和局部优化的理念，不是一项单一的技术。

具体应当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1）按照相关标准进

行设计和施工；（2）程序化、流水化作业，提高设备利

用率；（3）规模化、批量化生产运行和管理。

1.1.3　钻机选择　根据地层情况和钻机可能受力情

况选择钻机，在美国有比较先进的钻机，电驱动、配

备顶驱装置和钻杆自动输送装置，也有比较简单的

浅井钻机。

1.1.4　水平井段钻进　根据不同地层的要求选择相

应的导向工具。对于地层厚度大、横向分布范围大

的地层，采用“PDC 钻头 + 螺杆钻具 +MWD”的钻

具组合；对于地层厚度变化大的地层，采用“PDC
钻头 + 螺杆钻具 +LWD”的钻具组合；对于井眼光

滑度要求严格的井，采用旋转导向钻井技术［12］。

1.1.5　钻井液体系的优选和应用　在钻井液体系方

面，油基、水基均有应用，丛式井循环利用［13-14］。根

据国外某知名公司的钻井服务经验，在 Haynessville
从井深 600 m 开始应用油基钻井液；在 Eagle Ford 

井深 300~1 800 m 使用油基钻井液；在 Bakken 从井

深 570~3 400 m 使用油基钻井液；而在 Marcellus、
Barnett、Feyetteville、Horn River 等区块应用水基钻

井液钻页岩水平井。

1.1.6　钻井深度由浅到深，难度由易到难　美国页

岩气钻井深度普遍小于 3 000 m，传统深度为 2 500 m
左右，新钻井的井深 3 000 m 左右，目前正在钻的探

井井深 5 700 m 左右［15-16］。由表 1 中可以看到，美国

初期开发最早的 Barnett，储层深度适中，井底温度不

高，属于常规地层压力梯度，钻井难度相对较小。
表 1　美国页岩气井深、温度、压力

盆地 页岩名称
埋藏深
度 /m

井底温
度 /℃

地层压力系数 /
MPa·（100m）-1

Michigan Antrim
（泥盆系）

183
~730 23.9 0.81

Appalachain Ohio
（泥盆系）

610
~1 524 37.8 0.35~0.92

Appalachain Marcellus
（泥盆系）

1 219
~2 590 54.0 1.20

Fort Worth Barnett
（密西西比系）

1 981
~2 591 93.3 0.99~1.27

Arkoma Woodford
（密西西比系）

1 829
~365 8

77.0
~105.0 1.73~2.18

TNL Salt Haynesville
（上侏罗统）

3 200
~4 115 

154.0
~172.0 2.18~2.53

San Juan Lewis
（白垩系）

914
~1829

54.4
~76.7 0.46~0.58

Maverick Eagleford
（上白垩统）

1968
~3658

145
~168.0 1.27

1.1.7　地层岩性、井身结构及完井方式　美国页岩

储层岩性剖面是海相地层，以灰岩为主，岩石可钻性

好。钻井过程中的主要难点是上部井段井壁稳定、

漏失和盐层。

井身结构以 3 层套管为主，导管的作用是建立

井口，表层套管封隔上部淡水层，技术套管封隔上部

泥岩、盐岩等复杂地层，生产套管建立生产通道。

绝大部分井采用固井射孔完井（90% 以上），基

于井壁稳定的需要，泥页岩存在井壁稳定周期，及时

下入套管，保障良好的井眼条件。压裂具有相当大

的挑战性且成本较高，简单的井身结构依然是较好

的完井方式。

1.2　国内技术现状

国内非常规油气开发技术总体上处于起步阶

段，从资源分布认识到工程技术发展两方面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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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在致密砂岩油气开发方面有一定的技术积累，

而页岩油气开发刚刚起步［17-19］。2008 年 11 月由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设计实施的国内首口页岩

气取心浅井在四川省宜宾市顺利完钻；2010 年 5
月，由中石化华东分公司设计，中原油田作业，成功

实施大型压裂改造的页岩气井“方深 1 井”，标志着

中石化页岩气勘探开发工作迈出了实质性的重要一

步；2010 年 10 月，中海油宣布中国海洋石油国际有

限公司将购入切萨皮克能源公司鹰滩页岩油气项目

共 33.3% 的权益，这标志着中海油正式进入页岩气

勘探开发领域。国内第 1 口页岩气直井——威 201
井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获得油气显示；第 1 口页岩

气水平井——威 201-H1 井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完

成，下入 Ø139.7 mm 油层套管固井完井，完钻井深

2823.48 m，水平段长 1079 m；中石化第 1 口开钻的

页岩油水平井——泌页 HF1 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

完钻；中石化第 1 口开钻的页岩气水平井——建页

HF1 井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钻至井深 1 777.77 m 完

钻，水平段长 1 022 m，下入 Ø139.7 mm 油层套管固

井完井。

国内外页岩油气钻井实践表明，井壁稳定是页

岩油气钻井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满足后期压裂改造

的优快钻井技术是页岩油气开发的关键［20-21］。“优”

主要是指井眼质量，为压裂施工创造良好的井眼条

件，“快”是指钻井施工工序的总体优化和单项技术

的综合应用。

2　胜利油田非常规油气钻井技术

长水平段水平井是非常规油气开发的主导技

术，胜利油田已经具备实施长水平段水平井 3 000 
m 以上的技术能力，借鉴国外经验，结合自身特

点，初步形成了适合非常规油气藏的钻井工程设

计技术、优快钻井技术、钻井液技术等 3 方面的核

心技术。

2.1　钻井工程设计技术

2.1.1　井身结构设计　非常规油气藏由于其特殊

性，井身结构设计不仅要考虑钻井施工安全，还要充

分考虑后期压裂改造的需要。页岩油气储层钻井过

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井眼垮塌问题，而井眼垮

塌问题往往是由页岩不稳定性造成的，因此，页岩油

气井井身结构设计主要原则：进入页岩储层下技术

套管保证上部井眼的稳定性。致密砂岩油气藏井身

结构设计主要原则：进入致密砂岩水平段下技术套

管保证小井眼水平段的延伸能力，同时为后期压裂

改造创造条件。井身结构见图 1。

      

图 1　页岩油气井和致密砂岩井井身结构

页岩油气井身结构：一开：采用 Ø444.5 mm 钻

头，下入 Ø339.7 mm 表层套管，水泥返至地面；二

开：采用 Ø311.2 mm 钻头，下 Ø244.5 mm 技术套

管封上部低压地层，保证泥页水平段安全施工；三

开：采用 Ø215.9 mm 钻头钻至井底，裸眼完井。下

Ø139.7 mm 套管固井完井为备选方案。

致密砂岩油气井身结构：一开：采用 Ø444.5 
mm钻头，下入Ø339.7 mm表层套管，水泥返至地面；

二开：采用 Ø241.3 mm 钻头，下 Ø177.8 mm 技术套

管封至 A 靶点，保证小井眼水平段的延伸能力；三

开：采用 Ø152.4 mm 钻头钻至井底，裸眼完井。

2.1.2　井眼轨道设计　非常规油气都采用长水平段

水平井开发，在轨道设计上充分考虑到钻井过程中

钻井安全以及后期采油开发要求，因此应尽量减少

井眼的狗腿，有利于后期作业，并降低相关风险。通

过摩阻扭矩分析进行井眼轨道方案优选和进行跨专

业多向交互式水平井优化设计，同时做好油藏地质、

采油工程与钻井工程的对接工作，包括：全面参与

油藏设计的井位优选、轨道优化、工程模拟；全程参

与地质设计的方案讨论、设计论证、钻机整拖方向和

距离的确定。

2.2　优快钻井技术

2.2.1　钻具组合优选　目前在非常规油气钻探工

程中，起下钻次数多，滑动钻进缓慢。使钻具旋

转起来，减少起下钻次数，是提高钻井速度的有

效手段。而解决这一问题通常可采用以下 4 种

手段：（1）使用双扶正器钻具；（2）使用螺杆钻具

复合钻进；（3）使用变径稳定器；（4）使用旋转导

向工具，一般指不带动力短节的旋转导向工具。

上述 4 种手段各有利弊，在樊 154- 平 1、樊 154-
平 2、樊 154- 平 3 井的实钻表明：（1）常规双扶组合

的钻井速度与旋转导向系统的钻井速度相同；（2）螺

杆钻具复合钻进的钻井速度大于旋转导向系统的钻

井速度，且螺杆钻具组合具有导向能力，其缺点是螺

杆钻具有寿命限制，不能减少起下钻的次数；（3）变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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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器是通过地面遥控切换井下工具变径状态，提

高定向井、水平井工作效率，减少起下钻次数，降低

钻井成本。（4）旋转导向系统的优势在于具有优越的

导向功能，可以减少起下钻的次数，其并不具有提高

钻速的能力。

在当前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旋转导向工具的情

况下，立足于胜利油田的现实，主要采用的是（1）、（2）
两种钻具组合。

2.2.2　底部钻具组合力学分析　减少起下钻次数，缩

短钻井周期的技术关键是对于造斜、稳斜、降斜规律的

精确把握［22］，通过对钻具组合进行受力分析，调整扶正

器大小和间距实现。图 2 为 1°单弯单稳导向钻具在水

平段复合钻进时近钻头稳定器直径与增斜力的关系。

图 2　稳定器直径与增斜力的关系

对于致密砂岩地层，Ø152.4 mm 水平段滑动导

向钻具组合力学性能分析结果显示：Ø152.4 mm 井

眼的螺杆钻具本体扶正器外径小于 133 mm 时，其复

合钻进增斜的效果不明显；随着本体扶正器外径增

大，复合钻进增斜呈线性增加趋势。

对于 Ø215.9 mm 井眼，对第 1 扶正器为 Ø214 
mm、Ø212 mm，第 2 扶正器为 Ø214 mm、Ø212 mm、

Ø210 mm等6种情况进行了井斜趋势角模拟计算［23］。

计算结果表明，第 1 稳定器为 Ø212 mm、第 2 稳定器

为 Ø212 mm，钻压在 80~140 kN 时，井斜趋势角稳斜

效果最好。即使这样，两稳定器之间的距离和钻压

仍然影响钻具组合的造斜、稳斜效果（表 2）。
表 2　第 1 稳定器 Ø212 mm、第 2 稳定器 Ø212 mm 时的

井斜趋势角

钻铤
长度 /

m

不同钻压（kN）下的井斜角 /°

2 4 6 8 10 12 14
3 −1.77 −0.85 −0.54 −0.39 −0.29 −0.14 −0.11 
5 −0.56 −0.24 −0.13 −0.08 −0.05 0.08 0.08 
7 1.81 1.1 0.82 0.68 0.59 0.81 0.73 
9 6.21 3.28 2.31 1.87 1.57 1.38 1.50 

11 11.21 5.91 4.14 3.26 钻铤接
触井壁 

2.46 

在底部钻具组合力学分析的基础上，对渤页平

1 井、樊 154- 平 2 井、樊 154- 平 3 井进行钻具组合

优选，其中渤页平 1 井使用了扶正器 + 钻铤的稳斜

底部钻具组合结构，初步见到提速效果；樊 154- 平
2 井、樊 154- 平 3 井、义 123- 平 1 井以常规稳斜钻

具组合为主，微降钻具或微增钻具组合为辅，配合

螺杆钻具组合，提速效果明显。樊 154- 平 3 井历时

11.9 d 完成 800 m 水平段施工，比樊 154- 平 1 井施

工同样井段缩短了 11 d。该井三开平均机械钻速

达 6.56 m/h，比樊 154- 平 1 井同比提高 34.9%。樊

154- 平 2 井水平段长 2 015 m，创国内陆上小井眼水

平段最长纪录。

2.2.3　钻头优化设计　取樊 154 区块沙三段地层

岩心进行可钻性评价实验，结果见表 3。该地区造

斜段和水平段的岩性相对变化不大，适合使用 PDC
钻头，在此基础上进行优化水力结构、钻头布齿方

案优化和钻头切削稳定性设计。在致密砂岩定向

段使用 P5362MJ（Ø241.3 mm）钻头，在樊 154- 平

3 定向段第 1 次试用，其机械钻速比樊 154- 平 1 定

向段机械钻速提高 30%；在致密砂岩水平段使用

PK5235MJH（Ø152.4 mm）钻头，使用了进口复合片，

大大提高了钻头寿命和破岩效率，目前在致密砂岩

地层已累计使用 13 只此类钻头。
表 3　樊 154 区块沙三段岩石可钻性

岩样
可钻性级值 Kd

牙轮钻头 PDC 钻头

砾岩 3.840 967 1.545 968
砂岩 4.985 956 3.602 884

2.3　非常规储层钻井液技术

基于井壁稳定性的考虑，国内第 1 口页岩气水

平井威 201-H1 井、其他页岩油气水平井泌页 HF1
井、威 201-H3 井、涪页 HF-1 水平段都使用油基钻井

液。与水基钻井液相比较，油基钻井液具有能抗高

温、抗盐钙侵、有利于井壁稳定、润滑性好和对油气

层损害程度较小等多种优点。

对罗家区块岩石样品进行电镜扫描，分析矿物

组分含量，其地层岩石类型主要为泥质岩类，储层黏

土矿物含量较高，地层微裂缝和层理发育，极易造成

井壁不稳定，因此要求钻井液具有较强抑制性，减少

黏土水化膨胀。

利用罗 67 井泥页岩井段岩心，分别使用白油基

钻井液、柴油基钻井液和胺基钻井液进行了各类相

关井壁稳定室内实验。结果表明，油基钻井液更有

利于解决泥页岩地层易坍塌的难题；对于微裂缝，

选用刚性、柔性和树脂类成膜封堵材料相结合，对微

裂隙进行有效封堵，提高井壁稳定性。3 种钻井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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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白油基钻井液和柴油基钻井液在井壁稳定性方面

更有效。综合考虑成本因素，在罗家区块现场应用

了柴油基钻井液，效果显著。表现在：钻井施工未

出现任何复杂事故；在发生原油侵、硫化氢侵及固

相侵入严重的情况下钻井液仍具有较好的性能，保

证施工正常进行；渤页平 1 井长水平段条件下摩

阻 60~70 kN、平均扭矩 12 kN·m 以下；电测成功率

100%，三开泥页岩电测井段井眼扩大率≤ 3%，井壁

稳定效果显著。 

3　结语

（1） 美国页岩油气开发钻完井工程技术是经过

长期摸索形成的，是工程技术的整体配套，不是高新

技术的综合试验应用。非常规油气开发大量应用了

常规钻井技术，关键是适应性和匹配性。井壁稳定

是页岩油气钻井过程中最大的挑战。

（2） 钻井工程技术方案的整体优化设计是非常

规油气开发重要的一环，井眼轨道的优化设计要综

合考虑井壁稳定性和压裂施工的具体要求。

（3） 在没有使用旋转导向钻井系统的条件下，双

扶正器钻具组合、带马达的单弯螺杆钻具组合及其

组合应用是目前技术条件下提高钻井速度、缩短钻

井周期的合理选择，而钻具组合的受力分析和稳斜、

造斜能力的精确把握是技术关键。

（4） 油基钻井液是目前解决页岩井壁稳定问题

的主要手段，油基钻井液的循环应用是降低钻井成

本最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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