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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石油、天然气和地质钻井过程中，井筒内的钻井液压强造成的压持效应，极大地降低了钻进速度。针对现有以液

体钻井液为循环介质的常规钻井技术，以减少钻头处的钻井液压持效应为目的，根据射流泵的工作原理，研制了一种能够降低

井底钻井液压强的井底负压发生器。该井底负压发生器具有 3 个功能：将环空分为上部环形空间和井底环形空间两个压强区；

井底环形空间压强低于上部环形空间压强，且流体从井底环形空间流向上部环形空间；有钻进功能。介绍了井底负压发生器

的结构和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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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essure hold effect caused by drilling fluid pressure within the wellbore reduces greatly drilling speed during oil, gas, 

and geological drilling.This paper provides a bottom hole drilling fluid pressure vacuum generator based on the works of the jet pump, in 

order to reduce pressure hold effect for the conventional drilling using liquid mud as the circulating medium. The bottom hole negative 

pressure generator has three functions:the annulus is divided into two pressure zone of the upper annular space and the bottom annular 

space; the bottom annular space pressure below the upper annular space pressure, and drilling fluid flows from the bottom annular space 

to the upper annular space; drilling. This paper also introduces the structure and the use method of the negative pressure generator.

Key words: negative pressure; drilling; generator; jet; under balance

作者简介： 李国庆，1959 年生。1982 年毕业于大庆石油学院钻井工程专业，现任总工程师。 E-mail：li4983678@163.com。

在石油、天然气和地质钻井过程中，井筒内的

钻井液压强造成的压持效应，极大地降低了钻进速

度［1］。井底钻井液压强越大，钻速越慢；井底钻井

液压强越小，钻速越高。为了提高钻进速度，采用

了欠平衡钻井技术［2-4］、充气钻井技术［5］、泡沫钻井

技术［6］、气体钻井技术［7］。这些钻井技术虽然有效

地提高了钻速，但也有地面设备复杂、井壁稳定困难

和地层压力控制困难等问题。以液体钻井液为循环

介质的常规钻井技术，具有设备相对简单、井壁稳

定性好、井控容易、钻柱磨损较轻等优点，如果能在

井底产生负压，降低钻井液压持效应，将提高钻进

速度和有效降低钻井成本。本文就介绍这样一种工

具——钻井用井底负压发生器。

1　结构和工作原理

井底负压发生器结构：管状中心轴外套有胶桶

安装环，胶桶安装环外安装有胶桶，胶桶内安装有低

压腔、喷嘴、液流排出孔和低压液流管，在低压液流

管下端安装有滤网，在中线轴上开有液流孔，在胶桶

安装环和胶桶上开有液流孔，在中心轴与胶桶安装

环间有密封圈，在胶桶安装环上方有止推轴承，止推

轴承上方有弹簧，中心轴上有止推台肩（图 1）。从

结构上可以分为封隔器组、射流泵组及推进组 3 部

分。封隔器组包括胶桶安装环和胶桶。射流泵［8］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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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液流排出孔、低压腔、喷嘴、低压液流管和滤网。

推进组包括中心轴、弹簧和止推轴承。上母接头用

于与上部钻柱连接，下公接头用于与钻头或下部钻

柱连接。密封圈用于防止高压液体从环隙中泄露。

封隔器组套在推进组的中心轴上。射流泵组安装在

封隔器组的胶桶内。封隔器组的功能是靠液体压强

使胶桶膨胀，密封环形空间。射流泵组的功能是使

封隔器组下部环形空间的压强低于上部环形空间的

压强，并排出岩屑。推进组的作用是使钻头旋转向

下钻进。

图 1　钻井用井底负压发生器结构

在自由状态下，胶桶外径小于井筒直径，可以用

钻柱将工具送入井底。当向钻柱内流体施加压强时，

流体流经路线：中心轴中孔——中心轴液流孔——

中心轴与胶桶安装环间环空——胶桶安装环液流

孔——胶桶内腔——喷嘴——低压腔——液流排出

孔——上部环形空间。由于胶桶内腔压强大于环形

空间压强，胶桶膨胀，封闭了环形空间，将环形空间

分为上部环形空间和井底环形空间。当液流流经喷

嘴后，在低压腔产生负压，负压将井底环形空间流体

吸入低压腔，两路流体一起经液流排出孔流入上部

环形空间。为了避免大岩屑颗粒堵塞管道，在入口

处，装有滤网。使井底环形空间压强低于上部环形

空间压强，且流体能够从井底环形空间流向上部环

形空间。钻井液压强升高后，可以旋转钻柱并施加

钻压钻进，此时，胶桶安装环和胶桶固定在井壁上不

动，中心轴转动，传递钻压，并向下滑动，同时压缩弹

簧，当止推轴承接触止推台肩时，就需要卸掉钻井液

压力，使胶桶收缩，弹簧推动胶桶向下，直至下死点。

2　使用方法

图 2 是井底负压发生器在井底的工作方式。该

井底负压发生器连接在钻柱上，并送入井底。当钻

井液压强升高后，胶桶膨胀并封闭环形空间。安装

在胶桶内的射流泵组使得井底环形空间的压强小于

上环形空间的压强。上环形空间的压强使得井壁稳

定和井控易于实现。井底环形空间的压强使得钻速

快。当钻柱旋转并向下钻进时，推进组的中心轴下

移，压缩弹簧。当止推轴承顶到止推台肩时，就要停

止向钻柱内液体施加压强，使胶桶收缩，弹簧伸长，

向下推胶桶达到下死点，此时，井底环形空间没有负

压强。再开泵向钻柱内液体施加压强时，井底环形

空间产生负压强。

图 2　钻井用井底负压发生器的应用

3　结论

井底负压发生器是在传统工艺上的改进，具有

成本低、结构简单、稳定性好和耐久性，建议尽快投

入现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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