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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深入研究环空涡动时的流场特性，根据流体力学理论，以连续性方程和 N-S 方程为控制方程，利用计算流体力

学技术对钻柱涡动时环空赫巴流体的流动进行了系统的数值模拟，研究了不同公转方向下钻柱偏心度的变化对环空切向速度

剖面与合速度剖面的影响。通过对模拟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不同公转方向下环空流场分布截然不同，正向公转时切向速度在

环空宽间隙处随着公转速度、自转速度和偏心度增大正向增大；反向公转时会出现二次流，切向速度在环空宽间隙处随偏心度

的减小整体反向减小，同时二次流趋势越明显，摩阻压耗越大。合理应用这些规律有助于完善现有钻井水力学理论，更好地揭

示井下环空流场特性，并为钻井水力参数优化设计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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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further understand features of flow field during vortex in annulus, impacts of eccentricity variations on tangential 

velocity profile and resultant velocity profile of annulus under different rotation directions wer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fluid 

dynamics theories and with continuity equation and N-S equation as controlling equations. In this study, systematic numerical simulations 

were performed on flows of Hershel-Bulkley fluid in annulus during vortex of drill pipes by using fluid dynamics. Through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data, it is seen that distributions of flow fields in the annulu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otation directions. 

During rotation in positive direction, tangential velocity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s of revolution speed, speed of autorotation and 

eccentricity around wide clearance of annulus. During rotation in negative position, secondary flows are observed, and tangential 

velocity decreases reversely with the decreases of eccentricity in wide clearance of the annulus. Moreover, more obvious the trends of 

secondary flows, higher the frictional pressure losses. Proper application of these patterns may improve existing hydraulic theories for 

drilling operations to highlight properties of flow fields in the annulus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hydraulic parameters for drilling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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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进过程中钻柱在井筒内一般会出现涡动，即

在地面转盘带动下顺时针自转的同时还绕井眼轴线

公转。涡动的出现以及公转的半径（即涡动时钻柱

的偏心度）和方向（顺时针方向、逆时针方向）就目前

钻井水平而言无法控制且很难预测，通过实验难以

揭示其内部规律，最可行的方法是借助数值模拟技

术进行研究［1-5］。因此研究涡动时的偏心度对由自

转旋流场、公转旋流场和轴向流场叠加而成的环空

真实流场［6-12］的影响有助于完善现有钻井水力学理

论，更好地揭示井下环空流场特性，并为钻井水力参

数优化设计提供理论指导［13-16］。

1　环空流动的建模与模拟
Model building and simulation of flows in 
annulus

1.1　钻井液模型

Model for drilling fluids  
为更好地描述非牛顿不可压缩流体的流变特

性，采用了更为合理的赫巴流变模式，该模式也可看

作修正的幂律模式，具体方程为［17］

 τ=τHB+Kγn （1）
式中，τ 为剪切应力，Pa；τHB 为该模式的屈服值，Pa；

K 为稠度系数，Pa·sn；n 为流性指数，无因次；γ 为剪

切速率，s-1。屈服值是钻井液的实际动切力。根据

文献［18-19］内的具体数据，采用其中的一种油基

钻井液的数据，回归出相应的赫巴模式的具体参数

 τ=2.47449+0.12177γ0.74011 （2）
1.2　几何模型

Geometric model
数值模拟所涉及到的几何尺寸均采用现场实际

尺寸，钻柱外径 139.7 mm，套管内径 244.0 mm，环空

长度 15 m，其他参数见表 1。选取 15 m 长的环空钻

井液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交错网格的 SIMPLEC
算法对连续性方程和 N-S 方程进行离散化，动量方

程的对流项进行离散化时为保证计算精度，采用二

阶格式；建立的网格几何模型如图 1。
表 1　环空流动几何参数

Table 1 Geometric parameters for flows in annulus

偏心距 /mm 偏心度 偏心距 /mm 偏心度

0    0 33.2   0.64     

16.6 0.32 50.0      0.95            

设置 3 类边界类型：速度入口边界，压力出口

边界以及旋转壁面边界，设定该边界绕其自身轴线

自转的同时绕井壁轴线公转，井壁为静止壁面，所有

壁面都简化为无滑移水力光滑的壁面，且近壁面处

的网格加密划分，采用柱坐标系，对称轴为 z 轴，按

照速度分量方式设定速度入口值［20］。

1.3　流动模型

Flow model
将流体视为不可压缩流体，且具有一定的黏度

值和密度值，不考虑传热和重力的影响［21］。用连续

性方程和 N-S 方程共同描述环空流动，基于有限体

积法的思想进行离散。由于涡动时的环空流场属于

复杂的旋流场，流体质点脉动程度较高，因此采用湍

流两方程模型中的 Realizable 模型，该模型能够有效

地将湍动黏度模型中的系数与应变率耦合起来，能

够更为精确地描述包括旋转均匀剪切流、包含有射

流和混合流的自由流、管道内流动、边界层流动以及

带有分离的流动。因此文中采用 Realizable 模型［22］。

1.4　环空流动的数值模拟

Numerical simulation for flows in annulus
涡动时自转和公转坐标系都遵循右手准则，规

定转盘自转为顺时针方向，以此作为旋转正方向，钻

柱在井眼内的公转根据已有研究的描述有顺时针和

逆时针 2 个方向，当公转为顺时针时，与自转方向一

致，根据右手准则，为正向涡动，反之为反向涡动。

为更好地研究不同偏心度下流场的变化规律，

设置其余钻井参数在合理范围，如表 2。
表 2　钻柱涡动时环空流动数值模拟参数设置

Table 2 Parameters for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flows in annulus 
during drill pipe vortex

要考查的参数 取  值

流体密度 /kg·m-3 1 000

轴向速度 /m·s-1 2.0

自转速度 /rad·s-1 18.84

公转速度 /rad·s-1 ±18.84

偏心距 /mm 0、16、32、50

偏心度 0、0.32、0.64、0.96

取 15 m 长偏心环空钻井液距入口 9 m 处横截

面上沿对称轴的剖面进行分析，横坐标 0 表示井筒

 图 1　不同偏心度下环空流体区域的几何网格模型
Fig.1 Geometric grid model for flowing zones in annulus with 

various eccentri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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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轴线。

2　钻柱涡动时环空流场特性分析
Features of flow field in annulus during 
drill pipe vortex

设井筒圆心为 O1，钻柱圆心为 O2 ，井筒半径为

R，钻柱半径为 r，偏心距为 h，公转速度为 ω1，自转速

度为 ω2，P1 为最宽间隙处对应的钻柱外壁面位置，P2

为最窄间隙处对应的钻柱外壁面位置。设图 2 中时

刻的自转线速度方向为正方向，根据分析可知：

当自转与公转同向，P1 点和 P2 点的线速度（切

向速度）分别为

 vP1=rω2–（r–h）ω1 （3）

 vP2=rω2+（r+h）ω1 （4）

当自转与公转反向，P1 点和 P2 点的线速度（切

向速度）分别为

 vP1=rω2+（r–h）ω1 （5）

 vP2=rω2–（r+h）ω1 （6）

2.1　偏心度对流速剖面的影响

Impacts of eccentricity on flow velocity profile
分析模拟数据发现，其他条件不变时，随轴向流

速增大，环空内宽窄间隙处合速度剖面变化规律与

一般环空流动相同，由于径向速度较小且变化不明

显，本研究未作讨论。下面着重分析涡动时的偏心

度及公转正反方向的变化对环空气场的影响。

井壁

钻柱

O2O1

R
rh

自转ω2

公转ω1

P1 P2

自转与公转同向

井壁

钻柱

O2O1

R
rh

自转ω2

公转ω1

P1 P2

自转与公转反向

图 2　钻柱涡动原理图
Fig.2 Principles of drill pipe vortex

设定环空钻井液密度为 1.0 g/cm3，轴向流速为

2.0 m/s，公转速度为 18.84 rad/s，自转速度为 18.84 
rad/s，考查偏心度分别为 0.32、0.64、0.95 时各流动参

数剖面的变化规律。

切向速度剖面：偏心度增大，宽间隙处切向速

度剖面变大变宽，窄间隙处的切向速度剖面整体增

大，钻柱外壁面在宽间隙处根据式（3）的推导切向速

度越小，在窄间隙处根据式（4）的推导切向速度越大，

如图 3a。合速度剖面：偏心度增大，宽间隙处合速

度剖面整体增大，窄间隙处合速度剖面整体减小，钻

柱外壁面在宽窄间隙处的变化规律同切向速度的变

化规律，如图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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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同偏心度下的切向速度剖面图（正向公转） 

(c) 不同偏心度下的切向速度剖面图（反向公转） (d) 不同偏心度下的合速度剖面图（反向公转）

(b) 不同偏心度下的合速度剖面图（正向公转）

图 3　偏心度对流场速度剖面的影响
Fig.3 Impacts of eccentricity on flow field velocit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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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环空钻井液密度为 1 000 kg/m3，轴向流

速为 2.0 m/s，公转速度为 –18.84 rad/s，自转速度为

18.84 rad/s，考查偏心度分别为 0.32、0.64、0.95 时各

流动参数剖面的变化规律。

切向速度剖面：随偏心度增大，宽间隙处的切

向速度剖面整体反向增大，窄间隙处的切向速度剖

面先增大后减小，钻柱外壁面在宽间隙处根据式（5）
的推导切向速度正向增大，在窄间隙处根据式（6）的

推导切向速度减小，井壁处切向速度为 0，如图 3c。

合速度剖面：随偏心度增大，宽间隙处合速度

剖面整体增大，窄间隙处的合速度剖面整体减小，钻

柱外壁面宽窄间隙处的变化规律同切向速度的变化

规律，如图 3d。

2.2　二次流的分析

Analysis for secondary flows
反向公转时，宽间隙钻柱外壁面附近的流体质

点跟随钻柱自转呈正向旋转，此处的切向速度为正

值，但在远离钻柱外壁面的区域，由于钻柱正向自转

的趋势弱于反向公转的趋势，故此区域的流体质点

跟随钻柱反向公转，所以此处切向速度为负值，如图

3c 所示。在宽间隙区域，同时出现正反 2 个方向的

切向速度，两股不同方向的旋流在环空窄间隙的两

侧分离与汇合，使得环空宽间隙处出现一个明显的

大涡，环空窄间隙处由于钻柱旋转壁面带动的旋流

将本应对应出现的另一个不对称的小涡淹没，最终

形成了不对称的二次流，如图 4 所示。

8.07
7.26
6.46
5.65
4.84
4.03
3.23
2.42
1.61
0.81
0 (a) 偏心度0.64 (b) 偏心度0.95

速度/m·s−1

图 4　不同偏心度下的截面二次流矢量图
（ρ=1 000 kg/m3，v=2.0 m/s，ω1=-18.84 rad/s，ω2=18.84 rad/s）
Fig.4 Vector diagram for secondary flows under different eccentricities
（ρ=1 000 kg/m3，v=2.0 m/s，ω1=-18.84 rad/s，ω2=18.84 rad/s）

反向公转时，其他参数不变，偏心度越大，越不

容易出现二次流。宽间隙处二次流产生的大涡越靠

近旋转钻柱外壁面，同时二次流的分离与汇合点越

靠近窄间隙处，当偏心度大到一定程度后，钻柱的正

向自转趋势被二次流在宽窄间隙处的反向流动趋势

完全包裹且基本抵消掉，此时状态与偏心环空自转

的螺旋流场（自转方向为反向，自转速度大小同公转）

最为接近。二次流的明显出现使得环空流体质点的

脉动趋势进一步加强，随着偏心度减小，钻柱正向自

转趋势越不容易被抵消，二次流趋势越明显，偏心环

空流动的摩阻压耗将进一步增大。

3　结论
Conclusions

（1）偏心度对涡动流场的影响较为复杂，不能轻

易忽略。宏观上不论公转方向如何，随偏心度增大，

宽间隙处的合速度剖面整体增大，窄间隙处的合速

度剖面整体减小，但当具体分析不同公转方向的环

空流场时，又有各自截然不同的流动特性。

（2）正向公转时，钻柱的自转和公转共同增强了

宽窄间隙处的正向旋流趋势，此时切向速度整体为

正值，无二次流出现，偏心度增大，宽间隙处切向速

度增大。

（3）反向公转时，切向速度同时出现正反向旋流

趋势，钻柱的公转流场与自转流场出现相互抵消状

态，环空截面呈现不对称的二次流。偏心度减小，宽

间隙处切向速度反向越小，公转流场与自转流场相

互抵消越小，二次流趋势越明显，摩阻压耗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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