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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部及复杂地层条件下岩石普遍具有硬度大、非均质强、可钻性差、研磨性高等特点，因此钻速慢、寿命短、成本高

等问题一直是制约 PDC 钻头在上述地层中高效应用的主要技术瓶颈，开展 PDC 钻头改进方法研究十分必要。通过对国内外

PDC 钻头最新产品及相关技术进行研究，从提高破岩效率、延长使用寿命、增强稳定性、优化定向性 4 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深部

及复杂地层条件下 PDC 钻头综合改进方法，进而应用该方法设计了 6 只 PDC 钻头用于华北、东北等油田的花岗岩、硬砂岩、砾

岩等难钻地层，均取得了优于常规 PDC 钻头及牙轮钻头的破岩效率和使用寿命，说明该综合改进方法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使

用价值。研究成果可对深部及复杂地层条件下 PDC 钻头个性优化设计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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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ocks in deep and complex formations are commonly characterized by high hardness, strong heterogeneity, poor 

drillability and high abrasiveness, so low rate of penetration (ROP), short service life and high cost have always been the main technical 

bottlenecks that restrict the efficient application of PDC bits in deep and complex formations. Obviously,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

icance to study further the methods to improve PDC bits. The latest PDC bits and the related technologies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comprehensive PDC bit improvement method for deep and complex formations was put forward from four aspects, 

i.e., increasing ROP, prolonging service life, enhancing stability and optimizing steerability. Then, by virtue of this method, six PDC bits 

were designed to drill different types of hard formations (e.g. granite, competent sandstone and conglomerate) in Huabei and Northeast 

Oilfields. It is shown that these improved PDC bits are superior to conventional PDC bits and cone bits in terms of rock breaking effi-

ciency and service life. It is indicated that this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method has good applicability and use value.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optimal design of PDC bits in deep and complicated form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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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油气勘探开发的不断深入，浅层易开发常

规油气资源越来越少，而深部复杂非常规油气资源

正逐步成为勘探开发的重点，在深井超深井及复杂

地质条件下，经常会遇到诸如花岗岩、硬砂岩、砾岩

等难钻岩石，常用的破岩工具（如牙轮、PDC 和金刚

石钻头）在破碎这类岩石时通常出现破岩速度慢、钻

头寿命短、破岩成本高等问题，但由于 PDC 钻头相

比与牙轮和金刚石钻头具有更加优良的改进空间和

潜力，因此越来越多得受到国内外研究学者及钻头

厂家的重视。为拓宽 PDC 钻头在深部及复杂地层

中的应用范围，笔者通过对国内外 PDC 钻头产品及

相关改进技术进行研究，从提高破岩效率、延长使用

寿命、增强稳定性、优化定向性 4 个方面提出了 PDC
钻头综合改进方法，进而采用该方法设计多只 PDC
钻头在华北、东北等油田的花岗岩、硬砂岩、砾岩等

难钻地层中进行现场钻进试验，效果较好。

1　PDC 钻头改进方法

1.1　提高破岩效率

1.1.1　提升 PDC 齿抗冲击性和热稳定性　PDC 齿

主要通过采用六面顶压机分层多次投料、多步升温

加压热压而成，PCD 层与 WC 层的交界面往往采用

具有尖锐棱边的凹凸状，这样合成的 PDC 齿具有

工艺简单、成本低、耗时短、报废率低等优势，在浅 -
中深井软 ~ 中硬地层及地质钻井中取得了较好的

效益，但是在深部复杂地层中，由于岩石硬、研磨性

强，PDC 齿与地层的冲击和摩擦作用较为强烈，会很

快出现崩齿、碎齿、热磨损严重等现象，因此需要对

PDC 齿的抗冲击和热稳定性进行优化，目前比较成

熟有效的技术有聚晶金刚石分层技术、催化剂（通常

为钴）滤除技术、两步投料技术及非平面界技术等［1-2］。

1.1.2　优选 PDC 齿型号　目前常用的 PDC 切削齿

尺寸（外径）主要有 4 种，分别为：10 mm、13 mm、16 mm
和 19 mm，邹德永等［3］通过室内实验研究发现对于

可钻性Ⅲ级以下的岩石，Ø19 mm PDC 齿破岩效率

最高，而对于花岗岩、硬砂岩、玄武岩等可钻性Ⅲ级

以上的硬岩，则 Ø16 mm PDC 齿破岩效率最高，因此

若设计适用于深部硬岩的 PDC 钻头，为提高其破岩

效率，PDC 齿型号应选用 1610。

1.1.3　增布异型加强齿　完好的 PDC 齿具有剪切

破岩效率高的特点，在软 ~ 中硬地层可取得较好的

使用效果，但在硬岩及非均质地层中，则容易出现崩

齿、碎齿等事故，其破岩方式随之由高效的剪切破岩

向低效的磨削破岩方式转变，钻头磨损速度加快，破

岩效率快速降低，因此单纯依靠增布 PDC 齿难以达

到有效提升钻头破岩效率的目的，此时就需要通过

增布异型加强齿来实现，如金刚石孕镶块、锥形、斧

形 PDC 齿等［4-9］，如图 1 所示，通过增布异型齿并优

选布齿参数，一方面可以形成多级混合切削结构，辅

助主齿进行破岩，提高主齿发生严重磨损后钻头的

破岩效率，另一方面还可起到控制钻头吃入深度（控

深）的作用，保护 PDC 主齿免受因瞬时吃入深度过

大而发生的冲击损坏。

图 1　异型加强齿示意图
Fig. 1 Sketch of heterotypic enhanced tooth

1.1.4　加强钻头中心单元的破岩效率　PDC 钻头中

心布齿空间小，所以 PDC 齿“切削弧长”较大；布

齿半径小，所以 PDC 齿切削线速度低，这都会导致

中心岩柱不能被快速破碎而降低钻头整体破岩效

率。该现象在软 ~ 中硬均质地层中并不明显，但在

硬岩及复杂地层中会使冠顶附近 PDC 齿重复破岩

而加速钻头磨损，因此应对钻头中心布齿参数及辅

助破岩结构进行改进，具体方法如下：（1）减小中心

PDC 齿直径，如采用直径 13 mm 的 PDC 齿，降低切

削弧长，增加吃入岩石能力；（2）适当减小中心 PDC
齿的后倾角，控制为 10~12°，以增大其剪切破岩效

率；（3）钻头中心布置异型切削齿，如锥形齿等［10］，利

用其良好的抗冲击性能冲击压碎中心岩柱；（4）近钻

头中心处增布高压水射流喷嘴或适当增大近钻头中

心的喷嘴直径、减小喷距［11-12］，利用其射流冲击作用

辅助破碎中心岩柱。

1.1.5　优化钻头水力结构　当钻进软岩及超软地层

时，防止钻头发生“泥包”是水力结构设计的重要参

考因素，但当钻进诸如花岗岩、玄武岩、硬砂岩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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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时，岩石硬度大、可钻性差，产生的岩屑颗粒较小

且黏附性差，因此钻头发生“泥包”的概率很低，但

由于这些岩屑具有较高的强度和研磨性，会在水射

流的作用下包裹在 PDC 钻头周围，形成强冲蚀作用

的“砂包”，从而导致钻头发生严重的磨料磨损和“掉

齿”现象，而且由于切削齿与岩石的摩擦更加剧烈，

热磨损也会更加严重，所以需要对 PDC 钻头水力结

构进行优化，具体方法如下：（1）适当增加冠顶肩部及

外锥处喷嘴和井底的距离，以增大井底逆流层厚度，

减小逆流速度，减弱钻头冲蚀［13］；（2）增加喷嘴数目，

做到一个刀翼至少配置一个喷嘴，以充分冷却 PDC
齿同时快速清洁井底并辅助破岩；（3）靠近钻头中心

增布喷嘴，且倾角取值小于 45°，通过与外围喷嘴相

互配合，引导钻头中心的流体尽快向外流动，减少磨

料颗粒的滞留；（4）优化喷嘴组合，为了保证液流的合

理分布从而充分冷却钻头和排屑，应尽可能选用等

径喷嘴或相邻序号喷嘴并均布在钻头冠部，且喷嘴

直径应大于 8 mm 以防发生堵塞。

1.2　延长使用寿命

现场应用表明，在花岗岩、硬砂岩等强研磨性

硬岩中钻进时，PDC 钻头普遍磨损严重，PDC 齿磨

损高度可达其直径的 40%，同时冠顶及肩部的个别

PDC 齿还常会出现过早失效等现象，这都会导致钻

头提前报废，因此保证 PDC 齿在更长的时间内“完

好 + 锋锐”是延长钻头寿命的一个重要设计思路，可

通过调整冠顶及附近 PDC 齿的布齿参数来实现。

1.2.1　等速磨损原则 + 平缓冠部弧线 + 特殊布齿

机构　设计 PDC 钻头时为了防止冠顶及附近个别

PDC 齿过早发生严重磨损而导致钻头整体失效，应

采用“等速磨损”的设计原则，即钻头冠部弧线（Bit 
Profile）尽量平缓，如增大内锥角、减小冠顶旋转半

径等，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大布齿空间，另一方面则使

PDC 齿受力更加均匀，促进其均匀磨损，提高钻头寿

命，国外为进一步降低冠顶处 PDC 齿的破岩负担，

将冠顶附近曲面设置为平面，使得每个破岩周期中

冠顶至少有 8~16 颗 PDC 齿同时接触新地层，有效

分摊了冠顶 PDC 齿所受到轴向和扭转冲击力，在花

岗岩和砂岩中取得了提高钻头破岩效率和寿命双重

效果。

钻头等速磨损设计原则还可通过设计特殊的布

齿机构来实现，如美国史密斯公司所开发的“360 钻

头”［14］，其冠顶 PDC 齿通过采用特殊结构设计可进

行 360°自转，从而在不增加冠顶 PDC 齿切削弧长的

前提下提升可用弧长，增加了钻头寿命（对于常规钻

头，PDC 齿切削弧长等于可用弧长，对于 360 钻头，

PDC 齿切削弧长远小于可用弧长），但 360 钻头也存

在特殊布齿机构结构复杂可靠性差等问题，需要进

一步改进优化。

1.2.2　加密布齿　随着岩石硬度与可钻性极值的增

大，布齿密度对钻头破岩效率的影响逐渐减弱［3］，但

通过提高布齿密度可以有效降低单齿载荷，降低崩

齿碎齿情况的出现，所以加密布齿可作为延长钻头

使用寿命的一个重要手段，目前加密布齿方法有 2
种：后排加密布齿和二级加密布齿［15-17］，如图 2 所

示，其中后排加密布齿方法由于具有轨道选择灵活、

地层适应性强、技术简单可靠、布齿类型多样、工艺

成本低等优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此在钻进硬地

层时建议采用后排加密布齿以保证钻头寿命。

图 2　不同加密布齿方法示意图
Fig. 2 Sketch of different tooth infilling methods

1.2.3　优选后倾角和 PDC 齿出刃高度　PDC 齿后

倾角和出刃高度是影响 PDC 钻头破岩效率和使用

寿命的重要因素，在软地层中，随着 PDC 齿后倾角

减小和出刃高度增加，其破岩效率呈现增大趋势，最

优值为 10~15°，但大量现场及室内实验表明，在深

井及复杂地层条件下，随着岩石硬度和抗钻性极值

的增大，PDC 齿后倾角及出刃高度对钻头破岩效率

影响程度明显降低，此时若后倾角取值较小、出刃高

度取值较大，会使得 PDC 齿和岩石接触应力快速增

加，较大的轴向冲击力会导致崩齿碎齿等事故，因此

根据现场实践经验，在钻遇硬岩时，建议冠顶及附近

PDC 齿后倾角取值 15~20°，出刃高度小于 5 mm。

1.3　增强稳定性

硬地层岩石的高强度、高研磨和非均质特性对

PDC 钻头的稳定性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需要在

减缓涡动、增强钻头对岩石适应性、加强保径等方面

进行优化设计。

1.3.1　减缓涡动　钻遇硬岩时，由于切削齿吃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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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深度小、岩石非均质性强、螺旋线布齿等原因，使

得 PDC 钻头因为受力不平衡而进入涡动状态，发生

冲击损坏，因此降低钻头所受到的不平衡力、减缓涡

动的发生对提升钻头稳定性十分重要，可采取如下

措施：（1）采用多级内锥的布齿剖面线，即改传统的单

内锥为多级内锥，越靠近钻头中心内锥角越小，在保

证钻头冠部切削齿等速磨损的前提下，尽量提高其

破岩稳定性；（2）采用力平衡布齿方式，提升切削齿合

力中心的内聚性，降低钻头受到的侧向力［18-19］；（3）
采用非均匀布置刀翼方法［20］，微调刀翼的周向布置

角，打破钻头发生涡动时的固有频率；（4）在钻头后方

布置“平衡翼”，来抵消 PDC 钻头钻遇不同岩石交

界面时产生的不平衡力矩［21］。

1.3.2　增强钻头对岩石适应性　当地层非均质性

较强岩石强度的变化较大时，相同钻压下 PDC 齿吃

入岩石深度会有所不同，所受冲击力大小会随之剧

烈变化，现场试验证明，地层的软硬交错变化是导

致 PDC 齿发生严重冲击损坏的重要原因，因此稳定

每个破岩周期内 PDC 齿的吃入深度对提升钻头稳

定性至关重要，目前国内外研究人员主要是通过在

PDC 主齿后方布置“控深结构”（见图 3）来实现钻

头对不同性质岩石的“等深吃入”，从而最终达到在

复杂地层中平稳钻进目的，“控深结构”有刚性“控

深结构”，如硬质合金块、球形 PDC 齿等［22］，也有弹

性“自适应控深结构”，如装有弹簧的后排辅助 PDC
齿等［23-24］（图 3），目前刚性“控深结构”因其结构简

单性能可靠，得到了广泛应用，对于长井段均质硬岩

地层具有较好使用效果，“自适应控深结构”则对复

杂地层具有更好的适应能力，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1.3.3　加强保径　当钻进软 ~ 中硬地层时，由于井

壁岩石强度低，因此通过降低钻头侧向切削能力来

防止井眼扩径，进而抑制涡动失稳，是增加钻头稳定

性的重要设计原则，此时保径主要采用“被动保径”

方式，如平置 PDC 齿、布置硬质合金块或低摩擦保

径块等，低摩擦保径块可采用金刚石孕镶块的设计

方法，通过优选金刚石粒度和胎体配方来增强其抗

磨和“打滑”性能，“被动保径”通过降低钻头与井壁

之间摩擦，抑制钻头贴向井壁诱发涡动。但当钻进

强研磨性硬岩时，由于保径齿与井壁摩擦更加剧烈，

同时“砂包［25］”的存在也使冲蚀磨损更加严重，导致

钻头保径齿磨损加剧甚至脱落，更易出现缩径而发

生涡动失稳，因此通过增强钻头侧向切削能力来防

止钻头缩径，是钻进硬岩时增加钻头稳定性的主要

设计原则，此时就需要对钻头进行加强保径设计，如

采用“主动保径 + 被动保径”的混合保径方式，“主

动保径”通过在保径段加密布置 PDC 齿（如 1308 型）

或增加主动保径段长 L1 实现，从而提升钻头主动切

削井壁岩石性能，抑制钻头缩径，如图 4 所示。

 图 4　钻头加强保径结构示意图
Fig. 4 Sketch of enhanced bit diameter retention structure

图 3　钻头控深结构示意图
Fig. 3 Sketch of bit depth contro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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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优化定向性

钻头定向性是非常规资源采用定向井勘探过程

中 PDC 钻头结构优化的重要设计方面［26］，PDC 钻

头定向性可由“导向性”和“操控性”2 个指标进

行评价，“导向性”表示为钻头钻进时主动改变前进

轨迹的能力，可用“前进角（Walk angle）”模型进行

定量描述［27］；“操控性”表示为钻头工具面控制的难

易程度，目前还没有合适的定量描述模型。理想情

况下，定向性良好的 PDC 钻头应同时具有良好的导

向性和操控性，但实际上，钻头的导向性和操控性往

往相互制约，如导向性越好的 PDC 钻头其工具面通

常也越难控制，此时就需要根据地层特性对钻头结

构进行改进，并辅助以井下定向工具和钻压优选，以

综合优化钻头的定向性。

1.4.1　优选“主动保径”和“被动保径”配合方式及

参数　国内外大量理论研究及现场实践表明，PDC
钻头保径类型和保径段长对其定向性能有着重要影

响，S. Menand 等人通过研究发现［28-29］，“主动保径”

方式对钻头定向性的调节能力明显强于“被动保径”

方式，且随着二者长度的减小，钻头的定向性随之增

强。为此建议：（1）当地层岩性单一均质性好、井斜角

设计较小且只进行小范围改变时，建议采用混合保

径方式（保径长度取 L2＞＞L1）或单一的“被动保径”

方式（L2 取较大值），以适当降低钻头的导向性增加

操控性；（2）当地层岩性单一均质性好且需要进行大

角度定向钻井时，建议采用混合保径方式（保径长度

取 L2 ≥ L1）或单一的“主动保径”方式（L1 取较小值），

以适当降低钻头的操控性增加导向性；（3）当地层岩

性复杂均质性差且需要进行大角度定向钻井时，则

建议采用混合保径方式（保径长度取 L2 ≥ L1，L2 和

L1 长度适当增加）并配合使用井下定向工具，以同时

增加钻头导向性和操控性。

1.4.2　调整布齿参数　钻头冠顶 PDC 主齿及保径

齿后倾角大小会对钻头定向性产生影响：（1）当增大

冠顶 PDC 齿后倾角（＞15°）并减小保径 PDC 齿的

后倾角（＜ 10°）时，钻头侧向切削性能提升，导向性

随之升高，但是由于钻头趋向于贴附井壁，所以更易

进入涡动状态，操控性下降，此时就需要适当减小钻

压以加强对钻头工具面的控制，这种配合方式比较

适用于单一均质地层；（2）当减小冠顶 PDC 齿后倾角

（＜ 15°）并增大保径 PDC 齿的后倾角（＞ 10°）时，

钻头侧向切削性能减弱，导向性随之降低，但操控性

上升，此时可以通过配合井下定向工具对钻头的定

向性进行综合调节，以实现在复杂非均质地层中定

向钻进。钻头保径 PDC 齿完整与否也会对钻头定

向性产生影响，当保径齿进行预切齿处理后，切齿深

度越大，其破岩性能越差，钻头侧向切削能力越低，

导向性也降低。因此通过调节冠顶 PDC 主齿和保

径齿后倾角及保径齿切齿深度可实现根据不同地层

性质优化钻头定向性的目的。

2　现场应用

为了进一步验证 PDC 钻头综合改进方法的使

用价值，设计了 6 只 PDC 钻头分别在华北、东北等油

田的花岗岩、硬砂岩、砾岩等难钻地层进行现场试验。

2.1　钻头技术指标

6 只 PDC 钻头均使用了本文的改进方法，在

PDC 齿布齿参数、冠部曲线参数、水力及保径结构设

计等方面进行了优化。PDC 钻头具体技术指标如表

1，设计及实物图如图 5，A~D 钻头用于直井段钻进，

E 和 F 钻头用于定向井段钻进。

2.2　钻头使用效果分析

6 只实验 PDC 钻头与同地层的常规 PDC 钻头

及牙轮钻头的使用效果对比见表 2 所示。

图 5　6 只实验 PDC 钻头设计及实物图
Fig. 5 Design and object of 6 tested PDC 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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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 只 PDC 钻头技术参数
Table 1 Technical parameters of 6 PDC bits

钻头编
号及井

名

井
型

钻头直
径 /mm 地层岩石

刀
翼
数

布齿参数
冠部曲线

参数
水力结构 保径结构

钻井
方式

钻头 A，
华北油
田晋古
17 井

直
井

152.4

硬砂岩，单轴抗
压强度约 177.48 
MPa，可钻性极

值 6.9~8.4

5

双排中等加密布齿，1613PDC
主 齿 +1610 金 刚 石 孕 镶 块 辅
助控深齿，PDC 齿后倾角均为
10°，出刃高度 3 mm，金刚石孕
镶块后倾角 0°，力平衡布齿

内锥角 75°，冠
顶旋转半径 45 
mm，外锥高差
42 mm，冠部曲

线平缓

加强水力设计，靠近
钻头中心喷嘴直径
更大，喷嘴组合 Ø13 
mm×3+Ø11 mm×3，

倾角均＜45°

加强保径设计，保
径总长 50 mm，

1308PDC 齿主动
保径 +1305PDC

齿被动保径

井下动力
钻具 +
复合钻

钻头 B，
华北油
田晋古
17 井

直
井

152.4

硬砂岩，单轴抗
压强度约 177.48 
MPa，可钻性极

值 6.9~8.4

6

双排高加密布齿，1308PDC 主
齿 +1310 金刚石孕镶块辅助控
深齿，PDC 主齿后倾角为 10°，
出刃高度 4 mm，金刚石孕镶块
后倾角 0°，力平衡布齿

内锥角 75°，冠
顶旋转半径 45 
mm，外锥高差
42 mm，冠部曲

线平缓

加强水力设计，靠近
钻头中心喷嘴直径
更大，喷嘴组合 Ø13 
mm×2+Ø11 mm×5，

倾角均＜45°

加强保径设计，保
径总长 50 mm，

1308PDC 齿主动
保径 +1305PDC

齿被动保径

井下动力
钻具 +
复合钻

钻头 C，
青海油
田东坪
125 井

直
井

215.9

变质砂岩 + 花
岗片麻岩，单轴
抗压强度 158.33 
MPa，可钻性极

值 6.26

6

双排高加密布齿，1613PD 主齿
+1610 金刚石孕镶块辅助控深
齿，中心 PDC 齿型号为 1308，
后倾角 10°，冠顶及外锥 PDC
主 齿 后 倾 角 15°，出 刃 高 度 4 
mm，金刚石孕镶块后倾角 0°，
力平衡布齿

内锥角 77°，冠
顶旋转半径 66 
mm，外锥高差
51 mm，冠部曲

线平缓

加强水力设计，靠近
钻头中心喷嘴直径
更大，喷嘴组合 Ø13 
mm×3+Ø12 mm×5，

倾角均＜45°

加强保径设计，保
径总长 71 mm，

1308PDC 齿主动
保径 +1305PDC

齿被动保径

转盘钻 +
复合钻

钻头 D，
青海油
田扎

711 井

直
井

215.9

含砾泥岩 + 含
砾砂岩（砾石主
要以燧石为主，

粗粒）

5

双排高加密布齿，1613PD 主齿
+1308 PDC 辅助控深齿，中心
PDC 齿后倾角为 15°，冠顶及外
锥 PDC 主齿后倾角为 15°，力
平衡布齿

内锥角 77°，冠
顶旋转半径 66 
mm，外锥高差
58 mm，冠部曲

线平缓

加强水力设计，靠近
钻头中心喷嘴直径
更大，喷嘴组合 Ø13 
mm×7，倾角均＜45°

加强保径设计，保
径总长 50 mm，

1308PDC 齿主动
保径 +1305PDC

齿被动保径

转盘钻 +
复合钻 +
水力脉冲
震荡工具

钻头 E，
东北油
田金古
11HF 井

定
向
井

155.6

花岗片麻岩 +
含砾细砂岩，
单轴抗压强度

117MPa，可钻性
极值 6.06~8.21

6

双排中等加密布齿，1610PD 主
齿 +1610 金 刚 石 孕 镶 块 辅 助
控 深 齿，中 心 PDC 齿 型 号 为
1308，后倾角为 10°，冠顶及外
锥 PDC 主齿后倾角为 12°，出
刃高度 3 mm，金刚石孕镶块后
倾角 0°，螺旋布齿

内锥角 75°，
冠顶旋转半径
40.2 mm，外锥
高差 52 mm，
冠部曲线平缓

加强水力设计，喷嘴
组合 Ø12 mm×8，倾

角均＜45°

加强保径设计，保
径总长 50 mm，

1308PDC 齿主动
保径 +1310 金刚

石孕镶块被动保径

井下动力
钻具 + 复
合钻 + 井
下定向工

具

钻头 F，
胜利油
田盐 22
斜 31 井

定
向
井

215.9
含砾砂岩（砾石
为细粒，非均质

性极强）
4

双排中等加密布齿，1913PD 主
齿 +1521 锥形辅助控深齿，中
心 PDC 齿 型 号 为 1308，后 倾
角 为 10°，PDC 主 齿 后 倾 角 为
15°，力平衡布齿

内锥角 77°，冠
顶旋转半径 64 
mm，外锥高差
50 mm，冠部曲

线平缓

加强水力设计，喷嘴
组合 Ø12 mm×6，倾

角均＜45°

非加强保径设计，
保径总长 60 mm，
1308PDC 齿主动

保径

转盘钻 +
螺杆钻具
+ 井下定
向工具

表 2　6 只实验 PDC 钻头与同地层常规 PDC 钻头及牙轮钻头使用效果对比
Table 2 Application effect comparison between 6 tested PDC bits and the conventional PDC bits and cone bits in the same formation

井号 钻头型号 钻头数目
平均钻速 /
（m·h-1）

平均进尺 /
m

起钻后新度
（0 报废，1 全新）

晋古 17 井

实验 PDC 钻头 AB 2 1.28 35.69 0.6
常规 PDC 钻头 1 0.93 25.10 0.4

牙轮钻头 10 0.89 19.56 0.3

东坪 125 井
实验 PDC 钻头 C 1 1.15 69.00 0.5

牙轮钻头 2 1.07 60.00 0.4

扎 711 井

实验 PDC 钻头 D 1 2.02 273.00 0.5
常规 PDC 钻头 8 2.10 83.75 0.4

牙轮钻头 4 1.91 108.20 0.2

金古 11HF 井

实验 PDC 钻头 E 1 3.74 263.00 0.7
常规 PDC 钻头 1 1.89 112.19 0.3

牙轮钻头 4 1.55 78.09 0.3

盐 22 斜 31 井

实验 PDC 钻头 F 1 10.72 1533.00 0.6
常规 PDC 钻头 7 7.72 687.38 0.3

牙轮钻头 8 3.21 170.6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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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 2 可以发现，通过对 PDC 钻头进行改进，

A、B、E、F 这 4 只实验钻头在破岩效率（钻速）和使

用寿命（进尺）两方面均获得了优于常规 PDC 钻头

和牙轮钻头的使用效果，C、D 钻头虽然破岩效率比

常规 PDC 钻头和牙轮钻头提升并不明显，但使用寿

命有明显提升。另外，6 只钻头起钻后整体新度较新，

仍具有继续钻探的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没有对实验钻头的稳定性

和定向性进行量化评价，但稳定性的提升和定向性

的优化也会对钻头整体破岩效率和使用寿命的提升

起到促进作用，因此可以认为实验钻头在破岩效率、

使用寿命、稳定性和定向性等 4 个方面均得到了一

定程度的提升或优化。这说明 PDC 钻头综合改进

方法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和使用价值。

3　结论及建议

（1）通过对国内外 PDC 钻头最新产品及相关技

术进行研究，从提高破岩效率、延长使用寿命、增强

稳定性、优化定向性 4 个方面提出了深部及复杂地

层条件下 PDC 钻头综合改进方法，应用该方法设计

了 6 只 PDC 钻头用于华北、东北等油田的花岗岩、

硬砂岩、砾岩等难钻地层，均取得了优于常规 PDC
钻头及牙轮钻头的破岩效率和使用寿命，说明该综

合改进方法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和使用价值。

（2）PDC 钻头个性化设计是实现深部及复杂地

层油气资源高速高效钻探开发的重要手段之一，但

是目前关于深部硬岩及砾岩的破岩机理及规律仍存

在认识不到位等不足，还需要从实验和理论研究等

角度进一步深入探究；另外对于复杂未知地层，对

钻头本身进行结构优化同时，还应将井下工具、钻

头、钻进参数三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优化，以期

提高钻头本身性能的同时，综合降低钻井成本，这也

是下步重点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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