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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油气田开发中，水平井钻进时携岩困难、托压严重、机械钻速慢等问题严重影响生产效益。射流磨钻头既能降低井底压

差实现欠平衡提速，又能粉碎岩屑实现岩屑悬浮运移，为水平井安全高效钻井作业提供技术支撑。研究基于计算流体力学方法，建立

了射流磨钻头流场的数值仿真，并采用标准 k-ε 双方程模型对其流场特性及其外排屑槽尺寸的影响进行了模拟研究。结果表明，无

外排屑槽时射流磨钻头的降压效果最好，井底低压区和中压区呈现一降一升的趋势；井底压力沿钻头直径方向分布极不均匀，高压

与低压交错出现；在开外部排屑槽的情况下，内排屑孔的总体积流量占比达 100% 以上，随单个外排屑槽宽度的增大，内排屑孔的总

体积流量占比增加，且外排屑槽存在钻井液回流的现象，回流体积流量占比 4% 以内。研究结果为射流磨钻头的优化设计与应用提

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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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oil  and  gas  field  development,  some  problems  occur  during  the  drilling  of  horizontal  wells,  e.g.

difficult cuttings carrying, severe backing pressure and low rate of penetration (ROP), which seriously impact production benefits. The

jet mill bit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bottom hole pressure difference to realize the underbalanced ROP improvement, but also crus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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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tings  to  realize  suspended  cuttings  transportation,  so  as  to  provide  th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safe  and  efficient  drilling  of

horizontal  wells.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model  for  the  flow  field  of  jet  mill  bit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fluid  dynamics

calculation method. Then, the flow field characteristics of jet  mill  bit  and the influences of the size of its  external  cuttings drainage

channel were numerically simulated by means of the standard k-ε  two-equation model.  It  is  indicated that when there is  no external

cuttings drainage channel, the depressurization effect of the jet mill bit is the best and the low- and middle-pressure zones at the bottom

hole present the trend of one decreasing and one increasing. In addi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bottom hole pressure along the diameter

direction  is  extremely  uneven,  and  high  pressure  and  low pressure  are  crisscrossed.  When the  external  cuttings  drainage  channel  is

opened,  the  bulk  volume  flow  ratio  of  the  internal  cuttings  drainage  hole  is  over  100%.  As  the  width  of  single  external  cuttings

drainage channel increases,  the bulk volume flow ratio of the internal cuttings drainage hole increases.  Besides,  the phenomenon of

drilling fluid backflow occurs in the external cuttings drainage channel with the backflow volume flow ratio basically below 4%.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optimal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jet mill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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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水平井广泛应用于页岩油气、致密油气、

煤层气、油页岩、重油和油砂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

开发生产中，其钻进时携岩困难、托压严重、机械钻

速慢、钻井成本高等问题为生产带来不利影响［1］。

2013年高德利等提出采用粉碎岩屑的方法提高携

岩效率，并将射流磨粉碎技术首次引入钻井行业，研

发了一种水平井射流磨钻头［2-5］。它既能降低井

底压差实现欠平衡提速，又能粉碎岩屑实现其悬浮

运移，有效减少甚至避免水平井钻井过程中岩屑床

的形成，为水平井安全高效钻井作业提供技术支

撑。然而，射流磨钻头水力结构复杂，其降低井底压

差与粉碎岩屑的性能除了与其结构设计和工作参数

有关外，还与其外排屑槽尺寸和流场特性有很大关

系。目前计算流体力学数值模拟技术被广泛用于钻

头水力结构优化设计［6］，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基于计算流体力学方法，对射流磨钻头的流场特性

及其外排屑槽尺寸的影响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揭

示了外部排屑槽尺寸对射流磨钻头流场特性及其降

压性能的影响规律，对射流磨钻头水力结构的优化

设计及改进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物理模型及控制方程

1.1    物理模型

射流磨钻头在常规 PDC钻头体内部加装了抽

吸井底流体和射流粉碎岩屑的流道［3−5］。图 1(a)
所示为Ø215.9 mm 5刀翼射流磨钻头，具有 5个正

向喷嘴和 5个反向喷嘴，正向喷嘴与反向喷嘴内径

均为 7.76 mm；射流磨钻头保径部位的外排屑槽深

度为 15 mm。图 1(b)所示为对外排屑槽尺寸，Ro 为

外排屑槽的外边界半径，Ri 为外排屑槽的内边界半

径，L 为外排屑槽的内边界弧长，则外排屑槽尺寸可

表示为 (Ro，Ri，L)，其中将 L 定为变量，通过改变

L 可以得到不同尺寸的外排屑槽。选取 L 的值分别

为 L=0、30、40、50、60、70 mm。井底简化为平面，

循环介质为水，建立计算域模型如图 2所示。

1.2    控制方程

射流磨钻头内部流道及井筒内的流场皆为湍流

流动，视内部流道及井筒内的流体为不可压缩流体，

采用标准 k-ε 双方程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其控制方程

 
图 1　射流磨钻头冠部

Fig. 1 Crown of jet mill bit

 
图 2　射流磨钻头流场计算域模型及网格

Fig. 2 Calculation domain model and grid of
the flow field of jet mill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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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7］。

连续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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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流体密度，g/cm3； 和 为速度张量， ,
，2，3， ； 为质量力张量； 为有效黏度，

kg/(m · s)； 为湍流黏度，kg/(m · s)； 为流体黏度，

kg/(m · s)； 为常量， =0.09； 为湍动能，m2/s2； 为

湍动能耗散，m2/s3； ， 分别为 方程和 方程的湍

流 Prandtl数， 、 ； 为层流速度梯度

产生的湍流动能，N/(m2 · s)； 为浮力产生的湍流动

能，N/(m2 · s)； 为可压缩湍流中，过度扩散产生的

波动，kg/(m · s3)； 为用户自定义参数； ， 为常

量， 、 ； 为浮力对耗散率的影

响，流动与重力方向相同时取 1，流动与重力方向垂

直时取 0； 为用户自定义参数。

1.3    边界条件

利用 Fluent软件对射流磨钻头进行流场仿真分

析。边界条件包含入口条件、壁面条件和出口条

件。以射流磨钻头内部钻井液泵入的主流道入口为

流体入口，入口边界采用入口速度条件，假设泥浆泵

的排量为 30 L/s，则入口速度即为 16.5 m/s。壁面条

件均假设为标准壁面。以射流磨钻头与井壁之间

的环空顶部为出口，出口压力值为 60 MPa。利用

SIMPLEC算法来解决速度和压力耦合问题以提高

迭代计算收敛速度，采用二阶迎风格式来降低假扩

散作用的影响。

2    数值仿真结果及分析

2.1    内部流道流场特性分析

如图 3和图 4所示，高压钻井液在通过反向喷

嘴出口 A处时产生了高速射流，从而形成了局部低

压，对井底流体产生了抽吸作用，可促使井底钻井液

携带岩屑加速上返。从图中可以看出 B区的钻井液

流速相对较高，然而压力低于周围钻井液。C区域

为反向射流与井底上返钻井液的混合加速区，钻井

液流速比较高，有助于提高岩屑的剪切与水楔破碎

效果。

如图 5所示，由正向喷嘴射出的井底钻井液在

经过涡旋后，一部分进入内排屑孔，另一部分进入外

排屑槽与井壁之间的间隙，这说明外排屑槽的存在

对井底上返钻井液具有分流作用。不同尺寸的外排

屑槽对钻井液的分流作用不同，且对井底流场的影

响也不同，因此还需要对不同尺寸外排屑槽的射流

磨钻头井底流场情况作进一步分析。

2.2    井底流场特性分析

图 6为不同单个外排屑槽宽度下的井底压力云

图，按照压力值的不同，可将井底压力区域分为 a、

 
图 3　射流磨钻头剖面速度云图

Fig. 3 Velocity contour of jet mill bit’s section

 
图 4　射流磨钻头剖面压力云图

Fig. 4 Pressure contour of jet mill bit’s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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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压力由小到大的排列顺序为 a＜b＜c，由图 6
可看出，单个外排屑槽宽度不同，对应的井底压力分

布也不同。

如图 6和 7所示，随着单个外排屑槽宽度的增

大，低压 a区的面积逐渐减小，且在 L=0时低压区面

积远大于 L 取其他值的情况。中压 b区主要分布在

刀翼与刀翼之间的区域，随着单个外排屑槽宽度的

增大，中压 b区面积逐渐增大，直到占据大部分井底

区域。高压 c区集中在喷嘴射流出口区域，随着单

个外排屑槽宽度的增大，高压 c区面积基本保持不

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单个外排屑槽

宽度的增大，井底低压区和中压区呈现一降一升的

趋势，井底压力总体在增大。

图 8为井底流体质点沿钻头直径方向的压力分

布曲线，钻头直径方向如图 3的箭头指向所示，可以

看出，随着单个外排屑槽宽度 L 的增大，井底压力相

应增大，L=0时井底压力最小，即无外排屑槽时射流

磨钻头的降压效果最好。沿钻头直径方向井底压力

分布极不均匀，呈现出高压与低压交错出现，在实钻

中随着钻头的旋转可造成井底岩屑受力不均，可能

有助于岩屑快速脱离井底上返。

图 9为井底流体质点沿钻头直径方向的流速分

布情况，可以看出，随着单个外排屑槽宽度 L 的增

大，井底流体质点的速度变化规律不太明显。沿钻

头直径方向井底流体质点的速度变化较大，呈现出

高速与低速交错出现，在实钻中随着钻头的旋转有

助于井底岩屑的清洗。

由图 5可知，外排屑槽可能会对井底上返钻井

液有分流作用，不同尺寸的外排屑槽对钻井液的分

流作用不同，且对井底流场的影响也不一样。如图 10
所示 (纵坐标正向表示流体流向沿井壁流向井底，纵

 
图 5　射流磨钻头剖面流线图

Fig. 5 Streamline chart of jet mill bit’s section

 
图 6　井底压力云图

Fig. 6 Bottom hole pressure contour

 
图 7　井底压力云图中各压力区间面积占井底面积的比例

Fig. 7 The area ratio of each pressure interval in the bottom hole
pressure contour to the bottom hole area

 
图 8　井底流体质点沿钻头直径方向的压力分布

Fig. 8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bottom hole fluid particles along
the diameter direction of the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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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负向表示流体流向沿井底流向井口)，随着单个

外排屑槽宽度的增大，通过外排屑槽的总体积流量

和通过内排屑孔上返的总体积流量都逐渐增多，但

两者的钻井液流向相反，通过外排屑槽的钻井液流

向为沿着井壁流向井底方向，通过内排屑孔的钻井

液流向为从井底流向井口方向。内排屑孔的总体积

流量占入口体积流量的比例超过了 100%，这是由于

部分上返流体通过外排屑槽重新回流到井底，在井

底又通过内排屑孔上返流出，因此使得内排屑孔出

口体积流量大于钻头的入口体积流量。这表明射流

磨钻头的降压效果比较明显。钻井液回流可能使部

分携岩钻井液重新回到井底，造成岩屑的重复破碎，

不利于井底岩屑清除，然而钻井液回流的体积流量

占比非常小，基本都在 4%以内，因此分流影响基本

可以忽略。

3    结论与建议

(1)无外排屑槽时射流磨钻头的降压效果最好，

随着单个外排屑槽宽度的增大，降压效果逐渐降低，

井底低、中压区呈现一降一升的趋势；沿钻头直径方

向井底压力分布极不均匀，高压与低压交错出现。

(2)随着单个外排屑槽宽度的增大，井底流体质

点的速度变化规律不太明显；沿钻头直径方向井底

流体质点的速度变化较大，高速与低速交错出现。

(3)在开外部排屑槽的情况下，内排屑孔的总体

积流量占比达 100%以上，随单个外排屑槽宽度的

增大，内排屑孔的总体积流量占比增加，且外排屑槽

存在钻井液回流的现象，回流体积流量占比基本在

4%以内，因此外排屑槽的分流影响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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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井底流体质点沿钻头直径方向的流速分布

Fig. 9 Flow velocity distribution of bottom hole fluid particles
along the diameter direction of the bit

 
图 10　射流磨钻头出口体积流量分流比例

Fig. 10 Distribution ratio of volume flow at the
exit of the jet mill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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