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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本课程是石油工程专业的主干课程，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掌握钻井工程领域中
广泛应用的工艺技术及其基本原理，从而为学
生学习后续专业课程及未来从事钻井工程的设
计计算、应用研究及工程管理提供必备的专业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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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课程

机械制图、工程力学、机械设计、

基础地质、石油地质、物理化学、流体
力学、油层物理、渗流力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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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1. 掌握油气井的概念、用途、分类，钻井设备和钻

井工具等基本内容；

2. 掌握岩石力学的基本性质、常用钻头结构及其破
岩原理，能够根据地层岩性正确选择钻头；

3. 掌握钻井技术参数的优选方法及井身剖面设计与
控制方法，能正确进行井身剖面设计及钻井参数优选；

4. 掌握井控原理及技术；

5. 掌握提高固井质量、完井效果的方法，能正确选
择固井完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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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绪论

• 钻井的工程地质条件

• 钻进工具

• 钻井液

• 钻进参数优选

• 井眼轨道设计及轨迹控制

• 油气井压力控制

• 固井与完井

• 其它钻井技术及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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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和参考书

• 教材
陈庭根、管志川主编《钻井工程理论与技

术》，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2006年。

• 参考书
1.陈涛平、胡靖邦主编，石油工程，石油工业

出版社，2000.
2.刘希圣主编，钻井工艺原理（上、下），石

油工业出版社，1981.
3.刘希圣主编，钻井工艺原理（上、中、

下），石油工业出版社，1988.
4. 鄢捷年主编，钻井液工艺学，石油大学出

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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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方式

总成绩=平时成绩（40分）+结业闭卷考试成绩（100分）×60%。

（1）结业闭卷考试，60%，60分。

（2）平时成绩为出勤率、作业、实验、临时考试、课堂互动等分
数的综合。购买一本新的合适的本科教材，5分。出满勤15分，无故
缺课扣5分/2学时，事假扣2分/2学时，病假扣1分/2学时。1次无故旷
课扣5分；2次无故旷课扣10分，黄牌警告；3次无故旷课扣15分，红
牌罚下，不允许参加考试。不定期考试（包含作业）20分。

（3）奖励与惩罚。发现老师讲课错误，依问题的重要性奖励给2-5
分/次。若将正确的指为错误的，扣1-2分/次。

（4）免修者可以现在申请，考试60分以上可以免修。否则，按要

求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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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Introduction of  drilling engineering

第一节 钻井的重要性

第二节 油气田开发方案与布井

第三节 钻井设备

第四节 钻井工具

第五节 钻井液

第六节 完井

第七节 钻井与完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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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钻井的重要性
Section 1 Importance of drilling

一、钻井的概念(Concept of drilling)

1. 油气井(oil well)：以勘探开发石油天然气为目

的，在地层中钻出的具有一定深度的圆柱型孔眼。

2. 钻井(drilling)：使用一定的破岩工具、不断地破

碎井底岩石、加深井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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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钻井的用途（uses of drilling)
1.勘探石油天然气需要钻井

2.开发石油天然气需要钻井

3.储存石油天然气需要钻井

4.开采煤层气需要钻井

5.开采天然气水合物需要钻井

6.开采金属铀需要钻井

7.开采地热需要钻井

8.大陆地质钻探需要钻井

9.固体矿勘探与开采需要钻井

10.开采地下水需要钻井

11.特殊工程需要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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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油井的类别（type of oil well)
油井的类别依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划分方法。

1. 按钻井目的分为探井和开发井

（1）探井（exploratory well)：以了解地层的时代、
岩性、厚度、生储盖组合和区域地质构造、地质剖面局
部构造为目的；或在确定的有利圈闭上和已发现油气的
圈闭上，以发现油气藏、进一步探明含油气边界和储量
以及了解油气层结构为目的所钻的各种井，包括地层探
井、预探井、详探井和地质浅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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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发井（development well):指为开发油气田所钻的

各种采油采气井、注水注气井，或在已经开发的油田内，为
保持一定的产量并研究开发过程中地下情况的变化所钻的调
整井、补充井、扩边井、检查资料井等。

2. 按完钻后的井深分为浅井（<2500m）、中深井（2500-
4500m）、深井（4500-6000m）和超深井（>60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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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井眼轨道形状可以分为直井、定向井、水平
井等。

（1）直井（vertical well）：设计井眼轴线为一
铅垂线，实钻井眼轴线大体沿铅垂方向，其井斜角、井
底水平位移和全角变化率均在限定范围内的井。

（2）定向井(directional well)：沿着预先设计的
井眼轨道,按既定的方向偏离井口垂线一定距离,钻达目
标的井。

（3）水平井(horizontal well)：在一个井场内仅
有一口最大井斜角大于或等于86°,并保持这种角度钻完
一定长度的水平段的定向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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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当前钻井水平（Record of oil well)
•世界上最深的直井

– 12260米，原苏联在科拉半岛的Ｇ３井，德国正在施工一口设
计14000ｍ的井。

•世界最深的水平井
– Cliffs油气公司1991.11在 Bagou Jack油田钻成一口水平

井，造斜点井深：4446ｍ、垂深4672ｍ，测深5212ｍ创世界
水平井最深纪录。

•世界水平段最长纪录
– Ｍaersk油气公司1991.11在北海、丹麦海域Tvra West Bravo

油田钻成一口水平井、测深4768ｍ、垂深2266ｍ、水平段长
2501ｍ创当时世界水平段最长纪录。

•水平位移最大的大位移井
– Statoil公司在施达福油田钻成一口水平井、测深7028ｍ，垂

深2681ｍ、水平位移6086ｍ创世界纪录

– 英国Witch Farm油田，水平位移已经超过10,000m。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4%F3%CE%BB%D2%C6%BE%AE&in=7387&cl=2&cm=1&sc=0&lm=-1&pn=1&rn=1&di=66318360&ln=384&fr=&ic=0&s=0&s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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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钻井技术的发展（Development  of drilling )
•概念时期（1900-1920）

– 钻井和钻井液配套

– 牙轮钻头使用

– 下套管用水泥封固

•发展时期（1920-1948）

– 以上概念进一步发展，开始使用大功率钻机。

•科学化钻井时期（1948-1968）

– 喷射钻井技术（水射流理论）

– 镶齿、滑动密封轴承钻头的使用

– 低固相、无固相不分散钻井液体系和固控技术

– 地层压力检测技术、井控技术、平衡压力钻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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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钻井时期（1968－目前）

自动化钻机

井口自动化工具

钻井参数自动测量

计算机在钻井工程中应用

最优化钻井技术

井下闭环钻井系统

随钻地震

地质导航钻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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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油气田勘探开发方案与布井
Section 2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and well

上节我们介绍了油气井是根据勘探和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的需要
而进行的。那么是根据什么来确定井的位置和形状呢？

一、勘探阶段布井
1. 寻找油气

经过初步的地质勘查、重力和磁力勘测之后，对具有发现油藏
可能性的区域进行地震勘探工作，寻找可能储存石油和天然气的圈
闭和构造。

在构造顶部布井进行钻探，这类井的目的有二：一是寻找石油
和天然气，二是研究地层分布和性质。

2. 圈定油气

在已经发现油气的井周围，布置新的井，以确定油藏的空间几
何形状、确定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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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发阶段布井

一个含油构造经过初探，发现工业油气流以后，紧接着就要进
行详探并逐步投入开发。所谓油田开发，就是依据详探成果和必要
的生产试验资料，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具有工业价值的油田，按
石油市场的需求，从油田的实际情况和生产规律出发，以提高最终
采收率为目的，制定合理的开发方案，并对油田进行建设和投产，
使油田按方案规划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进行生产，直至油田开发
结束的全过程。油田开发必须依据一定的技术方针来进行，在制订
油田开发技术方针时要考虑采油速度(即年产油量占油藏可采储量的
百分比)、油田地下能量的利用和补充、采收率的大小、稳产年限、
经济效益及工艺技术等因素。 一个油田在明确的开发技术方针指导
下，要想进入正规的开发，必须编制好油田开发方案，即依据油田
开发的基础知识，对油田的开发程序、开发方式、层系划分、注水
方式、井网密度、布井方式及经济指标等各因素进行充分的论证、
细致的分析对比，最后制订出符合实际、技术上先进、经济上优越
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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