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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是国家授权投资

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是实行上下游、内外

贸、产销一体化，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跨

地区、跨行业、跨国经营的综合性石油公司，

下设上游 17 家、下游 33 家、销售 36 家大型

企业。作为中国境内最大的原油天然气生产、

供应商和最大的炼油化工产品生产、供应商之

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2010 年国内生产原油

10500 万吨，生产天然气 72.5 亿立方米，加工

原油 135 亿吨，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720 万亿

元，实现利润 172.7 亿元，实现利润在国内企

业中位居榜首。

美国《财富》杂志 2010 年度全球 500 强公

司排名中，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居第 10 位

，在全球 50 家大石油公司中位居第 5 位。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履行资源、市场和国际化

战略，坚持推进科技进步，实施技术创新，以

全面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为主线，以解决制约主

营业务发展的重大瓶颈技术为重点，不断完善

技术创新体系，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强化科技

人才队伍建设，技术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技

术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了一大批高水平，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

套管钻井技术 (CDT) 就是具有代表性的重

大创新成果之一。



自 2000 年以来，中国石油着实推进转盘驱

动方式下的套管钻井技术的攻关与实践，形成

了多项独有的特色技术。套管钻井是指在钻进

过程中，直接用套管取代传统的钻杆向井下传

递扭矩和钻压，边钻进边下套管，完钻后做钻

柱用的套管留在井内用来完井。套管钻井技术

把钻井和下套管合并成一个作业过程，不再需

要常规的起下钻作业。   

中国石油在套管钻井技术方面自主研发了

4 大系列 12 项特色实用技术。四大系列为单行

程套管钻井技术、多行程套管钻井技术、尾管

钻井技术、套管柱优化技术。中国石油拥有一

批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并配套先进的套管钻

井工具与设备，可提供全套优质的套管钻井完

整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

中国石油的套管钻井技术已在中国的吉林

油田、大庆油田、大港油田、河南油田等 4 个

油田推广应用 40 余口井。套管钻井技术获得高

度的评价，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和口碑。 

1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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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色技术

1.  单行程套管钻井技术系列

套管钻井是指在钻进过程中，直接用套管取代传统的钻杆向井下传递扭矩和钻压，边钻进边

下套管，完钻后做钻柱用的套管留在井内用来完井。套管钻井技术把钻井和下套管合并成一个作

业过程，不再需要常规的起下钻作业。所谓单行程套管钻井技术，就是指采用一只钻头钻完设计

进尺，中途不进行起下钻和更换钻头作业的套管钻井技术。该技术适用于表层（技术套管）钻井

及过油层的浅开发井钻井。

（1）可捞式表层套管钻井技术

可捞式表层套管钻井就是在表层套管钻井完钻后，下入打捞工具通过可捞钻头装置捞取表层

套管内的井下工具及钻头的套管钻井技术。可捞式表层套管钻井可解决表层钻井所遇见的各种复

杂情况，明显的缩短钻井周期，节省钻井成本。

（2）可钻式表层套管钻井技术

可钻式表层套管钻井技术就是将可钻的钻

头与最下面一根套管连接，以常规方式进行钻

井作业，钻至设计井深后即可进行固井的套管

钻井技术。可钻式表层套管钻井可节省钻井时

间和作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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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裸眼测井油层套管钻井技术

可裸眼测井油层套管钻井是在油层套管钻井完钻后，通过脱接装置，将钻头丢弃在井底，而

后根据需要上提套管柱达一定高度，实现对主力目的层进行裸眼测井的套管钻井技术。该技术可

为地质部门提供准确的测井资料。

（4）常规油层套管钻井技术

常规油层套管钻井是指在转盘驱动方式下，通过套管夹持器或承扭保护器使方钻杆与套管柱

连接，套管柱下部通过完井连接器与钻头相连，完钻后钻头留在井内直接进行固井完井的套管钻

井技术。该技术适合于浅层井的开发，可以降低钻井成本、减少井下事故的发生、缩短建井周期，

减少对储层的伤害，提高单井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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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行程套管钻井技术系列

多行程套管钻井就是指采用特殊起下装置

及井下工具系统，达到更换钻头目的的套管钻

井技术。该技术可广泛应用于以提高钻井速度、

解决复杂情况为目的的钻井作业。 

多行程套管钻井工具系统主要由起下工具、

井下锁定工具串、坐底套管三部分组成。进行

套管钻进时，井下锁定工具串锁定在坐底套管

上，实现钻头与套管柱之间的锁定，完成钻井

扭矩及钻压的传递。在需要时，通过连接在钢

丝绳上的打捞工具在套管内进行井下锁定工具

串的起下，并由井口泵入短节及钢丝绳防喷器

来保证在起下过程中钻井液的正常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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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钢丝绳密封装置

该装置主要由锥孔螺钉、密封胶芯和外筒等组成。在套管钻井过程中起到钢丝绳密封的作用。

钢丝绳装置具有密封效果好、使用寿命长、密封体更换方便等优点。

（2）井口泵入短接

该短节主要由主轴、钢丝绳密封装置、皮

碗和锁紧螺母等组成。在井内起下工具串时，

钢丝绳从密封装置中穿过，通过密封装置中的

密封胶芯对钢丝绳进行密封，保证钻井液的正

常循环。井口泵入短节具有密封效果良好、使

用寿命长、结构简单等优点。

（3）坐底套管

该工具内部有锁定短节，锁定短节的下部

有硬质合金的套管鞋。多行程套管钻井在需要

时，通过打捞矛等专用工具实现井下工具串与

坐底套管的锁定和解锁。坐底套管结构简单、

锁定牢固、解锁可靠。

（4）随钻扩眼器

该工具主要由外壳体、齿条轴、弹簧、喷嘴、

卡簧、扩眼器刀片和销轴等组成，扩眼器刀片

上镶嵌有 PDC 切削颗粒。在套管钻井时，能将

领眼钻头所钻井眼扩大到设计尺寸；随钻扩眼

器具有耐磨损、硬度高、钻速快、寿命长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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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尾管钻井技术系列

尾管钻井技术是指用钻杆通过专用机构与尾管钻井系统连接 , 并通过该系统进行钻进，完钻

后固井并将钻杆起出，而把套管留在井下的一种钻井技术。该技术为衰竭油气藏、大压差地层以

及深度不明、压力差异很大的裂缝地层的钻井施工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钻井方法。

（1）旋转机构

该装置主要由外套、轴承、旋转动密封组

件和心轴组成，连接在常规固井水泥头与方钻

杆之间，使得水泥头与方钻杆可以存在相对转

动，提高固井质量。

（2）旋转尾管悬挂器

该工具主要由送入工具、悬挂器、固井附

件组成。既能参与钻井，又能进行旋转固井。

旋转尾管悬挂器具有钻井可靠、操作安全、固

井质量优良的特点。

密封机构 主体 下接头扶正器坐挂滑套卡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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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套管柱优化技术系列

该技术通过开展不同井下工况条件下的套

管柱力学性能分析，建立了套管钻井管柱力学

模型，集成了套管钻井管柱力学分析软件平台，

该平台可以进行套管钻井中管柱屈曲和弯曲行

为分析、进行摩阻和扭矩计算、进行管柱剩余

强度分析和疲劳强度、疲劳寿命预测以及进行

作业参数优化设计等工作。

5.  拥有多项专利技术

作为套管钻井技术不断探索和实践者，中国石油拥有 6 项发明专利、30 项实用新型专利。这

些专利及相应的产品奠定了中国石油在套管钻井领域的领先地位。

套管钻井管柱力学分析软件平台

屈曲和弯曲行为分析

摩阻和扭矩计算

剩余强度分析

疲劳强度、疲劳寿命预测

螺纹接头疲劳强度、疲劳寿命预测

作业参数优化选择

套管螺纹接头有限元分析

套管柱振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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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型案例

1. 可捞式表层套管钻井技术应用案例

吉林油田新民、扶余等区块在表层钻进过

程中易出现坍塌、漏失、掉块，下部地层压力

异常等现象，造成表层套管下入困难，不得不

进行起套管、划眼等作业，损失了大量的时间，

浪费了资金和人力物力。于 2006 年在新民及扶

余地区应用了可捞式表层套管钻井技术，解决

了上述问题，机械钻速提高了 4%，钻井周期

缩短了 10%。该技术已成为吉林油田复杂地区

表层钻井的常用方法。

2. 可钻式表层套管钻井技术应用案例

2007 年大港油田滩海地区应用可钻式表层

套管钻井技术，累计完成 7 口井，同常规钻井

相比，机械钻速提高了 10%，完井周期缩短了

50%，提高了钻机利用率和钻井效率，有效的

降低了钻井成本。

3. 可裸眼测井油层套管钻井技术应用案例

2005 年吉林油田的扶余地区现场施工，利

用钻头脱接装置实现了主力油层裸眼测井，完成

了双侧向、声速、伽玛、电极系、连斜等 5项系

列测井，满足了地质上对地层资料的获取要求。

4. 常规油层套管钻井技术应用案例

利用该技术在吉林油田、大庆油田和中石

化河南油田采用与常规钻井相同的井身结构，

累计完成了 23 口井。与同地区常规钻井相比，

机械钻速提高了 9%，完井周期缩短了 26%，

钻井成本降低了 11%，同时在保护储层、提高

单井产能方面也展现出良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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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研装备

中国石油拥有高水平的

套管钻井技术研发能力及服

务团队，拥有 2 个装备精良

的实验室和各种专业设备。

石油管工程实验室

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重点实验室，从事石油

管工程技术应用基础和超前

储备技术研究，是石油管科

学研究、科技创新及人才培

养的基地。可进行油井管与

管柱力学、输送管与管线力

学、管道安全与完整性技术、石油管的失效诊断及预测预防技术、石油管腐蚀与防护技术等研究。

石油工程实验室

属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重点实验室，具有 CMA（中国计量认证）和 CNAS（中国合格评

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资格认证。可为石油的钻采、井下工具新产品在投入现场应用之前提供中间

试验手段，从而提高工具产品研究和开发的可靠性。

磨损试验机

磨损试验机可对套管钻井用不同钢级套管与典型岩石的磨损情况进行试验研究。研究结果可

用来确定套管钻井钻至一定深度或完钻后套管外表面磨损缺陷，为实物实验模拟含有外表面缺陷

的套管的抗挤、抗拉、抗内压等性能作必要的理论、数据准备，从而可以更加准确地确定套管钻

井完钻后套管的剩余寿命，还可以确定给定套管和作业参数条件下，套管柱的安全可钻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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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试验机

多功能试验机通过液压控制，实现对套管

钻井相关工具的加压、旋转、循环等功能性试验，

确保工具的可靠性。

电子万能试验机

电子万能试验机主要用于对套管钻井用不

同钢级的套管进行静力拉伸试验，从而得到不

同钢级套管的静力拉伸性能参数，为能更加合

理的选择套管提供科学依据。

万能材料试验机

万能材料试验机用来对套管钻井用不同钢

级套管进行多轴疲劳试验，测试不同应力水平、

不同扭转载荷、不同拉伸载荷等情况下的套管

寿命变化，从而寻找套管的疲劳机理和破坏规

律，为套管柱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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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质与标准

1.  企业资质

中国石油具有工程总承包、工程勘探设计等 14 项国家甲级资质和建设部、交通部一级施工

资质，获得国家 (AAA) 级信誉等级证书，通过了 GB/T1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34 个单位实施

HSE 管理体系，其中 20 家单位通过了 HSE 体系认证。

2. 技术标准

中国石油提供的全系列技术服务，始终在 API 国际行业标准内精益求精，技术工艺、产品装

置与业界全面接轨和融合。



6专家团队

苏义脑 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油气钻井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长

期从事钻井工程技术研究与应用，在钻井力学、轨道控制和

井下工具研究中多项创新成果居国际先进水平。提出“井下

控制工程学”新领域并主持相关前沿技术攻关。获得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2 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8 项，出版专著 7 部，

发表论文 150 余篇。

联系电话：010-83597067

E-mail：suyinao@petrochina.com.cn

张凤民 教授级高工。长期从事钻井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与推广应

用工作。获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公司技术创新一等奖 2 项，二

等奖多项。获专利 10 余项，发表论文 20 余篇。

联系电话：0438-6258019 

E-mail：zhangfengmin @cnpc.com.cn

王  辉 高级工程师，从事石油工程领域机械设备与材料工艺研究工

作，组织开展套管钻井技术的研究和试验。负责多项国家级、 

集团公司级项目的攻关科研，获省部级成果 5 项、专利 19

项，发表论文 15 篇。

联系电话：010-52781811

E-mail：wanghuidri@cnpc.com.cn

王  力 高级工程师，从事钻井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工作，主持并完

成了套管钻井技术的研究和现场试验工作。孙越崎能源科

技奖获得者，曾承担国家级以及集团公司级项目多项，获

省部级成果 5项，发表论文 30 余篇，获专利 16 项。

联系电话：0438-6337778

E-mail：wli005@cnpc.com.cn

中国石油拥有以六名检测和监测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为核

心，30 多名技术学术带头人为主的专家团队，能够为用户提供完善

的技术咨询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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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嵇南 教授级高工，从事钻井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与推广应用

工作。曾承担国家级以及集团公司级项目多项，获省部级

成果 2项、专利 12 项，发表论文 25 篇。

联系电话：0438-6337738

E-mail：zhangjn001@cnpc.com.cn

郑万江 从事钻井工程专业 28 年，擅长钻井工艺及工具的研究，负

责套管钻井现场技术服务工作。曾承担国家级以及集团公

司级项目多项，获省部级成果 3 项，专利 16 项，发表论文

8篇。

联系电话：0438-6337749 

E-mail：zhengwanjiang08@petrochina.com.cn

宋生印 研究员，主要从事钻井、油井管领域的科研工作，负责套

管柱的优化设计工作。孙越崎能源科技奖获得者，曾主持

承担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资助项目、中英政府间技

术交流项目、国家重大、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以及省部级项

目 20 多项，获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7 项，发表论文 40

余篇，合作出版专著 2 部，获准国家授权专利 9 项，其中

发明专利 2项。

联系电话：029-88726088

E-mail：songsy@tg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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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刁顺 先生

电  话：59986059
Email: sdiao@cnpc.com.cn

Contact: Mr. Diao Shun
Tel: 59986059
Email: sdiao@cnp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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