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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结合煤层气钻井经验及钻井项目调研ꎬ总结了煤层气钻井技术与装备现状ꎬ空气钻井、复合钻

井、精确对接、地质导向、屏蔽暂堵、欠平衡钻井等先进技术ꎬ以及高低搭配的浅层油气井钻机与全液
压车载钻机、无线随钻测量系统与地质导向系统等钻井装备的研究和推广应用ꎬ提高了钻井效率ꎬ推
动了煤层气产业的发展ꎬ为煤矿安全生产提供了重要保障ꎮ 以降低煤层气开发综合成本为目标ꎬ阐述
了快速移动钻井装备研发应用、国产地质导向技术与装备研究与推广、煤储层伤害控制技术推广应
用、区域适应性优快钻井技术研究与完善、地面井下联合抽采钻井技术不断探索应用等是下一阶段煤
层气钻井技术与装备的发展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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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意义ꎮ 近年来ꎬ我国持续加大煤层气开发利用支持

言

力度ꎬ各煤层气资源富集区也先后出台相关政策规

作为困扰煤矿开采的难题ꎬ同时也是一种非常
规天然气ꎬ煤层气的开采利用在保障煤矿安全生产、
优化能源产业结构、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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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定ꎬ加大财政资金支持、税费政策扶持和科技创新力

度ꎬ煤层气地面开发取得重大进展ꎬ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

我国煤层气勘探开发累计钻井近 １７ ０００ 口ꎬ２０１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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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煤层气地面开发产量 ４５ × １０ ８ ｍ ３ ꎬ为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０

倍ꎬ占同期煤层气( 煤矿瓦斯) 总抽采量的 ２１.０６％ꎬ
与 ２０１０ 年相当 [１－２] ꎮ 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ꎬ 地面煤层气

与井下瓦 斯 的 抽 采ꎬ 促 使 煤 矿 瓦 斯 事 故 起 数 下 降

５３.０６％ꎬ瓦斯事故死亡人数下降 ４０.７８％ꎬ煤矿百万
吨死亡率下降 ７８.０９％

[３－４]

ꎮ 但是ꎬ由于煤层气是一

种低成本运行的项目ꎬ煤层气井单井产量低ꎬ生产周
期长ꎬ项目经济效益差ꎬ低油价及煤矿企业效益不佳
等因素ꎬ导致近几年来煤层气勘探开发投入明显下
降ꎬ２０１６ 年 地 面 煤 层 气 产 量 较 ２０１５ 年 仅 增 加 ２.

１８％ꎮ 由于钻井成本占煤层气开采总成本的 １ / ２ 以
上 [５] ꎬ在保证钻井效果的前提下ꎬ降低钻井综合成

本是降低煤层气开发成本ꎬ乃至推进煤层气产业健
康发展的重要手段ꎬ结合笔者煤层气钻井行业多年
从业经验与近年来对煤层气钻井项目的调研ꎬ总结
出地面煤层气钻井技术与装备现状ꎬ以降低钻井成

术进行生产直井施工ꎬ相同地层条件下ꎬ空气钻井平
均机械钻速达到普通回转钻进的 １.４ ~ ４.０ 倍 [６ꎬ８] ꎬ缩
短了钻井周期ꎬ降低了钻井成本ꎮ
２) “ ＰＤＣ 钻头 ＋螺杆马达” 复合钻井技术ꎮ 复合

钻井技术利用钻机转盘与螺杆马达同时回转ꎬ驱动
ＰＤＣ 钻头高速切削岩层ꎬ是近年来油气钻井领域机

械钻速快速提高的关键技术 [９] ꎮ 由于螺杆马达性

能、型号的完善及使用寿命提高ꎬ再加上高效 ＰＤＣ

钻头的蓬勃发展与价格的持续降低ꎬ复合钻井技术
广泛应用于煤层气钻井中ꎬ大幅提高机械钻速ꎬ缩短
钻井周期ꎻ与无线随钻测量系统相结合ꎬ还可实现易
斜地层的防斜快打ꎬ新疆阜康矿区急倾斜地层采用

复合钻井技术ꎬ全井平均机械钻速最高达 １６.５８ ｍ / ｈꎮ
在 ＰＤＣ 钻头选型优化及螺杆马达性能持续改善的

前提下ꎬ复合钻井技术可继续提升煤层气井平均机
械钻速ꎮ

３) 绳索取心技术ꎮ 在金刚石绳索取心钻具的

本为目标ꎬ提出煤层气钻井技术与装备发展趋势ꎮ

１

地面煤层气钻井技术现状

基础上ꎬ适用于常规钻具的煤层气绳索取心钻具及
配套钻井工艺得以开发ꎬＧ１０５ 钢级 ø１２７ ｍｍ 钻杆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在国家政策扶持及相关

直接用于煤层气参数井绳索取心钻井施工ꎬ底喷式

业化、规模化道路ꎬ钻井技术与装备也得到长足发
展ꎮ 逐步形成了以空气钻井和“ ＰＤＣ 钻头 ＋ 螺杆马

不断改进ꎬ形成了以中低钻压、低转速、低泵量为特

技术发展的支持下ꎬ我国煤层气开发逐步进入了产

ＰＤＣ 钻头可减少对煤心的冲刷ꎬ提高取心率ꎮ 通过
点的煤系地层绳索取心钻井工艺ꎬ在海拉尔盆地、六

达” 复合钻井为核心的直井钻井技术、以定向钻井

盘水矿区、毕节矿区、鄂尔多斯盆地东缘、沁水盆地、

为核心的丛式井钻井技术、以地质导向钻井为核心

彬长 矿 区 等 碎 软、 中 硬、 坚 硬 煤 层 中 得 到 成 功 应

的水平井钻井技术ꎬ以及以欠平衡钻井和屏蔽暂堵
为核心的钻井过程储层伤害控制技术ꎮ
１.１

直井钻井技术

１) 空气钻井技术ꎮ 空气钻井以空气为循环和

用 [１０－１２] ꎬ如海拉尔盆地多口参数井结构破碎褐煤取
心率大于 ８５％ [１０] ꎬ除个别井外ꎬ六盘水、毕节矿区碎
软煤层取心率均大于 ８０％ꎮ

１.２

丛式井钻井技术

动力传输介质ꎬ驱动气动潜孔锤碎岩ꎬ可有效减少漏

丛式井能够节约井场和道路面积ꎬ减少搬家费

失ꎬ大幅提高机械钻速ꎬ缩短建井周期ꎬ降低钻井成

用ꎬ适合多煤层同时开发ꎬ实现钻井液循环利用ꎬ能

本ꎬ适用于严重漏失、坚硬地层、低压低渗地层及缺

够有效降低钻井综合成本ꎬ较直井开发模式而言ꎬ具

水地区钻井施工ꎮ 随着空气潜孔锤制造工艺的进
步ꎬ潜孔锤工作寿命大幅提高ꎬ拆卸维护简单ꎬ为空

有更好的经济效益 [１３] ꎮ 随着井下动力钻具性能的

改善、无线随钻测量仪器可靠性提高、定向井设计与

气钻井的推广奠定了基础ꎬ空气钻井工艺的不断完

计算软件的优化与普及ꎬ井眼轨迹控制能力明显增

善ꎬ提高了钻井效率ꎬ推动了空气钻井技术的推广应

强ꎬ定向井钻进机械钻速ꎬ尤其是定向段钻进机械钻

用ꎮ 通过合理配置空压机注气量及钻井工艺参数ꎬ

速有了显著提高ꎬ使得丛式井布设中面临的定向段

已可实现地层涌水量不大于 ５ ｍ / ｈ 时的安全快速
３

钻进

[６]

ꎬ威远 １ 井采用空气钻井技术最高平均机械

钻速可达 ３４. ５６ ｍ / ｈ

[７]

ꎮ 贵州六盘水、毕节、遵义ꎬ

四川筠连等煤层气区块上部岩溶发育地层均采用空

气钻井施工ꎬ提高机械钻速的同时ꎬ解决了漏失问
题ꎮ 沁水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东缘采用空气钻井技

长度增加ꎬ而导致钻井周期增加、防碰绕障等问题得
以解决ꎮ 依据目标煤层埋藏深度的不同ꎬ丛式井井
身剖面分为“ 直 －增 －稳” 三段式剖面和“ 直 － 增 － 稳 －
降 － 稳” 五段式剖面 ２ 种ꎮ 单组丛式井数量为 ４ ~ ９

口ꎬ井间距为 ４ ~ ６ ｍ [１３] ꎬ丛式井已成为我国煤矿区

煤层气低成本开发的主要井型ꎮ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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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井钻井技术
煤层气水平井集钻井、完井和增产措施于一体ꎬ

是煤层气开发的主要手段之一ꎬ据不完全统计ꎬ截至

２０１６ 年 底ꎬ 我 国 煤 层 气 开 发 累 计 完 成 水 平 井
６０７ 口 [１４] ꎮ

自 ２００４ 年 我 国 第 一 口 煤 层 气 多 分 支 水 平 井

ＤＮＰ０２ 井成功实施以来ꎬ针对煤层气藏的特点ꎬ煤

层气水平井的井型朝着多样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ꎬ
发展出 Ｕ 型井、Ｖ 型井、Ｌ 型井、多分支水平井、超短

半径水平井等ꎬ仅多分支水平井即衍生出单主支水
平井、双主支水平井、多主支水平井、双煤层多分支

水平井等ꎮ 煤层气水平井钻井工艺集成了造洞穴、
精确对接、地质导向、侧钻开分支等多项钻井关键
技术ꎮ

１) 造洞穴技术ꎮ 对于水平连通井组直井煤层

段造穴ꎬ能够降低井眼对接难度ꎬ提高对接成功率ꎬ

目前常用的 ３ 种造穴方式为水力造穴、机械造穴、水
力 －机械复合造穴ꎮ
２) 精确对接技术ꎮ 精确对接是实现水平井与

目标直井连通的关键ꎮ 目前ꎬ主要方法是旋转磁场

测距法ꎬ利用 ＲＭＲＳ 系统ꎬ实时测量磁场强度ꎬ并利
用磁场强度计算钻头与对接点相对位置ꎬ实时调整
水平井井眼轨迹ꎬ直至与目标直井连通ꎮ 随着精确
对接工艺的提高ꎬ目前可实现水平井与未造穴目标
直井玻璃钢套管精确连通ꎬ也可实现水平井与造穴
目标直井偏心连通ꎮ

３) 地质导向技术ꎮ 地质导向技术是提高目的

层钻遇率ꎬ缩短钻井周期的关键ꎬ是煤层气水平井钻

井核心技术ꎮ 现阶段ꎬ随钻地质导向技术是在对煤
田地质勘探资料ꎬ尤其是三维地震资料进行整理分
析的基础上ꎬ结合多口邻井资料ꎬ建立三维地质模
型ꎬ导入设计轨迹ꎬ获得二维地质剖面ꎻ在实钻过程
中ꎬ依据获取的各种井下参数和收集资料进行结合ꎬ
实时修正地质模型ꎬ用于指导后续井段的钻进 [１５] ꎮ

考虑到煤层气钻井的低成本需求ꎬ现阶段煤层气水
平井 地 质 导 向 系 统 主 要 为 “ 自 然 伽 马 ＋ 电 阻 率 ＋

ＭＷＤ” 仪器构成的简易地质导向系统ꎬ结合随钻预

测软件ꎬ实现地质导向钻进ꎮ 利用地质导向技术ꎬ中
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在芦岭煤矿实施
ＬＧ０１ 水平井组ꎬ水平井段位于砂质泥岩层ꎬ向下距

煤层 ２ ｍꎬ长度 ５８５.９６ ｍꎬ靶区钻遇率 １００％ꎬ定向射

孔分段压裂完井后ꎬ连续排采 １２ 个月ꎬ日均产气量

达 ７ ９２１ ｍ ３ ꎬ创造了我国碎软低渗煤层的煤层气水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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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井产量新记录 [１６] ꎮ
４) 侧钻开分支技术ꎮ 目前水平井侧钻开分支
的方式有前进式侧钻和后退式侧钻 ２ 种ꎬ煤层气水
平井分支侧钻的主要方式是悬空侧钻ꎬ主要技术流
程为:预留侧钻点、划槽和控时钻进ꎬ关键在于控时
钻进ꎮ
１.４ 钻井过程储层伤害控制技术
我国煤层气储层具有低压、低渗、高吸附性、易
受压破碎的特点ꎬ钻井过程中的压力波动不仅使得
煤岩易发生疲劳损伤和破坏ꎬ而且易造成井壁围岩
裂缝的开启与闭合ꎬ直接表现为煤层渗透率的降低ꎻ
同时ꎬ钻井过程中钻井液漏失和滤失对裂隙系统的
堵塞也会造成渗透率的降低ꎬ大量研究表明ꎬ煤层气
储层伤害具有不可逆性 [１７－１８] ꎬ直接影响到后期煤层
气的解吸与排采ꎬ储层伤害在煤层气钻井中应极力
避免ꎮ 现阶段ꎬ储层伤害控制主要采用屏蔽暂堵技
术和欠平衡钻井技术ꎮ
１) 屏蔽暂堵技术ꎮ 屏蔽暂堵技术利用暂堵材
料封堵井壁周边裂隙ꎬ钻井完成后使用完井液清除
封堵材料ꎬ实现钻井过程的储层保护ꎮ 现阶段ꎬ煤层
气井屏蔽暂堵材料主要是细目或超细目碳酸钙等酸
溶性暂堵材料ꎬ空气和表面活性剂以及高分子材料
聚合物组成的绒囊状暂堵材料ꎬＣＭＣ － Ｎａ 与瓜尔胶
等聚合物、生物酶为主的纤维类暂堵材料及上述材
料的组合体 [１７－１９] ꎮ
受“ 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 专项相关课题
支持ꎬ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石油钻井研
究院、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等科研单
位对屏蔽暂堵材料开展了室内试验研究ꎬ并在柳林
矿区、沁水盆地及彬长矿区进行了现场试验与应用ꎬ
取得良好效果ꎮ
２) 欠平衡钻井技术ꎮ 欠平衡钻井技术是解决
护壁堵漏与储层保护问题的重要途径ꎬ包括气体钻
井、雾化钻井、泡沫钻井、微泡钻井、充气钻井等ꎬ近
年来ꎬ欠平衡钻井技术越来越多地与水平井、分支井
等技术相结合ꎬ在煤层气钻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鄂尔多斯盆地东缘、沁水盆地、彬长矿区等采用充气
欠平衡钻井技术解决了低压煤储层钻井中面临的储
层保护与安全钻井矛盾 [２０－２１] ꎬ库拜矿区、河东煤田
成功应用可循环微泡钻井技术进行了低压煤储层安
全钻进ꎮ

２

煤层气钻井装备
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持续支持和煤层气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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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开发项目的不断创新ꎬ煤层气钻井装备有了长足

运输时系统各设备、护栏及连接管线等不需拆卸ꎬ满

发展ꎬ依据施工井型的不同ꎬ逐步形成了以水源钻探

足快速搬迁的要求ꎮ

装备、浅层油气井装备、车载钻探装备高低搭配的钻

２.２

井装备体系ꎮ
２.１

钻井地面装备

１) 钻机ꎮ 与常规油气井相比ꎬ煤层气井钻井深

随钻测量仪器
煤层气定向井、水平井大规模推广应用的基础

是随钻测量仪器与技术的进步ꎬ尤其是无线随钻测
量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定向钻井的门槛ꎬ提高了定向

度浅、施工周期短、搬家频繁ꎬ直井、定向井钻井施工

钻井效率ꎬ地质导向随钻测量仪器的发展提高了目

以水源钻机为主ꎬ浅层油气井钻机为辅ꎬ主要钻机型

的层钻遇率ꎬ推动了水平井钻井技术的发展ꎮ

提升 力 ７００ ~ １ ３５０ ｋＮꎬ 最 大 钻 井 深 度 １ ０００ ~

信号传输方式的不同可分为有线式、泥浆脉冲式和

水平井施工以带顶驱石油钻机及全液压车载钻

泥浆脉冲式无线随钻测量系统( ＭＷＤ) 井下仪

号为 ＴＳＪ２０００、ＴＳＪ２６００、ＴＳＪ３０００、ＺＪ１５、ＺＪ２０ 型ꎬ钻机
３ ０００ ｍꎮ

机为主ꎬ带顶驱石油钻机主要为 ＺＪ３０、ＺＪ４０ 及具备

１) 几何导向随钻测量系统ꎮ 随钻测量仪器因

电磁波式ꎬ后两者在现阶段占主导地位ꎮ

器串由脉冲发生器、电磁阀、测量探管、电池筒及坐

相同施工能力修井机ꎬ配套小型化顶驱ꎬ如辽河天意
ＤＱ２０ －ＬＨＴＹ －Ｙ 型、华北石油 ＤＱ２０Ｙ１ 型等ꎻ主要进

键短节组成ꎬ地面系统由压力传感器、地面机、司钻

Ｄｒｉｌｌｍｅｃ Ｇ７５ꎬＨＨ１０２ 等ꎻ为降低煤层气勘探开发的

输速度较慢ꎬ国内泥浆脉冲式无线随钻测量系统测

口车载钻机为雪姆 Ｔ１３０ＸＤ、Ｔ２００ＸＤꎬ宝蛾 ＲＢＴ９０ꎬ
钻探成本ꎬ国内多个钻机厂家相继推出了多款全液
压车载钻机ꎬ如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显示器等组成ꎬ优点在于技术成熟ꎬ价格相对较低ꎬ
缺点在于受钻井液含砂量、含气量影响较大ꎬ信号传
量误差一般为: 井 斜 角 ± ０. １°ꎬ 方 位 角 ± １°ꎬ 工 具 面

±１°ꎬ近年来ꎬ国内泥浆脉冲发生器设计、制造取得

的 ＺＭＫ５５３０ＴＺＪ１００ 型、北京天和众邦勘探技术有限

进展ꎬ脉冲信号稳定性有所提高ꎬ为煤层气井“ 一趟

限公司 ＳＭＪ５５１０ＴＺＪ１５ / ８００Ｙ、 ＳＭＪ５５１０ＴＺＪ２５ / １０００Ｙ

电磁波无线随钻测量系统( ＥＭ － ＭＷＤ) 井下仪

公司 ＣＭＤ１００ 型、ＣＭＤ１５０Ｔ 型、石家庄煤矿机械有

钻” 完井奠定了基础ꎮ

型、江苏天明机械集团的 ＴＭＣ９０ 型、ＴＭＣ１３５ 型ꎬ钻

器串由电池短节、发射天线及各传感器构成ꎬ需装入

平井钻井施工ꎮ

器、地面机及信号传输系统组成ꎻ优点在于对循环介

机提升力 ８００ ~ １ ５００ ｋＮꎬ能够满足 ２ ０００ ｍ 以浅水

２) 泥浆泵ꎮ 煤层气钻井用泥浆泵类型依据钻

井深度有所不同ꎬ６００ ｍ 以浅煤层气直井、定向井使
用矿用双缸双作用泥浆泵较多ꎬ主要型号有 ＴＢＷ －

８５０、ＴＢＷ － １２００ 型ꎻ６００ ｍ 以 深 煤 层 气 直 井、 定 向

井、水平井使用石油钻井用 ３ＮＢ 系列和 Ｆ 系列泥浆

泵ꎬ３ＮＢ 系列泥浆泵主要型号有 ３ＮＢ３５０、３ＮＢ５００、

３ＮＢ８００、３ＮＢ１０００ 和 ３ＮＢ１３００ꎬ Ｆ 系 列 泥 浆 主 要 有
Ｆ５００、Ｆ８００、Ｆ１０００ 和 Ｆ１３００ 型ꎮ 双金属缸套、陶瓷

缸套的推广应用ꎬ提高了泥浆泵运行的可靠性ꎬ有效

专用无磁钻铤中ꎬ地面系统由接收天线、司钻显示
质要求低ꎬ可在充气钻井、气体钻井中使用ꎬ信号传
输效率较高ꎬ通常与地质导向系统相结合ꎬ缺点在于
信号易受地面设备运转、目的层含金属矿物等因素
影响ꎮ 煤层气钻井使用较多的电磁波无线随钻测量
仪器为美国 ＢｌａｃｋＳｔａｒ ＥＭ －ＭＷＤ 仪器ꎬ其误差为:井
斜角±０.２°ꎬ方位角±１°ꎬ工具面向角±１.５°ꎮ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将抗震型

ＥＭ －ＭＷＤ 与空气钻井技术相结合ꎬ实现了空气潜

孔锤高钻速和高频振动条件下实时监测钻孔轨迹的

延长了设备维护周期ꎮ

目标ꎬ保障了空气钻井的成孔质量和中靶精度 [２２] ꎮ

要求ꎬ煤层气直井、定向井需配备振动筛、除砂器、除

技术的日趋成熟和新的井下工具、仪器的不断改进ꎬ

泥器三级固控系统ꎬ煤层气水平井需增加配备离心

随钻地质导向工艺从被动导向到主动导向ꎬ其发展

３) 固控系统ꎮ 应储层保护与钻井液固相控制

机和液气分离器ꎮ 与常规油气井钻井不同ꎬ煤层气
井受井场条件限制ꎬ配备固控系统为简化固控系统ꎬ
一般直井、定向井三级固控系统为单固控罐配置ꎬ除
砂器、除泥器为一体机ꎻ水平井固控系统为双固控罐
配置ꎮ 考虑到运输方便ꎬ固控系统泥浆罐宜为矮罐ꎬ

２) 地质导向随钻测量系统ꎮ 伴随着定向钻井

经历常规随钻测量( 被动式) 、方向性随钻测量( 主

动式) 、近钻头成像随钻测量( 主动式)３ 个阶段 [２３] ꎮ
国产地质导向系统以 “ 自然伽马 ＋ ＭＷＤ” 组合

系统为主ꎬ部分厂家可配套电磁波电阻率短节ꎬ实现
“ 自然伽马 ＋ 电阻率 ＋ ＭＷＤ” 地质导向系统ꎬ主要型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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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有 北 京 海 蓝 ＹＳＴ － ４８Ｒ ＋ ＴＲＧ 型、 北 京 普 利 门
ＰＭＷＤ － Ａ 型、上海神开 ＬＷＤ ＋ 随钻地质导向组合

矩螺杆及配套泥浆泵、固控系统的选型ꎬ发挥“ ＰＤＣ
钻头 ＋ 大转矩螺杆” 钻速快、井眼轨迹易控制的特

国外先进油服公司不但拥有较先进的地质导向

达等井下提速钻井工具的优化与应用研究ꎬ提高煤

硬件工具ꎬ而且有与之配套的随钻地质工程参数解

层气大位移水平井机械钻速ꎬ降低钻井成本与风险ꎮ

仪、郑州士奇 ＳＱＭＷＤ －Ｔ 等ꎮ

性ꎬ做到“ 一趟钻” 完钻ꎻ加强扭冲、轴冲、等壁厚马

３) 国产地质导向技术与装备的研究与推广应

释与地质导向应用软件系统ꎬ地质导向系统正在向
近钻头伽马、近钻头成像、边界探测方向发展ꎮ 如国

外开发出 ＧＳＴ 系统( 方向性伽马测量) 、ｇｅｏＶＩＳＩＯＮ

系统( 含电阻率测量成像) 、ＩｍＰｕｌｓｅ 系统( 方向性伽
马测量＋电阻率)、ＰｅｒｉＳｃｏｐｅ 系统(方向性伽马测量 ＋

边界探测)
马测量) ꎮ

[２２]

ꎬＢｌａｃｋＳｔａｒ ＥＭ － ＭＷＤ 系统( 方向性伽

用ꎮ 加强对近钻头伽马工具、方向伽马工具的研究ꎬ
优化井下电磁波电阻率工具ꎬ开发适用于煤层气水
平井钻井的国产地质导向软件系统ꎬ降低地质导向
成本ꎻ继续研究与优化煤层顶板地质导向钻井工艺ꎬ
推进利用顶板水平井实现下伏碎软低渗煤储层的
开发ꎮ

４) 推进屏蔽暂堵技术研究与应用ꎮ 在室内试

从煤层气施工的现实考虑ꎬ即高角度、高机械钻

速、低成本和高风险现状ꎬ可打捞式方向性随钻测量

验的基础上ꎬ推进酸溶性暂堵材料、绒囊暂堵材料、

系统在一定时期内是煤层气地质导向的首选ꎮ 目

纤维类暂堵材料的现场试验研究ꎬ加快研究成果的

前ꎬ煤层气钻井中应用最多的进口地质导向随钻测
量系统为美国 ＢｌａｃｋＳｔａｒ ＥＭ － ＭＷＤ 系统ꎬ该系统可

推广应用ꎮ

个 ３６０°伽马模块、１ 个定向伽马模块和 １ 个转动伽

北、西南地区ꎬ优快钻井面临新问题ꎬ如阜康矿区上

５) 完善主要煤层气开发区域安全高效钻井技

以为井下测试和定向用户提供 ３ 个伽马模块ꎬ即 １

术ꎮ 我国煤层气勘探开发从华北地区已扩展到西

马模块ꎬ伽马模块测量精度为±１ ｃｐｓꎬ满足煤层气钻

部地层漏失、目的煤层易坍塌ꎬ六盘水矿区岩溶裂隙

井地质导向要求ꎮ 国内已形成一套成熟的 ＢｌａｃｋＳｔａｒ
ＥＭ －ＭＷＤ 系统打捞技术ꎬ降低了地质导向钻井风

险ꎮ 斯伦贝谢 ＩｍＰｕｌｓｅ 地质导向系统在沁水盆地煤

层气多分支水平井钻井中也有所应用ꎮ

３

煤层气钻井技术与装备展望
煤层气钻井技术与装备的发展方向在于加快优

快钻井技术与装备的研究与推广ꎬ提高煤层气钻井
机械钻速ꎬ降低煤层气钻井综合成本ꎮ

１) 快速移动车载钻机、轻量化泥浆泵组系统研

制ꎮ 我国从华北到西北、西南地区的主要煤层气勘

探开发区域均为山区ꎬ交通不便ꎻ依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１ 日起执行的«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 ꎬ

漏失、目的煤层漏失ꎬ遵义矿区底部茅口组漏失等ꎬ
新问题制约了钻井效率ꎬ提升了钻井成本ꎬ针对各矿
区钻井所面临的突出难题ꎬ开展专项技术研究ꎬ形成
适合于本区域的安全高效钻井技术ꎮ

６) 完善地面、井下联合抽采钻井技术ꎮ 煤矿井

下定向钻井技术目前取得重大突破ꎬ顺煤层定向钻
孔长度不断加深ꎬ如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在神东保德煤矿成功实施 １ 个主
孔深度达 ２ ３１１ ｍ 的顺煤层定向超长钻孔ꎮ 井下定

向钻井技术的突破使得更广泛区域内地面、井下联
合抽采成为现实ꎬ需要进一步优化地面、井下联合抽
采井型设计ꎬ研发地面水平井与煤矿井下水平钻孔
精确对接技术ꎬ实现煤矿区井下、地面煤层气联合

现有煤层气车载钻机绝大部分属于超载车辆ꎬ上路

抽采ꎮ

行驶手续麻烦ꎬ不能达到快速移动要求ꎮ 需要在现

４

有车载钻机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低成本、轻便型、高

结

语

效快速移动的车载钻机ꎬ使其满足上路行驶与快速

依靠“ 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 科技重大专

移动的要求ꎻ对大功率泥浆泵组进行轻量化设计ꎬ降

项和煤层气开发项目的持续支持ꎬ我国煤层气钻井

低采购成本ꎬ提高搬家运输能力ꎮ

逐步形成了有别于煤田地质钻探和常规油气井钻探

２) 快速钻井技术研究与推广ꎮ 在对空气钻井

的技术与装备体系ꎬ钻井设备的施工能力、安全防护

过程井壁稳定性研究的基础上ꎬ加强对空气钻井设

能力持续提高ꎬ钻井成本有所降低ꎮ 但煤层气钻井

备优选配套、钻具组合及钻井工艺研究ꎬ推广采空

仍面临机械钻速相对较低、钻井过程漏失、坍塌导致

区、采动区空气钻井技术ꎻ优化高效 ＰＤＣ 钻头、大转
２０

的钻井成本攀升、储层污染及国产地质导向装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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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井施工中的应用[ Ｊ] .中国煤层气ꎬ２０１２ꎬ９(５) :２０－２３.

术尚未成熟等难题ꎬ钻井技术与装备研发工作者仍

ＺＨＡＯ ＱｉｎｇｂｉｎꎬＧＥＮ ＴｉｅｘｉｎꎬＱＩＮ Ｗｅｉꎬｅｔ 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ｒｅ－

需以钻井成本控制与储层污染控制为导向ꎬ继续突

ｌｉｎｅ ｃｏ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ｔｏ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ＣＢＭ ｗｅｌｌ ｉｎ ｌｏｗ ｒａｎｋ ｃｏａｌ

破创新ꎬ推进煤层气更经济高效开发ꎮ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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