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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云江穿越工程再创纪录 1
王峰 1 赵国东 1 张立杰 2 张兴繁 1 代松松 1
1. 中国石油管道工程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
2. 浙江省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摘要：本文详细介绍了中国石油管道工程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在浙江瑞安飞云江穿越管径（813mm）× 长度（3315m）的
施工情况，该工程创造了新的国内定向钻穿越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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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1 日 21 点 38 分，中国石油管道

矩过大造成钻杆断裂；另一次是在主管道回拖过

工程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在浙江瑞安飞云江穿越

程中，回拖至 2600 米位置，因回拖力过大，没有

历时 45 天，创造了管径（813mm）长度（3315m）

完成回拖。所以这次穿越成功有着重大意义。

新的定向钻穿越纪录，在我国定向钻穿越史上具

本工程的建设单位为浙江省天然气开发有限

有里程碑意义。

公司，工程管理单位是浙江省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是中国石油管道工程有限公司第四分公

1. 工程概况

司，监理单位是天津大港油田集团建设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设计单位是中石化石油工程设计有限

甬台温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苍南支线起始于

公司。

为甬台温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瑞安分输清管站，
至于苍南县境内的苍南末站，管线全长 37km，口
径 Φ813，设计压力 6.3MPa。
飞云江穿越是甬台温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管线为 φ813mm×16.6mm，采
用定向钻方式穿越，定向钻穿越实长 3315m。入
土角 10°，出土角 8°，穿越曲率半径为 1500D
（1219.5m），穿越最大埋深 56 米。穿越地层主
要为淤泥和淤泥质黏土层。
飞云江穿越工程施工过程中某单位经历两次

图 1 飞云江穿越回拖成功照片

失败。一次失败是扩孔阶段产生包钻杆现象，扭

作者简介：王峰，男，工程师，现在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从事定向钻施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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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过程

程中处理应急情况。

3. 泥浆配制

飞云江穿越工程主要施工过程为钻导向孔、
扩孔、洗孔、回拖。

根据工程地质描述，穿越地层为含细砂淤泥、

2.1 钻导向孔

淤泥，泥浆必须具备以下性能：

2019 年 5 月 18 日开钻，5 月 27 日完成导向
孔作业。

3.1 良好的剪切稀释性

采用世界先进的导向孔对接技术进行导向孔

在钻头水眼处剪切速率高，钻井液变稀，能

作业。入土端主钻机 DD-1330( 最大推拉力 600

够充分发挥钻头水马力，有利于提高破岩效率；

吨，最大扭矩 13.8 万牛·米 ) ，出土端辅助钻机

在环形空间内剪切速率低，钻井液变稠，能够充

DD-880( 最大推拉力 400 吨，最大扭矩 13.8 万

分悬浮钻进或扩孔过程中产生的大颗粒钻屑，有

牛·米 ) 。导向孔钻进时采用交流磁场和水上磁

利于提高携带效率。

靶作为磁信标进行导向。根据地质特点，出、入

3.2 良好的包容性

土点各下入 120 米 φ325mm×12mm 的钢套管。

在泥浆循环过程中，由于地层的特性，尽可

两台钻机延设计曲线相向钻进导向孔，通过交流

能的将钻屑中小颗粒溶于泥浆中，避免在钻孔底

磁靶辅助钻进到对接区域，通过辅助钻机与主钻

部形成岩屑床，影响钻孔施工质量及安全。

机之间轴向磁铁进行标定，可以测量出两个导向

3.3 良好的滤失性和护壁性能

孔的相对空间位置，经过多次纠偏调整，使两导

由于地层易水化和成孔的不稳定性，减少泥

向孔越来越近，最终使两者合二为一。主钻机抽

浆的滤失量和提高泥浆的护壁性能有助于解决泥

出一根钻杆，辅助钻机钻进一根钻杆，直到主钻

包现象和孔壁坍塌现象。

机钻头进入辅助钻机侧套管内，继续钻进到钻头

3.4 良好的抗盐性
保护泥浆不受盐水及地层中海相沉积的侵入，

出土，完成导向孔对接。

保持良好的支护性和流变性。

2.2 扩孔、洗孔
2019 年 6 月 7 日，采用 26 寸板桶式扩孔器

4. 钻杆扭矩过大原因分析

完成第一级扩孔作业，最大扭矩 58000 牛米。
2019 年 6 月 14 日，采用 38 寸板桶式扩孔器

根据现场情况及钻杆规格参数，经过认真分

完成第二级扩孔作业，最大扭矩 56000 牛米。

析讨论，认为主要原因如下。

2019 年 6 月 21 日，采用 48 寸板桶式扩孔器
完成第三级扩孔作业，最大扭矩 70000 牛米。

4.1 距离长、管径大
飞云江穿越距离为 3215 米，因距离长、管径

2019 年 6 月 28 日，采用 48 寸板桶式扩孔器

大，扩孔扭矩本身就大，钻杆本身产生的扭矩很大。

完成洗孔作业，最大扭矩 70000 牛米。
在每级扩孔，扭矩超过 50000 牛米时，采用

4.2 地质原因

两台钻机同时扩孔的工艺，保证扭矩平稳。每级

由于穿越地层为含细砂淤泥和淤泥地层，成

扩孔结束后，置换孔洞中的钻杆，并每隔 600m 上

孔后容易发生缩径，从而引起孔壁坍塌，容易发

一个补浆短接，扭矩降至 30000 牛米以下之后再

生钻具被包裹现象，引起卡钻、扭矩大等问题。

进行下一级别的扩孔作业。

4.3 海水盐侵
穿越地层高矿化度、含盐量较高，容易引起

2.3 回拖

盐侵现象，造成地下各种复杂状况产生。

2019 年 7 月 1 日，采用 46 寸桶式扩孔器完
成回拖作业，最大回拖力 200 吨。

4.4 间歇停工

回拖管线采用全程发送沟的方式进行预制。

在泥浆循环过程中，由于泥浆环空返速较低，

在出土点准备一台 500 吨推管机，在管线回拖过

可能导致岩屑沉积形成岩屑床；在停泵期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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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静置可能导致大颗粒岩屑沉降形成岩屑床。两

65/8 英寸 S135 级钻杆。该钻杆是目前市场上强

方面风险均可能导致卡钻、井底压力过大憋漏地

度最大的钻杆，可有效降低钻杆断裂或胀扣的风

层等复杂情况。从而导致扭矩增大。

险。

4.5 泥浆排量

5.7 双钻机扩孔

由于穿越距离较长，又每隔 600 米增加了补

采用主钻机和辅助钻机同时扩孔的工艺，该

浆短接，到达扩孔器的泥浆减少，导致泥浆排量

工艺能够有效降低主钻机的扭矩，降低钻杆的断

不足，钻屑局部堆积。造成扭矩增大。

裂风险，降低设备工作强度和故障率，保证扩孔
作业的连续性。有效降低了施工风险。

5. 施工技术措施

5.8 设备的维护保养
制定设备应急预案，保证设备的完好率是工

5.1 改善泥浆配比

程成功的关键，开工前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对

飞云江穿越主要地层为淤泥质粉质粘土，流

易损件进行跟换，储备钻机关键配件，保障设备

塑，干强度高，韧性高。该地层稳定性差，容易

发生故障时以最短的时间完成维护。

造成包钻、扭矩大。现场取土样，进行泥浆模拟

采取上述措施后，工程顺利进行，只用 45 天

试验，确定科学的泥浆配方，指导现场作业。现

就完成了该工程。

场经常进行泥浆各项参数测试，检验泥浆效果，

6. 工程取得的重要成果

以便及时调整、改进、提高泥浆性能。
5.2 选用和合适的扩孔器

(1) 创造了管径 ( 813mm )× 长度 (3215m )

根据主要地层的特点，总结前段时间失败经

新纪录。

验，采用板桶式扩孔器进行扩孔、洗孔，采用桶

(2) 掌握了在多重磁干扰情况下，导向孔施工

式扩孔器进行回拖。板桶式扩孔器有一定的浮力，

精准导向的技术。

在承载力较低的地层有较好的抗下沉效果。

(3) 掌握了软地质条件下的长距离定向钻施

5.3 控制扩孔速度和转速

工技术。

扩孔速度要根据泥浆排量合理控制，淤泥质
地层容易形成大块钻屑，可通过适当降低扩孔速

(4) 使用海水配置泥浆的技术。

度和提高转盘转速，使钻屑体积变小，有利于泥

(5) 积累了长距离穿越扭矩控制技术。

浆携带。

(6) 掌握了长距离、大级别的扩孔施工中钻具
选型方法。

5.4 保持良好的返浆
在出、入土点两侧分别安装泥浆系统，在扩

7. 结论

孔过程中采用泥浆对注的工艺，保持泥浆的流动
性。在设备维护保养时，尽量保持一定排量的泥

本次飞云江穿越取得的重要成果，对今后拓

浆泵送，保持出、入土点的持续返浆。

展定向钻施工领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飞云江

5.5 安装补浆短接

穿越成功，积累了长距离、大口径穿越施工经验，

间隔 600 米补浆短接，有利于泥浆的返排和
钻屑携带，降低钻杆扭矩。

认真分析总结，可为中国定向钻技术发展提供借

5.6 钻杆

鉴。

扩孔、洗孔、回拖，全部采用经检测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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