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8 月 第 4 期
No.4 Aug.,2019

《非开挖技术》杂志社
TRENCHLESS TECHNOLOGY MAGAZINE

定向钻岩石穿越的经验与教训 1
李肇军
中石化中原油建工程有限公司

摘要：近二十年来，非开挖水平定向钻进施工铺设管线的设备、技术与方法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钻机性能及
配套工具的革新、控向仪的改型换代、穿越长度和管径的增加，特别是针对穿越地层，已经完成了一些原本不可能完成的
工程。随着社会建设需求的增加，地下基础建设所遇到的挑战与困难也不断增加，这也推动了水平定向钻进技术的应用领
域和技术水平不断扩展和提高。本文以一复杂地层穿越工程为例，总结了施工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可以为从业人员提供
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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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江穿越施工设计，主管道与光缆套管采取分孔施
工。按照设计图纸曲线进行导向，钻进至 22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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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洞口不再返浆，导向孔钻到进 420 米时钻进

段赣江定向钻穿越工程水平长度 1413.6m，实长

扭矩过大，对导向孔进行洗孔，调整泥浆配比，

1430.7m。入土角定为 14°，出土角定为 12°，

第一次采用锯末、棉壳、核桃壳进行堵漏。

管 子 规 格 为 φ355.6X9.0L360N SMLS 钢 管，

在导向钻进 600 米时进行第二次堵漏，主要

防腐方式为加强级三层 PE 防腐 + 环氧玻璃钢外

有复合型堵漏剂、钻井液、CMC 等添加剂，在导

防护，设计压力为 6.3Mpa，入土点套管规格为

向钻进 900 米时第三次堵漏，堵漏采用膨润土加

φ711X20 钢管，钢套管长 84m，出土点套管规格

水泥与玻璃胶等材料进行配制。

为 φ711X25 钢管，钢套管长 120m，光缆套管与

导向孔钻进过程中同时出现钻进扭矩增加的

主管分孔回拖，光缆套管为 D114X6.0mm 20#

现象，先后进行 5 次钻具回撤和洗孔。10 月 20 日，

无缝镀锌钢管。

导向孔钻进至 1070 米更换岩石钻具，导向推进至

地勘报提供穿越主要地层为粉质黏土、粉土、

790 米时，扭矩不稳定，方向和角度发生变化，经

粉砂、卵石、强风化砂砾岩、中风化硅质岩等地层。

地多次调整无效，开新孔重新导向钻进。
在经过 37 天的导向孔施工，11 月 1 日导向

2. 施工过程

孔出土，11 月 3 日完成光缆套回拖施工。
为了更好的进行下一步施工，结合光缆套管
导向孔钻进时的各种数据，以及实际施工出现的

2.1 光缆管施工
赣江穿越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开工，根据赣

地层软硬交错变化，不返浆现象，对比地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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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以解决地层软硬交错变化形成的卡钻、

月 12 日，在吉安项目部业主组织召开了“赣江定

不返泥浆岩屑不能排出钻孔外而引起抱钻和扭矩

向钻专题会议”，并邀请行业专家参会，就全程

增加的问题，确保施工安全。

不返泥浆、多次卡钻、钻杆断裂、地面塌陷等问题，

2.2 主管道施工

对比地勘报告进行了讨论分析，形成了会议意见：

通过光缆管导向孔施工，对地层有了进一步

主要内容是穿越中线地质情况与勘察探孔揭露情

了解，项目部根据实际情况提前准备了水泥、水

况存在差异，要求对塌陷区进行施工补充勘察，

玻璃、复合型堵漏剂、钻进液、CMC 等堵漏材料，

查明塌陷区地质情况。

遇施工不返浆时及时进行堵漏。

3. 施工中的经验

主管道导向孔 11 月 8 日开钻，导向孔钻进到
230 米、350 米、630 米、900 米时出现漏浆现象，
进行了三次堵漏，分别采用膨润土、水泥、水玻

3.1 地层漏失
在光缆套管施工初期，220 米后已出现不返

璃和复合型堵漏剂堵漏，累计堵漏长度 1760 多米。
业主、设计、监理在施工过程中，针对赣江

浆现象，泥浆在钻孔中悬浮、排除钻屑的基本作

不返泥浆情况多次到赣江工地检查、研究、分析，

用无法实现，致使施工困难，好在及时先采取堵

对比地勘报告，认为不返浆现象是因为泥浆在卵

漏措施，后又根据现场情况，重新调整导向路由，

石层内流失所造成的。

开新孔钻进，从而有惊无险，完成光缆套管的回
拖施工。

12 月 7 月开始 φ400mm 扩孔施工，在扩孔

在堵漏中选择堵漏材料很重要，堵漏材料随

至 144 米后又出现不返浆现象，直到 12 月 27 日

泥浆在泥浆泵的作用下进入岩层裂隙，楔入孔壁

第一级扩孔完成。
由于在施工过程中不返浆，出现扭矩增大、

隙缝内，这就要求该材料与裂隙尺寸相匹配，密

卡钻、抱钻的现象极为频繁，造成了钻具损坏（钻

度与泥浆相当，同时具有一定的化学稳定性，根

杆报废 36 根，钻头损坏 7 个，泥浆马达损坏 7 个）；

据实践经验，选择粒径为漏失裂隙通道尺寸一半

膨润土用量极大（3400t），泥浆流失严重；油料

的堵漏材料较为合适，当然，此尺寸也应能与泥

使用远远超出正常用使用量。

浆混合一起顺利的被泥浆泵泵入孔内，如设计需

同时，就施工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向监理、

求颗粒过大，无法泵入孔内，也可以适当减小堵

业主、设计进行了汇报，12 月 12 日，在吉安项目

漏材料的尺寸，但最小不能小于漏失通道的四分

部由业主组织召开了赣江定向钻穿越的专题会议，

之一，否则堵漏时的“桥塞骨架”难以形成。这

认为不返浆现象是堵漏效果不好、硅质岩层存在

也就说明了如果地下钻进施工中遇到裂隙过大的

裂隙、卵石层松散等原因，造成泥浆流失。同时

地层，用泥浆泵把泥浆与堵漏材料的混合物泵入

要求我部查找河面以及施工曲线范围内是否有泥

地下是没有显著的堵漏效果的，一般可利用堵漏

浆流出。为了降低施工风险，会议上提出在出土

材料的尺寸均在毫米级。
光缆套管施工中所选择用的堵漏材料较为合

点再增加一台谷登 400T 钻机，前后两台钻机联合

适，特别是利用大功率泥浆泵泵入一些较大直径

施工，进行有效的解决卡钻等问题。

的堵漏材料，为工程顺利起了作用。

随后进行了直径 550mm 扩孔施工，共扩孔
580 米，不返浆现象一直存在，卡钻、抱钻现象极

岩土层不论坚硬或松散，都不同程度的存在

其严重，卡钻位置距出土点约 160 米到 200 处，

孔隙或裂隙，因地质形成的过程差异，不同的岩

分别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2019 年 1 月 3 日发生

土层有不同的孔隙水压力，如果钻孔内泥浆压力

两次钻折断情况；同时，12 月 31 日出现 2 处地面

过大或偏小，则会出现孔壁漏失、缩径和坍塌等

塌陷，深度约在 32 米到 40 米之间，面积约为 12

事故。松散、破碎的岩层结构不稳定，强度低，

平方米和 50 平方米。

在泥浆的冲击下极易造成渗漏、坍塌。故选择合
适堵漏材料很重要，当然在岩层穿越钻进中，对

为了避免出现重大的工程事故，工程暂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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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壁稳定性影响最大的是钻进穿越地层，岩土体

来愈重要，总之一切与我们相关的方方面面都要

的自身构造，定向钻进中采取一些稳定地下岩土

注意到。

结构的稳定性施工措施，也仅是辅助工法与手段，

4. 施工中的教训

岩体之间联结力强，即使钻进回扩过程中遇到问
题，也能靠自身强度维持孔壁稳定，有利于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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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问题解决。

段赣江定向钻穿越困难较大，但施工方凭着严谨

3.2 孔壁稳定
非开挖定向钻施工过程，即是地下空间建造

的科学管理、精湛的施工技术和先进的设备，成

的过程，随着地下空间的形成及不断扩大，也是

功的完成光览套管的施工；主管道施工中导向孔

对周边的土壤、岩层和地下水解除约束，重新建

穿越和第一级扩孔也已完成，只是在第二级扩孔

立新的应力平衡及水系平衡的过程，因此在导向、

中遇到问题停工，其中教训总结如下：

扩孔过程中采取的各项施工方法与措施是否合适

4.1 漏失的危害与处理
导向孔施工刚开始不久就遇到洞口不返浆现

恰当，是整个工程能否成功的关键，施工中钻机、
导向、泥浆各方面在不同工序，不同阶段配合密切，

象，而这样就会造成钻屑在孔内堆集，无法利用

并根据地质情况选用合适钻具，至关重要。

泥浆的悬浮与流动带出到地面，同时钻具不能很

在地下空间尚未形成之前，土体岩石层受到

好的冷却与润滑，抱钻具、卡钻、扭矩增大现象

各方面的压力作用，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状态，从

频频发生，由于返浆不顺畅。地下钻屑无法到地

地壳的形成经过的漫长期，岩土层已很稳定，随

面传递钻孔内岩石的具体信息。后经堵漏，重开

着导向、扩孔的进行，泥浆的冲刷，钻头、回扩

孔，换穿越路由，终于完成施工。当时已怀疑过

器不断的切削破坏，孔壁周围岩土体发生位移、

施工前的地勘报告对地下岩土的描述准确性有问

剥离，形成应力集中区，在地表覆盖层及周围岩

题，但也仅停留在地下可能有小裂隙或泥浆在卵

土压力下，孔内收缩移动倾向明显，当岩土体系

石层内有流失的认知上。主管道施工前针对光览

内部应力发生重大变化，超过岩土体自身极限支

套管施工时出现的问题，对堵漏材料、施工工具、

撑力，而泥浆此时传递的压力平衡未能达到要求，

泥浆材料等均作了充分准备，导向孔穿越完成后，

应力平衡被打破，造成孔壁收缩或坍塌。

在扩孔时遇到的问题比钻导向孔严重多了，特别

3.3 施工管理与安全

是第二级扩孔，由于不返浆、卡钻、抱钻、钻杆

施工中要不断善于发现问题，寻找原因，开

折断、钻具孔内损坏等现象均出现，险象环生，

好专家讨论会，及时调整施工方法，以确保工程

甚至地面发生塌陷。这时才认识到可能遇到溶洞，

顺利。同时业主、监理、设计及施工各方要密切

这一定向钻穿越中严重的不良地质现象的存在，

沟通，业主及时了解工程进展及遇到的问题和困

只能停工，此时已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延误了时间。

难，施工方知晓业主的要求并及时反馈工程各方

因此在以后的施工中我们一定要有一些理性思考，

面情况和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工程的正常进

遇事要冷静分析，灵活多变，对问题要感于质疑，

展，以及遇到问题及时解决。

有一伟人说过：“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施工中我们要建立安全生产管理领导小组，

这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发

建立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制，形成网络动态管理，

展观和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对我们的工程施

同时认真搞好新进入现场工人的安全培训教育，

工也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现场安全教育不走过场，认真负责，安全三级教

4.2 地质资料的分析
非开挖定向钻穿越有三个要素，管径、长度

育常抓不解。
安全施工是确保工程正常进行的前提，我们

和地质情况。根据提供的地质情况资料按定向钻

常说人身安全、工程安全、设备安全；随着国家

穿越及其它有关规范确定好穿越路线性代数，选

的发展与进步，生态安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愈

配好设备、工具和材料，对复杂、可疑、水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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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方向地质情况变化较大的区域，还要补加地

了施工扩孔失败的原因，勘查报告认为“穿越地

质勘探点，真正掌握地下的详实情况，才能保证

区地层分布相当复杂，岩土的工程特性与溶洞的

定向钻施工的顺利与成功。本次主管道回扩中所

发育特征具有相对的特殊性，尤其是溶洞的分布

遇到不返浆、卡钻、钻杆折断、钻具孔内损坏等

毫无规律，具有一定程度的连通性，部分溶洞可

事故均是穿越前地勘情况与穿越中的地质情况不

能发育至岩石表面，如果定向钻施工在溶洞中穿

符所造成，泥浆大量漏失，行业中人常说，泥浆

越，经过反复泥浆循环，易导致溶洞中充填物被

是定向钻进中的血液，这充分说明泥浆的重要性，

掏空。”同时还有部分手的句溶洞中没有充填物。

当地层裂隙较小时可用混合在泥浆中的堵漏材料

从以上最新地勘报告分析的结果与我们现场施工

进行堵漏，当裂隙较大或遇溶洞，堵漏材料也就

中遇到的困难分析的原因基本一致，即施工区域

无能为力了，要知道溶洞的存在，特别是连通的

存在溶洞与溶蚀裂隙发育区，且溶洞大多相互联

溶洞对定向钻中的泥浆而言就是一个无穷大的空

通。至此，我们以后在该地区进行定向钻施工有

间，偶遇不串通的小溶洞，在施工中泥浆可能灌

以下几点需注意：

满而不影响泥浆的正常使用，但那也是侥幸，我

(1) 选择穿越路由尽量避开已知溶洞及溶蚀发

们不能把工程的成功寄托在任何侥幸上，再说溶

育区域，根据新的地勘报告，尽量从深部穿越为宜。

洞的存在对通常的钻杆，钻具无法正常支撑，施

(2) 施工中应选拉力大一些钻机；钻杆要粗一

工很困难。

些或针对溶洞穿越在回扩头前后用螺旋钻杆或钻
铤；钻具一定要用国际或国内知名品牌，使用时

5. 结语

破岩效率高，质量稳定，对施工安全有保障；要
选用好的膨润土和添加剂，在施工过程对各工序

工程停工后，地勘部门又对该穿越地层进行

及各区间不同地质情况和返浆情况，及时调整泥

了较详细的补充勘查，运用钻探与物探等方法，

浆配方和粘度等参数。

在本文即将结束时，收到最新的赣江穿越地层地

(3) 定向钻施工时应加强监督与检查，发现异

质勘查报告，该报告揭示了施工段溶洞的存在与

常情况，及时沟通与调整方案，注意溶洞分布无

分布，同时分析了漏浆与地表塌陷的原因，找到

规律性。

∽∽∽∽∽∽∽∽∽∽∽∽∽∽∽∽∽∽∽∽∽∽∽∽∽∽∽∽∽∽∽∽∽∽∽∽∽∽∽∽∽∽∽∽∽∽∽∽∽∽∽∽∽∽∽∽∽

西南管道天水抢修中心撑开安全“防护伞”
中国石油网消息 ( 特约记者周杰斌 )8 月以来，针对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频发的特点，西南管道
天水输油气分公司天水抢修中心提前制定雨季安全生产措施，建立健全技防、人防、物防相结合应急处
置方案，全力撑起“雨季安全防护伞”。
精细部署，责任到位。为确保雨季安全生产的工作平稳运行，该中心强化安全生产，不断加大设
备设施、电气线路的管理力度。同时，该中心利用网络、微信工作群等多种形式，向员工全方位、多角
度地告知雨季安全知识，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
快速行动，消除隐患。为确保员工在雨季及时准确地处理各类突发事件，该中心对所管辖范围的
重点区域、部位和设备、设施通过把脉问诊，拉网式排查，发现隐患，跟踪督办，限时整改，直至隐患
消除。截至目前，该中心共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 50 余处，确保了雨季管道安全平稳高效运行。
及时预防，管控到位。针对雨季作业安全，该中心加大力度，从安全环保、现场管理等方面对现
场抢修工作全面检查，让员工时刻绷紧雨季“安全生产弦”。
来源：中国石油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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