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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切削齿可旋转的PDC钻头，包括钻头体，

钻头体上设置有刀翼、喷嘴及流体主通道，刀翼

上安装有切削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钻头体内

有与流体主通道相连的第一流体通道；所述的切

削齿由中心旋转齿、衬套、限位器及水力驱动旋

转器组成；所述衬套上设置有与第一流体通道相

连的孔，衬套与中心旋转齿之间形成第二流体通

道；所述中心旋转齿内部设置流道空间，形成第

三流体通道；所述的主通道、第一流体通道、第二

流体通道、第三流体通道之间依次连通；所述中

心旋转齿上设置有限位槽，衬套上设置有限位孔

或限位槽，中心旋转齿与衬套之间通过限位器连

接。这种结构的切削齿可提高了切削齿金刚石层

的利用率，同时可以实现切削齿的冷却和清洗，

有效提高切削齿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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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切削齿可旋转的PDC钻头，包括钻头体，钻头体上设置有刀翼、喷嘴及流体主通

道，刀翼上安装有切削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钻头体内有与流体主通道相连的第一流体通

道；所述的切削齿由中心旋转齿、衬套、限位器及水力驱动旋转器组成；所述衬套上设置有

与第一流体通道相连的孔，衬套与中心旋转齿之间形成第二流体通道；所述中心旋转齿内

部设置流道空间，形成第三流体通道；所述的主通道、第一流体通道、第二流体通道、第三流

体通道之间依次连通；所述的中心旋转齿上设置有限位槽，所述的衬套上设置有限位槽；所

述的中心旋转齿与所述的衬套之间通过限位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一所述的切削齿可旋转的PDC钻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力旋转驱动

器上设置有叶片。

3.根据权利要求一所述的切削齿可旋转的PDC钻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力旋转驱动

器上设置有螺旋状涡轮。

4.根据权利要求一所述的切削齿可旋转的PDC钻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中心旋转齿与

衬套之间设置有阻尼器，所述中心旋转齿可沿轴线方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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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切削齿可旋转的PDC钻头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石油天然气、矿山工程、建筑基础工程施工、地质、水文等钻探设备技

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镶固于钻头上的可旋转切削齿，以及具有该切削齿的钻头。

背景技术

[0002] 聚晶金刚石齿（简称PDC齿）是一种用于镶固在钻头体上的切削齿。切削齿主要由

金刚石层和硬质合金基体组成，金刚石层具有高硬度、高耐磨性和具有自锐性等特点。安装

有PDC齿的钻头称之为PDC钻头，它广泛应用于钻探技术领域，具有机械钻速高、寿命长和钻

探安全性高等诸多优点。

[0003] 近年来，随着材料及制造工艺的改进，PDC钻头对地层的适应性越来越广。传统PDC

钻头的切削齿通过钎焊固定在钻头刀翼上，随着钻头的不断工作，切削齿磨损会逐渐加大，

钻进机械钻速也随之降低，直至机械钻速过慢而起钻。这种传统固定的PDC切削齿钻头钻进

时，只有很少部分切削刃能够接触到岩石，即切削刃的局部进行切削岩石。实际用来剪切地

层岩石的切削齿边刃仅为10%-40%，而其他60%-90%的切削刃被锁定到钻头本体内不被使

用，即不予地层岩石接触。剪切岩石时，相对较少的切削刃会发生一定程度的磨损，切削齿

与岩石之间的摩擦作用也随之增强，导致切削齿温度升高，进而导致更大面积的磨损，钻头

钻进效率大幅度降低，钻头很快失效。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为了降低钻头切削齿的磨损速度，提高切削齿的利用率，提出

一种可旋转的切削齿及采用该切削齿的PDC钻头。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切削齿可旋转的PDC钻头，包括钻头体，钻头体上设置有刀翼、喷嘴及流体主通道，

刀翼上安装有切削齿，钻头体内有与流体主通道相连的第一流体通道；切削齿由中心旋转

齿、衬套、限位器及水力驱动旋转器组成；衬套上设置有与第一流体通道相连的孔，衬套与

中心旋转齿之间形成第二流体通道，中心旋转齿内部设置流道空间，形成第三流体通道，主

通道、第一流体通道、第二流体通道、第三流体通道之间依次连通，中心旋转齿上设置有限

位槽，衬套上设置有相对应的限位孔或限位槽，中心旋转齿与衬套之间通过限位器连接。

[0006] 上述方案中，流体（钻井液）由主流体通道流入设置于钻头体内的流道空间，该空

间称为第一流体通道；由于切削齿的衬套上设置有水孔，钻井液通过小孔流入衬套与中心

切削齿形成的空间内，该空间称为第二流体通道；中心旋转切削齿内部也设有流体空间，该

空间称为第三流体通道，第二流体通道与第三流体通道之间连通。当流体通过第一流体通

道进入第二流体通道时，由于中心旋转齿上设置有水力驱动旋转器，流体驱动旋转器进行

旋转，从而实现中心切削齿绕自身轴线的旋转。

[0007] 由于切削齿可以旋转，所以在钻头钻进过程中，其切削刃的整个圆周都可以与地

层接触，从而长时间保持对地层的持续的高切削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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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同时，由于钻井液流经切削齿内部的第三流体通道，可以及时带走切削过程中产

生的热量，实现冷却、清洗切削齿的目的，有效提高切削齿的寿命，从而提高钻头的寿命。

[0009] 作为选择，水力旋转驱动装置为叶片。

[0010] 上述方案中，叶片固定于中心切削齿上，当流体经衬套上的水孔向第二流体空间

流入时，流体冲击叶片，叶片旋转带动中心切削齿的旋转。

[0011] 作为选择，水力旋转驱动装置为涡轮。

[0012] 上述方案中，涡轮固定于中心切削齿上，涡轮靠近切削平面一侧设置有第二流体

通道与第三流体通道之间的连接水孔。由于钻井液的流动，流体会对涡轮上的叶轮进行冲

击使涡轮旋转，从而带动中心切削齿的旋转。

[0013] 作为选择，中心旋转齿与衬套之间设置有阻尼器，中心旋转齿上设置有限位槽，中

心切削齿可沿轴线方向移动。

[0014] 上述方案中，切削齿在切削过程中，会钻遇不均质地层、软硬交错地层，切削齿会

遭遇频繁的冲击载荷，导致切削齿的崩齿、脱层、断齿等非磨损的异常失效，大大降低了钻

头的工作性能，进而导致钻井成本的上升。而在中心旋转齿和衬套之间设置有阻尼器，阻尼

器的伸缩可以吸收切削齿工作过程中受到的来自岩石的冲击载荷，降低切削齿因冲击失效

的风险，同时降低钻头工作过程中粘滑现象，使钻头平稳工作。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第一，本发明通过钻井液与水力驱动旋转装置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切削齿旋转，这样钻

头在切削地层时，旋转齿端面的整个圆周的切削刃都可以参与对地层的切削，提高了切削

齿金刚石层的利用率，从而大幅度提高了钻头的使用寿命，显著提高单只钻头的进尺能力，

并保持较高的钻头钻进速度，缩短钻井周期，节约钻井成本。第二，由于钻井液可以通过切

削齿内的流体通道并从切削端面流出，可以实现切削齿的冷却和清洗，有效提高切削齿的

寿命，进而提高钻头的寿命。第三，阻尼器的伸缩可以吸收切削齿工作过程中受到的冲击载

荷，减小冲击力，提高切削齿的抗冲击能力，从而提高切削齿寿命，延长钻头工作时间。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安装有可旋转切削齿的PDC钻头。

[0017] 图2为可旋转切削齿与本体之间关系示意图。

[0018] 图3为可旋转切削齿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可旋转切削齿的剖面示意图。

[0020] 图5为可旋转切削齿的水力驱动旋转器为叶片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可旋转切削齿的水力驱动旋转器为涡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为可旋转切削齿安装有阻尼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为另一种可旋转切削齿安装有阻尼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9为衬套与中心旋转齿通过球形限位器定位的示意图。

[0025] 图10为一和二流体通道连接孔设置于衬套的底端示意图。

[0026] 附图中标记相应名称：钻头—100，钻头体—101，刀翼—102，喷嘴—103，流体主通

道—104，锥螺纹—105，耐磨层—201，基体—202，基体限位槽—212，中心旋转齿—203，衬

套—204，衬套限位槽—214，滚珠填入孔—224，限位器—205、水力驱动旋转器—206，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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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通道—106，第二流体通道—207，第三流体通道—208，一和二流体通道连接孔—12，二

和三流体通道连接孔—23，阻尼器—300。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对本发明的技术特征、目的和效果有更加清楚的理解，现对照附图说明本发

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如图1-图4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切削齿可旋转的PDC钻头100，包括钻头体101，钻

头体101上设置有刀翼102、喷嘴103、流体主通道104以及锥螺纹105，锥螺纹105与上部钻杆

连接，喷嘴103与流体主通道104相通，刀翼102上安装有切削齿200，一般的，金刚石切削齿

由耐磨层201（一般为聚晶金刚石）和基体202组成。本发明提供的切削齿由中心旋转齿203、

衬套204、限位器205及水力驱动旋转器206组成，其中，中心旋转齿203与常规切削齿相同，

由耐磨层201和基体202组成。水力驱动旋转器206固定于基体202底端。中心旋转齿203通过

限位器205与衬套204连接在一起。中心旋转齿203与衬套204之间形成的空间称为第二流体

通道207。中心旋转齿203内部设置有孔，该孔形成的空间称为第三流体通道208。钻头体101

内部除具有流体主通道104外，还设置有与流体主通道104相连的第一流体通道106。衬套

204上设置有一和二流体通道连接孔12。流体主通道104、第一流体通道106、第二流体通道

207、第三流体通道208依次连通。衬套204与钻头体101固定连接在一起。基体202上设置有

基体限位槽212。衬套204设置有衬套限位槽214。限位器205位于限位槽212和限位槽214内，

将中心旋转齿203及衬套204连接在一起。

[0029]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如下：流体（钻井液）从流体主通道104除经喷嘴103直接流入井

筒环空外，另一部分流入第一流体通道106，该部分流体通过衬套204上的一和二流体通道

连接孔12流入第二流体通道207，并与水力驱动旋转器206相互作用，推动水力驱动旋转器

206旋转，从而带动中心旋转齿203进行旋转，最后流体从中心旋转齿203内的第三流体通道

208排出进入井筒环空。

[0030] 作为选择，水力驱动旋转器206为叶片式。第三流体通道208在中心旋转齿203内部

为通孔，如图5所示。当流体经衬套204上的孔流入第二流体通道207时，喷出的流体会对叶

水力驱动旋转器206上的叶片进行冲击，推动叶片进行旋转，从而带动中心旋转齿203进行

旋转，最后流体从中心旋转齿203内的第三流体通道208排出进入井筒环空。该方案中，叶片

的位置处于孔12中流体喷射的范围内，以保证喷出的流体可以冲击到叶片。

[0031] 作为选择，如图6所示，水力驱动旋转器206为涡轮式。第三流体通道208在中心旋

转齿203内部为盲孔，为使第三流体通道208与第二流体通道207相连通，在涡轮206靠近齿

工作端面一侧的基体侧面设置有二和三流体通道连接孔23。在第二流体通道207经孔23流

入第三流体通道208的过程中，流体对涡轮206产生推力，推动涡轮206旋转，从而带动中心

旋转齿203进行旋转，流体经二和三流体通道连接孔23流入第三流体通道208，最后排出进

入井筒环空。作为优选方案，一和二流体通道连接孔12设置在衬套的底端，如图10所示。

[0032] 作为选择，水力驱动旋转器206可直接在基体202上加工，也可以单独加工，通过焊

接、销钉连接、过盈配合、螺钉连接等方式固定于基体202上。

[0033] 作为选择，如图7、图8所示，中心旋转齿203与衬套204之间设置有阻尼器300，中心

旋转齿203上的限位槽宽度大于衬套204上限位槽宽度，中心旋转齿203可沿其轴线方向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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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阻尼器300为弹簧，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阻尼器300可以是橡胶，以及替它能产生弹性

变形的材料制成。

[0034] 作为选择，如图4所示，基体限位槽212和衬套限位槽214连接间的限位器205为卡

簧。

[0035] 作为选择，如图9所示，基体限位槽212和衬套限位槽214之间的限位器205为滚珠。

为方便滚珠放入限位槽内，可在衬套204上设置滚珠填入孔224，孔与衬套限位槽214相通。

将至少一个滚珠从孔224中依次放入，最后将滚珠填入孔224封堵。

[003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示意性的具体实施方式，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范围。任何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构思和原则的前提下所作出的同等变化与修改，均

应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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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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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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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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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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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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