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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井用领眼式划眼工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钻井用领眼式划眼工

具，包括钻柱本体，钻柱本体包括自上而下依次

连为一体且共轴线的母接头、上锥体、圆柱体和

下锥体，上锥体为上小下大结构，下锥体为上大

下小结构，母接头的内腔设有与钻杆旋接的母螺

纹，母螺纹的下端设有与钻柱本体共轴线且向下

延伸的液流通道，上锥体、圆柱体和下锥体的外

周均匀分布有多道具有一定宽度的划眼螺旋带，

各划眼螺旋带上分别镶嵌有沿划眼螺旋带延伸

的划眼刮刀，下锥体的底部连接有球形头，球形

头的底部设有多个水眼，各水眼分别通过水眼孔

道与液流通道相通。该划眼工具可以代替普通领

眼公锥、领眼刮刀及牙轮钻头的作用，提高领眼、

划眼的效果的同时可避免划出新眼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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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钻井用领眼式划眼工具，包括钻柱本体，其特征在于：所述钻柱本体包括自上而

下依次连为一体且共轴线的母接头、上锥体、圆柱体和下锥体，所述上锥体为上小下大结

构，所述下锥体为上大下小结构，所述母接头的内腔设有与钻杆旋接的母螺纹，所述母螺纹

的下端设有与钻柱本体共轴线且向下延伸的液流通道，所述上锥体、圆柱体和下锥体的外

周均匀分布有多道具有一定宽度的划眼螺旋带，各所述划眼螺旋带上分别镶嵌有沿划眼螺

旋带延伸的划眼刮刀，所述下锥体的底部连接有球形头，所述球形头的底部设有多个水眼，

各所述水眼分别通过水眼孔道与所述液流通道相通；所述上锥体、圆柱体和下锥体的外周

均匀分布有五道顶面宽度为46mm的所述划眼螺旋带；各所述划眼螺旋带的旋向为右旋，各

所述划眼螺旋带的顶面右侧分别设有刮刀嵌槽，所述划眼刮刀分别嵌装在相应的刮刀嵌槽

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钻井用领眼式划眼工具，其特征在于：各所述划眼螺旋带的顶

面上均匀分布有多个圆形沉孔，各圆形沉孔中分别嵌装有纽扣合金刀，各所述纽扣合金刀

的切削面向右且刀锋与所述划眼螺旋带的顶面平齐。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钻井用领眼式划眼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圆形沉孔的孔径为

10.5mm。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钻井用领眼式划眼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纽扣合金刀沿所述

划眼螺旋带的顶面分布有两排，两排纽扣合金刀依次错开排列，每排中相邻纽扣合金刀的

中心距为16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钻井用领眼式划眼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划眼螺旋带的螺旋

升角为70°，导程为1734.04mm，所述刮刀嵌槽的宽度为6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钻井用领眼式划眼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球形头的半径为

56mm，所述水眼在所述球形头的底部设有四个，四个水眼的中心分别位于所述球形头的四

个象限点上，其中第一水眼分布在直径为45mm的圆周上，第二、第三水眼分布在直径为65mm

的圆周上，第四水眼分布在直径为85mm的圆周上，各所述水眼的孔径分别为18mm，各所述水

眼孔道的轴线与所述液流通道轴线的夹角为1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钻井用领眼式划眼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锥体的母线与钻

柱本体轴线之间的夹角为10°，所述下锥体的母线与钻柱本体轴线之间的夹角为7°。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钻井用领眼式划眼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球形

头的外表面覆盖有硬质合金耐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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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井用领眼式划眼工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石油钻井工具，特别涉及一种钻井用领眼式划眼工具。

背景技术

[0002] 在钻井时为了保证井眼的圆整，清除附在井壁上的杂物，使井眼畅通无阻，必须用

与原来井径相同的钻头，在井内边循环边旋转下放或上提钻柱进行划眼。在下钻遇阻时及

下套管以前或在容易发生井斜的井段，都需要划眼。

[0003] 传统钻井施工中的划眼工具一般采用铣齿牙轮钻头，当铣齿牙轮钻头下行受阻

时，需要起钻并下放领眼工具。一般的领眼工具主要有领眼公锥和领眼刮刀，领眼公锥的结

构是在公锥的基础上在锥体上焊接刀片，由母扣接头、刀片、导引杆和马蹄形端部四部分组

成；领眼刮刀的结构是在阶梯圆柱本体上焊接刀片，由母扣接头、刀片、本体、导引柱组成。

领眼完毕后再下铣齿牙轮钻头继续划眼，这样反复起下钻，浪费了很多工时，还存在如下缺

陷：

[0004] 1、领眼公锥和领眼刮刀由刀片焊接在本体上，刀片所能承受的扭矩和强度有限，

对硬度大的地层无法起到划眼效果；常规牙轮钻头由于外径和井眼尺寸相同，由于划眼时

钻具的重力作用使钻头易吃入地层，导致划出新眼。

[0005] 2、领眼公锥和领眼刮刀、钻头划眼易吃入地层，为顾忌工具安全及怕划出新眼，通

常采取小钻压、间断划眼的方法，降低了划眼效率，浪费工时。

[0006] 3、由于牙轮结构特点，位于牙轮上方的牙轮巴掌对轴向力的承受能力强，对井眼

侧向力承载能力较弱，一方面牙轮巴掌易由于长时间受到侧向力导致巴掌损坏，另一方面

牙轮巴掌外侧的保径齿对井壁切削力不足，划眼效果有限。

[0007] 4、由于牙轮尺寸大，返屑通道小，且由于划眼井井壁不规则度高，岩屑上返困难，

岩屑上下堆积，上提下放易发生憋泵。

实用新型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钻井用领眼式划

眼工具，可以代替普通领眼公锥、领眼刮刀及牙轮钻头的作用，提高领眼、划眼的效果的同

时可避免划出新眼的风险。

[0009] 为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一种钻井用领眼式划眼工具，包括钻柱本体，

所述钻柱本体包括自上而下依次连为一体且共轴线的母接头、上锥体、圆柱体和下锥体，所

述上锥体为上小下大结构，所述下锥体为上大下小结构，所述母接头的内腔设有与钻杆旋

接的母螺纹，所述母螺纹的下端设有与钻柱本体共轴线且向下延伸的液流通道，所述上锥

体、圆柱体和下锥体的外周均匀分布有多道具有一定宽度的划眼螺旋带，各所述划眼螺旋

带上分别镶嵌有沿划眼螺旋带延伸的划眼刮刀，所述下锥体的底部连接有球形头，所述球

形头的底部设有多个水眼，各所述水眼分别通过水眼孔道与所述液流通道相通；所述上锥

体、圆柱体和下锥体的外周均匀分布有五道顶面宽度为46mm的所述划眼螺旋带；各所述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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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螺旋带的旋向为右旋，各所述划眼螺旋带的顶面右侧分别设有刮刀嵌槽，所述划眼刮刀

分别嵌装在相应的刮刀嵌槽中。

[0010]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取得了以下有益效果：在井内划眼时，最下端的球形

头始终处于井眼正中间，避免吃入地层的可能；上锥体、圆柱体和下锥体外周缠绕的划眼螺

旋带上镶嵌有划眼刮刀，在旋转时清除井壁使井眼畅通无阻，该工具代替了普通领眼公锥、

领眼刮刀及牙轮钻头的作用，提高领眼、划眼的效果的同时避免了划出新眼的风险。可连续

开转盘划眼，钻压可适当放大，相较于现有的钻头划眼时为了防止划出新眼采用小钻压、间

断划眼的方法，本实用新型优势明显。划眼螺旋带位于下锥体外周的部位越往下回转直径

越小，便于领眼和划眼；划眼螺旋带位于圆柱体外周的部位直径最大，可以起到扶正的作

用；划眼螺旋带位于上锥体外周的部位上小下大，便于划眼工具随钻柱顺畅上提。由于是锥

形螺旋带和钻柱本体一体成型，螺旋带强度大，划眼螺旋带上镶嵌的划眼刮刀对井壁侧向

力承受能力强，对井壁的切削作用明显。泥浆沿液流通道向下流动，从球形头底部的水眼喷

出，清洗井眼，碎屑随泥浆带出；由于锥型螺旋带的存在，相邻螺旋带之间的液流通道较大，

加之前端直径逐渐减小，降低了憋泵的发生几率。该工具一次下钻即可同步实现领眼、划眼

的效果，无需反复起下钻，可连续划眼，使得划眼效率进一步提升，能缩短遇复杂状况的处

理时间，提高生产时效，可带来较好的直接经济效益；复杂处理时间的缩短，可以大大降低

井下次生故障发生的机率和加快油气开发力度，带来可观的间接经济效益。刮刀嵌槽及划

眼刮刀随划眼螺旋带的螺线延伸，具有更高的强度和切削能力，对软硬地层划眼皆适用。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改进，各所述划眼螺旋带的顶面上均匀分布有多个圆形沉孔，

各圆形沉孔中分别嵌装有纽扣合金刀，各所述纽扣合金刀的切削面向右且刀锋与所述划眼

螺旋带的顶面平齐。多个纽扣合金刀镶嵌在划眼螺旋带中，可以起到辅助切削的作用，且十

分耐磨，可以避免划眼螺旋带的顶面过快磨损，保证井眼的直径尺寸。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圆形沉孔的孔径为10.5mm。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纽扣合金刀沿所述划眼螺旋带的顶面分布有

两排，两排纽扣合金刀依次错开排列，每排中相邻纽扣合金刀的中心距为16mm。两排纽扣合

金刀镶嵌在划眼螺旋带中，在起到辅助切削作用的同时，能够更好地防止划眼螺旋带的顶

面过快磨损。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划眼螺旋带的螺旋升角为70°，导程为

1734.04mm，所述刮刀嵌槽的宽度为6mm。可以兼顾下钻速度和划眼效率。

[001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球形头的半径为56mm，所述水眼在所述球形

头的的底部设有四个，四个水眼的中心分别位于所述球形头的四个象限点上，其中第一水

眼分布在直径为45mm的圆周上，第二、第三水眼分布在直径为65mm的圆周上，第四水眼分布

在直径为85mm的圆周上，各所述水眼的孔径分别为18mm，各所述水眼孔道的轴线与所述液

流通道轴线的夹角为15°～25°。四个水眼分布在四个象限上，可以保证各个方向均有水流

冲刷，四个水眼相对于球形头的轴线由近及远分布，有利于增大冲刷面积。

[001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上锥体的母线与钻柱本体轴线之间的夹角为

10°，所述下锥体的母线与钻柱本体轴线之间的夹角为7°。

[001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球形头的外表面覆盖有硬质合金耐磨层。球

形头处于井眼居中位置，不会吃入地层，只能研磨处于井眼正中间的岩屑，不断的冲刷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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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起到领眼作用，避免了划出新井眼；硬质合金耐磨层可以提高球形头的硬度和耐磨性

能，避免其过早磨损。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钻井用领眼式划眼工具的主视图。

[0019] 图2为图1中沿A-A的剖视图。

[0020] 图3为图2中沿B向的展开图。

[0021] 图4为图1中球形头部位的仰视图。

[0022] 图中：1.母接头；1a.母螺纹；2.上锥体；3.圆柱体；4.下锥体；5.液流通道；6.划眼

螺旋带；6a.刮刀嵌槽；6b.划眼刮刀；6c.纽扣合金刀；7.球形头；7a.水眼；7b.水眼孔道；7c.

硬质合金耐磨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的钻井用领眼式划眼工具包括钻柱本体，钻柱本体

包括自上而下依次连为一体且共轴线的母接头1、上锥体2、圆柱体3和下锥体4，上锥体2为

上小下大结构，下锥体4为上大下小结构，母接头1的内腔设有与钻杆旋接的母螺纹1a，母螺

纹1a的下端设有与钻柱本体共轴线且向下延伸的液流通道5，上锥体2、圆柱体3和下锥体4

的外周均匀分布有多道具有一定宽度的划眼螺旋带6。上锥体2的母线与钻柱本体轴线之间

的夹角为10°，下锥体4的母线与钻柱本体轴线之间的夹角为7°。划眼螺旋带6优选分布有五

道，每道划眼螺旋带6的顶面宽度为46mm。划眼螺旋带6的螺旋升角为70°，导程为

1734.04mm。

[0024] 各划眼螺旋带6的旋向为右旋，各划眼螺旋带6的顶面右侧分别设有刮刀嵌槽6a，

刮刀嵌槽6a的宽度为6mm，划眼刮刀6b分别嵌装在相应的刮刀嵌槽6a中。各划眼螺旋带6的

顶面上均匀分布有多个圆形沉孔，圆形沉孔的孔径优选为10.5mm。各圆形沉孔中分别嵌装

有纽扣合金刀6c，各纽扣合金刀6c的切削面向右且刀锋与划眼螺旋带6的顶面平齐。纽扣合

金刀6c沿划眼螺旋带6的顶面分布有两排，两排纽扣合金刀6c依次错开排列，每排中相邻纽

扣合金刀6c的中心距为16mm。

[0025] 下锥体4的底部连接有球形头7，球形头7的底部设有多个水眼7a，各水眼7a分别通

过水眼孔道7b与液流通道5相通。球形头7的外表面可以覆盖有硬质合金耐磨层7c。球形头7

的半径为56mm，水眼7a在球形头7的的底部设有四个，四个水眼的中心分别位于球形头7的

四个象限点上，其中第一水眼分布在直径为45mm的圆周上，第二、第三水眼分布在直径为

65mm的圆周上，第四水眼分布在直径为85mm的圆周上，各水眼的孔径分别为18mm，各水眼孔

道7b的轴线与液流通道5轴线的夹角为15°～25°。

[0026] 在井内划眼时，最下端的球形头7始终处于井眼正中间，避免吃入地层的可能；上

锥体2、圆柱体3和下锥体4外周缠绕的划眼螺旋带6上镶嵌有划眼刮刀6b，在旋转时清除井

壁使井眼畅通无阻，提高领眼、划眼的效果的同时避免了划出新眼的风险。可连续开转盘划

眼，钻压可适当放大。划眼螺旋带6位于下锥体4外周的部位越往下回转直径越小，便于领眼

和划眼；划眼螺旋带6位于圆柱体3外周的部位直径最大，可以起到扶正的作用；划眼螺旋带

6位于上锥体2外周的部位上小下大，便于划眼工具随钻柱顺畅上提。划眼螺旋带6上镶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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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眼刮刀6b对井壁侧向力承受能力强，对井壁的切削作用明显。

[0027] 球形头7处于井眼居中位置，不会吃入地层，只能研磨处于井眼正中间的岩屑，不

断的冲刷井眼，起到领眼作用，避免了划出新井眼；硬质合金耐磨层7c可以提高球形头7的

硬度和耐磨性能，避免其过早磨损。

[0028] 泥浆沿液流通道5向下流动，从球形头7底部的水眼喷出，清洗井眼，碎屑随泥浆带

出；四个水眼分布在四个象限上，可以保证各个方向均有水流冲刷，四个水眼相对于球形头

7的轴线由近及远分布，有利于增大冲刷面积。由于锥型螺旋带的存在，相邻螺旋带之间的

液流通道5较大，加之前端直径逐渐减小，降低了憋泵的发生几率。一次下钻即可同步实现

领眼、划眼的效果，无需反复起下钻，可连续划眼，使得划眼效率进一步提升。

[0029] 该工具在制造时，采用直径214mm钻柱胚体，采用机床车出五道46mm宽的螺旋升角

为70°、导程1734.04mm右旋螺旋带结构，螺旋带上离右侧边3mm车出6mm宽、6.5mm深的凹槽，

镶嵌切削面朝右的Y116合金刀头作为划眼刮刀6b。每条螺旋带上距离左侧10mm和15mm为圆

形沉孔的圆心分布线，两排圆心相距16mm分别车出两排共24个φ10.5mm、深11.5mm圆形沉

孔，镶嵌切削面朝右的T110合金刀头作为纽扣合金刀6c。

[0030] 顶端车成半径为56mm的半球形结构，在球面上以最前端为圆心，分别在φ85mm车

出一个φ18mm水眼、φ65mm车出两个相邻φ18mm水眼、φ45mm车出一个φ18mm水眼；球面堆

焊φ5-6.5mmYD合金焊条至球面直径为125-130mm，作为硬质合金耐磨层7c。

[0031] 除上述实施例外，本实用新型还可以有其他实施方式。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

换形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实用新型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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