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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冻土地带钻井的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模拟冻土地带钻井的装置，属于

钻井领域。该装置包括：模拟实验装置，用于模拟

冻土地带钻井，模拟实验装置包括模拟冻土、模

拟井部、模拟钻柱和模拟钻头，模拟井部形成于

所述模拟冻土中，当模拟钻柱和模拟钻头被布置

于模拟井部中时，与模拟钻柱与模拟井部的井壁

之间留有空隙，并且模拟井部能够向下移动；热

水循环注入装置，用于向模拟钻柱中注入钻井液

并控制钻井液的温度，并使钻井液在模拟钻柱、

模拟钻头、空隙以及热水循环注入装置中循环；

数据采集分析装置，用于采集模拟井部向下移动

过程中的参数，并确定参数随模拟井部向下移动

的变化规律。该装置能够模拟出冻土地带钻井时

井部下沉的规律，从而为实际钻井提供可靠参

考。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3页

CN 108104716 B

2019.05.21

CN
 1
08
10
47
16
 B



1.一种模拟冻土地带钻井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

模拟实验装置，用于模拟冻土地带钻井，所述模拟实验装置包括模拟冻土、模拟井部、

模拟钻柱和模拟钻头，所述模拟井部形成于所述模拟冻土中，当所述模拟钻柱和模拟钻头

被布置于所述模拟井部中时，所述模拟钻柱与所述模拟井部的井壁之间留有空隙，并且所

述模拟井部能够向下移动；

热水循环注入装置，用于向所述模拟钻柱中注入钻井液并控制所述钻井液的温度，并

且使所述钻井液在所述模拟钻柱、所述模拟钻头、所述空隙以及所述热水循环注入装置中

循环；以及

数据采集分析装置，用于采集所述模拟井部向下移动过程中的参数，并确定所述参数

随所述模拟井部向下移动的变化规律。

2.根据权利要求1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拟实验装置包括：

拉力施加装置，用于向所述模拟井部施加向下的拉力，以模拟所述模拟井部被施加的

载荷。

3.根据权利要求1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拟井部包括：

模拟套管和水泥环，其中，所述水泥环形成于冻土壁和所述模拟套管之间，用于将所述

模拟套管固定于所述模拟冻土的冻土壁内，所述模拟套管为所述模拟井部的井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拟实验装置还包括：

支撑力施加装置，用于在冻土和水泥环被形成之前向所述模拟井部施加支撑力，以支

撑所述模拟井部。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采集分析装置包括：

以下中的至少一者：

冻土温度检测模块，用于检测所述冻土的温度；

钻井液温度检测模块，用于检测所述钻井液的温度；

位移检测模块，用于检测所述模拟井部的位移；

拉力检测模块，用于检测所述拉力；及

注液排量检测模块，用于检测单位时间内从所述空隙中排出的所述钻井液的排出量，

以及

分析模块，用于根据所述冻土的温度确定所述冻土的融化区域，并用于分析所述冻土

的温度、所述钻井液的温度、所述模拟井部的位移、所述融化区域、所述拉力和/或所述排出

量随所述模拟井部向下移动的变化规律。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冻土温度检测模块被安装于所述模拟

冻土中位于所述模拟井部一侧半径区域的位置。

7.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还包括：

制冷装置，用于对所述模拟冻土进行制冷处理，以使所述冻土维持冻土状态。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拟实验装置还包括：

滑轨，用于使所述模拟实验装置滑进或滑出所述制冷装置。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冷装置包括：

低温油循环装置，所述低温油循环装置能够容纳所述模拟实验装置，从而利用低温油

对所述模拟冻土进行制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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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热水循环注入装置包括：

恒温加热箱，用于将所述钻井液加热至预定温度；以及

注液泵，用于提供使所述钻井液在所述模拟钻柱、所述模拟钻头、所述空隙以及所述恒

温加热箱中循环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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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冻土地带钻井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钻井领域，具体地涉及模拟冻土地带钻井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从进入21世纪开始，世界各国对石油与天然气资源的需求呈直线上升，但随着常

规地区油气资源的不断减少，世界范围内油气资源的开发逐渐向深海以及极地冻土带等地

发展。2009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报告称，北极地区未探明石油储量和天然气储量分别占

常规地区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13％和30％，极地地区可能成为继海洋之后又一个油气开发

的核心区。俄罗斯、挪威、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石油公司都对极地油气资源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并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油气勘探开发的基础研究。

[0003] 虽然极地冻土带存在丰富的油气资源，但其外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给钻井造成

了诸多困难。同时，由于极地地区浅表层存在冻土带，深部地层上返的温度较高的钻井液会

使冻土带冰层融化，使冻土带岩层强度变低，引起地层沉降，进而可能引起井口塌陷。具体

地，在钻井过程中，钻井液经钻柱到达井底，并从环空中返出。由于钻井液自身温度较高，同

时地层深处温度更高，钻井液从深部高温地层中获得能量，温度进而升高，当上返至浅表层

冻土带时，由于高的钻井液温度使冻土温度升高，冰随之融化。冰融化成水后，体积减小，储

层强度以及对套管的侧阻力也会随之降低，在上覆岩层重力以及井口载荷的作用下引起地

层沉降，进而造成井口下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起井口塌陷。

[0004] 井口沉降问题是极地冻土带钻井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很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对应的防止井口沉降的措施。但对于极地冻土带钻井过程中井

口沉降的内在机理、相关重要参数，如冻土强度、侧阻力系数等随冻土融化的变化规律以及

防沉装置的效果评价还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同时。由于极地地区恶劣的地理环境，很难实

现经济有效的在现场开展一系列复杂实验，因此，亟需一种针对极地冻土带钻井过程中井

口沉降问题的模拟装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模拟冻土地带钻井的装置，该模拟冻土地带钻井

的装置能够模拟出冻土地带钻井时井部下沉的规律，从而为实际钻井提供可靠的参考。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模拟冻土地带钻井的装置，该装置包

括：模拟实验装置，用于模拟冻土地带钻井，所述模拟实验装置包括模拟冻土、模拟井部、模

拟钻柱和模拟钻头，所述模拟井部形成于所述模拟冻土中，当所述模拟钻柱和模拟钻头被

布置于所述模拟井部中时，与所述模拟钻柱与所述模拟井部的井壁套管之间留有空隙，并

且所述模拟井部能够向下移动；热水循环注入装置，用于向所述模拟钻柱中注入钻井液并

控制所述钻井液的温度，并且使所述钻井液在所述模拟钻柱、所述模拟钻头、所述空隙以及

所述热水循环注入装置中循环；以及数据采集分析装置，用于采集所述模拟井部向下移动

过程中的参数，并确定所述参数随所述模拟井部向下移动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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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其中，所述模拟实验装置可以包括：拉力施加装置，用于向所述模拟井部施加向下

的拉力，以模拟所述模拟井部被施加的载荷。

[0008] 其中，所述模拟井部可以包括：模拟套管和水泥环，其中，所述水泥环形成于冻土

壁和所述模拟套管之间，用于将所述模拟套管固定于所述模拟冻土的冻土壁内，所述模拟

套管为所述模拟井部的井壁。

[0009] 其中，所述模拟实验装置还可以包括：支撑力施加装置，用于在冻土和水泥环被形

成之前向所述模拟井部施加支撑力，以支撑所述模拟井部。

[0010] 其中，所述数据采集分析装置可以包括以下中的至少一者：冻土温度检测模块，用

于检测所述冻土的温度；钻井液温度检测模块，用于检测所述钻井液的温度；位移检测模

块，用于检测所述模拟井部的位移；拉力检测模块，用于检测所述拉力；及注液排量检测模

块，用于检测单位时间内从所述空隙中排出的所述钻井液的排出量。所述数据采集分析装

置还可以包括分析模块，用于根据所述冻土的温度确定所述冻土的融化区域，并用于分析

所述冻土的温度、所述钻井液的温度、所述模拟井部的位移、所述融化区域、所述拉力和/或

所述排出量随所述模拟井部向下移动的变化规律。

[0011] 其中，所述冻土温度检测模块优选为被安装于所述模拟冻土中位于所述模拟井部

一侧半径区域的位置。

[0012] 其中，该装置还可以包括：制冷装置包括，用于对所述模拟冻土进行制冷处理，以

使所述冻土维持冻土状态。

[0013] 其中，所述模拟实验装置还可以包括：滑轨，用于使所述模拟实验装置滑进或滑出

所述制冷装置。

[0014] 其中，所述制冷装置可以包括：低温油循环装置，所述低温油循环装置能够容纳所

述模拟实验装置，从而利用低温油对所述模拟冻土进行制冷处理。

[0015] 其中，所述热水循环注入装置可以包括：恒温加热箱，用于将所述钻井液加热至预

定温度；以及注液泵，用于提供使所述钻井液在所述模拟钻柱、所述模拟钻头、所述空隙以

及所述恒温加热箱中循环的动力。

[0016]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利用模拟实验装置模拟冻土地带钻井环境，从而模拟因钻井

液的热量而导致井部下沉过程中各参数的变化规律，该变化规律可以在实际过程中作为参

考，在实际钻井时可根据该变化规律预先设计出应对方案，以实现精确、稳定且安全高效的

钻井作业。

[0017] 本发明实施例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的具体实施方式部分予以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8] 附图是用来提供对本发明实施例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下

面的具体实施方式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实施例，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实施例的限制。在附

图中：

[0019] 图1是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模拟冻土地带钻井的装置的结构框图；

[0020] 图2是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模拟冻土地带钻井的装置的结构图；以及

[0021] 图3是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模拟冻土地带钻井的装置中，水泥环的形成过程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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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附图标记说明

[0023] 1：低温油浴箱               2：冻土模拟容器

[0024] 3：低温油液面               5：管线接头

[0025] 6：热水循环管线             7：普通水箱

[0026] 9：循环泵                   10：注液泵

[0027] 11：恒温加热箱              12：低温油循环管线

[0028] 13：水泥环                  14：砂土

[0029] 16：数据传输线              17：支撑底座

[0030] 18：滑轨                    20：拉力施加装置

[0031] 21：模拟钻头                22：模拟钻柱

[0032] 23：模拟套管                24：上位机

[0033] 25：大直径套管              26：防冻结涂层

[0034] 27：下推杆                  28：水泥塞

[0035] 29：排出孔                  30：密封圈。

[0036] 100：模拟实验装置           200：热水循环注入装置

[0037] 300：数据采集分析装置       S：位移传感器

[0038] T：温度传感器               Q：流量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

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实施例，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实施例。

[0040] 图1是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模拟冻土地带钻井的装置的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

该装置包括：模拟实验装置100，用于模拟冻土地带钻井，所述模拟实验装置包括模拟冻土、

模拟井部、模拟钻柱和模拟钻头，所述模拟井部形成于所述模拟冻土中，当所述模拟钻柱和

模拟钻头被布置于所述模拟井部中时，与所述模拟钻柱与所述模拟井部的井壁之间留有空

隙，并且所述模拟井部能够向下移动；热水循环注入装置200，用于向所述模拟钻柱中注入

钻井液并控制所述钻井液的温度，并且使所述钻井液在所述模拟钻柱、所述模拟钻头、所述

空隙以及所述热水循环注入装置中循环；以及数据采集分析装置300，用于采集所述模拟井

部向下移动过程中的参数，并确定所述参数随所述模拟井部向下移动的变化规律。

[0041] 其中，该装置还可以包括：制冷装置包括，用于对所述模拟冻土进行制冷处理，以

使所述冻土维持冻土状态。

[0042] 模拟实验装置的准备过程以及模拟钻井的过程详细说明如下。

[0043] 将大直径套管25置于冻土模拟容器2的中心位置，或者任意远离冻土模拟容器2的

容器壁的位置，在冻土模拟容器2中填充与极地冻土带性质基本相同的砂土14，并向其中加

适量的含矿物质水，填充于砂土14孔隙中。利用制冷装置对上述已填充有砂土14的冻土模

拟容器2进行制冷处理，以使砂土14形成冻土。制冷装置优选为低温油循环装置，如图2所

示，低温油循环装置包括低温油浴箱1和低温油循环管线12，通过低温油循环管线12能够在

低温油循环装置中建立制冷循环。在制冷处理时，将冻土模拟装置2置于低温油浴箱1中，注

入适量的低温油，使低温油液面3高于砂土14，利用循环低温油使砂土14冷冻以形成冻土。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08104716 B

6



在模拟钻井过程中，可以通过设置在低温油中的温度传感器T来检测油温，还可以通过调节

循环管线的排量以及低温油温度使油浴箱中的温度与极地冻土带的环境温度一致。

[0044] 在另一实施例中，模拟实验装置100还可以包括滑轨18，以能够方便地移动，例如

可通过滑轨18使模拟实验装置从低温油浴箱1中滑进或滑出。如图2所示，模拟实验装置还

可以包括安装在底部的支撑底座17，以支撑模拟实验装置。

[0045] 大直径套管25用于在砂土14形成冻土时形成模拟井部，待模拟井部形成后可以利

用大直径套管25作为模拟井部的井壁，即大直径套管可以作为模拟实际钻井时使用的套

管。但为了使模拟井部的井壁更接近于真实钻井时的井壁，优选为去除大直径套管25，并在

去除大直径套管25后在模拟井部布置模拟实际钻井时使用的套管的模拟套管23，并在模拟

套管23和冻土壁之间形成水泥环13，水泥环13在将模拟套管23固定在冻土壁上的同时，也

使模拟套管23中的热量向冻土传导的过程更接近于真实的钻井过程。如图3中左侧部分所

示，大直径套管25的表面可以涂有防冻结涂层26，由此在冻土形成过程中其不会被冻结在

冻土上，从而在砂土冻结后能容易地将其取出。

[0046] 因此，所述模拟井部可以由大直径套管25形成，也可以包括模拟套管23和水泥环

13，其中，所述水泥环13形成于冻土壁和所述模拟套管之间，用于将所述模拟套管固定于所

述模拟冻土的冻土壁内，在该情况下，所述模拟套管为所述模拟井部的井壁。需要说明的

是，此处的模拟井部的井壁与实际钻井时的裸眼井壁是不同的概念，模拟井部的井壁例如

可以是相当于在实际钻井时的套管结构。

[0047] 以下参考图3说明水泥环13的形成过程。

[0048] 将模拟套管23布置于去除大直径套管25后的模拟井部时，使模拟套管23与冻土壁

之间形成有预定的空隙，该空隙优选为均匀的环空部31，其中模拟套管23的直接小于大直

径套管25的直径。模拟套管23的底部形成为与所述环空部31连通，可在模拟套管23的底部

形成有如图3所示的排出孔29。然后可以在模拟套管23中注入相当于所述环空部的体积的

水泥，通过下推杆27和水泥塞28和模拟套管底部的排出孔29将水泥从模拟套管23压入环空

部31，水泥全部从模拟套管排出后取出下推杆27和水泥塞28。图3中的箭头指示水泥的流动

方向。

[0049] 被注入所述环空部31的水泥的体积为：

[0050]

[0051] 其中，中D1、D2分别指大直径套管25和模拟套管23的直径；H指模拟套管23的长度，

或模拟冻土带的深度。

[0052]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使模拟井部能够向下移动，以模拟实际钻井时的井部下沉，在

冻土模拟容器2的底部形成有对应于所述模拟井部的下端的开口。因此，在注入水泥以形成

水泥环时，需要如图3所示利用密封圈30密封底部的开口，以防止水泥漏出，水泥凝固形成

水泥环后再将密封圈30去除。所述开口可以预先形成于冻土模拟容器2的底部，此时，由于

冻土还未形成，砂土较松软，侧阻力系数较小，不足支撑固定大直径套管25、模拟套管23、水

泥环13的重力，因此优选为在所述开口部设置支撑力施加装置，用于在冻土和水泥环被形

成之前向所述模拟井部施加支撑力，以支撑所述模拟井部，即，提供向上的支撑力，使大直

径套管25、模拟套管23、水泥环13不会下沉。支撑力施加装置可以单独设置，图2中的拉力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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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装置可同时兼用作支撑力施加装置。当砂土14充分冻结而形成冻土且水泥环13形成后，

模拟套管23、水泥环均已被稳固地固定于冻土壁时，可去除支撑力施加装置施加的支撑力。

冻土模拟容器底部的开口还可以在形成了模拟井部之后形成。

[0053] 进一步地，在模拟套管23中安装模拟钻头21和模拟钻柱22，并连接热水循环注入

装置200。如图2所示，热水循环注入装置200可以包括：恒温加热箱11，用于将所述钻井液加

热至预定温度；以及注液泵10，用于提供使所述钻井液在所述模拟钻柱、所述模拟钻头、所

述空隙以及所述恒温加热箱中循环的动力。此外，为了进一步使钻井液顺利地循环，还可以

额外配置循环泵9。

[0054] 钻井液被注入模拟钻柱22后，经过模拟钻头21被注入模拟钻柱22与模拟套管之间

的空隙，然后经过热水循环管线6、普通水箱7、循环泵9回到恒温加热箱11。普通水箱7用于

储存和缓冲钻井液，并不是必要组成要素。图2中未说明的附图标记5为管线接头。图2中的

箭头表示钻井液的流动方向。

[0055] 模拟套管23中的钻井液的热量通过模拟套管23的管壁、水泥环被传导至冻土，导

致冻土融化而变得松软，此时模拟井部(模拟套管23和水泥环13)下沉，由此可模拟在冻土

地带钻井过程中的井部下沉。

[0056] 为了更准确地模拟井部下沉，所述模拟实验装置还可以包括拉力施加装置20，用

于向所述模拟井部施加向下的拉力，以模拟所述模拟井部被施加的载荷。由于在实际钻井

时，需要设置井口装置等装置，这些装置本身的重量会对模拟井部施加一定的载荷，这样的

载荷使井下沉。因此，为了准确模拟上述载荷，本发明利用拉力施加装置向模拟井部施加向

下的拉力。拉力施加装置可以对模拟套管或水泥环施加拉力。

[0057] 如上所述，拉力施加装置20也可兼用作对套管等装置施加支撑力的支撑力施加装

置。优选地，在去除支撑力时，通过据分析软件校正拉力传感器F的“零点”，以提高施加拉力

的精确性。

[0058] 为了在模拟井部因冻土融化而自然下沉或因施加向下的拉力而下沉时，获取相关

参数，模拟冻土地带钻井的装置还可以包括：位移检测模块，检测模拟井部的位移，位移检

测模块可以包括如图2所示的位移传感器；钻井液温度检测模块，用于检测所述钻井液的温

度，例如，如图2所示，在恒温加热箱中设置温度传感器T以获取钻井液的温度；拉力检测模

块，用于检测所述拉力，可以包括图2所示的拉力传感器F；及注液排量检测模块，用于检测

单位时间内从所述空隙中排出的所述钻井液的排出量，注液排量检测模块可以包括如图2

所示设置在注液排管上的流量传感器，以实时获取注入钻柱的钻井液的量，钻井液的注入

液可看作是注液排量；冻土温度检测模块，用于检测冻土温度，如图2所示，冻土温度检模块

可以包括被安装于所述模拟冻土中位于所述模拟井部一侧半径区域的位置的温度传感器

T，由于在模拟井部周围的冻土总体上是对称的，因此不必在模拟井部周围的冻土都安装温

度传感器，而通过一侧半径区域的温度即可获知另一侧的温度。

[0059] 图2中未说明的附图标记16为数据传输线，数据传输线16用于传输在本发明中检

测的各种参数。

[0060] 所述数据采集分析装置还可以包括分析模块(例如，图2所示的上位机24)，用于根

据所述冻土的温度确定所述冻土的融化区域，并用于分析所述冻土的温度、所述钻井液的

温度、所述模拟井部的位移、所述融化区域、所述拉力和/或所述排出量随所述模拟井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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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移动的变化规律。

[0061] 上述参数随模拟井部向下移动的变化规律可以在实际钻井过程中作为参考，从而

预先根据实际钻井情况预先设计应对方案，以提高钻井过程的安全性、稳定性和钻井效率。

[0062] 以上结合附图详细描述了本发明实施例的可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实施例并

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中的具体细节，在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实

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单变型，这些简单变型均属于本发明实施例的保护范围。

[0063]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所描述的各个具体技术特征，在不矛

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式进行组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发明实施例对

各种可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

[0064]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实施例方法中的全部或部分步骤是可以通过

程序来指令相关的硬件来完成，该程序存储在一个存储介质中，包括若干指令用以使得单

片机、芯片或处理器(processor)执行本申请各个实施例所述方法的全部或部分步骤。而前

述的存储介质包括：U盘、移动硬盘、只读存储器(ROM，Read-Only  Memory)、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Random  Access  Memory)、磁碟或者光盘等各种可以存储程序代码的介质。

[0065] 此外，本发明实施例的各种不同的实施方式之间也可以进行任意组合，只要其不

违背本发明实施例的思想，其同样应当视为本发明实施例所公开的内容。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08104716 B

9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10

CN 108104716 B

10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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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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