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111043794.6

(22)申请日 2021.09.07

(71)申请人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地址 510075 广东省广州市环市东路477号

(72)发明人 田烈余　郭武　杨楠　李占钊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科粤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001

代理人 周友元

(51)Int.Cl.

E21B 25/18(2006.01)

E21B 17/00(2006.01)

E21B 21/00(2006.01)

E21B 41/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海上套管浪涌补偿双驱动三层套管钻

探取芯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海上套管浪涌补偿双驱

动三层套管钻探取芯方法，通过动力定位系统将

将钻探船定位于设定的经纬坐标，通过海底基盘

稳定钻杆，通过井口套管浪涌补偿在套管钻进时

能传递扭矩和钻压，取样钻进时，浪涌补偿能在

一定范围内补偿因涨潮、落潮或浪涌引起的水深

变化，防止套管冲撞设备，保证井口作业安全，通

过双驱动头实现三层套管钻进，有效保护井壁，

使钻进取样取芯率高，取芯质量好。与普通的钻

探方法相比，本发明具有钻探效率高、取芯率高，

设备简单，可靠性高，成本低等优点，不仅适用于

一般沉积岩地层浅钻，而且适用于难取芯地层，

如礁灰岩地层，砂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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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海上套管浪涌补偿双驱动三层套管钻探取芯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一)提供一种海上套管浪涌补偿双驱动三层套管钻探取芯装置，具体包括：

具有动力定位系统的钻探船，钻探船的甲板上设置有月池和塔架，月池顶部设置有月

池盖，月池盖中心设置有气动卡瓦，月池中还悬挂有可升降的海底基盘；

钻具系统，包括外套管、内套管、钻杆和浪涌补偿器；浪涌补偿器用于连接外套管，防止

外套管冲撞井口设备；

外套管钻进系统，包括安装在塔架上的游车、安装在游车上的顶驱以及安装在顶驱上

的液压吊卡；顶驱用于提供外套管旋转动力，游车可上下移动，用于提供纵向进给，实现外

套管钻进，液压吊卡，用于捉取外套管，并辅助外套管上扣；

内套管及钻杆钻进系统，包括立轴式钻机和绞车；立轴式钻机活动安装在月池旁，用于

提供内套管和钻杆的钻进动力，绞车安装在甲板上，用于起吊内套管和钻杆，绞车配套有牵

引头，立轴式钻机的钻机导轨上配套有配重，通过配重与绞车的配合，调节内套管、钻杆的

钻进压力；

泥浆循环系统，包括安装在甲板上的泥浆回收池、泥浆过滤器、泥浆池和泥浆泵；内套

管通过管道与泥浆回收池相连，泥浆回收池通过管道与泥浆过滤器相连，泥浆过滤器通过

管道与泥浆池相连，泥浆池通过管道与泥浆泵相连，泥浆泵通过管道与钻杆相连，构成泥浆

循环回路；

(二)利用海上套管浪涌补偿双驱动三层套管钻探取芯装置进行钻探取芯，具体包括：

(1)钻探船航行到指定站位，开启动力定位，使井口稳定于指定取样位置；

(2)立轴式钻机初始位置位于月池旁侧，海底基盘位于月池内，游车、顶驱和液压吊卡

位于最上端，配重限位于钻机导轨的最上端；

(3)气动卡瓦打开，液压吊卡夹持带钻头的外套管，送入气动卡瓦，夹紧，继续用液压吊

卡夹持外套管，并对准气动卡瓦夹持的外套管，拧紧上扣，重复连接多根外套管，使外套管

穿过气动卡瓦、月池和海底基盘，直至钻头接近海底，连接浪涌补偿器，然后继续连接外套

管直至钻头到达海底；

(4)下放海底基盘至海底；

(5)顶驱连接外套管，启动顶驱钻进，钻进一定深度后，提拉外套管，使得浪涌补偿器处

于中位，然后关闭气动卡瓦夹紧外套管，脱开外套管和顶驱的连接，并提升顶驱，留下外套

管作为第一层护壁套管；

(6)牵引头连接带钻头的内套管，启动绞车，将内套管送入外套管内，用卡钳将内套管

卡于外套管管口，继续牵引内套管到上一根内套管接口处，上扣连接，重复连接多根内套管

至钻头到达海底；

(7)立轴式钻机移动到井口位置，并连接上内套管，配重连接牵引头，解除配重的限位，

启动钻进，内套管开始旋转，通过绞车和配重调节钻进压力，钻进一定进尺后，停止钻进，松

开内套管和立轴式钻机的连接，留下内套管作为第二层套管，配重回到钻机导轨最上端后，

脱开配重和牵引头的连接，立轴式钻机回到初始位置；

(8)牵引头连接带钻头的钻杆，启动绞车，将钻杆送入内套管内，用卡钳将钻杆夹持于

内套管管口，继续牵引钻杆到上一根钻杆接口处，上扣连接，重复连接多根钻杆至钻头到达

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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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立轴式钻机再次移动到井口位置，并连接上钻杆，配重连接牵引头，解除配重的限

位，启动钻进，钻杆开始旋转，通过绞车和配重调节钻进压力，钻进一定进尺后，结束第一回

次，提钻取芯，将钻杆取芯钻头内的岩芯样品取出，切割，编录，封样；

(10)开始新的回次，重新连接钻杆到海底，并连接立轴式钻机，启动泥浆泵，泥浆从泥

浆池抽到钻杆内，输送到钻杆的钻头处，带走钻孔内部岩屑，并从内套管中返回，带岩屑的

泥浆返回到泥浆回收池，并经过泥浆过滤器的过滤返回到泥浆池实现泥浆循环，启动立轴

式钻机扫孔，扫孔到达取样层位后，关闭泥浆泵，开始钻进采样，钻进一定进尺后，结束回

次，提钻取芯，将钻杆取芯钻头内的岩芯样品取出，切割，编录，封样；

(11)重复步骤(10)，实现连续取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上套管浪涌补偿双驱动三层套管钻探取芯方法，其特

征在于：还包括：

(12)当钻杆超出内套管距离太长，并察觉返浆困难、有塌孔风险时，将内套管再钻进一

定深度，然后再重复步骤(10)取样。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海上套管浪涌补偿双驱动三层套管钻探取芯方法，其特

征在于：还包括：

(13)当内套管超出外套管距离太长，难以继续深入钻进时，将外套管再钻进一定深度，

然后再钻进内套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上套管浪涌补偿双驱动三层套管钻探取芯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外套管为 套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上套管浪涌补偿双驱动三层套管钻探取芯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内套管为外径116mm套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上套管浪涌补偿双驱动三层套管钻探取芯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钻杆为外径97mm钻杆。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上套管浪涌补偿双驱动三层套管钻探取芯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泥浆为黄原胶泥浆，用于带走岩屑，润滑钻杆，防止塌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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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海上套管浪涌补偿双驱动三层套管钻探取芯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海洋钻探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船舶动力定位，双钻进驱动头，并具

外套管井口浪涌补偿，套管钻进升沉补偿的海洋浅钻钻探取芯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海上取芯钻探工作不同于陆地钻探，风浪大，海底底层复杂，取芯困难，通常需要

采取套管护壁。目前，国内针对陆地取芯钻探技术已较为成熟，但对于水上钻探尤其是海洋

的取芯钻探技术尚不成熟，尚未见安全适用的适用于难取芯地层的钻探取芯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海上套管浪涌补偿双驱动三层

套管钻探取芯方法，可用于海底难钻进地层的钻探取芯。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海上套管浪涌补偿双驱动三层套管钻探取芯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一)提供一种海上套管浪涌补偿双驱动三层套管钻探取芯装置，具体包括：

[0007] 具有动力定位系统的钻探船，钻探船的甲板上设置有月池和塔架，月池顶部设置

有月池盖，月池盖中心设置有气动卡瓦，月池中还悬挂有可升降的海底基盘；

[0008] 钻具系统，包括外套管、内套管、钻杆和浪涌补偿器；浪涌补偿器用于连接外套管，

防止外套管冲撞井口设备；

[0009] 外套管钻进系统，包括安装在塔架上的游车、安装在游车上的顶驱以及安装在顶

驱上的液压吊卡；顶驱用于提供外套管旋转动力，游车可上下移动，用于提供纵向进给，实

现外套管钻进，液压吊卡，用于捉取外套管，并辅助外套管上扣；

[0010] 内套管及钻杆钻进系统，包括立轴式钻机和绞车；立轴式钻机活动安装在月池旁，

用于提供内套管和钻杆的钻进动力，绞车安装在甲板上，用于起吊内套管和钻杆，绞车配套

有牵引头，立轴式钻机的钻机导轨上配套有配重，通过配重与绞车的配合，调节内套管、钻

杆的钻进压力；

[0011] 泥浆循环系统，包括安装在甲板上的泥浆回收池、泥浆过滤器、泥浆池和泥浆泵；

内套管通过管道与泥浆回收池相连，泥浆回收池通过管道与泥浆过滤器相连，泥浆过滤器

通过管道与泥浆池相连，泥浆池通过管道与泥浆泵相连，泥浆泵通过管道与钻杆相连，构成

泥浆循环回路；

[0012] (二)利用海上套管浪涌补偿双驱动三层套管钻探取芯装置进行钻探取芯，具体包

括：

[0013] (1)钻探船航行到指定站位，开启动力定位，使井口稳定于指定取样位置；

[0014] (2)立轴式钻机初始位置位于月池旁侧，海底基盘位于月池内，游车、顶驱和液压

吊卡位于最上端，配重限位于钻机导轨的最上端；

[0015] (3)气动卡瓦打开，液压吊卡夹持带钻头的外套管，送入气动卡瓦，夹紧，继续用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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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吊卡夹持外套管，并对准气动卡瓦夹持的外套管，拧紧上扣，重复连接多根外套管，使外

套管穿过气动卡瓦、月池和海底基盘，直至钻头接近海底，连接浪涌补偿器，然后继续连接

外套管直至钻头到达海底；

[0016] (4)下放海底基盘至海底；

[0017] (5)顶驱连接外套管，启动顶驱钻进，钻进一定深度后，提拉外套管，使得浪涌补偿

器处于中位，然后关闭气动卡瓦夹紧外套管，脱开外套管和顶驱的连接，并提升顶驱，留下

外套管作为第一层护壁套管；

[0018] (6)牵引头连接带钻头的内套管，启动绞车，将内套管送入外套管内，用卡钳将内

套管卡于外套管管口，继续牵引内套管到上一根内套管接口处，上扣连接，重复连接多根内

套管至钻头到达海底；

[0019] (7)立轴式钻机移动到井口位置，并连接上内套管，配重连接牵引头，解除配重的

限位，启动钻进，内套管开始旋转，通过绞车和配重调节钻进压力，钻进一定进尺后，停止钻

进，松开内套管和立轴式钻机的连接，留下内套管作为第二层套管，配重回到钻机导轨最上

端后，脱开配重和牵引头的连接，立轴式钻机回到初始位置；

[0020] (8)牵引头连接带钻头的钻杆，启动绞车，将钻杆送入内套管内，用卡钳将钻杆夹

持于内套管管口，继续牵引钻杆到上一根钻杆接口处，上扣连接，重复连接多根钻杆至钻头

到达海底；

[0021] (9)立轴式钻机再次移动到井口位置，并连接上钻杆，配重连接牵引头，解除配重

的限位，启动钻进，钻杆开始旋转，通过绞车和配重调节钻进压力，钻进一定进尺后，结束第

一回次，提钻取芯，将钻杆取芯钻头内的岩芯样品取出，切割，编录，封样；

[0022] (10)开始新的回次，重新连接钻杆到海底，并连接立轴式钻机，启动泥浆泵，泥浆

从泥浆池抽到钻杆内，输送到钻杆的钻头处，带走钻孔内部岩屑，并从内套管中返回，带岩

屑的泥浆返回到泥浆回收池，并经过泥浆过滤器的过滤返回到泥浆池实现泥浆循环，启动

立轴式钻机扫孔，扫孔到达取样层位后，关闭泥浆泵，开始钻进采样，钻进一定进尺后，结束

回次，提钻取芯，将钻杆取芯钻头内的岩芯样品取出，切割，编录，封样；

[0023] (11)重复步骤(10)，实现连续取样。

[0024] 进一步地，还包括：

[0025] (12)当钻杆超出内套管距离太长，并察觉返浆困难、有塌孔风险时，将内套管再钻

进一定深度，然后再重复步骤(10)取样。

[0026] 进一步地，还包括：

[0027] (13)当内套管超出外套管距离太长，难以继续深入钻进时，将外套管再钻进一定

深度，然后再钻进内套管。

[0028] 优选的，所述外套管为 套管。

[0029] 优选的，所述内套管为外径116mm套管。

[0030] 优选的，所述钻杆为外径97mm钻杆。

[0031] 优选的，所述泥浆为黄原胶泥浆，用于带走岩屑，润滑钻杆，防止塌孔。

[0032]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33] 1、钻探船使用动力定位系统，适用于任何深度海上取芯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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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2、使用三层套管钻进，有效保护钻孔，防止了钻井事故的发生，钻进稳定可靠。

[0035] 3、泥浆采用黄原胶为原料，无毒无害，并且建立了泥浆循环，绿色环保。

[0036] 4、实际采样钻进效率高，取芯率高，难钻进地层和复杂地层均能实现高效取芯。

[0037] 5、带有浪涌补偿，防止海浪和潮汐引起套管冲撞井口设备，提高作业的安全性。

[0038] 6、装置简单可靠，可操作性强。

附图说明

[0039] 图1是本发明的钻探取芯方法所使用的钻探取芯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40] 图2是本发明的钻探取芯方法的钻头处泥浆循环示意图；

[0041] 图3是本发明的浪涌补偿安装示意图；

[0042] 附图标记说明：1‑游车；2‑顶驱；3‑液压吊卡；4‑滑轮；5‑绞车；6‑立轴式钻机；7‑钻

探船；8‑月池盖；9‑气动卡瓦；10‑月池；11‑岩层；12‑海底基盘；13‑套管及钻具；14‑泥浆回

收接头；15‑泥浆回收池；16‑泥浆过滤器；17‑泥浆池；18‑泥浆泵；19‑钻机导轨；20‑配重；

21‑牵引头；22‑钢丝绳；201‑钻杆；202‑内套管；203‑外套管；301‑浪涌补偿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44] 实施例

[0045] 本实施例的一种海上套管浪涌补偿双驱动三层套管钻探取芯方法，包括两个部

分：

[0046] (一)提供一种如图1所示的海上套管浪涌补偿双驱动三层套管钻探取芯装置，主

要包括钻探船7和设置在钻探船7上的钻具系统、外套管钻进系统、内套管及钻杆钻进系统

和泥浆循环系统。

[0047] 钻探船7包含动力定位系统，开启动力定位能使井口位置定位于指定坐标。钻探船

7的甲板上设置有月池10和塔架(图中未示出)，月池10顶部设置有月池盖8，月池盖8中心设

置有气动卡瓦9，月池10中还悬挂有可升降的海底基盘12。

[0048] 气动卡瓦9为气动活塞连接的楔形块，打开可以使外套管上下活动，关闭可以夹持

外套管，限制外套管向下运动。

[0049] 海底基盘12可商购获得，主要以高强度H型钢为主件的焊接空间塔型钢架，各个部

分通过耐海水腐蚀的螺栓和轴销连接，并安装海底摄像、液压钳等工具，用于井口定位、套

管钻进导向等。工作时下放海底，约束外套管旋转钻进，外套管停止钻进时，夹紧外套管，同

时还可辅助内套管、钻杆的钻进。

[0050] 钻具系统可参考图2和图3所示，采用三层套管结构，包括外套管203、内套管202、

钻杆201和浪涌补偿器301。外套管采用 套管，内径121.44mm。内套管202采用外径116mm

套管。钻杆采用外径97mm钻杆。外套管203、内套管202、钻杆201均为多根，可通过拼接实现

不同深度的钻探取样。浪涌补偿器301可商购获得，具有伸缩功能，用于连接外套管203，具

体的，连接最上层外套管与第二层外套管，当钻进取样时，气动卡瓦9夹紧外套管203，浪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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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器301能防止下方的外套管203冲撞井口设备。

[0051] 外套管钻进系统主要包括游车1、顶驱2和液压吊卡3。顶驱2安装在游车1上，采用

液压驱动，为外套管203提供旋转钻进动力。游车1安装在钻探船7的塔架上，位于月池10的

正上方，可上下移动，用于提供纵向进给，实现外套管203钻进。液压吊卡3安装在顶驱2的吊

环上，用于捉取外套管203，并辅助外套管203上扣，实现外套管203的对接。

[0052] 内套管及钻杆钻进系统主要包括立轴式钻机6和绞车5。立轴式钻机6用于提供内

套管202和钻杆201的钻进动力，可商购获得，活动安装在月池10旁，可通过油缸推动，在外

套管钻进时远离月池10，在内套管及钻杆钻进时，靠近月池10。绞车5采用起重电动绞车，安

装在甲板上，配套有滑轮4、牵引头21和钢丝绳22，钢丝绳22绕过滑轮4连接绞车5和牵引头

21，用于起吊内套管201和钻杆201，进行对接安装。同时，立轴式钻机6的钻机导轨19上配套

有配重20，通过与绞车5的配合，调节内套管201、钻杆201的钻进压力。

[0053] 泥浆循环系统主要包括安装在甲板上的泥浆回收池15、泥浆过滤器16、泥浆池17

和泥浆泵18。内套管202通过泥浆回收接头14、管道与泥浆回收池15相连，泥浆回收池15通

过管道与泥浆过滤器16相连，泥浆过滤器16通过管道与泥浆池17相连，泥浆池17通过管道

与泥浆泵18相连，泥浆泵通过管道、旋转接头与钻杆201的内孔相连，构成泥浆循环回路。如

图2所示，泥浆泵18从泥浆池17泵出泥浆，通过旋转接头进入钻杆201，泥浆经过钻头从内套

管202返浆，返回的泥浆经泥浆回收接头14收集到泥浆回收池15，再经泥浆过滤器16过滤

后，进入泥浆池17，实现泥浆循环。优选的，泥浆可采用黄原胶泥浆，用于带走岩屑，润滑钻

杆，防止塌孔。

[0054] (二)利用海上套管浪涌补偿双驱动三层套管钻探装置进行钻探取芯，具体包括以

下步骤：

[0055] (1)钻探船7航行到指定站位，开启动力定位，使井口稳定于指定取样位置。

[0056] (2)立轴式钻机6初始位置位于月池10右侧，海底基盘12位于月池10内，游车1、顶

驱2和液压吊卡3位于最上端，配重20限位于钻机导轨19的最上端。

[0057] (3)气动卡瓦9打开，液压吊卡3夹持带钻头的 外套管203，送入气动卡瓦9，夹

紧，继续用液压吊卡3夹持 外套管203，并对准气动卡瓦9夹持的 外套管203，拧紧上

扣，重复步骤连接多根 外套管203，使 外套管203穿过气动卡瓦8、月池10和海底基盘

12，直至钻头接近海底，连接浪涌补偿器301，然后继续连接 外套管203直至钻头到达海

底。

[0058] (4)下放海底基盘12至海底。

[0059] (5)顶驱2连接 外套管203，启动顶驱2钻进，钻进一定深度后，提拉 外套管

203，使得浪涌补偿器301处于中位，然后关闭气动卡瓦9夹紧 外套管203，脱开 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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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203和顶驱2的连接，并提升顶驱2，留下 外套管203作为第一层护壁套管。

[0060] (6)牵引头21连接带钻头116mm内套管202，启动绞车5，绞车5牵引钢丝绳22经过滑

轮4带动牵引头21和116mm内套管202，送入 外套管203内，用卡钳将116mm内套管202卡

于 外套管203管口，继续牵引116mm内套管202到上一根116mm内套管202接口处，上扣连

接，重复步骤连接多根116mm内套管202至钻头到达海底。

[0061] (7)立轴式钻机6通过油缸推动，向左移动到井口位置，并连接上116mm内套管202；

配重20连接牵引头21，解除配重20的限位，启动钻进，116mm内套管202开始旋转，通过绞车5

和配重20调节钻进压力，钻进一定进尺后，停止钻进，松开116mm内套管202和立轴式钻机6

的连接，留下116mm内套管202作为第二层套管，配重20回到钻机导轨19最上端后，脱开配重

20和牵引头21的连接，立轴式钻机6回到初始位置。

[0062] (8)牵引头21连接带钻头97mm钻杆201，启动绞车5牵引钢丝绳22经过滑轮4带动牵

引头21和97mm钻杆201，送入116mm内套管202内，用卡钳将97mm钻杆201夹持于116mm内套管

202管口，继续牵引97mm钻杆201到上一根97mm钻杆201接口处，上扣连接，重复步骤连接多

根97mm钻杆201至钻头到达海底。

[0063] (9)立轴式钻机6通过油缸推动，向左移动到井口位置，并连接上97mm钻杆201，配

重20连接牵引头21，解除配重20的限位，启动钻进，97mm钻杆201开始旋转，通过绞车5和配

重20调节钻进压力，钻进一定进尺后，结束第一回次，提钻取芯，将97mm钻杆201取芯钻头内

的岩芯样品取出，切割，编录，封样。

[0064] (10)开始新的回次，重新连接97mm钻杆201到海底，连接立轴式钻机6，启动泥浆泵

18，泥浆从泥浆池17抽到97mm钻杆201内，输送到97mm钻杆201的钻头处，带走钻孔内部岩

屑，并从116mm内套管202中返回，带岩屑的泥浆经过泥浆回收接头14返回到泥浆回收池15，

并经过泥浆过滤器16的过滤将泥浆返回到泥浆池17实现泥浆循环，启动立轴式钻机6扫孔，

扫孔到达取样层位后，关闭泥浆泵18，开始钻进采样，钻进一定进尺后，结束回次，提钻取

芯，将97mm钻杆201取芯钻头内的岩芯样品取出，切割，编录，封样。

[0065] (11)重复步骤(10)进行连续取样。

[0066] (12)当97mm钻杆201超出第二层的116mm内套管202距离太长，并察觉返浆困难、有

塌孔风险时，将116mm内套管202再钻进一定深度，然后再重复步骤(10)取样。

[0067] (13)当第二层的116mm内套管202超出第一层的 外套管203距离太长，难以继续

深入钻进时，将 外套管203再钻进一定深度，然后再钻进116mm内套管202。

[0068] 以上，本发明的海上套管浪涌补偿双驱动三层套管钻探取芯方法，通过动力定位

系统将将钻探船定位于设定的经纬坐标，通过海底基盘稳定钻杆，通过井口套管浪涌补偿

在套管钻进时能传递扭矩和钻压，取样钻进时，浪涌补偿能在一定范围内补偿因涨潮、落潮

或浪涌引起的水深变化，防止套管冲撞设备，保证井口作业安全，通过双驱动头实现三层套

管钻进，有效保护井壁，使钻进取样取芯率高，取芯质量好。与普通的钻探方法相比，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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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钻探效率高、取芯率高，设备简单，可靠性高，成本低等优点，不仅适用于一般沉积岩地

层浅钻，而且适用于难取芯地层，如礁灰岩地层，砂土层等。

[0069] 上述实施例只是为了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是在于让本领域内的

普通技术人员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

是根据本发明内容的实质所做出的等效的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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