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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专利提供一种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

具，主要由上接头、密封端、外筒、扇形圆环、金属

球、液压端、传动轴、下接头、活塞环、大弹簧、小

弹簧、柱塞、推板和调节喷嘴组成。停泵时，金属

球利用自身重力作用直接(或间接)带动扇形圆

环始终处在液压端顶部(或U型轨道槽底部)圆环

形平面底侧扇形环面，工具面恒为180°。开泵时，

活塞环把钻具内、外压差转换成液压油压力，液

压油经扇形圆环开口圆心角所在液压端顶部(或

U型轨道槽底部)圆环形平面顶侧扇形环面区域

内液压油通道进入对应柱塞缸，柱塞伸出，推动

推板挤压井壁，井壁反作用力推动钻头自动降斜

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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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主要由上接头(1)、密封端(2)、外筒(3)、扇形圆环(4)、金属

球(5)、液压端(6)、传动轴(7)、下接头(8)、活塞环(9)、大弹簧(10)、小弹簧(11)、柱塞(12)、

推板(13)和调节喷嘴(14)组成；

上接头(1)、传动轴(7)和下接头(8)通过特殊螺纹连接成一体，其中，上接头(1)上端是

石油钻具螺纹，下接头(8)下端是石油钻具螺纹，下接头(8)下端轴孔安装有调节喷嘴(14)；

密封端(2)、外筒(3)和液压端(6)通过特殊螺纹连接成一体，且通过密封端(2)、液压端

(6)轴孔安装在传动轴(7)上，轴孔内安装有多道密封圈；

外筒(3)是加工有内隔板的金属管，内隔板把外筒(3)与传动轴(7)环形空间分割成上

部钻井液腔室和下部液压油腔室；

液压端(6)周向均布加工有N(N≥3且为正整数)个扶正棱，每个扶正棱均加工安装有柱

塞(12)和推板(13)；柱塞(12)安装在柱塞缸内，液压油通道自柱塞缸底部沿轴向向上延伸

到液压端(6)顶部圆环形平面，周向均布且与推板(13)方向一致；

传动轴(7)、密封端(2)、活塞环(9)、外筒(3)共同组成钻井液腔室；活塞环(9)与传动轴

(7)、外筒(3)、外筒(3)内隔板之间均安装有多道密封圈，使其相互液动密封；传动轴(7)周

向均布加工三个钻井液通道，连通钻具水眼与钻井液腔室；活塞环(9)横剖面呈倒“L”状，活

塞环(9)和外筒(3)内隔板之间安装有大弹簧(10)；

传动轴(7)、液压端(6)、活塞环(9)、外筒(3)共同组成液压油腔室；外筒(3)内隔板下部

管壁加工有注油孔；活塞环(9)下端安装有可调小弹簧(11)；

在液压端(6)顶部圆环形平面上，放置有金属球(5)和扇形圆环(4)；扇形圆环(4)开口

圆心角设计为任意值，扇形圆环(4)中部加工有凹槽且左右对称，金属球(5)放置在扇形圆

环(4)凹槽内，带动扇形圆环(4)在液压端(6)顶部圆环形平面上移动；进一步说，为确保金

属球(5)和扇形圆环(4)自由游动，可在液压端(6)顶部圆环形平面上安装U型轨道槽和圆形

驱动环，U型轨道槽底部与液压端(6)顶部液压油通道相连通，扇形圆环(4)敷着在圆形驱动

环底面，因此，金属球(5)带动圆形驱动环移动，间接带动扇形圆环(4)移动；或者，在液压端

(6)顶部圆环形平面上安装U型轨道槽和轨道盖，U型轨道槽底部与液压端(6)顶部液压油通

道相连通，扇形圆环(4)和金属球(5)被保护在U型轨道槽和轨道盖环形空间内，金属球(5)

直接带动扇形圆环(4)移动；或者，在液压端(6)顶部圆环形平面上安装U型轨道槽、圆形驱

动环和轨道盖，U型轨道槽底部与液压端(6)顶部液压油通道相连通，圆形驱动环、扇形圆环

(4)和金属球(5)被保护在U型轨道槽和轨道盖环形空间内，金属球(5)带动圆形驱动环移

动，间接带动扇形圆环(4)移动；因此，金属球(5)或金属球(5)和圆形驱动环构成了液压自

动垂直钻井工具中的井眼重力高边工具面驱动机构；

在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中，液压端(6)顶部(或U型轨道槽底部)圆环形平面、液压端

(6)顶部(或U型轨道槽底部)液压油通道和扇形圆环(4)共同组成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的

导向装置，其中，液压端(6)顶部(或U型轨道槽底部)圆环形平面相当于圆环轨道面，液压端

(6)顶部(或U型轨道槽底部)液压油通道相当于控制开关，扇形圆环(4)相当于扇形控制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其特征在于：对于液压端(6)顶

部(或U型轨道槽底部)圆环形平面及其N个周向均布液压油通道导向装置来说，扇形圆环

(4)开口圆心角设计为任意值，或者说，无论扇形圆环(4)开口圆心角大小，均可研制出一种

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但是，扇形圆环(4)开口圆心角与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中导向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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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所控制工具面变化范围有关，当扇形圆环(4)开口圆心角或圆心角大于任意相邻两个液

压油通道之间夹角，且开口圆心角等于任意相邻两个液压油通道之间夹角之半角奇数倍

时，工具面变化范围恒为任意相邻两个液压油通道之间夹角的一半，对应所产生井壁反作

用力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因此，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降斜效率相对较高。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其特征在于：液压自动垂直钻井

工具降斜效率还与钻井液通道位置钻具内、外压差成正比；

除下钻前调整钻头喷嘴、钻进中更换不同直径泥浆泵缸套和调整泥浆泵冲数改变钻井

液通道位置钻具内、外压差外，还可下钻前调整调节喷嘴(14)、钻进中调整立管旁通阀分流

装置改变钻井液通道位置钻具内、外压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其特征在于：通过调整金属球

(5)和扇形圆环(4)相对位置，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还可改变成液压自动增斜、扭方位或

特定装置角导向钻井工具。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723383 A

3



一种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专利属于石油钻井机械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主要

用于解决石油天然气领域钻井防斜、降斜问题。

背景技术

[0002] 钻井是把地下油气资源开采到地面的必然途径。在钻井过程中，由于高陡斜地质

构造、地层软硬不均、钻头类型及结构、钻具组合等多种原因，所钻直井(或直井段)不可能

完全垂直或全井井斜为0°。按照井身质量标准要求，如果井斜超标，将根据合同扣款处罚，

严重的则必须填井重钻，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0003] 在钻井领域，防斜和降斜是一个永恒的研究课题。早期，主要采用钻铤、偏重钻铤、

异形钻铤和稳定器等，根据悬臂梁弯曲变形原理，将钻铤和稳定器组合成不同结构钻具组

合进行防斜、降斜。如果效果不佳，小钻压吊打钻进，机械钻速慢，钻井周期长，作业成本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多家国外油服公司相继研制成功垂直钻井工具，性能可靠，但服务

费用昂贵。近几年，国内多家油田企业和科技院所合作开展垂直钻井工具研制工作，其中大

庆钻探钻井院、西部钻探钻井院、胜利油田钻井院和宝鸡石油等单位相继研制成功并开始

现场试验，但至今未商业化推广应用。

[0004] 根据多年钻井现场经验，本发明专利提出了一种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可有效

解决钻井防斜、降斜问题，提高直井钻井速度和经济效益。

[0005] 发明专利内容

[0006] 本发明专利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主要用于解决石油天然气

领域钻井防斜、降斜问题。

[0007] 本发明专利采用如下具体技术方案实现：

[0008] 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主要由上接头、密封端、外筒、扇形圆环、金属球、液压端、

传动轴、下接头、活塞环、大弹簧、小弹簧、柱塞、推板和调节喷嘴组成。

[0009] 上接头、传动轴和下接头通过特殊螺纹连接成一体，把上部钻具钻压、拉力和扭矩

传递给钻头，驱动钻头破岩钻进。其中，上接头上端是石油钻具螺纹，用于连接石油钻具；下

接头下端是石油钻具螺纹，用于连接钻头；下接头下端轴孔安装有调节喷嘴，用于调整钻具

内、外压差。

[0010] 密封端、外筒和液压端通过特殊螺纹连接成一体，且通过密封端、液压端轴孔安装

在传动轴上，轴孔内安装有多道密封圈。密封端、外筒和液压端与传动轴之间即液动密封，

又相互旋转。

[0011] 外筒是加工有内隔板的金属管，内隔板把外筒与传动轴环形空间分割成上部钻井

液腔室和下部液压油腔室。

[0012] 液压端周向均布加工有N(N≥3且为正整数)个扶正棱，每个扶正棱均加工安装有

柱塞和推板。柱塞安装在柱塞缸内，液压油通道自柱塞缸底部沿轴向向上延伸到液压端顶

部圆环形平面，周向均布且与推板方向一致。柱塞伸出时，推动推板挤压井壁，井壁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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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动钻头侧向切削地层；柱塞收回时，井壁挤压推板复位。

[0013] 传动轴、密封端、活塞环、外筒共同组成钻井液腔室。活塞环与传动轴、外筒、外筒

内隔板之间均安装有多道密封圈，使其相互液动密封。传动轴周向均布加工三个钻井液通

道，连通钻具水眼与钻井液腔室。活塞环横剖面呈倒“L”状，活塞环和外筒内隔板之间安装

有大弹簧。

[0014] 传动轴、液压端、活塞环、外筒共同组成液压油腔室。外筒内隔板下部管壁加工有

注油孔。活塞环下端安装有可调小弹簧，小弹簧下端面与扇形圆环的距离根据柱塞缸最小

需油量计算确定。

[0015] 在液压端顶部圆环形平面上，放置有金属球和扇形圆环。扇形圆环开口圆心角设

计为任意值，扇形圆环中部加工有凹槽且左右对称，金属球放置在扇形圆环凹槽内，带动扇

形圆环在液压端顶部圆环形平面上移动。进一步说，为确保金属球和扇形圆环自由游动，可

在液压端顶部圆环形平面上安装U型轨道槽和圆形驱动环，U型轨道槽底部与液压端顶部液

压油通道相连通，扇形圆环敷着在圆形驱动环底面，因此，金属球带动圆形驱动环移动，间

接带动扇形圆环移动；或者，在液压端顶部圆环形平面上安装U型轨道槽和轨道盖，U型轨道

槽底部与液压端顶部液压油通道相连通，扇形圆环和金属球被保护在U型轨道槽和轨道盖

环形空间内，金属球直接带动扇形圆环移动；或者，在液压端顶部圆环形平面上安装U型轨

道槽、圆形驱动环和轨道盖，U型轨道槽底部与液压端顶部液压油通道相连通，圆形驱动环、

扇形圆环和金属球被保护在U型轨道槽和轨道盖环形空间内，金属球带动圆形驱动环移动，

间接带动扇形圆环移动。因此，金属球或金属球和圆形驱动环组成了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

具中的井眼重力高边工具面驱动机构。

[0016] 在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中，传动轴旋转驱动钻头破岩钻进，液压端相对井眼不

旋转。停泵时，金属球利用自身重力作用滚动且始终处在液压端顶部(或U型轨道槽底部)圆

环形平面最低处，直接(或间接)带动扇形圆环移动使其始终处在液压端顶部(或U型轨道槽

底部)圆环形平面底侧扇形环面且左右对称，液压端顶部(或U型轨道槽底部)圆环形平面底

侧扇形环面区域内液压油通道关闭，相反，扇形圆环开口圆心角所在液压端顶部(或U型轨

道槽底部)圆环形平面顶侧扇形环面区域内液压油通道打开。开泵时，钻具水眼内高压钻井

液通过传动轴上钻井液通道进入钻井液腔室，推动活塞环下行，压缩大弹簧，将钻井液通道

位置钻具内、外压差转换成液压油压力，液压油经打开液压油通道进入液压端对应扶正棱

柱塞缸内，柱塞伸出，推动推板挤压井壁，井壁反作用力推动钻头侧向切削地层自动降斜钻

进，同时，小弹簧随活塞环下行且瞬间直接(或间接)压住扇形圆环，阻止扇形圆环在钻进过

程中移动。钻完一段行程后停泵，活塞环利用大弹簧复位，液压油压力释放，柱塞收回，柱塞

缸内液压油返回到液压油腔室，钻井液腔室内钻井液返回到钻具水眼，同时，小弹簧上行，

金属球直接(或间接)带动扇形圆环移动自动更新工具面。因此，液压端顶部(或U型轨道槽

底部)圆环形平面、液压端顶部(或U型轨道槽底部)液压油通道和扇形圆环共同组成液压自

动垂直钻井工具的导向装置，其中，液压端顶部(或U型轨道槽底部)圆环形平面相当于圆环

轨道面，液压端顶部(或U型轨道槽底部)液压油通道相当于控制开关，扇形圆环相当于扇形

控制环。

[0017] 对于液压端顶部(或U型轨道槽底部)圆环形平面及其N个周向均布液压油通道导

向装置来说，扇形圆环开口圆心角设计为任意值，或者说，无论扇形圆环开口圆心角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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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研制出一种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但是，扇形圆环开口圆心角与液压自动垂直钻井

工具中导向装置所控制工具面变化范围有关，当扇形圆环开口圆心角或圆心角大于任意相

邻两个液压油通道之间夹角，且开口圆心角等于任意相邻两个液压油通道之间夹角之半角

奇数倍时，工具面变化范围恒为任意相邻两个液压油通道之间夹角的一半，对应所产生井

壁反作用力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因此，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降斜效率相对较高。

[0018] 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降斜效率还与井壁反作用力成正比，或者说，与钻井液通

道位置钻具内、外压差成正比。由于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距离井底很近，钻井液通道与钻

头喷嘴之间钻具内、外压耗均可忽略不计，因此，钻井液通道位置钻具内、外压差近似等于

调节喷嘴压降和钻头喷嘴压降之和。除下钻前调整钻头喷嘴、钻进中更换不同直径泥浆泵

缸套和调整泥浆泵冲数改变钻井液通道位置钻具内、外压差外，还可下钻前调整调节喷嘴、

钻进中调整立管旁通阀分流装置改变钻井液通道位置钻具内、外压差，从而获得满足工程

需要降斜率。

[0019] 除垂直钻井工具外，通过调整金属球和扇形圆环相对位置，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

具还可改变成液压自动增斜、扭方位或特定装置角导向钻井工具。

[0020] 本发明专利的有益效果是：钻直井(或直井段)时，在近钻头部位安装液压自动垂

直钻井工具，同时，根据所钻井深及地质条件，调整钻头喷嘴和调节喷嘴，计算出所需推板

推力，预测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降斜率。开泵、钻进时，钻具水眼内高压钻井液经传动轴

上钻井液通道进入钻井液腔室，推动活塞环下行，压缩大弹簧，将钻井液通道位置钻具内、

外压差转换成液压油压力，液压油经扇形圆环开口圆心角所在液压端顶部(或U型轨道槽底

部)圆环形平面顶侧扇形环面区域内液压油通道进入柱塞缸，柱塞伸出，推动推板挤压井

壁，井壁反作用力推动钻头自动降斜钻进，同时，小弹簧随活塞环下行且瞬间直接(或间接)

压住扇形圆环，密封和关闭扇形圆环所在液压端顶部(或U型轨道槽底部)圆环形平面底侧

扇形环面区域内液压油通道。停泵、接单根时，活塞环自动复位，液压油压力释放，柱塞收

回，柱塞缸内液压油返回到液压油腔室，钻井液腔室内钻井液返回到钻具水眼，同时，小弹

簧上行，金属球直接(或间接)带动扇形圆环移动自动更新工具面。循环往复地出现井斜和

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自动降斜钻进，把井斜始终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附图说明

[0021] 附图1是本发明专利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的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说明：1-上接头、2-密封端、3-外筒、4-扇形圆环、5-金属球、6-液压端、7-

传动轴、8-下接头、9-活塞环、10-大弹簧、11-小弹簧、12-柱塞、13-推板、14-调节喷嘴。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主要由上接头(1)、密封端(2)、外筒(3)、扇形圆环(4)、金

属球(5)、液压端(6)、传动轴(7)、下接头(8)、活塞环(9)、大弹簧(10)、小弹簧(11)、柱塞

(12)、推板(13)和调节喷嘴(14)组成。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专利作进一步说明。

[0025] 上接头(1)、传动轴(7)和下接头(8)通过特殊螺纹连接成一体，把上部钻具钻压、

拉力和扭矩传递给钻头，驱动钻头破岩钻进。其中，上接头(1)上端是石油钻具螺纹，用于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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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石油钻具；下接头(8)下端是石油钻具螺纹，用于连接钻头；下接头(8)下端轴孔安装有调

节喷嘴(14)，用于调整钻具内、外压差。

[0026] 密封端(2)、外筒(3)和液压端(6)通过特殊螺纹连接成一体，且通过密封端(2)、液

压端(6)轴孔安装在传动轴(7)上，轴孔内安装有多道密封圈。密封端(2)、外筒(3)和液压端

(6)与传动轴(7)之间即液动密封，又相互旋转。

[0027] 外筒(3)是加工有内隔板的金属管，内隔板把外筒(3)与传动轴(7)环形空间分割

成上部钻井液腔室和下部液压油腔室。

[0028] 液压端(6)周向均布加工有N(N≥3且为正整数)个扶正棱，每个扶正棱均加工安装

有柱塞(12)和推板(13)。柱塞(12)安装在柱塞缸内，液压油通道自柱塞缸底部沿轴向向上

延伸到液压端(6)顶部圆环形平面，周向均布且与推板(13)方向一致。柱塞(12)伸出时，推

动推板(13)挤压井壁，井壁反作用力推动钻头侧向切削地层；柱塞(12)收回时，井壁挤压推

板(13)复位。

[0029] 传动轴(7)、密封端(2)、活塞环(9)、外筒(3)共同组成钻井液腔室。活塞环(9)与传

动轴(7)、外筒(3)、外筒(3)内隔板之间均安装有多道密封圈，使其相互液动密封。传动轴

(7)周向均布加工三个钻井液通道，连通钻具水眼与钻井液腔室。活塞环(9)横剖面呈倒“L”

状，活塞环(9)和外筒(3)内隔板之间安装有大弹簧(10)。

[0030] 传动轴(7)、液压端(6)、活塞环(9)、外筒(3)共同组成液压油腔室。外筒(3)内隔板

下部管壁加工有注油孔。活塞环(9)下端安装有可调小弹簧(11)，小弹簧(11)下端面与扇形

圆环(4)的距离根据柱塞缸最小需油量计算确定。

[0031] 在液压端(6)顶部圆环形平面上，放置有金属球(5)和扇形圆环(4)。扇形圆环(4)

开口圆心角设计为任意值，扇形圆环(4)中部加工有凹槽且左右对称，金属球(5)放置在扇

形圆环(4)凹槽内，带动扇形圆环(4)在液压端(6)顶部圆环形平面上移动。进一步说，为确

保金属球(5)和扇形圆环(4)自由游动，可在液压端(6)顶部圆环形平面上安装U型轨道槽和

圆形驱动环，U型轨道槽底部与液压端(6)顶部液压油通道相连通，扇形圆环(4)敷着在圆形

驱动环底面，因此，金属球(5)带动圆形驱动环移动，间接带动扇形圆环(4)移动；或者，在液

压端(6)顶部圆环形平面上安装U型轨道槽和轨道盖，U型轨道槽底部与液压端(6)顶部液压

油通道相连通，扇形圆环(4)和金属球(5)被保护在U型轨道槽和轨道盖环形空间内，金属球

(5)直接带动扇形圆环(4)移动；或者，在液压端(6)顶部圆环形平面上安装U型轨道槽、圆形

驱动环和轨道盖，U型轨道槽底部与液压端(6)顶部液压油通道相连通，圆形驱动环、扇形圆

环(4)和金属球(5)被保护在U型轨道槽和轨道盖环形空间内，金属球(5)带动圆形驱动环移

动，间接带动扇形圆环(4)移动。因此，金属球(5)或金属球(5)和圆形驱动环构成了液压自

动垂直钻井工具中的井眼重力高边工具面驱动机构。

[0032] 在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中，传动轴(7)旋转驱动钻头破岩钻进，液压端(6)相对

井眼不旋转。停泵时，金属球(5)利用自身重力作用滚动且始终处在液压端(6)顶部(或U型

轨道槽底部)圆环形平面最低处，直接(或间接)带动扇形圆环(4)移动使其始终处在液压端

(6)顶部(或U型轨道槽底部)圆环形平面底侧扇形环面且左右对称，液压端(6)顶部(或U型

轨道槽底部)圆环形平面底侧扇形环面区域内液压油通道关闭，相反，扇形圆环(4)开口圆

心角所在液压端(6)顶部(或U型轨道槽底部)圆环形平面顶侧扇形环面区域内液压油通道

打开。开泵时，钻具水眼内高压钻井液通过传动轴(7)上钻井液通道进入钻井液腔室，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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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塞环(9)下行，压缩大弹簧(10)，将钻井液通道位置钻具内、外压差转换成液压油压力，液

压油经打开液压油通道进入液压端(6)对应扶正棱柱塞缸内，柱塞(12)伸出，推动推板(13)

挤压井壁，井壁反作用力推动钻头侧向切削地层自动降斜钻进，同时，小弹簧(11)随活塞环

(9)下行且瞬间直接(或间接)压住扇形圆环(4)，阻止扇形圆环(4)在钻进过程中移动。钻完

一段行程后停泵，活塞环(9)利用大弹簧(10)复位，液压油压力释放，柱塞(12)收回，柱塞缸

内液压油返回到液压油腔室，钻井液腔室内钻井液返回到钻具水眼，同时，小弹簧(11)上

行，金属球(5)直接(或间接)带动扇形圆环(4)移动自动更新工具面。因此，液压端(6)顶部

(或U型轨道槽底部)圆环形平面、液压端(6)顶部(或U型轨道槽底部)液压油通道和扇形圆

环(4)共同组成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的导向装置，其中，液压端(6)顶部(或U型轨道槽底

部)圆环形平面相当于圆环轨道面，液压端(6)顶部(或U型轨道槽底部)液压油通道相当于

控制开关，扇形圆环(4)相当于扇形控制环。

[0033] 对于液压端(6)顶部(或U型轨道槽底部)圆环形平面及其N个周向均布液压油通道

导向装置来说，扇形圆环(4)开口圆心角设计为任意值，或者说，无论扇形圆环(4)开口圆心

角大小，均可研制出一种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但是，扇形圆环(4)开口圆心角与液压自

动垂直钻井工具中导向装置所控制工具面变化范围有关，当扇形圆环(4)开口圆心角或圆

心角大于任意相邻两个液压油通道之间夹角，且开口圆心角等于任意相邻两个液压油通道

之间夹角之半角奇数倍时，工具面变化范围恒为任意相邻两个液压油通道之间夹角的一

半，对应所产生井壁反作用力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因此，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降斜效率

相对较高。

[0034] 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降斜效率还与井壁反作用力成正比，或者说，与钻井液通

道位置钻具内、外压差成正比。由于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距离井底很近，钻井液通道与钻

头喷嘴之间钻具内、外压耗均可忽略不计，因此，钻井液通道位置钻具内、外压差近似等于

调节喷嘴(14)压降和钻头喷嘴压降之和。除下钻前调整钻头喷嘴、钻进中更换不同直径泥

浆泵缸套和调整泥浆泵冲数改变钻井液通道位置钻具内、外压差外，还可下钻前调整调节

喷嘴(14)、钻进中调整立管旁通阀分流装置改变钻井液通道位置钻具内、外压差，从而获得

满足工程需要降斜率。

[0035] 除垂直钻井工具外，通过调整金属球(5)和扇形圆环(4)相对位置，液压自动垂直

钻井工具还可改变成液压自动增斜、扭方位或特定装置角导向钻井工具。

[0036] 实施例

[0037] 钻直井(或直井段)时，在近钻头部位安装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同时，根据所钻

井深及地质条件，调整钻头喷嘴和调节喷嘴(14)，计算出所需推板(13)推力，预测液压自动

垂直钻井工具降斜率。开泵、钻进时，钻具水眼内高压钻井液经传动轴(7)上钻井液通道进

入钻井液腔室，推动活塞环(9)下行，压缩大弹簧(10)，将钻井液通道位置钻具内、外压差转

换成液压油压力，液压油经扇形圆环(4)开口圆心角所在液压端(6)顶部(或U型轨道槽底

部)圆环形平面顶侧扇形环面区域内液压油通道进入柱塞缸，柱塞(12)伸出，推动推板(13)

挤压井壁，井壁反作用力推动钻头自动降斜钻进，同时，小弹簧(11)随活塞环(9)下行且瞬

间直接(或间接)压住扇形圆环(4)，密封和关闭扇形圆环(4)所在液压端(6)顶部(或U型轨

道槽底部)圆环形平面底侧扇形环面区域内液压油通道。停泵、接单根时，活塞环(9)自动复

位，液压油压力释放，柱塞(12)收回，柱塞缸内液压油返回到液压油腔室，钻井液腔室内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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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液返回到钻具水眼，同时，小弹簧(11)上行，金属球(5)直接(或间接)带动扇形圆环(4)移

动自动更新工具面。循环往复地出现井斜和液压自动垂直钻井工具自动降斜钻进，把井斜

始终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0038] 以上对本发明专利的说明仅是优选范例，并不能被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技术方案

内容的限制。以上内容在具体应用中，技术人员有可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个别调整和改

变，所述调整和改变均应落入本发明专利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中。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09723383 A

9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10

CN 109723383 A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