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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钻进过程状态监测旨在实时描述钻进工况,判断运行性能优劣程度进行非优追溯,及时指导司钻人员调整作

业操作,保证钻进过程安全、高效、稳定开展。钻进工况是钻进系统运行状态的反映,因此开展面向状态监测技术

的钻进工况识别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本文针对钻进工况识别问题,基于状态监测数据,建立基于支

持向量机的钻进工况识别模型,对钻进工况进行识别。综合工况识别结果,对钻进效率进行评估,并对影响钻进效

率的因素进行讨论,寻找提升钻进效率的手段。最后,采用钻进现场实钻数据进行仿真实验,验证所提方法的可行

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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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drilling mode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drilling state monitoring while drilling

FAN Haipeng１,２,WU Min１,２,CAO Weihua１,２,LAI Xuzhi１,２,CHEN Luefeng１,２,LU Chengda１,２

(１．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 Hubei ４３００７４,China;
２．Hubei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Control and Inte l ligent Automation for Complex Systems,

Wuhan Hubei ４３００７４,China)
Abstract:Drilling state monitoring while drilling is intended to describe drilling modes,judge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timely,and analyze the causes of non-optimal modes so as to guide the driller to adjust parameters in time to ensure
efficient,safe and stable drilling．Therefore,it i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to study drilling mode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state monitoring while drilling．In this paper,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drilling mode based on
monitoring data．According to the identification results,drilling efficiency is evaluated,and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iciency
are discussed to improve drilling performance．Finally,simulation experiments are carried out with the practical drilling data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Key words:condition monitoring in drilling;operating mode identification;support vector machine;mechanical
specific energy;efficiency evaluation

０　引言

在数字化、自动化钻进过程中,钻进过程状态监

测是降低钻进成本、提升钻进效率的重要手段[１－２]。
钻进过程中,钻头工作环境不断变化,钻进工况不断

改变,常见的钻进工况有倒划眼、接单根、下钻、提

升、旋转钻进等。如果钻进措施不能做出针对性调

整,钻进效率持续降低,钻速下降,将导致钻进成本

提高、钻井事故发生几率提升,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和安全隐患[３－４]。开展面向钻进过程状态监测的钻

进工况识别研究,分析钻进系统状态特征,针对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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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钻进参数调整,对保证钻进安全、提高钻进效率、
降低钻进成本具有重要意义[５－６]。

以往钻进状态信息来源多样、表达形式不一,很
难被充分利用,钻进过程状态无法实时获取。随着

人工智能和数据挖掘技术的迅速发展,基于工业过

程数据的数据分析方法,成为状态监测技术的研究

热点之一[７－８]。状态监测技术的核心是收集和分析

钻进过程数据,提取数据的内部特征,可以监测和评

估钻进运行状态[９－１０]。随着数据分析方法的进步,
以主成分分析为代表的统计分析方法被应用于特征

提取和关联分析上[１ １－１ ２]。基于统计分析方法的状

态监测技术将为工业过程状态监测技术的发展提供

新的方向。
国内外许多学者和公司开展了基于数据分析的

状态监测技术研究,相关技术在地质钻探和石油工

程领域都已经具有较好的工程应用。Payette G S
等人[１ ３－１４]建立了一个基于钻进过程的监督和优化

平台,实时监测钻进效率,并为司钻人员提供操作参

数调整建议。MA H[１ ５]建立了基于多源信息融合

的地层可钻性预测模型,监测复杂地层变化。GAN
C 等人[１ ６－１ ７]利用 Nadaboost ELM 建立双层智能

钻速模型,分析不同钻进状态参数对钻速影响,实现

针对不同地层的钻速智能优化。Cayeux E 等人[１８]

在实验室环境下搭建钻进过程模拟系统用来测试新

的自动化钻井技术。胡英才[１ ９]采用小波神经网络

对钻进事故发生时及产生征兆时间段的数据进行训

练,井漏、井塌、井涌及井喷等井下故障进行诊断。
廖明燕[２０]利用 D S 理论融合建立钻进过程参数

子空间和子神经网络进行初级融合,形成对钻井故

障辨识框架中各故障模式的证据支持,很好地实现

了面向钻进故障诊断的钻进工况识别。
综上所述,现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利用钻进过

程数据对钻速、可钻性等钻进重要参数进行建模、预
测,目的是综合多源数据提高重要参数的准确性,在
分析钻进数据变化趋势、描述钻进工况上涉及不多。
以往的钻进过程工况识别多是以钻进事故预测为背

景的,从钻进效率出发研究钻进工况识别的较少。
本文基于钻进过程状态监测数据,通过数据驱动的

分析和建模方法,建立钻进工况智能识别模型,监测

和分析钻进系统运行状态,为钻进过程智能控制奠

定基础。

１　钻进过程状态监测

近年随着钻进深度的不断增加,钻进工艺更加

复杂,对钻进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稳定以及钻进

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数据分析的状态监测

技术越发受到地质钻探行业重视。本节将结合我们

正在构建的半实物钻进状态监测系统进行分析。

１．１　状态监测技术

面向钻进过程高效、安全的需求,钻进过程智能

控制优化技术更多应用于施钻过程。状态监测技术

是实现上述控制与优化的基础与前提。状态是指对

象所处的模式或者工况,例如倒划眼、接单根、下钻、
提升、旋转钻进等。状态参数是一组描述对象或系

统当前状态并可以确定其未来行为的变量,例如钻

进过程的钻压、转速、泵量。状态监测是指监测系统

状态参数、指示系统异常并预测其发展的过程。
随着安全生产与系统性能优化重要性的提升,

状态监测技术逐步发展,并越来越多地得到人们的

重视。关键参数的状态监测不但可以提高设备安全

性,而且可以为系统运行优化提供技术依据。

１．２　钻进状态监测系统

钻进状态监测系统是一个基于钻机的钻进监督

和优化平台,通过收集和分析实际钻进数据,系统能

够监测钻井性能,并为钻进参数优化提供建议,以帮

助改进整个钻井过程。众所周知,钻井功能障碍,如

BHA 旋转、钻头粘滑、井底泥包等,会损坏钻井工

具,导致钻井质量差、钻速显著降低[２１]。钻进状态

监测系统最终目标是分析和挖掘钻进数据内部特

征,提升钻进性能,降低钻进事故发生风险,帮助司

钻实现安全、高效钻井。我们建立的钻进过程状态

监测系统硬件结构如图 １ 所示。
钻进状态监测系统主要分为 ３ 个部分:钻进数

据库、智能控制中心、远程监控操作中心。整个系统

基于智能钻进系统软件架构与数据框架构建,利用

分层递阶的设计思想集成形成协调、统一的整体。
钻进过程监测系统如图 ２ 所示。

１．２．１　钻进数据库

根据钻进过程数据建立钻进数据体系结构,依
据钻进数据来源分不同模块存储钻进历史和实时数

据以及控制优化中间变量。数据库为钻进数据建立

数据表统一数据表达形式,为钻进过程智能控制优

化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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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钻进状态监测系统硬件结构图

Fig．１　Hardware of the drilling state monitoring system

１－可视化监控屏幕;２－工程师站;３－监控计算机;４－交

换机;５－投影融合系统;６－服务器(数据库);７－三轴转台

图 ２　钻进状态监测系统

Fig．２　Drilling state monitoring system

１．２．２　智能控制中心

智能控制中心用来实施制定的智能控制优化方

案。系统根据钻进过程实际需求分为钻进过程安全

与效率评估、钻进过程优化设计、钻进过程智能控制

三大功能模块。实现井下工况判别、事故预警、钻进

操作参数与效率优化、钻进多系统协调控制等核心

功能。智能控制中心主界面如图 ３ 所示。同时为验

证所提理论的有效性,实验室配备微型钻机和三轴

转台进行钻进实验,验证所提新理论可行性,降低新

技术应用的风险。

图 ３　智能控制主界面

Fig．３　Main interface of the intelligent control center

１．２．３　远程监控中心

大数据是钻进过程智能化进程的必经之路。利

用大数据技术汇聚各井场钻井数据,采用数据分析

手段分析实时数据,并与历史数据进行对比或“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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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远程同步获取各地钻进情况,实现井场智能调

度。

２　钻进过程工况识别模型

机器学习是针对数据驱动建模的有效手段[２２]。
支持向量机方法作为一种有效的小样本分类模型能

够适应钻进过程数据质量不稳定的不利因素,达到

理想的分类效果[２３]。本节将从模型输入参数的选

择和工况识别模型的建模方法详细介绍钻进过程工

况识别模型。

２．１　模型输入参数选择

钻进数据来源多样,包括地震数据、测井数据、
录井数据、钻进过程参数等。通过信息熵理论可以

获取包含钻进特征最多的因素,进一步结合专家经

验和数据趋势分析能够选择合适的模型输入参数。

２．１．１　信息熵与信息增益

信息熵是衡量样本包含信息量最常用的指标。
假设当前样本集合 D 中第 k 类样本所占的比例为

p k(k ＝ １,２,…,|y |),则 D 的信息熵定义为:

Ent(D)＝－∑
y

k ＝ １
p k log２ p k (１)

其数值越大,表示包含信息越多。
假定离散属性 a 有V 个可能的取值{a １,a ２,…,

aV},若以属性 a 对样本进行划分会产生V 个分类,
该划分包含了D 的全部样本记作D v,则定义以属性

a 划分样本集合时的信息增益为

Gain(D,a)＝Ent(D)－∑
V

v＝ １

D v

D Ent D v( )

(２)
信息增益越大,表示以所选属性划分样本集合

的受益越大。

２．１．２　钻进数据趋势分析

钻进过程是一个协调统一的整体。各部分之间

存在很强的耦合性,钻进工况的改变带来钻进状态

参数的整体波动。通过收集现场工人操作经验与钻

进不同工况作用机理结合,可以得出钻进数据变化

趋势与钻进工况的对照关系。不同工况下钻进数据

变化趋势如表 １ 所示。
根据表 １ 所示数据变化趋势可以得到,钻进数

据的变化趋势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前时刻钻进过

程工况。根据每个参数变化趋势划分钻进工况所得

的信息增益如表 ２ 所示。

表 １　典型工况钻进数据波动趋势

Table １　Data trends for typical drilling modes

典型
工况

大钩
高度/
m

钩
载/
t

钻
压/
kN

转速/
(r·
min－１)

扭矩/
(N·
m)

立管
压力/
MPa

总池
体积/
L

接单根 ↑ ０ ０ ０ ０ ↑
下钻 ↑ ↑ ０ ０ ０ ０ ↑
提升 ↑ ↓ ０ ０ ０ ０ ↓
扩孔 ↓ ≥０ ＞０ ＞０ ＞０ ↑
倒划眼 ↑ ＞０ ＞０ ＞０ ↓
旋转钻进 ↓ ↑ ＞０ ＞０ ＞０ ＞０ ↓
滑动钻进 ↓ ↑ ＞０ ０ ０ ＞０ ↓

表 ２　不同钻进参数信息增益

Table ２　Information gain of different drilling parameters

大钩
高度/
m

钩
载/
t

钻
压/
kN

转速/
(r·
min－１)

扭矩/
(N·
m)

立管
压力/
MPa

总池
体积/
L

钻
位/
m

泵量/
(L·
min－１)

０.２８７ ０.１３７ ０.１０８ ０.１ １３ ０.１４２ ０.０６２ ０.３４１ ０.２５４ ０.３３７

综上,利用信息熵理论通过对不同钻进参数划

分钻进工况时的信息增益进行比较,可以获取对工

况识别贡献度较大的参数。在此基础上,参考现场

司钻人员依靠泵量的波动以及参考钻头的相对位置

来确定实时工况的经验,我们能够获取最佳的模型

输入参数。
本文采用湖北神龙架林区某井实钻数据进行仿

真实验,数据包括钻头位置、钻压、转速、扭矩、出口

排量等钻进特征参数,选取信息增益较大的大钩高

度、机械钻速、钻压、载荷、转速、扭矩、总池体积等 ６
个参数作为工况识别模型的输入参数。其中钻头位

置与大钩高度、总池体积与泵量所描述的特征相似,
故选取其中增益较大的特征作为模型输入参数。

通过对钻进数据的分析可知,由于井下环境复

杂和测量传输条件的限制,数据中包含大量随机噪

声、测量误差。数据存在缺失、冲突等特性,数据的

可信度难以保证,会存在少数奇异值影响分类模型

的精度。支持向量机作为一种成熟的小样本分类模

型,其分类超平面仅由少数支持向量决定,避免了少

数大偏差数据影响分类边界,因此本文选用了加入

内积核函数的支持向量机方法构建工况识别模型。

２．２　支持向量机模型

支持向量机是一种分类模型,它的基本模型定

义是在特征空间上的最大间隔分类器,学习策略是

间隔最大化,可形式化为一个求解凸二次规划的问

题,也等价于正则化的合页损失函数的最小化问题。

２．２．１　模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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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向量机的学习问题可以表示成下面的优化

问题:

min
w,b,ξ
　 １
２ ‖w‖

２ ＋C∑
N

i＝ １
ξi

s．t．　y i w Tx i ＋b( ) ≥ １－ξi(i ＝ １,２,…,N)

ξi ≥ ０(i ＝ １,２,…,N)

ì

î

í

ïï

ïï

(３)

式中:ξi ≥ ０——— 松弛变量;C ＞ ０———惩罚参数。
求解上述优化问题得到w ∗ 和b ∗ ,于是可以得

到分离超平面 w ∗Tx ＋b ∗ ＝ ０ 以及分类决策函数

f(x)＝ sign(w ∗Tx ＋b ∗)。以上述条件作为依据

对样本空间分类。

２．２．２　核函数选择

支持向量机在处理非线性可分问题时需要引入

核技巧,经过映射函数φ(x)将输入特征映射到新

的特征空间。常用的核函数包括多项式核函数、高
斯核函数、径向基核函数等,需要结合具体数据选择

相应的核函数。
支持向量机模型目标是对特征空间划分得到最

优超平面,分类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支持向量,在
某些程度上避免了神经网络等复杂分类模型的维数

限制,并且具有较好的鲁棒性,是一种可靠的小样本

分类模型。因此,本文选择支持向量机模型进行钻

进工况识别。
本文使用加入内积核函数的支持向量机模型对

钻进工况进行识别,利用湖北神农架林区某井实钻

数据进行模型训练和验证。

３　结果与分析

本文收集湖北神龙架林区某井实钻数据。正常

钻进过程中任何参数的变化都不是随机的或跳跃

的,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连续的。文中选取钻进过程

中具有代表性的倒划眼、接单根、下钻、提升、旋转钻

进等 ６ 种工况建立工况识别模型。模型的输入参数

为钻头位置、大钩载荷、机械钻速、钻压、大钩载荷、
转速、扭矩、泵量、总池体积。

３．１　工况识别过程

首先,将钻进数据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为了

控制数据质量,消除奇异样本导致的不良影响,利用

３σ原则筛选数据,如若超出范围,则删除数据并用

平均值替代。接着,对数据[０,１]标准化处理,统一

数据格式。然后,选取不同的核函数采用训练集数

据进行模型训练,利用测试集数据检验模型准确度。

最后,对获得的模型采用交叉验证检验其准确性。
具体方法是将原始数据分成 ５ 组,随机选取一组子

集做验证集,其余 ４ 组子集做训练集,最后选择准确

率最高模型的性能指标。经过交叉验证检验可以提

升模型泛化能力,避免出现过度拟合现象,工况识别

流程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钻进工况识别过程

Fig．４　Process of drilling mode recognition

由于钻进数据之间多成非线性关系,因此需要

选取核函数,提升识别精度。本文选取多项式核函

数和径向基核函数,核函数形式如下:
(１)多项式核函数:

k(x i,x j )＝(x i,x j ＋ １)d (４)
(２)径向基核函数:

k(x i,x j )＝exp(－γ |x i －x j | ２) (５)

式中:x i、x j ———样本;d 、γ———模型参数。
通过核函数处理将问题转化为线性分类问题,

工况的识别情况如图 ５ 所示。由图 ５ 可知,采用径

向基核函数的识别模型实际分类样本与预测分类结

果重合度最高,即工况识别模型的识别准确率最高。
由图 ５ 可知,相比于不加入核函数的支持向量

机模型,添加核函数的模型识别准确率更高。在对

本文所收集数据的训练过程中,径向基核函数的识

别准确率要高于多项式核函数,其识别精度和训练

时长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识别结果分析

Table ３　Analysis of identification results

核函数 样本数量/个 识别准确率/％ 计算用时/s

径向基核函数　 １ １ ３ ９ ７.１４ ０.５ １ １
多项式核函数　 １ １ ３ ９ ５ ０.５８ １
线性支持向量机 １ １ ３ ９ ２.３８ ０.５ ７４

仿真过程采用交叉验证检验模型精度,选取最

优参数模型下的工况识别模型。通过交叉验证可以

选出最佳的惩罚函数 c 和核函数参数 g,交叉验证

结果如图 ６ 所示。由图 ６ 选取最佳的参数组合,最
好识别精度可达 ９ ５％以上,选取模型准确率最优点

参数作为工况识别模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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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钻进过程工况识别结果

Fig．５　Drilling mode identification result

图 ６　交叉验证结果

Fig．６　Cross validation results

针对采用不同核函数的工况识别模型,选取最

佳模型参数进行仿真实验得到的混淆矩阵如表 ４~
６ 所示。

表 ４　线性支持向量机分类结果混淆矩阵

Table ４　Confusion matrix of linear support vector machine identification

真实分类
预　 测　 分　 类

旋转钻进 倒划眼 提升 下钻 接单根 其他

旋转钻进 ４５ １ ０ １ ０ ０
倒划眼 ０ ２２ ０ ０ １ ０
提升 ０ ０ １ ５ ０ ０ ０
下钻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接单根 ０ ０ ０ ０ ８ ０
其他 １ ０ ０ ０ ０ ７

表 ５　径向基核函数分类结果混淆矩阵

Table ５　Confusion matrix of radial basis kernel function identification

真实分类
预　 测　 分　 类

旋转钻进 倒划眼 提升 下钻 接单根 其他

旋转钻进 ４５ ２ ０ ０ ０ ０
倒划眼 ０ １ ８ ０ ０ １ ０
提升 ０ ０ １ ５ ０ ０ ０
下钻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接单根 ０ ０ ０ ０ ８ ０
其他 １ １ ０ ０ ０ ７

表 ６　多项式核函数分类结果混淆矩阵

Table ６　Confusion matrix of polynomial kernel function identification

真实分类
预　 测　 分　 类

旋转钻进 倒划眼 提升 下钻 接单根 其他

旋转钻进 ４３ ０ ０ ０ １ ０
倒划眼 ２ ２０ ０ １ ０ ０
提升 ０ ０ １ ５ ０ ０ ０
下钻 ０ ２ ０ １ ０ １ ０
接单根 ０ ０ ０ ０ ８ ０
其他 １ １ ０ １ ０ ７

根据交叉验证结果选取最佳参数模型对所收集

数据进行钻进工况识别。模型采用径向基核函数,
模型参数选用交叉验证获取的最佳模型参数,得到

的最终识别结果见图 ７。由图 ７ 可知,模型对钻进主

要工况旋转钻进的识别准确率达到 ９８％,总体识别

率达到 ９５％。这在一定程度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图 ７　最终识别结果

Fig．７　Final identification results

钻进工况识别是状态监测技术应用在钻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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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在获取准确的钻进工况描述后,我们可以

对钻进系统运行状态进行分析,提取过程关键特征,
判断钻进性能优劣程度,并追溯导致非优运行状态

的原因,及时指导操作人员进行钻进参数调整,保障

钻进过程的安全和高效。

３．２　钻进状态分析

钻进过程是一个包含多工况的复杂过程,工况

识别的结果能够反映钻进作业的时间分布。由图 ８
可知旋转钻进时间约占总钻进时长的 １/３,在正常

钻进过程中效率会因为钻头泥包、井底泥包、钻头钝

化等原因发生波动;与之形成对比,起下钻、接单根、
录井数据测量等非生产时间的占比与旋转钻进所占

比例大体相同。因此,一方面结合工况识别结果分

析钻进过程有效生产时间能够描述钻进效率,另一

方面优化某些生产操作能够缩短非生产时间,提升

钻进效率。本节将从正常钻进效率和非生产时间时

效分析对钻进状态进行分析。

图 ８　钻进时间分布

Fig．８　Total time breakdown

３．２．１　钻进效率分析

旋转钻进过程的目的是利用机械能驱动钻头破

岩,但是通常钻头－岩石作用很难用准确的机理模

型描述,因此钻进效率难以定量计算。机械比能模

型的提出为定量分析钻进过程提供方法。机械比能

模型[２４－２５]最早被用作描述钻头性能,定义为破碎单

位体积的岩石消耗的机械能其定义如下:

MSE ＝
４WOB
πD ２ ＋

４８０R·TOB
D ２·ROP

(６)

其中:WOB ———钻压,kN;TOB ———钻头扭矩,

kN·m;R ———转速,r/min;ROP ———钻速,m/h;

D ———钻头直径,mm。
机械比能模型认为破岩过程中最小机械比能等

于岩石抗压强度。换言之,在钻进过程中施加在钻

头上的机械能会出现损耗,而当所有能量都用来破

岩所获得能量最高。因此,利用岩石侧限抗压强度

和实际机械比能的比值即可从钻进过程能量传递角

度量化钻进效率。
在上述工况识别的基础上,针对旋转钻进过程

应用机械比能模型计算效率。我们认为当更换新钻

头时能量损耗最少即钻进效率最高。随着钻进过程

的推进,机械比能稳定且逐渐增大,此时根据机械比

能含义判定为最佳的操作参数施钻。根据上述原理

利用所收集数据绘制的钻进效率如图 ９ 所示。

图 ９　钻进效率

Fig．９　Drilling efficiency

如图 ９ 所示,当钻进深度逐渐增大,机械比能值

稳步增加,机械能的传递效率下降,代表钻头开始磨

损或者受到泥包和振动的影响。通过上述分析,应
用机械比能原理能够对钻进效率进行全面的分析。

３．２．２　非生产时间时效分析

钻进过程效率通常只有 ３０％左右,效率低下的

主要原因是接单根等大量辅助操作还依赖于人工完

成。这些引起效率低下的工况大多包含在非生产时

间内。根据对中国南海多口井钻井数据的分析,接
单根操作在非生产时间中占很大比重,平均接单根

操作时长为 ３.４ min,大约有 ９０％的接单根时长在 ５
min 以下。

在钻进工况识别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非生产时

间产生的原因,及时进行钻进操作的调整能够保证

钻进系统高效率运行。

４　结论

地质钻进过程因为复杂的地层环境和多变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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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结构存在状态信息缺失的问题,司钻人员无法实

时监测钻进工况,掌握钻进状态,这些不利因素给钻

进过程的控制和优化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本文借助

钻进过程状态监测技术,采用数据驱动方法建立钻

进工况智能识别模型获取实时工况,在此基础上对

钻进参数进行分析,为钻进操作参数的优化建立了

基础。最后,本文通过现场收集的实钻数据验证了

所提方法的有效性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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