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综述

钻头和旋转导向系统 (RSS)：APS Technology 公司目前采用 EOS 工业 3D 打印技术生产旋转 

导向系统中的复杂零部件，用以为油气井有效提供导向。（图片来源：APS）

增材制造

打造全新钻井体验

面临的挑战	  

增材制造助力提高油田钻井设

备的耐用性和灵活性。

解决方案

借助 EOSINT M 280 可以制造更

为复杂的钻井设备，甚至应对

油气井中的恶劣环境。

成果

• 优化：钻井组件的零部件数

量从四个独立零部件减少到

仅仅一个

• 高效：优化设计可提高钻探

精度，降低后处理和生产 

成本

• 快速：缩短交付周期和上市

时间

• 盈利：无需模具，并可省去

模具相关生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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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全新生产之路：油田钻井设备制造商 APS 采用 EOS 工

业 3D 打印技术制造零部件 

简介	  

APS Technology  是全球最先

进、最可靠的公司之一，致

力于提供满足各种油田和恶

劣环境要求的现场性能和理

想设计。公司于 1993 年成立

于康涅狄格州。

更多信息 

www.aps-tech.com 

 

想象一下，您只需站在屋外，就可以在起居室的墙上钻一个孔，经过走廊，一直钻到卧室。这听起来

多么不可思议。理想的钻井技术可以让这一切成为现实，这种技术不仅具有卓越的灵活性，而且能够

针对各种极具挑战的任务量身定制。幸运的是，木匠和家装爱好者不需要采取如此极端的钻进手段，

但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如此不可思议的壮举却是每天都在上演。正因如此，APS Technology 借助于 

EOS 增材制造技术，来生产油田钻井设备。 

面临的挑战

在世界各地，钻井机通常需要穿

透多个岩层，钻出深达几英里的

孔。钻头往往需要在数万英尺深

的地下，通过复杂的孔几何结构

来确定钻井孔的走向。这种创新

技术采用随钻测量 (MWD) 与旋转

导向系统 (RSS) 相结合的方式，

可直接安装在钻头下方以实时测

量钻孔位置并控制轨迹。

除了在地下数百英尺切割岩石时

遇到的那些不言而喻的困难外，

用于冷却钻头和冲走钻屑的承压

流体也会受到严重磨蚀并很快流

失。这样会严重损坏井下系统和

许多其他类型的钻井设备，甚至

能摧毁超级坚硬的铬镍铁合金和 

17-4 不锈钢。 

而对于如今的能源生产商而言，

这些困难仅仅是冰山一角。除了 

MWD 系统外，APS 还致力于为钻

井操作人员提供包括导向钻进电

机、减振器、建模及分析工具和

测井传感器在内的多种智能工

具。此前，APS 已经借助多种增

材制造手段，完成了多项持续改

进工作。“我们得到了许多为我

们量身打造的塑料零件，”APS 

Technology 营销副总裁 Paul Seaton 

说道。“尽管这些零件的手感良

好，而且便于观察契合度，但它

们对设备测试而言几乎毫无价

值。因为它们根本不耐用。”

解决方案

EOS 为 APS 准备了理想的解决方

案：基于耐用金属的增材制

造。APS 可以借助这项技术，在

短时间内建造出持久耐用的零

件。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解决方

案： EOSINT M 280。借助 DMLS，

设计人员可以创建先前无法制造

的复杂几何结构，并且轻松应对

诸如此类的挑战。例如，可以创

建各种晶格结构和细密的网状结

构，生产的零件相比传统的同类

机加工产品更具空间效率。

“我最初来到 APS 时，这个系统

在这里刚刚上马一个月左右。” 

Seaton 回忆道。“同事们进行了

一系列测试打样和其他工作来熟

悉这个系统，但它对于我们所有

人而言都是一项全新的技术。 

整个 MWD 系统：一些内部涡轮机组

件由 EOSINT M 280 系统打印出来。 

（图片来源：APS）



EOS 为我们提供了现场培训和应

用建议，使我们得以迅速上手不

同零部件原型设计。这些早期的

成就使得我们如今的工作更加具

有生产导向性。”

其中一个成就是五级涡轮机的应

用，用来为导向钻头及其机载 

MWD 系统提供动力。每台涡轮

机都包含若干个采用 DMLS 打印

的零件，在这项增材制造工艺

中，EOSINT M 280 利用大功率 Yb 

光纤激光器和精密扫描光学部件

将 CAD 模型的极薄切片描记到精

细金属粉末层上。激光器所经之

处，每个独立的金属微粒熔化，

并与邻近的微粒和下一层融合。

每个切层经激光照射并熔化后，

将在逐渐成型的工件上铺上一层

新的金属粉末并重复执行上述加

工过程，逐层进行，直至加工 

完成。

每台涡轮机包含数个复杂的端盖

和五套定子与转子，这些全部由 

APS 的 EOSINT M 280 制造完成。 

“而现在，我们已经有能力使用

不锈钢、铬镍铁合金和其他金属

制造这些组件，这对我们而言是

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我们可以

采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出真实的

零件并应用到真实的环境中。” 

Seaton 表示。高级机械工程师 

Chris Funke 表示，这些组件绝对能

够应对真实环境中的钻井作业，

包括在该公司自有的 3,000 英尺深

的测试井中服役。 

成果

采用 EOS 技术后，APS 得以将钻

井组件的零部件数量从四个独立

零部件减少到仅仅一个。DMLS 

还帮助该公司的大规模制造车间

节约了成本，曾经需要花费数天

甚至数周才能制造出来的夹具和

固定装置，如今可在无人值守的

情况下一夜之间打印完成。除了

在减少零部件数量和制造新型组

件形状方面的优势外，APS 的设

计人员还发现，这种技术可以大

大缩短产品开发周期。

DMLS 的使用可以为 APS 开辟许多

其他思路。相比之前，采用增材

制造工艺生产的零件更加接近预

期的几何结构，因此常常可简化

下游加工操作，有些情况下甚至

可以完全省去这些操作。此外，

新技术还帮助 APS 省去了模具和其

他一次性加工成本，只需 CAD 模

“传统的制造方法固然有

效，但 DMLS 可以显著提高零

部件的效率，成为推动行业变

革的主要力量。它带来了多米

诺效应，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

从而减少因设备维护造成的中

断、延长钻井时间，降低成

本，并最终提高客户满意度，

增加销售订单量。”

Paul Seaton

APS Technology 公司 

营销副总裁

型和金属粉末就足以制作出来。

“如今我们可以为车间提供 DMLS 

零件，此前采用传统方法以棒料

制造同等零件可能需要花费 18 个

小时。”Funke 指出。“零件的

打印需要花费 22-26 个小时，但

它拥有的特性却是传统方法无法

比拟的，例如有机孔。如今，车

间只需花费 3-4 个小时来加工密

封面并进一步控制公差特性，即

可完成该零件。因此，借助 

DMLS 工艺，我们可以为加工车

间节约 14-15 个小时的时间来生

产其他产品。DMLS 正在改变我

们的整个制造流程，使我们拥有

更强大的能力来运营其他项目，

甚至承揽其他工作。我们计划利

用 EOSINT M 280 为我们完成更多

的工作。”Funke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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