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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油资源对现在的人类来说,都是用一点少一点的资源,因此对石油相关的工程技术都是全人
类关注的事。其中石油钻井将技术对石油行业的发展非常重要,因此本文主要是从石油钻井工程技术的
应用现状出发,阐述了在现阶段我们国家石油钻井工程技术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
建议,并对之后石油钻井工程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科学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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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il resources are nonrenewable resources for human beings now, so the oil relate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s a matter of concern to mankind. Oil drilling technology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il industry, this article mainly expound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esent stage our country petroleum
drilling engineering technology from the present conditions of the application of petroleum drilling engineering
technology,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nd then scientifically
predict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petroleum drilling engineer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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