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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式多类型气藏产层气水贡献率测量装

置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煤层勘探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体式多类型气藏产层气水贡献率测量装置，包括

括上下两盖体，盖体之间通过竖杆连接，盖体呈

圆柱体，盖体分为三层，盖体外围套设橡胶皮套，

本发明可测定在生产过程中不同产层中水和气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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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体式多类型气藏产层气水贡献率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上下两盖体，盖体之

间通过竖杆连接，盖体呈圆柱体，盖体分为三层，盖体外围套设橡胶皮套，

下层为底盘，底盘中心通过导管与导流装置连通，导管内设置流量计，所述的导流装置

为上部开口的圆柱体空腔，导流装置内部设有数根毛细管，毛细管垂直于导流装置的底部

并与导管连通；

所述的导流装置外套设有凸轮盘，凸轮盘底部设有第一滑道，所述的第一滑道与底盘

的圆心位置具有间隔，第一滑道与底盘中心距离先增大后减小且依次循环，第一滑道内设

有数个滑块，滑块通过连接杆与弧形板连接，数个弧形板围合成可开合的圆环，该圆环闭合

时的直径与底盘的直径相同，所述的连接杆位于第二滑道内，该第二滑道沿底盘的轴面均

匀等间距排列，第二滑道的长度小于连接杆的长度，所述的凸轮盘包括第一凸轮盘和第二

凸轮盘，凸轮盘的第一凸轮盘和第二凸轮盘上竖直设有第一立杆；

中层为托盘，托盘的中心设有供导流装置通过的第一通孔，所述的托盘上还设有通过

的第二通孔，凸轮盘上端面上设有两牵引电磁铁，牵引电磁铁的一端连接第一立杆，托盘上

还设有电源和单片机，导线一端内嵌在毛细管的内部，导线的另一端内嵌在毛细管的内部，

导线两端具有间隔，两导线端位于毛细管的同一圆形水平面上，导线上连接电源和电压传

感器，电压传感器将电压信号发送至单片机，流量计发送流量信号至单片机，单片机连接地

面主机；

上层为顶盘，顶盘的中心设有供导流装置通过的第三通孔，顶盘上端面沿轴面依次设

有第一凸块和第一凹槽，底盘的下端面设有与第一凸块和第一凹槽配合使用的第二凸块和

第二凹槽，第二凸块与第一凹槽卡扣，第二凹槽与第一凸块卡扣，顶盘的下端面设有第二立

杆，第二立杆穿过第二通孔连接牵引电磁铁的另一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式多类型气藏产层气水贡献率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凸轮盘包括第一凸轮盘和第二凸轮盘，第一凸轮盘上设有第一卡槽和第一卡块，第二

凸轮盘上设有第二卡槽和第二卡块，所述第一卡槽和第二卡块配合使用，形成固定第一凸

轮盘和第二凸轮盘的结构，所述的第一卡块和第二卡槽配合使用，可形成固定第一凸轮盘

和第二凸轮盘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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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式多类型气藏产层气水贡献率测量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煤层勘探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体式多类型气藏产层气水贡献率测量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多级煤层气井的勘探过程中，经常直接将勘探放置在煤层中，但是在多层煤层

的勘探过程中，每个煤层中的水和气体含量都不同，如果每个煤层中都放置勘探设备，会大

量的浪费其勘探资源，勘探效率低，因此现有技术需要进一步的改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测定在生产过程中不同产层中水和气产量的一体

式多类型气藏产层气水贡献率测量装置。

[0004] 基于上述目的，本发明/发明采取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体式多类型气藏产层气水贡献率测量装置，包括上下两盖体，盖体之间通过竖

杆连接，盖体呈圆柱体，盖体分为三层，盖体外围套设橡胶皮套，

[0006] 下层为底盘，底盘中心通过导管与导流装置连通，导管内设置流量计，所述的导流

装置为上部开口的圆柱体空腔，导流装置内部设有数根毛细管，毛细管垂直于导流装置的

底部并与导管连通；

[0007] 所述的导流装置外套设有凸轮盘，凸轮盘底部设有第一滑道，所述的第一滑道与

底盘的圆心位置具有间隔，第一滑道与底盘中心距离先增大后减小且依次循环，第一滑道

内设有数个滑块，滑块通过连接杆与弧形板连接，数个弧形板围合成可开合的圆环，该圆环

闭合时的直径与底盘的直径相同，所述的连接杆位于第二滑道内，该第二滑道沿底盘的轴

面均匀等间距排列，第二滑道的长度小于连接杆的长度，凸轮盘上竖直设有第一立杆；

[0008] 中层为托盘，托盘的中心设有供导流装置通过的第一通孔，所述的所述的托盘上

还设有通过的第二通孔，凸轮盘上端面上设有两牵引电磁铁，牵引电磁铁的一端连接第一

立杆，托盘上还设有电源和单片机，导线一端内嵌在毛细管的内部，导线的另一端内嵌在毛

细管的内部，导线两端具有间隔，两导线端位于毛细管的同一圆形水平面上，导线上连接电

源和电压传感器，电压传感器将电压信号发送至单片机，流量计发送流量信号至单片机，单

片机连接地面主机；

[0009] 上层顶盘，顶盘的中心设有供导流装置通过的第三通孔，顶盘上端面沿轴面依次

设有第一凸块和第一凹槽，底盘的下端面设有与第一凸块和第一凹槽配合使用的第二凸块

和第二凹槽，第二凸块与第一凹槽卡扣，第二凹槽与第一凸块卡扣，顶盘的下端面设有第二

立杆，第二立杆穿过第二通孔连接牵引电磁铁的另一端。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的凸轮盘包括第一凸轮盘和第二凸轮盘，第一凸轮盘上设有第一

卡槽和第一卡块，第二凸轮盘上设有第二卡槽和第二卡块，所述第一卡槽和第二卡块配合

使用，形成固定第一凸轮盘和第二凸轮盘的结构，所述的第一卡块和第二卡槽配合使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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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固定第一凸轮盘和第二凸轮盘的结构。

[0011] 本发明工作效率高，使用方便，利用牵引电磁铁是上下盖体可以密封煤层，方便勘

探，减少人工，并且使用毛细管测定气体和液体的含量，其测定方法简单，有效，并且第一凸

轮盘和第二凸轮盘配合使用，方便装卸。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安装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毛细管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毛细管与导线的连接示意图；

[0016] 图5为凸轮盘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为凸轮盘底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如图1-6所示，一体式多类型气藏产层气水贡献率测量装置，包括上下两盖体1，盖

体1之间通过连接竖杆2连接，所述的竖杆2的数量可根据煤层的高度，多段衔接，盖体1呈圆

柱体，盖体1分为三层，盖体1外围套设橡胶皮套3，下层为底盘101，底盘101中心通过导管

102与导流装置103连通，导管102内设置流量计116，所述的导流装置103为上部开口的圆柱

体空腔，导流装置103内部设有数根毛细管104，毛细管104垂直于导流装置103的底部并与

导管102连通；所述的导流装置103外套设有凸轮盘105，所述的凸轮盘105包括第一凸轮盘

1051和第二凸轮盘1052，第一凸轮盘1051上设有第一卡槽1503和第一卡块1504，第二凸轮

盘1052上设有第二卡槽1505和第二卡块1056，所述第一卡槽1503和第二卡块1056配合使

用，形成固定第一凸轮盘1051和第二凸轮盘1052的结构，所述的第一卡块1504和第二卡槽

1505配合使用，形成固定第一凸轮盘1051和第二凸轮盘1052的结构，凸轮盘105底部设有第

一滑道106，所述的第一滑道106与底盘101的圆心位置具有间隔，第一滑道106与底盘101中

心距离先增大后减小且依次进行六个循环，第一滑道106内设有六个滑块107，滑块107通过

连接杆108与弧形板109连接，数个弧形板109围合成可开合的圆环，该圆环闭合时的直径与

底盘101的直径相同，所述的连接杆108位于第二滑道110内，该第二滑道110沿底盘101的轴

面均匀等间距排列，第二滑道110的长度小于连接杆108的长度，凸轮盘105上竖直设有第一

立杆111；中层为托盘112，托盘112的中心设有供导流装置103通过的第一通孔118，所述的

托盘112上还设有通过的第二通孔119，凸轮盘105上端面上设有两牵引电磁铁120，牵引电

磁铁120的一端连接第一立杆111，托盘112上还设有电源113和单片机114，导线115一端内

嵌在毛细管104的内部，导线115的另一端内嵌在毛细管104的内部，导线115两端具有间隔，

两导线115端位于毛细管104的同一圆形水平面上，导线115上连接电源113和电压传感器，

电压传感器将电压信号发送至单片机114，流量计116发送流量信号至单片机114；上层顶盘

117，顶盘117的中心设有供导流装置103通过的第三通孔121，顶盘117上端面沿轴面依次设

有第一凸块1171和第一凹槽1172，底盘101的下端面设有与第一凸块1171和第一凹槽1172

配合使用的第二凸块和第二凹槽，第二凸块与第一凹槽1172卡扣，第二凹槽与第一凸块

1171卡扣，顶盘117的下端面设有第二立杆，第二立杆穿过第二通孔119连接牵引电磁铁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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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端。

[0019] 使用前，地面工作人员打好气井后，然后测量井下煤层之间的分布间距，利用多节

竖杆2调整每个贡献率测试装置之间的间距，使每个煤气层对应的位置放入一个多级煤层

气井产出贡献率分级测量装置，放入前，先将弧形板109闭合，滑块107位于滑道靠近底盘

101中心的位置，多级煤层气井产出贡献率分级测量装置放入气井内，打开牵引电磁铁120，

牵引电磁铁120带动凸轮盘105转动，凸轮盘105底部的滑块107沿滑道滑动至远离底盘101

中心的位置，弧形板109随之向盖板的外围打开，抵触气井壁，上盖体1和下盖体1之间形成

密闭的空腔，煤层的气体和液体通过导管102流入导流装置103的毛细管104内，毛细管104

较细，气体和液体流通时，呈现一段气体一段液体交替流动的状态，当液体通过毛细管104

的导线115的两个端点之间时，电源113通电，电压传感器将信号发送至单片机114，当气体

通过通过导线115的两端点之间时，电源113断电，电压传感器将信号发送至单片机114，流

量计116将测定的流量信号发送至单片机114，单片机114将信号发送至地面主机。

[0020] 假设单位时间t内，毛细测量管i所属的电流检测仪测得的电极断电时长为ti，毛

细管数量为n，则此段时间内溢出水中气体的比例为：

[0021]

[0022] 设本装置共有m级，第k级测得的溢出水流量为Vk，则第k级所属产层的气体贡献率

为σ：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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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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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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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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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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