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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石油钻井、固井、完井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预应力地锚及其用于水平井筛管

分段完井的方法，一种预应力地锚，包括中心管

和依次套设于中心管外部的壳体、活塞、连接环、

锚体和第一限位环，壳体、连接环和锚体与中心

管形成环形空腔，活塞滑动设于环形空腔内；连

接环一端与壳体固定连接，另一端与锚体径向滑

动连接；锚体由若干个锚体单元构成，若干个锚

体单元圆周排列并通过具有弹性的拧紧环结合

成一个空心环，当活塞向下移动时，锚体径向扩

张。本发明提供的预应力地锚和使用该预应力地

锚进行水平井筛管分段完井的方法，适用范围

广，锚定效果好，保证了完井提拉预应力时套管

预应力的充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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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预应力地锚，包括中心管（1）和依次套设于所述中心管（1）外部的壳体（2）、活塞

（3）、连接环（4）、锚体（5）和第一限位环（6），所述壳体（2）、所述连接环（4）和所述锚体（5）与

所述中心管（1）形成环形空腔（7），所述活塞（3）滑动设于所述环形空腔（7）内，所述中心管

（1）上方设有与所述环形空腔（7）连通的第一通孔（11），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环（4）一端与

所述壳体（2）固定连接，另一端与所述锚体（5）径向滑动连接；所述锚体（5）由若干个锚体单

元（51）构成，若干个所述锚体单元（51）圆周排列并通过具有弹性的拧紧环（52）结合成一个

空心环，当所述活塞（3）向下移动时，所述锚体（5）径向扩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应力地锚，其特征在于，所述锚体单元（51）内部设有与所述

环形空腔（7）连通的空心滑槽（5104），所述空心滑槽（5104）内轴向设有可径向滑动的滑动

板（5105），所述滑动板（5105）面向所述锚体单元（51）外侧壁一侧设有锚爪（5107），所述锚

体单元（51）的外侧壁设有供所述锚爪（5107）伸出的第二通孔（5108）；初始状态下，所述锚

爪（5107）收纳于所述空心滑槽（5104）内；锚定状态下，所述锚爪（5107）伸出所述锚体单元

（51）的外侧壁；所述锚体单元（51）的外侧壁上设有拧紧环槽（5113），所述锚体单元（51）的

上下两端靠近所述中心管（1）一侧分别设有限位块（5101），所述连接环（4）和所述第一限位

环（6）分别设有与所述限位块（5101）相应的径向滑槽，所述径向滑槽分别通过其外侧壁封

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预应力地锚，其特征在于，所述锚体单元（51）包括由上到下一

体成型的竖直段（5102）和倾斜段（5103），所述竖直段（5102）与所述连接环（4）径向厚度相

等并滑动连接，所述倾斜段（5103）包括梯形截面的上底面（5114）和矩形截面的下底面

（5115），所述上底面（5114）与所述竖直段（5102）相接处径向厚度相等，所述下底面（5115）

与所述第一限位环（6）径向厚度相等并滑动连接，所述下底面（5115）在初始状态下与所述

中心管（1）抵接，所述竖直段（5102）和所述倾斜段（5103）的外侧壁两端分别设有所述拧紧

环槽（511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预应力地锚，其特征在于，所述竖直段（5102）内设有所述空心

滑槽（5104），所述滑动板（5105）包括面向所述中心管（1）倾斜的第一斜面（5116）和固定所

述锚爪（5107）的平面（5117），所述滑动板（5105）底部设有三角形的第一凹槽（5106），初始

状态下，所述滑动板（5105）通过剪钉（5109）轴向固定于所述空心滑槽（5104）内且所述第一

斜面（5116）面向所述中心管（1）方向凸出；

所述倾斜段（5103）顶部设有第二凹槽（5110），所述第二凹槽（5110）内设有伸缩块

（5111），所述伸缩块（5111）顶部为向所述中心管（1）一侧倾斜的第二斜面，所述伸缩块

（5111）底部连接弹簧（5112），所述弹簧（5112）另一端固定于所述第二凹槽（5110）的底部；

所述活塞（3）端部与所述锚体（5）接触一侧设有第一倒角（31），所述第一倒角（31）的倾

斜角度与所述第一斜面（5116）的倾斜角度一致。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预应力地锚，其特征在于，所述锚体单元（51）包括径向排列的

扩张段（5120）和滑动段（5121），

所述扩张段（5120）包括轴向设置的活动环（5122）和固定环（5123），所述活动环（5122）

滑动连接于所述中心管（1）外壁且顶部与所述活塞（3）相接触，所述固定环（5123）固定连接

于所述中心管（1）外壁且底部连接所述第一限位环（6），所述活动环（5122）和所述固定环

（5123）分别铰接第一连接杆（5124）和第二连接杆（5125），所述第一连接杆（5124）和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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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接杆（5125）与所述滑动段（5121）铰接，

所述滑动段（5121）内设有所述空心滑槽（5104），所述滑动板（5105）面向所述中心管

（1）一侧轴向设有滑动轨道（5126），另一侧设有所述锚爪（5107），所述滑动轨道（5126）上设

有滑块（5127），所述滑块（5127）与所述第一连接杆（5124）和所述第二连接杆（5125）铰接，

所述滑动段（5121）的轴向两端分别设有径向凹槽（5128），所述径向凹槽（5128）内设有

套筒式伸缩器（5129），所述套筒式伸缩器（5129）连接所述限位块（5101），所述限位块

（5101）为L型，所述L型的限位块（5101）一端凸出所述滑动段（5121）的轴向两端，另一端与

所述套筒式伸缩器（5129）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预应力地锚，其特征在于，所述套筒式伸缩器（5129）包括支架

（5135）以及滑动套设的外筒体（5130）和内筒体（5131），

所述外筒体（5130）的筒口内侧设有第二限位环（5145），侧壁径向设有台阶式第三通孔

（5134），底部设有连接座（5132），所述连接座（5132）上轴向设有第四通孔（5133）；

支架（5135）固定设于所述第三通孔（5134）内，包括带有固定翼（5140）的圆柱形本体

（5138），所述固定翼（5140）架设于所述第三通孔（5134）的台阶上，并通过沉头螺钉（5141）

连接固定，所述本体（5138）侧壁上方开设有第五通孔（5139），所述第五通孔（5139）与所述

第四通孔（5133）同心，长螺钉（5136）穿过所述第五通孔（5139）及所述第四通孔（5133）与所

述连接环（4）或所述第一限位环（6）上的径向凹槽连接固定；所述支架（5135）的侧壁下方设

有滚轮槽，所述滚轮槽内设有与所述内筒体（5131）相接触并可沿其轴向滚动的滚轮

（5144），所述滚轮（5144）通过轴承（5143）与固定于所述本体（5138）上的滚轴（5142）连接固

定；

所述内筒体（5131）一端设有连接部（5137），通过所述连接部（5137）与所述限位块

（5101）连接固定，另一端的侧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二限位环（5145）相应的限位凸起，所述限

位凸起设于所述滚轮（5144）的滚动路径之外。

7.根据权利要求2-6任意一项所述的预应力地锚，其特征在于，所述锚爪（5107）的上表

面轴向设有多个台阶（5118），下表面轴向设有多个楔形块（5119）。

8.一种包含权利要求7所述预应力地锚的水平井筛管分段完井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S100、  钻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S101、按照工艺设计钻出水平裸眼井（010）；

S102、在所述水平裸眼井（010）相应的位置钻出与预应力地锚（005）的扩张尺寸相应的

扩孔洞（011）；

S200、将包括悬挂器（001）、套管（002）、变扣接头（003）、固井循环开关（004）、所述预应

力地锚（005）、套管外封隔器（006）、盲板（007）、筛管（008）和引鞋（009）的完井管串组件下

入所述水平裸眼井（010）中，所述套管（002）座挂于所述悬挂器（001）上，各个不同直径或不

同螺纹的所述套管（002）通过所述变扣接头（003）进行连接，所述套管外封隔器（006）有多

个，按照开发需要将产层封隔为多段，相应的产层内对应连接所述筛管（008），所述筛管

（008）的末端连接所述引鞋（009），所述盲板（007）将所述筛管（008）与所述套管（002）的连

通空间进行阻隔；所述预应力地锚（005）设置于所述扩孔洞（011）的位置，所述固井循环开

关（004）设于与所述预应力地锚（005）邻接的管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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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0、向井口打压，所述预应力地锚（005）在所述扩孔洞（011）的位置将所述完井管串

组件锚定；

S400、上提所述完井管串组件至设定吨位；

S500、继续加压，所述套管外封隔器（006）胀封所述完井管串组件与所述水平裸眼井

（010）之间的环形空腔；

S600、打开所述固井循环开关（004），循环固井；

S700、侯凝结束后，下钻头钻穿所述盲板（007），通井到底，完成作业。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水平井筛管分段完井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00中所

述预应力地锚（005）的具体扩张步骤如下：

S301、向井口打压，所述锚爪（5107）伸出所述锚体单元（51）外侧；

S302、继续向井口打压，所述锚体（5）径向扩张；

S303、继续加压，所述锚爪（5107）插入所述扩孔洞（011）侧壁，所述锚体单元（51）整体

抵住所述扩孔洞（011）的侧壁，将所述完井管串组件锚定。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水平井筛管分段完井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裸眼井

（010）包括竖直段、弯折段和水平段，所述扩孔洞（011）开设在所述水平段的初始端或所述

竖直段的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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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预应力地锚及其用于水平井筛管分段完井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石油钻井、固井、完井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预应力地锚及其用于水

平井筛管分段完井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稠油（重质原油）是指在原始油藏温度下脱气原油粘度为100～10000mPas或者在

15.6℃及大气压条件下密度为0.9340～1.0000g/cm3，由于稠油粘度高，因此通常采用注入

300℃以上的高温蒸汽的方法进行热采，从而提高稠油井的产量。由于高温蒸汽的影响，井

内套管会伸长变形，套管上窜冒出井口，使套管和井壁之间的水泥环受到破坏，严重影响油

井的生产寿命。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国内外稠油热采普遍采用预应力固井，预应力固井就是

给套管施加一定强度的拉应力，使套管在此状态下被水泥凝结，当温度升高时，就可抵消一

部分套管受热产生的压应力，从而提高套管的耐温极限，减缓或避免注蒸汽造成的套管破

坏。

[0003] 进行预应力固井时，通常使用地锚事先将管串组件固定于井眼中，这种地锚一般

为实心地锚，安装在管串组件的最下部，固井后通过碰压使锚爪张开，锚定地层，实现提拉

的目的。这种结构的地锚在套管固井完井工艺中应用较多。但是目前筛管完井工艺已经成

为水平井完井的主要工艺，筛管完井工艺是在水平井钻井技术日趋完善的基础上开发出的

新工艺，适用于产层渗透性较好、不需要采用大型水力压裂进行增产措施的水平井，岩石胶

结疏松、但地层较均质的水平井敏感油气层，以及不宜用套管射孔完井、又要防止地层坍塌

的水平井筛管完井技术。这种完井方法可以使油气进入到套管内有较多的通道，而产层又

不受水泥污染。一般在低压低渗透、不产水的单一裂缝性产层，或较为破碎的灰岩中使用。

筛管完井工艺尤其适用于需要进行稠油热采的疏松砂岩油藏，因此筛管完井工艺同样面临

着稠油热采时套管管段变形的问题，而前述结构的地锚并不适合筛管完井工艺。因此，迫切

需要一种适合稠油热采水平井筛管完井工艺的预应力地锚以及预应力固井方法。

[0004] 授权公告号为  CN103899264B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油气井筛管顶部固井完井提

拉预应力地锚装置的应用方法，该方法中的预应力地锚装置包括在中心管外部套装液缸外

套、活塞、推动底座、拉杆、锚爪和固定套；在中心管开设数个径向进液孔。装置的应用方法

为：向油气井内下入包括固井循环开关、管外封隔器、油气井筛管顶部固井完井提拉预应力

地锚装置、盲板、筛管、引鞋组成的完井管串；井口打压，打开油气井筛管顶部固井完井提拉

预应力地锚装置的锚爪；上提管串，提拉到设定吨位；继续加压，胀封管外封隔器；继续加

压，打开固井循环开关，循环固井；侯凝结束后，下钻头钻穿盲板，通井到底，完成作业。上述

技术方案可以用在水平井筛管完井工艺中，克服目前筛管完井工艺无法提拉预应力固井的

难题。但是仍存在以下技术问题：

一、筛管完井工艺多用于需要进行稠油热采的疏松砂岩油藏，而上述预应力地锚装置

的猫爪在疏松砂岩上锚定效果不理想，上述方法中使用的预应力地锚是通过锚爪张开刺入

井壁内进行锚定，但是由于疏松砂岩物理力学性质差，结构松散，力学强度低等地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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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起锚定作用的锚爪极易发生滑移，导致锚定失败，严重时可能会导致锚定层碎裂，因此

其提拉消除预应力的效果不理想，工艺不够安全稳定；

二、预应力地锚装置设置在水平筛管段和竖直套管段相连接的弯接处，不利于使用时

锚爪的锚定。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在疏松砂岩地质条件下安全、有效的进行锚定，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预应

力地锚，包括中心管和依次套设于所述中心管外部的壳体、活塞、连接环、锚体和第一限位

环，所述壳体、所述连接环和所述锚体与所述中心管形成环形空腔，所述活塞滑动设于所述

环形空腔内；所述中心管上方设有与所述环形空腔连通的第一通孔；所述连接环一端与所

述壳体固定连接，另一端与所述锚体径向滑动连接；所述锚体由若干个锚体单元构成，若干

个所述锚体单元圆周排列并通过具有弹性的拧紧环结合成一个空心环，当所述活塞向下移

动时，所述锚体径向扩张。

[0006] 使用时，向中心管中泵送液体，液体经第一通孔进入壳体内的环形空腔后对活塞

施加压力，活塞在液压作用下向下滑动，当活塞与锚体接触后，锚体单元在压力的作用下径

向滑动使锚体产生扩张，由于拧紧环具有弹性，因此随着锚体的径向扩张，拧紧环产生弹性

形变，使各个锚体单元维持空心环的状态，避免了锚体单元崩裂，从而保证锚定的稳定性。

扩张结束后，锚体卡入裸井的井壁内部，完成锚定。为了提高锚定的效果，在裸井的井壁开

设与锚体尺寸相适应的扩孔洞，扩孔洞的尺寸的直径大于裸井的直径，从而与裸井的井壁

之间形成一个肩部，锚体在扩孔洞内扩张锚定，从而使锚体整体嵌入裸井井壁的内部，大大

提高了锚定效果。

[0007] 本发明中的预应力地锚尤其适用于疏松砂岩地质的油藏，疏松砂岩油藏遍布于世

界的各个油区，这类油藏通常为稠油油藏，需要采取高温蒸汽热采的方式进行开采，此时就

需要事先对管串进行提拉预应力固井。本发明中提供的预应力地锚中，锚定状态下各个锚

体单元与井壁紧密抵靠，接触面积和摩擦力增大，牢固的卡住井壁，避免了单纯用锚爪点式

锚定对疏松砂岩的破坏作用，充分提高了在疏松砂岩中的锚定效果。

[0008] 优选的，所述锚体单元内部设有与所述环形空腔连通的空心滑槽，所述空心滑槽

内轴向设有可径向滑动的滑动板，所述滑动板面向所述锚体单元外侧壁一侧设有锚爪，所

述锚体单元的外侧壁设有供所述锚爪伸出的第二通孔；初始状态下，所述锚爪收纳于所述

空心滑槽内；锚定状态下，所述锚爪伸出所述锚体单元的外侧壁；所述锚体单元的外侧壁上

设有拧紧环槽，所述锚体单元的上下两端靠近所述中心管一侧分别设有限位块，所述连接

环和所述第一限位环分别设有与所述限位块相应的径向滑槽，所述径向滑槽分别通过其外

侧壁封端。

[0009] 优选的，所述锚体单元包括由上到下一体成型的竖直段和倾斜段，所述竖直段与

所述连接环径向厚度相等并滑动连接，所述倾斜段包括梯形截面的上底面和矩形截面的下

底面，所述上底面与所述竖直段相接处径向厚度相等，所述下底面与所述第一限位环径向

厚度相等并滑动连接，所述下底面在初始状态下与所述中心管抵接，所述竖直段和所述倾

斜段的外侧壁两端分别设有所述拧紧环槽。

[0010] 优选的，所述竖直段内设有所述空心滑槽，所述滑动板包括面向所述中心管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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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斜面和固定所述锚爪的平面，所述滑动板底部设有三角形的第一凹槽，初始状态下，

所述滑动板通过剪钉轴向固定于所述空心滑槽内且所述第一斜面面向所述中心管方向凸

出；

所述倾斜段顶部设有第二凹槽，所述第二凹槽内设有伸缩块，所述伸缩块顶部为向所

述中心管一侧倾斜的第二斜面，所述伸缩块底部连接弹簧，所述弹簧另一端固定于所述第

二凹槽的底部；

所述活塞端部与所述锚体接触一侧设有第一倒角，所述第一倒角的倾斜角度与所述第

一斜面的倾斜角度一致。

[0011] 优选的，所述锚体单元包括径向排列的扩张段和滑动段，

所述扩张段包括轴向设置的活动环和固定环，所述活动环滑动连接于所述中心管外壁

且顶部与所述活塞相接触，所述固定环固定连接于所述中心管外壁且底部连接所述第一限

位环，所述滑动环和所述固定环分别铰接第一连接杆和第二连接杆，所述第一连接杆和所

述第二连接杆与所述滑动段铰接，

所述滑动段内设有所述空心滑槽，所述滑动板面向所述中心管一侧轴向设有滑动轨

道，另一侧设有所述锚爪，所述滑动轨道上设有滑块，所述滑块与所述第一连接杆和所述第

二连接杆铰接，

所述滑动段的轴向两端分别设有径向凹槽，所述径向凹槽内设有套筒式伸缩器，所述

套筒式伸缩器连接所述限位块，所述限位块为L型，所述L型的限位块一端凸出所述滑动段

的轴向两端，另一端与所述套筒式伸缩器相连。

[0012] 优选的，所述套筒式伸缩器包括支架以及滑动套设的外筒体和内筒体，

所述外筒体的筒口内侧设有第二限位环，侧壁径向设有台阶式第三通孔，底部设有连

接座，所述连接座上轴向设有第四通孔；

支架固定设于所述第三通孔内，包括带有固定翼的圆柱形本体，所述固定翼架设于所

述第三通孔的台阶上，并通过沉头螺钉连接固定，所述本体侧壁上方开设有第五通孔，所述

第五通孔与所述第四通孔同心，长螺钉穿过所述第五通孔及所述第四通孔与所述连接环或

所述限位环上的径向凹槽连接固定；所述支架的侧壁下方设有滚轮槽，所述滚轮槽内设有

与所述内筒体相接触并可沿其轴向滚动的滚轮，所述滚轮通过轴承与固定于所述本体上的

滚轴连接固定；

所述内筒体一端设有连接部，通过所述连接部与所述限位块连接固定，另一端的侧壁

上设有与所述第二限位环相应的限位凸起，所述限位凸起设于所述滚轮的滚动路径之外。

[0013] 优选的，所述锚爪的上表面轴向设有多个台阶，下表面轴向设有多个楔形块。

[0014] 一种包含权利要求上述预应力地锚的水平井筛管分段完井的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S100、  钻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S101、按照工艺设计钻出水平裸眼井；

S102、在所述水平裸眼井相应的位置钻出与预应力地锚的扩张尺寸相应的扩孔洞；

S200、将包括悬挂器、套管、变扣接头、固井循环开关、所述预应力地锚、套管外封隔器、

盲板、筛管和引鞋的完井管串组件下入水平裸眼井中，所述套管座挂于所述悬挂器上，各个

不同直径或不同螺纹的所述套管通过所述变扣接头进行连接，所述套管外封隔器有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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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开发需要将产层封隔为多段，相应的产层内对应连接所述筛管，所述筛管的最末端连

接所述引鞋，所述盲板将所述筛管与所述套管的连通空间进行阻隔；所述预应力地锚设置

于所述扩孔洞的位置，所述固井循环开关设于与所述预应力地锚邻接的管段中；

S300、向井口打压，所述预应力地锚在所述扩孔洞的位置将所述完井管串组件锚定；

S400、上提所述完井管串组件至设定吨位；

S500、继续加压，所述套管外封隔器胀封所述完井管串组件与所述水平裸眼井之间的

环形空腔；

S600、打开所述固井循环开关，循环固井；

S700、侯凝结束后，下钻头钻穿所述盲板，通井到底，完成作业。

[0015] 优选的，所述步骤S300中所述预应力地锚的具体扩张步骤如下：

S301、向井口打压，所述锚爪伸出所述锚体单元外侧；

S302、继续向井口打压，所述锚体径向扩张；

S303、继续加压，所述锚爪插入所述扩孔洞侧壁，所述锚体单元整体抵住所述扩孔洞的

侧壁，将所述完井管串组件锚定。

[0016] 优选的，所述水平裸眼井包括竖直段、弯折段和水平段，所述扩孔洞开设在所述水

平段的初始端或所述竖直段的末端。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1、锚体由若干锚体单元构成，在锚体扩张时，锚体单元径向扩张，能够与裸井的井壁紧

密抵接，增加了锚体与井壁的接触面接，降低了提拉时锚体对井壁的破坏作用，特别适用于

管串在疏松砂岩类油藏中的锚定；

2、每个锚体单元上都设有可径向伸出的锚爪，锚爪完全刺入裸井的井壁，提高了锚定

效果；

3、在锚体单元上设置了竖直段和倾斜段，锚爪在初始状态下收纳于竖直段的空心滑槽

内，并通过剪钉临时固定，避免了在非使用状态下锚爪对工人造成伤害，提高生产安全性，

同时也节省了空间占用；

4、  在锚爪上设置台阶和楔形块，台阶可以降低锚爪刺入井壁时的阻力，同时增加刺入

后锚爪与井壁的接触面接，提高摩擦力，增加锚定的稳固性。楔形块可以辅助锚爪加强对井

壁的锚定效果；

5、采用了带有滚轮的套筒式伸缩器，降低了伸缩过程中套筒之间的相互摩擦力，降低

了伸缩阻力，提高了伸缩效率；

6、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完井提拉预应力的方法，其中使用了本发明中的预应力地锚，

针对预应力地锚的特点，在水平井裸井中开设了扩孔洞，大大提高了完井提拉预应力的效

果；

7、预应力地锚在水平井裸井竖直段的末端或水平段的初始端进行锚定，有利于锚爪插

入井壁进行锚定，提高了锚定的稳定性；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预应力地锚和使用该预应力地锚进行完井提拉预应力的方

法，适用范围广，锚定效果好，保证了完井提拉预应力时套管预应力的充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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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实施例1中预应力地锚初始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图1中活塞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图3为图1中锚体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图4为图1中预应力地锚锚定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实施例2中预应力地锚初始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图6为图5中锚体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图7为图5中预应力地锚锚定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图8为实施例3中锚体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图9为图6中套筒式伸缩器的结构示意图；

图10为图9中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图11为图10的左视图；

图12为预应力地锚设置于水平位置的完井管串结构示意图；

图13为预应力地锚设置于竖直位置的完井管串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标记说明：

001、悬挂器，002、套管，003、变扣接头，004、固井循环开关，005、预应力地锚，006、套管

外封隔器，007、盲板，008、筛管，009、引鞋，010、水平裸眼井，011、扩孔洞，

1、中心管，2、壳体，3、活塞，4、连接环，5、锚体，6、第一限位环，7、环形空腔，

11、第一通孔，21、第二倒角，31、第一倒角，61、第三倒角，

51、锚体单元，52、拧紧环，

5101、限位块，5102、竖直段，5103、倾斜段，5104、空心滑槽，5105、滑动板，5106、第一凹

槽，5107、锚爪，5108、第二通孔，5109、剪钉，5110、第二凹槽，5111、伸缩块，5112、弹簧，

5113、拧紧环槽、5114、上底面，5115、下底面，5116第一斜面，5117、平面，5118、台阶，5119、

楔形块，5120、扩张段，5121、滑动段，5122、活动环，5123、固定环，5124、第一连接杆，5125、

第二连接杆，5126、滑动轨道，5127、滑块，5128、径向凹槽，5129、套筒式伸缩器，5130、外筒

体，5131、内筒体，5132、连接座，5133、第四通孔，5134、第三通孔，5135、支架，5136、长螺钉，

5137、连接部、5138、本体，5139、第五通孔，5140、固定翼，5141、沉头螺钉，5142、滚轴，5143、

轴承，5144、滚轮、5145、第二限位环。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描述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本说明书所附图中示意的结构、比例、大小等，均仅用以配合说明书所

揭示的内容，以供熟悉此技术的人士了解与阅读，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限定条件，

任何结构的修饰、比例关系的改变或大小的调整，在不影响本发明所能产生的功效及所能

达成的目的下，均应落在本发明所揭示的技术内容能涵盖的范围内。

[0021] 同时，本说明书中所引用的如“上”、“下”、“左”、“右”、“中间”及“一”等的用语，亦

仅为便于叙述的明了，而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范围，其相对关系的改变或调整，在无

实质变更技术内容下，当亦视为本发明可实施的范畴。

[0022]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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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附图1-4，一种预应力地锚，包括中心管1和依次套设于所述中心管1外部的壳体2、

活塞3、连接环4、锚体5和第一限位环6，所述壳体2、所述连接环4和所述锚体5与所述中心管

1形成环形空腔7，所述活塞3滑动设于所述环形空腔7内；所述中心管1上方设有与所述环形

空腔7连通的第一通孔11；所述连接环4一端与所述壳体2固定连接，另一端与所述锚体5径

向滑动连接；所述锚体5由若干个锚体单元51构成，若干个所述锚体单元51圆周排列并通过

具有弹性的拧紧环52结合成一个空心环，当所述活塞3向下移动时，所述锚体5径向扩张。

[0023] 所述锚体单元51内部设有与所述环形空腔7连通的空心滑槽5104，所述空心滑槽

5104内轴向设有可径向滑动的滑动板5105，所述滑动板5105面向所述锚体单元51外侧壁一

侧设有锚爪5107，所述锚体单元51的外侧壁设有供所述锚爪5107伸出的第二通孔5108；初

始状态下，所述锚爪5107收纳于所述空心滑槽5104内；锚定状态下，所述锚爪5107伸出所述

锚体单元51的外侧壁；所述锚体单元51的外侧壁上设有拧紧环槽5113，拧紧环52嵌套进拧

紧环槽5113内，可以有效避免拧紧环52在径向扩张过程中发生轴向滑移甚至滑脱，保证锚

体单元51径向扩张时的工艺稳定性。所述锚体单元51的上下两端靠近所述中心管1一侧分

别设有限位块5101，所述连接环4和所述第一限位环6分别设有与所述限位块5101相应的径

向滑槽，所述径向滑槽分别通过其外侧壁封端。

[0024] 所述锚体单元51包括由上到下一体成型的竖直段5102和倾斜段5103，所述竖直段

5102与所述连接环4径向厚度相等并滑动连接，所述倾斜段5103包括梯形截面的上底面

5114和矩形截面的下底面5115，所述上底面5114与所述竖直段5102相接处径向厚度相等，

所述下底面5115与所述第一限位环6径向厚度相等并滑动连接，所述下底面5115在初始状

态下与所述中心管1抵接，所述竖直段5102和所述倾斜段5103的外侧壁两端分别设有所述

拧紧环槽5113。

[0025] 所述竖直段5102内设有所述空心滑槽5104，所述滑动板5105包括面向所述中心管

1倾斜的第一斜面5116和固定所述锚爪5107的平面5117，所述滑动板5105底部设有三角形

的第一凹槽5106，初始状态下，所述滑动板5105通过剪钉5109轴向固定于所述空心滑槽

5104内且所述第一斜面5116面向所述中心管1方向凸出；剪钉5109为井口装置的常用零件，

初始时对所需部件进行临时固定，方便各个部件下入井中，工作时采用适宜的压力将其剪

断，使各个部件进入工作状态。在工艺设计时，选取剪切强度适宜的剪钉5109，以保证在打

压时，活塞3能够顺利将剪钉5109剪断。

[0026] 所述倾斜段5103顶部设有第二凹槽5110，所述第二凹槽5110内设有伸缩块5111，

所述伸缩块5111顶部为向所述中心管1一侧倾斜的第二斜面，所述伸缩块5111底部连接弹

簧5112，所述弹簧5112另一端固定于所述第二凹槽5110的底部。

[0027] 所述壳体2与所述中心管1、所述连接环4和/或所述第一限位环6螺纹连接。螺纹连

接便于各个部件的安装与拆卸检修。

[0028] 所述活塞3端部与所述锚体5接触一侧设有第一倒角31，所述第一倒角31的倾斜角

度与所述第一斜面5116的倾斜角度一致；所述壳体2和所述第一限位环6远离所述锚体5一

端外侧分别开设第二倒角21和第三倒角61。活塞3会与锚体5的第一斜面5116直接接触并产

生相对滑动，开设与第一斜面5116的倾斜角度一致的第一倒角31，可以避免活塞3对第一斜

面5116造成划伤；壳体2和第一限位环6上开设的倒角，便于施工时管串的下入。

[0029] 本实施例中预应力地锚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如下：向中心管1中泵送液体，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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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第一通孔11进入壳体2内的环形空腔7后对活塞3施加压力，活塞3在液压作用下向下滑

动，当活塞3与滑动板5105接触后，滑动板5105受到的力分解为径向力和垂直力，由于锚体5

下方设有第一限位环6，因此不发生轴向移动，在径向力的作用下，剪钉5109断裂，滑动板

5105在空心滑槽5104内径向滑动，滑动板5105上的限位块5101和相应的连接环4和第一限

位环6上的径向滑槽配合，可以引导锚体单元51在指定路径下的径向扩张，有效避免了在扩

张时相邻两个锚体单元51之间增加的距离差异过大导致在锚定时锚体5与井壁的抵接的不

均匀性，从而进一步提高扩张时的稳定性。与滑动板5105相连接的锚爪5107随着滑动板

5105径向滑动，伸出竖直段5102的外侧壁，当滑动板5105滑动至空心滑槽5104的最外侧时，

倾斜段5103上方的伸缩块5111嵌入滑动板5105底部的第一凹槽5106，此时，滑动板5105与

倾斜段5103连接固定；活塞3继续下滑，与倾斜段5103的倾斜面相接触，倾斜段5103的受力

也分解为径向力和垂直力，在径向力的作用下，锚体单元51整体径向扩张，竖直段5102和倾

斜段5103分别沿连接环4和第一限位环6径向滑动，由于拧紧环52具有弹性，因此随着锚体

单元51的径向扩张，拧紧环52产生弹性形变，使各个锚体单元51维持空心环的状态，避免了

锚体单元51崩裂，从而保证锚定的稳定性。扩张结束后，锚体单元51与裸井的井壁紧密卡

合，锚爪5107刺入裸井的井壁内部，进行锚定。为了提高锚定的效果，在裸井的井壁开设与

锚体5尺寸相适应的扩孔洞，扩孔洞的尺寸的直径大于裸井的直径，从而与裸井的井壁之间

形成一个肩部，锚体5扩张后，锚爪5107刺入扩孔洞的侧壁内，锚体单元51与扩孔洞的侧壁

紧密贴合，相当于锚体5整体嵌入了裸井内部，大大提高了锚定效果。

[0030] 实施例2：

本实施例提供了另外一种预应力地锚，对实施例1中的锚体单元51进行了结构调整，使

之径向扩张的程度更大，适应性更广。调整的技术方案如下：

结合附图5-7，所述锚体单元51内部设有与所述环形空腔7连通的空心滑槽5104，所述

空心滑槽5104内设有可径向滑动的滑动板5105，所述滑动板5105面向所述锚体单元51外侧

壁一侧设有锚爪5107，所述锚体单元51的外侧壁设有供所述锚爪5107伸出的第二通孔

5108；初始状态下，所述锚爪5107收纳于所述空心滑槽5104内；锚定状态下，所述锚爪5107

伸出所述锚体单元51的外侧壁；所述锚体单元51的外侧壁上设有拧紧环槽5113，所述锚体

单元51的上下两端靠近所述中心管1一侧分别设有限位块5101，所述连接环4和所述第一限

位环6分别设有与所述限位块5101相应的径向滑槽，所述径向滑槽分别通过其外侧壁封端。

[0031] 所述锚体单元51包括径向排列的扩张段5120和滑动段5121，所述扩张段5120包括

轴向设置的活动环5122和固定环5123，所述活动环5122滑动连接于所述中心管1外壁且顶

部与所述活塞3相接触，所述固定环5123固定连接于所述中心管1外壁且底部连接所述第一

限位环6，所述活动环5122和所述固定环5123分别铰接第一连接杆5124和第二连接杆5125，

所述第一连接杆5124和所述第二连接杆5125与所述滑动段5121铰接，

所述滑动段5121内设有所述空心滑槽5104，所述滑动板5105面向所述中心管1一侧轴

向设有滑动轨道5126，另一侧设有所述锚爪5107，所述滑动轨道5126上设有滑块5127，所述

滑块5127与所述第一连接杆5124和所述第二连接杆5125铰接，

所述滑动段5121的轴向两端分别设有径向凹槽5128，所述径向凹槽5128内设有套筒式

伸缩器5129，所述套筒式伸缩器5129连接所述限位块5101，所述限位块5101为L型，所述L型

的限位块5101一端凸出所述滑动段5121的轴向两端，另一端与所述套筒式伸缩器5129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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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本实施例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为：向中心管1中泵送液体，液体经第一通孔11进入壳

体2内的环形空腔7后对活塞3施压，活塞3在液压作用下向下滑动推动活动环5122下滑，活

动环5122下滑迫使第一连接杆5124和第二连接杆5125径向扩张，滑块5127向下滑移，滑动

板5105径向滑动，锚爪5107伸出滑动段5121。在径向扩张过程中，限位块5101沿连接环4和

第一限位环6的径向滑槽中径向滑动，直至其被连接环4和第一限位环6的外侧壁挡住，此时

继续径向扩张，套筒式伸缩器5129伸长，锚体单元51的内径大于连接环4和第一限位环6的

外径，继续扩张，直至锚爪5107刺入井壁且锚体单元51充分卡紧井壁。

[0032] 实施例3：

本实施例为实施例1的预应力地锚中锚体单元51的改进方案，以进一步提高锚定效果。

[0033] 结合附图8，所述锚爪5107的上表面轴向设有多个台阶5118，下表面轴向设有多个

楔形块5119。台阶5118可以降低锚爪5107刺入井壁时的阻力，同时增加刺入后锚爪5107与

井壁的接触面接，提高摩擦力，增加锚定的稳固性。楔形块5119可以辅助锚爪5107加强对井

壁的锚定效果。

[0034] 本实施例中的锚爪5107的结构同样适用于实施例2。

[0035] 实施例4：

本实施例涉及实施例2中套筒式伸缩器5129，套筒式伸缩器是通过两个或者多个互相

套设的套筒之间的相对滑动来达到伸缩的目的，在相对滑动的过程中套筒之间存在相互摩

擦，影响伸缩性能，为了降低摩擦阻力，对其进行了如下的结构设计，

结合附图9-11，所述套筒式伸缩器5129包括支架5135以及滑动套设的外筒体5130和内

筒体5131，

所述外筒体5130的筒口内侧设有第二限位环5145，侧壁径向设有台阶式第三通孔

5134，底部设有连接座5132，所述连接座5132上轴向设有第四通孔5133；

支架5135固定设于所述第三通孔5134内，包括带有固定翼5140的圆柱形本体5138，所

述固定翼5140架设于所述第三通孔5134的台阶上，并通过沉头螺钉5141连接固定，所述本

体5138侧壁上方开设有第五通孔5139，所述第五通孔5139与所述第四通孔5133同心，长螺

钉5136穿过所述第五通孔5139及所述第四通孔5133与所述连接环4或所述第一限位环6上

的径向凹槽连接固定；所述支架5135的侧壁下方设有滚轮槽，所述滚轮槽内设有与所述内

筒体5131相接触并可沿其轴向滚动的滚轮5144，所述滚轮5144通过轴承5143与固定于所述

本体5138上的滚轴5142连接固定；

支架5135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多个，以起到更好的固定和降低摩擦力的作用，外筒体

5130上靠近筒口处的支架5135采用焊接的方式固定在连接环4或第一限位环6的径向凹槽

内；

所述内筒体5131一端设有连接部5137，通过所述连接部5137与所述限位块5101连接固

定，另一端的侧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二限位环5145相应的限位凸起（图中未示出），所述限位

凸起设于所述滚轮5144的滚动路径之外。

[0036] 本实施例中套筒式伸缩器5129的工作原理如下：在锚体5径向扩张过程中，限位块

5101被连接环4或第一限位环6的侧壁卡住后，套筒式伸缩器5129开始径向拉伸，内筒体

5131从外筒体5130内滑出，固定于外筒体5130上的支架5135底部的滚轮5144，随着内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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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1的滑出产生相应滚动，有效避免了因内筒体5131和外筒体5130直接接触而产生的滑动

摩擦阻力，提高了滑动效率，外筒体5130筒口内侧的第二限位环5145和内筒体5131上的限

位凸起相互配合，可以防止内筒体5131从外筒体5130中滑脱。本实施例中的套筒式伸缩器，

降低了伸缩过程中套筒之间的相互摩擦力，降低了伸缩阻力，提高了伸缩效率。

[0037] 实施例5：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水平井筛管分段完井的方法，在完井管串组件中使用了实施例1、

实施例2或实施例3中的预应力地锚，采用了筛管完井方式，特别适用于需要进行稠油热采

的疏松砂岩油藏。疏松砂岩是一种结构疏松、自稳能力差、涌水、塌方等工程事故频发的岩

层。疏松砂岩的力学强度很低，岩性软弱，属于极软岩，其物理力学性质差，接近于松散砂，

渗透性弱、易崩解，抗剪强度很低，压缩性低。因此，传统的预应力地锚在锚定时会对疏松砂

岩造成破坏，导致锚定效果差，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岩层碎裂。本实施例中的水平井多级管外

封隔完井方法解决了上述技术问题，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结合附图12-13，一种包含实施例1、实施例2或实施例3所述的预应力地锚的水平井筛

管分段完井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00、  钻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S101、按照工艺设计钻出水平裸眼井010；所述水平裸眼井010包括竖直段、弯折段和水

平段；

S102、在水平裸眼井010相应的位置钻出与预应力地锚005的扩张尺寸相应的扩孔洞

011；所述扩孔洞011可以开设在所述水平段的初始端或者所述竖直段的末端；当扩孔洞011

设于水平段的初始端时，可以保证所有套管得到预应力提拉，充分释放套管的预应力；当扩

孔洞011设于竖直段的末端时，可以保有效避免提预应力提拉过程中完井管串组件的偏斜，

提高预应力提拉的稳定性。当预应力地锚005扩张锚定后，会与扩孔洞011紧密抵接，因此，

当预应力地锚005扩张后的直径略大于扩孔洞011的直径时，锚定效果最佳。

[0038] S200、将包括悬挂器001、套管002、变扣接头003、固井循环开关004、所述预应力地

锚005、套管外封隔器006、盲板007、筛管008和引鞋009的完井管串组件下入所述水平裸眼

井010中，所述套管002座挂于所述悬挂器001上，各个不同直径或不同螺纹的所述套管002

通过所述变扣接头003进行连接，所述套管外封隔器006有多个，按照开发需要将目的层段

封隔为多段，相应的产层内对应连接所述筛管008，所述筛管008的最末端连接所述引鞋

009，引鞋009主要是用以防止筛管008底口碰刮或插入井壁，引导筛管008顺利下至目标位

置；所述盲板007将所述筛管008与所述套管002的连通空间进行阻隔。所述预应力地锚005

设于所述扩孔洞011的位置，所述固井循环开关004设于与所述预应力地锚005邻接的管段

中；

S300、向井口打压，所述预应力地锚005在所述扩孔洞011的位置将所述完井管串组件

锚定；所述预应力地锚005的具体扩张步骤如下：

S301、向井口打压，所述锚爪5107伸出所述锚体单元51外侧；

S302、继续向井口打压，所述锚体5径向扩张；

S303、继续加压，所述锚爪5107插入所述扩孔洞011侧壁，所述锚体单元51整体抵住所

述扩孔洞011的侧壁，将所述完井管串组件锚定。

[0039] S400、上提所述完井管串组件至设定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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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00、继续加压，所述套管外封隔器006胀封所述完井管串组件与所述水平裸眼井010

之间的环形空腔；

S600、打开所述固井循环开关004，循环固井；

S700、侯凝结束后，下钻头钻穿所述盲板007，通井到底，完成作业。

[0040]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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