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0014591.6

(22)申请日 2018.01.08

(71)申请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100728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22号

    申请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工

程技术研究院

(72)发明人 赵旭　李晓益　张同义　何祖清　

翟羽佳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聿华联合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611

代理人 刘华联

(51)Int.Cl.

E21B 43/27(2006.01)

E21B 43/12(2006.01)

 

(54)发明名称

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酸压控水管柱及酸压

控水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包

括：酸压单元，所述酸压单元包括：酸压基管，在

所述酸压基管的外壁上开有酸压内孔；安装在所

述酸压基管外的外筒，在所述外筒的外壁上开有

注酸孔；和设置在所述酸压基管和外筒之间的环

状空间内的酸压滑套，所述酸压滑套构造成在初

始状态下覆盖所述注酸孔，而在注酸状态下运动

以打开所述注酸孔；以及与所述酸压单元相连的

控水短节，所述控水短节包括控水基管和安装在

所述控水基管上的控水机构，所述控水机构仅允

许井筒中流体向所述控水基管的单向流动。本发

明还提供了一种酸压控水管柱及酸压控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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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300)，包括：

酸压单元(100)，所述酸压单元包括：

酸压基管(120)，在所述酸压基管的外壁上开有酸压内孔(121)；

安装在所述酸压基管外的外筒(140)，在所述外筒的外壁上开有注酸孔(141)；和

设置在所述酸压基管和外筒之间的环状空间内的酸压滑套(150)，所述酸压滑套构造

成在初始状态下覆盖所述注酸孔，而在注酸状态下运动以打开所述注酸孔；以及

与所述酸压单元相连的控水短节(200)，所述控水短节包括控水基管(210)和安装在所

述控水基管上的控水机构(270)，所述控水机构仅允许井筒中流体向所述控水基管的单向

流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酸压滑套通过剪切销钉(180)与所述

外筒相连，所述剪切销钉的临界剪断力小于注酸压力，使得所述剪切销钉在注酸状态被切

断而允许所述酸压滑套运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酸压滑套还包括用于使所述酸压滑套

保持为覆盖所述注酸孔的压缩弹簧(170)，所述压缩弹簧的弹力小于所述剪切销钉的临界

剪断力。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酸压滑套的前部设有台阶部分，在

所述台阶部分的内表面设有沿径向延伸的凹槽(15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酸压基管和外筒之

间的环状空间内还设有用于锁定所述酸压滑套的自锁机构(160)。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自锁机构包括能够沿径向伸缩运动的

内锁片(161)，所述内锁片的长度小于所述凹槽的长度，使得所述内锁片能够落入所述凹槽

中而锁死所述酸压滑套。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水机构包括用于防砂的滤砂网

(230)，所述滤砂网通过滤砂网接箍(240)固定在所述控水基管的外侧。

8.一种酸压控水管柱，在所述酸压控水管柱的水平段部分安装有若干根据权利要求1

到7中任一项所述的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相邻的所述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之间设有膨胀

封隔器(340)。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各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中的剪切销钉的临

界剪断力小于相邻且靠近井口的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中的剪切销钉的临界剪断力。

10.一种酸压控水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根据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酸压控水管柱下入到超深井中；

步骤二：井口注入酸液，从最远离井口的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开始依次进行酸压施工，

直至水平井筒全部酸压完成，停止注酸；

步骤三：下入抽油管，通过控水短节进行控水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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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酸压控水管柱及酸压控水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油气井完井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用于酸压控水管柱的酸压控水

一体化装置。本发明还涉及一种酸压控水管柱及酸压控水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的飞速发展而导致新增的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我国

中东部老油田的产量衰减。由此，为了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我国石油勘探开发的重点逐步

转入到了深海和西北等深井及超深井储层。

[0003] 为了能够更加高效地开发深井、超深井储层，特别是西北超深井碳酸盐岩缝洞型

储层和超深井裂缝型灰岩储层，超深井水平井成为开发超深油藏的选择手段。为了在开发

超深水平井中节约成本，尽量延长超深水平井的无水采油期，增加单井产油量，超深井酸压

和超深井控水等技术需求随之而来。

[0004] 目前，传统的酸压方式主要有笼统酸压和分段酸压两种。对于笼统酸压方式来说，

虽然风险较小，但是突破酸压压力后，只能在一个点或者区段实现储层与井筒的连通。对于

投资较大的超深井来说，其水平井部分需进行分段后对多个水平井段进行分段酸压。而常

规的分段酸压方式包括裸眼封隔器带球座滑套分段压裂、套管固井桥塞分段压裂、连续油

管拖动打开滑套分段压裂等方式及对应的工具系统。

[0005] 然而，常规的分段酸压方式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对于裸眼封隔器带球座滑套分段

压裂方式来说，需要投球来打开滑套，因此存在着球座及球的不同直径的极差问题。而且，

带球座的滑套不能实现全通径，在此类情形下如果要实现全通径，则需要借助连续油管或

者钻杆来对球座进行钻除。对于超深水平井，因为连续油管内径的限制和流体摩阻的影响，

连续油管钻除球座比较难实现，而采用钻杆钻除球座，则存在着在多级套管结构下选择小

钻杆的难题，以及小钻杆扭力值的问题。同时，如果进行钻除球座作业，则需起下三趟管柱，

时间和作业成本大。对于套管固井桥塞分段压裂方式来说，其存在着超深水平井水平段固

井难题、超深井泵送桥塞的难题、以及桥塞的钻除难题，并且同样需要起下三趟管柱。而对

于连续油管拖动打开滑套分段压裂方式来说，其存在着超深水平井水平段固井难题。而且，

该方式也至少需要起下两趟管柱。另外，以上三种分段酸压方式只是单纯的酸压完井方式，

并没有考虑到水平井分段酸压后调流控水的问题。

[0006] 由此，为了节约成本、提高超深井的产油量以及利于后期的采油生产作业及增产

措施，亟需提供一种适用于超深井的分段酸压与控水一体化的全通径的完井装置，能够通

过一趟管柱，实现超深水平井的分段酸压与调流控水以及完井管柱的全通径。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至少一些如上所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

该装置包括进行酸压的酸压单元和单向流动控水短节。根据本发明的装置集酸压功能与调

流控水功能于一体，通过一趟管柱实现超深水平井的酸压控水一体化，并能够实现完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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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的全通径，利于后期采油作业和增产措施，降低了完井成本，保护了井筒的完整性，提高

了采油效率。

[0008] 为此，根据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包括：酸压单元，所述酸压单

元包括：酸压基管，在所述酸压基管的外壁上开有酸压内孔；安装在所述酸压基管外的外

筒，在所述外筒的外壁上开有注酸孔；和设置在所述酸压基管和外筒之间的环状空间内的

酸压滑套，所述酸压滑套构造成在初始状态下覆盖所述注酸孔，而在注酸状态下运动以打

开所述注酸孔；以及与所述酸压单元相连的控水短节，所述控水短节包括控水基管和安装

在所述控水基管上的控水机构，所述控水机构仅允许井筒中流体向所述控水基管的单向流

动。

[0009]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酸压滑套通过剪切销钉与所述外筒相连，所述剪切

销钉的临界剪断力小于注酸压力，使得所述剪切销钉在注酸状态被切断而允许所述酸压滑

套运动。

[0010]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酸压滑套还包括用于使所述酸压滑套保持为覆盖所

述注酸孔的压缩弹簧，所述压缩弹簧的弹力小于所述剪切销钉的临界剪断力。

[0011]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在所述酸压滑套的前部设有台阶部分，在所述台阶的内

表面设有沿径向延伸的凹槽。

[0012]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在所述酸压基管和外筒之间的环状空间内还设有用于锁

定所述酸压滑套的自锁机构。

[0013]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自锁机构包括能够沿径向伸缩运动的内锁片，所述

内锁片的长度小于所述凹槽的长度，使得所述内锁片能够落入所述凹槽中而锁死所述酸压

滑套。

[0014]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控水机构包括用于防砂的滤砂网，所述滤砂网通过

滤砂网接箍固定在所述控水基管的外侧。

[0015] 根据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酸压控水管柱，一种酸压控水管柱，在所述酸压控水管

柱的水平段部分安装有若干如上所述的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相邻的所述酸压控水一体化

装置之间设有膨胀封隔器。

[0016]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各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中的剪切销钉的临界剪断力小于

相邻且靠近井口的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中的剪切销钉的临界剪断力。

[0017] 根据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酸压控水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8] 步骤一：将如上所述的酸压控水管柱下入到超深井中；

[0019] 步骤二：井口注入酸液，从最远离井口的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开始依次进行酸压

施工，直至水平井筒全部酸压完成，停止注酸；

[0020] 步骤三：下入抽油管，通过控水短节进行控水调流。

附图说明

[0021] 下面将参照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说明。

[0022] 图1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的酸压单元的结构。

[0023] 图2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的控水短节的结构。

[0024] 图3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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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在本申请中，所有附图均为示意性的附图，仅用于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并且未按实

际比例绘制。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通过附图来对本发明进行介绍。

[0027] 根据本发明的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300包括用于酸压施工的酸压单元100和用于

单向调流控水的控水短节200。

[0028] 图1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300的酸压单元100的结构。如图1所

示，酸压单元100包括作为酸压单元100主体的酸压基管120。酸压基管120设置成圆柱体结

构，在酸压基管120的内部设有用于流体流通的通道。在酸压基管120的前端(图1中的左端)

连接安装有基管母扣接头110，母扣接头110用于连接井底的其他完井管柱。母扣接头110使

得酸压基管120能够方便快捷地连接安装其他完井管柱，且母扣接头110具有良好的连接强

度和密封性能，尤其能够保证酸压基管120的连接安装。

[0029] 在本申请中，将装置安放到井底时靠近井口的方向定义为前端，远离井口的方向

定义为后端。

[0030] 如图1所示，在酸压基管120的外侧设有上外筒130和下外筒140。上外筒130构造成

圆盘装结构，包括圆盘形本体131。在圆盘形本体131的中部设有直径大小等于酸压基管120

外径的圆形通孔(未示出)，用于安装上外筒130。另外，上外筒130还包括沿酸压基管120轴

向延伸的对接部分132。如图1所示，下外筒140包括圆筒形本体部分143。在本体部分143的

后端设有外形结构与上外筒130相同的下外筒座144，在下外筒座144的中部设有直径大小

等于酸压基管120外径的圆形通孔(未示出)，用于安装下外筒140。下外筒140通过本体部分

143的前端部分与上外筒130的对接部分132配合安装。酸压基管120的这种外筒结构方便了

外筒的安装连接与拆卸，大大提高了外筒的装配效率。

[0031] 在本实施例中，上外筒130和下外筒140固定安装在酸压基管120上，并且上外筒

130的对接部分132与下外筒140的本体部分143的前端紧固连接。上外筒130的圆盘形本体

131与下外筒140的下外筒座144的直径均大于酸压基管120的外径，从而在上外筒130、下外

筒140和酸压基管120外壁之间形成了环状的密闭空间190。上外筒130和下外筒140不仅方

便了外筒的安装与拆卸，其对接方式还能够保证上外筒130和下外筒140之间连接的紧密

性。

[0032] 根据本发明，在酸压基管120上设有酸压内孔121。如图1所示，酸压内孔121设置在

密闭空间190内。酸压内孔121均匀分布在酸压基管120的周向上，且酸压内孔121的开口面

积和开口数量取决与分段酸压规模。同时，在下外筒140的本体部分143上设有注酸孔141，

注酸孔141处于酸压内孔121的后端。同样，注酸孔141的开口面积和开口数量取决与分段酸

压规模。在酸压施工时，酸压基管120内的酸压液通过酸压内孔121进入密闭空间190内，然

后通过注酸孔141注出进入储层中进行酸压。

[0033] 根据本发明，在密闭空间190内设有酸压滑套150。如图1所示，酸压滑套150大致呈

中空的圆柱体结构。酸压滑套150套接在酸压基管120上，包括酸压滑套本体153。在酸压滑

套本体153的内部前端设有台阶部分154，台阶部分154的底面相对于酸压滑套本体153的内

侧表面径向下凹。因此，在台阶部分154的底面形成有相对于台阶部分154的底面径向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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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的凹槽152。

[0034] 如图1所示，在密闭空间190内还设有酸压回锁弹簧170。酸压回锁弹簧170设置在

酸压滑套150与下外筒座144之间。在安装时，酸压滑套150的台阶部分154保持为覆盖了下

外筒140上的注酸孔141。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酸压滑套150通过剪切销钉180实现定位，

以及保证酸压滑套150在一定的压差范围内的固定。剪切销钉180的临界剪断力设置为固定

值。剪切销钉180构造成半截嵌入安装在酸压滑套150的台阶部分154内，而另外半截位于注

酸孔141中。优选地，剪切销钉180的嵌入安装点与酸压滑套150的台阶部分154的前端面之

间的距离大于注酸孔141的直径。

[0035] 在本实施例中，在初始状态中，由于酸压滑套回锁弹簧170的压缩反弹力不能剪断

剪切销钉180，从而导致酸压滑套150被固定在图1所示的初始位置，并且保证了酸压滑套

150处于密封关闭的状态。剪切销钉180的这种结构及安装方式尤其能够满足酸压滑套150

在一定压差范围内的定位。

[0036] 根据本发明，在密闭空间190中还设有自锁机构160。自锁机构160用于在酸压结束

后锁定酸压滑套150，从而覆盖酸压内孔121，以便关闭密闭空间190。如图1所示，自锁机构

160设置在酸压基管120的外侧，并优选地处于酸压内孔121与注酸孔141之间。自锁机构160

包括内锁片161，以及固定安装在酸压基管120上的用于安装内锁片161的定位基座162。内

锁片161通过内锁片弹簧163连接安装到定位基座162上，从而使得内锁片161能够沿酸压基

管120的径向做伸缩运动。内锁片161的长度设置成小于酸压滑套150的凹槽152的长度，这

样，在酸压滑套150向前运动到一定位置时，内锁片161会在内锁片弹簧163的弹力作用下完

全嵌入到酸压滑套150的凹槽152内，从而锁死酸压滑套150。在这种情况下，酸压滑套150的

台阶部分154能够完全覆盖酸压内孔121，实现酸压滑套150的永久关闭。

[0037] 在本实施例中，内锁片161的前后端面作倒角处理，从而在内锁片161的后端面形

成有内锁片后斜端面。同时酸压滑套150的台阶部分154的前端面作内倒角处理，从而在酸

压滑套150的前端面形成有酸压滑套前斜端面。内锁片后斜面与酸压滑套前斜面构造成能

够相吻合的斜端面。酸压滑套150及内锁片161的这种斜端面结构尤其方便了自锁机构160

的内锁片161的轴向运动，有效避免了酸压滑套150与自锁机构160的内锁片161在相互垂直

的方向上出现卡死的情况。

[0038] 另外，在下外筒140的本体部分143上设有酸压滑套外压力传导孔142。如图1所示，

酸压滑套外压力传导孔142设置在下外筒140的安装有酸压滑套回锁弹簧170的区域。酸压

滑套外压力传导孔142用于平衡酸压滑套150的内外压力，避免密闭空间190的酸压滑套回

锁弹簧170所在的部分因酸压滑套150的下行(向后端方向行进)而导致该空间内压缩压力

太大，导致酸压滑套150正常的下行受阻，从而影响酸压滑套150的打开程度。

[0039] 下面简述根据本发明的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300的酸压单元100的工作原理。酸压

滑套150在安装时，对酸压滑套回锁弹簧170产生了一定的预紧压缩力。此时，酸压滑套回锁

弹簧170反推力作用于酸压滑套150的后端面上，从而将酸压滑套150向前推进。当酸压滑套

150上的剪切销钉180抵达酸压内孔121内的前沿时，酸压滑套回锁弹簧170的压缩反弹力不

能剪断剪切销钉180，导致酸压滑套150限位在此位置，并且保证了酸压滑套150覆盖注酸孔

141，使得酸压滑套150处于密封关闭状态。此时，酸压滑套前斜端面与内锁片后斜端面有一

定的距离。在酸压基管120内的酸压液通过酸压内孔121注入密闭空间190进行增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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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液体压力将作用在酸压滑套150上，并推动酸压滑套150下行。当液体压力小于剪切销钉

180的临界剪断力时，剪切销钉180阻碍酸压滑套150向下继续运动，从而保证酸压滑套150

的密封状态。当酸压滑套150所受压力大于剪切销钉180的临界剪断力时，剪切销钉180被剪

断，酸压滑套150继续下行而打开注酸孔141。此时，酸压内孔121与注酸孔141构成一个连通

的流体通道，从酸压基管120内输送过来的酸压液体得以通过该流体通道而进入储层，进行

酸压作业。在酸压过程中，注入酸液的压力大于地层压力，从而保证滑套一直处于打开状

态。

[0040] 当酸压完成并达到注入的酸液规模后，井口暂停泵入酸液增压。此时，酸压基管

120内的液体压力与酸压基管120外井筒中的储层压力相对一致。在酸压滑套回锁弹簧170

的预压缩的回弹力下，酸压滑套150被向前推动。当内锁片后斜面与酸压滑套前斜面吻合接

触时，产生的压力导致内锁片161回缩。当酸压滑套回锁弹簧170的反弹力推动酸压滑套150

使得凹槽152完全越过内锁片161时，内锁片161酸压滑套回锁弹簧170的回弹力的作用下嵌

入到凹槽152中。此时，酸压滑套150的凹槽152的前竖直端面与内锁片161的前竖直端面平

行紧贴，使得酸压滑套150无法后行，从而实现酸压滑套150永久关闭。

[0041] 图2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300的控水短节200的结构。如图2所

示，控水短节200包括控水基管210。控水基管210大致呈中空圆柱体结构，在控水基管210的

前端安装连接有控水短节母扣接头220。控水短节母扣接头220用于连接油管而与酸压单元

100相连接。如图1所示，在酸压单元100的后端设有酸压基管公扣122，酸压基管公扣122用

于连接油管。通过控水短节母扣接头220及酸压基管公扣122分别与油管连接，从而实现了

控水短节200与酸压单元100的安装连接。

[0042] 根据本发明，控水短节200还包括控水机构270。如图2所示，控水机构270设置在控

水基管210的侧壁外侧。另外，在控水基管210的外部套接有控水机构外筒250。控水机构外

筒250大致呈中空圆柱体结构，其内直径大于控水基管210的直径，从而在控水基管210与控

水机构外筒250之间形成了控水机构内流道260。控水机构内流道260的后端封闭，在控水机

构内流道260的前端且处于控水机构外筒250与控水基管210之间设有滤砂网230，用于在生

产过程中进行防砂。控水机构270处于控水机构内流道260的靠近后端的位置，从而使得控

水机构内流道260通过控水机构270与控水基管210的中空管道相连通。

[0043] 在本实施例中，滤砂网230通过滤砂网接箍固定安装到控水基管210的外侧表面。

在生产过程中，井筒中的流体，通过滤砂网230上的滤砂网孔231进入控水机构内流道260

中。控水机构内流道260中的流体再通过控水机构270进入控水基管210的中空管道内。控水

机构270具有稳油控水，增加水相入流阻力，促进油相流动的功能，从而能够达到调流控水

的目的。并且，该装置具有单向流动功能，使得流体只能从井筒通过滤砂网孔231流入控水

机构内流道260，然后，通过只能单向流动的控水机构270进入控水基管210内，最后被采油

管柱采出。滤砂网230能够有效过滤井筒中的流体杂质，提高生产质量，以及控水机构270能

够有效地实现调流控水，促进油相流动，大大提高了采油效率。

[0044] 图3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300的结构。如图3所示，酸压单元

100和控水短节200连接成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300的主体管柱，且安装在超深井水平井中。

在水平井筒中设置有若干膨胀封隔器340，膨胀封隔器340具有遇油遇水膨胀的特点，用于

对水平井筒进行分段。从而将水平井筒从靠近井口到远离井口依次分段，且依次定义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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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分段I、水平分段II直至水平分段N。在每两个相邻的膨胀封隔器340之间的水平分段内均

安装连接有酸压单元100和控水短节200，且酸压单元100处于靠近井口的位置。其中，水平

井的水平分段数取决于水平井的长度以及优化的分段数。此外，在主体管柱的后端设有导

引头350，导引头350方便了主体管柱的顺利下入。

[0045] 在本实施例中，根据本发明的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300在酸压施工时最先酸压远

离进口的N级水平分段，然后，依次酸压相邻的靠近井口的上一级水平分段N-1、N-2直至最

后酸压靠近井口的水平分段I。由此，从远离井口的N级水平分段到靠近井口的水平分段I中

的酸压单元100的剪切销钉180的临界剪断值Qn，设置为依次减小，即Qn＜Qn-1＜……＜Q1。同

时，相邻的水平分段内的剪切销钉180的临界剪断值的差值大于正常酸压过程中可能造成

的压力激动幅值，用以防止酸压靠近趾端附近水平分段时，打开邻近前部水平分段的酸压

滑套150。此外，酸压水平分段N的酸压压力Pn大于该水平分段内的剪切销钉180的临界剪断

值Qn。用以正常打开水平分段N内的酸压滑套150，并且酸压压力Pn设置为小于水平分段N-1

中剪切销钉180的临界剪断值Qn-1，用以防止酸压水平分段N时，打开水平分段N-1内的酸压

滑套150。当水平分段N酸压完成，此水平分段达到设计注入酸液后，井口停止注酸增压。此

时，井底基管内液体压力小于或者等于水平分段N中井筒液体压力，则酸压滑套150在酸压

滑套回锁弹簧170的反推动下，使得内锁片161嵌入到凹槽152中，从而将酸压滑套150关闭

密封，锁死酸压单元100。之后，井口小排量注酸增压验封，验证水平分段N内酸压滑套150是

否关闭密封。水平分段N内的验封压力设置为小于Qn-1，用以防止验封时打开水平分段N-1，

当验证水平分段N内酸压滑套已经关闭密封后，继续增压，酸压水平分段N-1。此时，Pn-1>

Qn-1，Pn-1<Qn-2，待完成水平分段N-1的酸压后，验证水平分段N-1内的酸压滑套150是否关闭。

以此类推，直至完成水平分段I内的酸压。

[0046] 根据本发明，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300还包括油管320和井口装置310。如图3所示，

在竖直井筒中设有悬挂封隔器330。悬挂封隔器330用于保证封隔油套环空，避免酸压时井

筒中的酸压液上返至油套环空中。在酸压作业完工后，悬挂密封悬挂封隔器330，丢手后取

出上部管柱并下入抽油设备进行生产，或者直接下入抽油设备进行生产。

[0047] 根据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酸压控水一体化方法。该方法通过使用酸压控水一体

化装置300实现酸压控水作业。首先，将酸压单元100和控水短节200下入到超深井的水平井

筒中，并通过膨胀封隔器340将水平井筒分成若干水平分段。之后，向井口注入酸液，最先酸

压远离井口的水平分段N，直至水平分段N酸压结束，停止注入酸液。之后，进行增压，直至关

闭密封已酸压水平分段的酸压滑套150，继续增压，酸压下一段相邻的靠近井口的水平分段

N-1。依次类推，直至酸压完靠近井口的水平分段I，完成所有水平分段的酸压作业。最后，悬

挂密封悬挂封隔器330，下入抽油设备，通过控水短节200控水调流，进行采油生产。

[0048] 根据本发明的酸压控水一体化装置300通过集成酸压单元100与控水短节200，在

解决超深水平井分段酸压并实现生产管柱全通径的基础上，将调流控水功能实现在该装置

上。由此，通过一趟管柱同时实现了超深水平井的分段酸压与调流控水，并保证了完井管柱

的全通径，利于后期采油作业和增产措施，进而降低了完井成本，提高了超深水平井控制区

域内产油量。

[0049]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案而已，并不构成对本发明

的任何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方案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但是对于本领域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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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来说，依然可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

进行等同替换。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

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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