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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注水井智能无线配水装置，其特征在

于：通过井筒移动悬吊式携带总流量计量的通信

单元的通信控制板电路与井下固定式分层注水

智能配水单元的通信控制板电路的无线传输有

机配合，在井下高压高温环境下，通信单元和井

下固定式分层注水智能配水单元的单片机系统

控制电机控制板电路开关水嘴的大小，通过无线

通信进行传输数据，对具有流量和压力采集存

储，对电机的驱动和过流保护进行控制，实现对

分层注水量的自如精确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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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注水井智能无线配水装置，包括通信单元、井下固定式分层注水智能配水单元,

其特征在于：  所述通信单元自下向上包括无线收发模块，与收发模块通过固定杆、密封组

件和锁紧螺母固定的固定筒，与固定筒螺纹连接的通信管柱，与通信管柱螺纹连接的转接

体，与转接体螺纹连接的电池筒，与电池筒螺纹连接的自设电磁流量计的或其它流量计的

悬挂头；在电池筒内设有电池，在通信管柱内设有通信控制板；所述井下固定式分层注水智

能配水单元自上向下包括上接头、与上接头内螺纹连接的上导向体、与上接头外螺纹连接

的上连接套、与上导向体内螺纹连接的偏心管、与上连接套内螺纹连接的主体、与主体外螺

纹连接的下连接套、与下连接套内螺纹连接的下接头、与偏心管下端外螺纹连接的且设在

下连接套内部的且与下接头内螺纹连接的下导向体；在上连接套与偏心管之间的环形空间

的上部设有电池腔，在环形空间的中部一侧的偏心管上设有通信控制板和电机控制板，在

下连接套与偏心管之间的环形空间的主体与下导向体之间的偏心管上设有出水口，在与电

机控制板同侧的主体上从上向下设有电机、与电机轴相连的连轴器、通过固定体和轴承与

连轴器相连的转接轴、与转接轴固定相连的丝杠、与丝杠螺纹相连的丝杠套、与丝杠套通过

密封件动配合相连的阀套；阀套下端与出水口相通，在阀套的上部横向上设有由弹簧和阀

芯控制的水嘴，水嘴与主体上所设的出水孔相连；在下连接套与偏心管之间的环形空间内

设有无线收发模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注水井智能无线配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筒设为

圆柱形，上端和下端设有母螺纹，中部的上端和下端设有电池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注水井智能无线配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管柱设

为圆柱形，上下端设有母螺纹，在中部上端和下端设有两个通信控制板固定架，在两个通信

控制板固定架上设有一块通信控制板，在上下通信控制板固定架中心设有通信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注水井智能无线配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导向体和

下导向体设为对称式的圆柱形，在上导向体的上部设有偏于轴线喇叭口式的偏心孔，下部

设有偏于轴线的圆柱形偏心孔；在下导向体的上部设有偏于轴线的圆柱形偏心孔，下部设

有偏于轴线喇叭口式的偏心孔；在上导向体的喇叭口的外周设有公螺纹，在圆柱形偏心孔

的内周和外周设有密封圈；在下导向体的喇叭口的外周设有公螺纹，在圆柱形偏心孔的内

周和外周设有密封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注水井智能无线配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设为圆

柱形，上部和下部设有公螺纹，上端面至下端面设有同心的偏心孔，在壁厚一侧的上端面至

下端面设有一个圆孔，圆孔的下部直径大于中部直径，且中部直径小于上部直径，在圆孔内

从上向下设有电机、与电机轴相连的连轴器、通过固定体和轴承与连轴器相连的转接轴、与

转接轴固定相连的丝杠、与丝杠螺纹相连的丝杠套、与丝杠套通过密封件动配合相连的阀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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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注水井智能无线配水装置

所属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注水井智能无线配水装置，属油田开发注水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油田采油的中后期，油层的压力逐渐下降，当油层的压力下降到低于油气的饱

和压力时，就会严重影响采收原油的效率，此时常采用注水驱油的方法来提高开采效率。由

于地层的非均质形，各个地层在不同时期的需注水量各不相同，笼统注水显然不行，为调整

层间矛盾，控制原油含水上升，提高原油采收率，对多层油田实行分层注水。

[0003] 最初采用固定式水嘴，这种调配方式需要反复投劳堵塞器和更换水嘴，平均单井

更换水嘴的时间需要4～6天，劳动强度大并且费时间。随着技术的发展，可调式堵塞器代替

固定式水嘴，节省了时间。这种方式是通过机械结构完成井下的堵塞器与下井仪器机械臂

的对接，从而控制水嘴孔径大小实现配水的自动调节。目前这种可调配水器提高了测试效

率，缩短了测试和调配时间，但依然存在着诸多缺点：

[0004] ①在注水井的特殊环境中，机械结构的可靠性不高；

[0005] ②长期注水伴随结垢、腐蚀等问题，造成测调过程中经常出现遇阻、遇卡、无法投

拔注水芯子等情况；

[0006] ③测试合格率低，测试精度误差大，对小注入量的注水层无法做到精细注水；

[0007] ④各层吸水情况不能随时掌握。

[0008] 目前国际上几大石油公司如油井动态公司、贝克休斯和斯伦贝谢等在智能井上有

所发展，尤其贝克休斯在井下实现无线通信技术有所建树。随着我国无线通信技术的高速

发展，人们逐渐着眼于对井下的无线通信技术的研究。而且我国石油开采已经到高含水量

时期，各油田也越来越注重二次开采技术的改善，将无线通信技术应用到注水量的配注中，

会更有效的提高注水的效率，达到稳定的注够水，注好水，从而提高原油的采收率。

[0009] 基于上述情况，立项进行研制一种无线智能测调一体的配水器，通过无线通信的

方式来实现可调式堵塞器和下井仪器的通信，进行数据传输，以期率先在国内研制出具有

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智能配水系统。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注水井智能无线配水装置，在井下高压高温环境下，实

现下井仪器单片机系统与单片机控制电机系统之间通过无线通信技术进行传输数据；实现

对智能测调配水器水量控制系统进行控制，流量和压力采集存储，电机驱动和过流保护，实

现对注水量的调控；

[0011]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以下方式实现的：

[0012] 通过井筒移动悬吊式携带总流量计量的通信单元与井下固定式分层注水智能配

水单元的无线传输有机配合，在井下高压高温环境下，通信单元和井下固定式分层注水智

能配水单元的单片机系统控制电机系统开关水嘴的大小，通过无线通信进行传输数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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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和压力采集存储，对电机的驱动和过流保护进行控制，实现对分层注水量的自如精确

调控。

[0013] 所述通信单元自下向上包括无线收发模块、与收发模块通过固定杆、密封组件和

锁紧螺母固定的固定筒、与固定筒螺纹连接的通信管柱、与通信管柱螺纹连接的转接体、与

转接体螺纹连接的电池筒、与电池筒螺纹连接的自设电磁流量计的或其它流量计的悬挂

头；在电池筒内设有电池，在通信管柱内设有通信控制板。

[0014] 所述电池筒设为圆柱形，上下端设有母螺纹，中部上下设有电池架。

[0015] 所述通信管柱设为圆柱形，上下端设有母螺纹，中部上下设有通信控制板固定架，

固定架上设有通信控制板，在上下固定架中心设有通信孔。

[0016] 所述固定筒设为圆柱形，上部设有公螺纹，下端面中心设有无线收发模块的卡口，

中心设有固定无线收发模块的中心孔，上端面中心设有带中心孔的锁紧螺帽，在无线收发

模块上顶中心设有固定杆，固定杆通过两道密封件与锁紧螺帽密封连接。

[0017] 所述井下固定式分层注水智能配水单元自上向下包括上接头、与上接头内螺纹连

接的上导向体、与上接头外螺纹连接的上连接套、与上导向体内螺纹连接的偏心管、与上连

接套内螺纹连接的主体、与主体外螺纹连接的下连接套、与下连接套内螺纹连接的下接头、

与偏心管下端外螺纹连接的且设在下连接套内部的且与下接头内螺纹连接的下导向体；在

上连接套与偏心管之间的环形空间的上部设有电池腔，中部一侧的偏心管上设有通信控制

板和电机控制板，在下连接套与偏心管之间的环形空间的主体与下导向体之间的偏心管上

设有出水口，在与电机控制板同侧的主体上从上向下设有电机、与电机轴相连的联轴器、通

过固定体和轴承与连轴器相连的转接轴、与转接轴固定相连的丝杠、与丝杠螺纹相连的丝

杠套、丝杠套通过密封件动配合相连的阀套；阀套下端与出水口相通，在阀套的上部横向上

设有由弹簧和阀芯控制的水嘴，水嘴与主体上所设的出水孔相连；在下连接套与偏心管之

间的环形空间内设有无线收发模块。

[0018] 所述上导向体和下导向体设为对称式的圆柱形，在上部和下部设有偏于轴线的喇

叭口式的偏心孔和圆柱形偏心孔，在喇叭口的外周设有公螺纹，在圆柱形偏心孔的内周和

外周设有密封圈。

[0019] 所述主体设为圆柱形，上部和下部设有公螺纹，上端面之下端面设有同心的偏心

孔，在壁厚一侧的上端面至下端面设有一个圆孔，圆孔的中下部直径小于中上部直径，下部

直径大于中下部直径小于中上部直径，在中上部圆孔内从上向下逐序设有电机，与电机轴

相连的连轴器、通过固定体和轴承与连轴器相连的转接轴、与转接轴固定相连的丝杠、与丝

杠螺纹相连的丝杠套、与丝杠套通过中下部圆孔内的密封件相连的下部圆孔内的阀套；

[0020] 所述通信单元的通信控制板电路包括CPU处理电路、电源供电电路、RS232串口通

信电路、超声波发送调制电路、超声波接收解调电路；CPU处理电路采用单片机

ATMEGA1284P-AU作为控制运算芯片，ATMEGA1284P是一款高性能、低功耗的8位AVR单片机，

设有先进的RISC结构，共32个8位通用工作寄存器，131条指令，控制运算芯片上包含128K字

节的可编程闪存程序存储器，4K字节的EEPROM和16K字节的SROM；由JTAG(IEEE  1149.1标准

兼容)接口支持控制运算芯片调试，通过JTAG接口对Flash，EEPROM，Fuses,Lock  Bits编程；

ATMEGA1284P有六个PWM通道，利用PWM通道发送数据信号，数据信号经调制后由无线收发模

块Ⅰ转换成超声波信号发送给井下智能配水器；ATMEGA1284P设有两个具有独立预分频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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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模式的8位定时/计数器，两个具有独立预分频器,比较功能和捕捉功能的16位定时/计

数器，利用16位定时/计数器的捕捉功能处理解调后的信号，经ATMEGA1284P单片机解算出

相关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

[0021] 所述井下固定式分层注水智能配水单元的电机控制板的电路包括电池正极电压、

电池负极电压、正极电压与负极电压之间的调节电路、三极管、二极管、电容、电阻，其中MA、

MB接直流电机的正负极，MGV+接+24V电压，当K2的电压比K3的电压高时，电机正转；反之，电

机反转。

[0022] 本发明具有的主要优点：

[0023] ①避免下井仪器与堵塞器之间采用机械结构对接的不可靠性，提高效率，降低成

本；

[0024] ②非接触的通信方式使得下井仪器即使未准确达到配注层时与配水器也有良好

的数据传输；

[0025] ③适应性强，在不改变现有分层测试技术及工艺管柱的参数基础上进行原有技术

的延伸和发展；

[0026] ④精细注水，提高目前测试工艺的精度。

附图说明

[0027] 图1-本发明的通信单元结构原理示意图。

[0028] 图2-井下固定式分层注水智能配水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井下固定式分层注水智能配水单元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30] 图4-图3中A-A的截面示意图

[0031] 图5-通信单元的通信控制板电路原理图

[0032] 图6-通信单元的通信控制板的供电电路原理图

[0033] 图7-通信单元的通信控制板的RS232串口通信电路原理图

[0034] 图8-通信单元的通信控制板的超声波发送调制电路原理图

[0035] 图9-通信单元的通信控制板的滤波器的放大电路原理图

[0036] 图10-井下固定式分层注水智能配水单元的电机控制电路

[0037] 图1中1-无线电收发模块I、2-固定筒、3-密封组件、4-锁紧螺母、5-通信管柱、6-通

信控制板、7-转接体、8-电池筒、9-电池、10-悬挂头。

[0038] 图2、3、4中11-上接头、12-上导向体、13-上连接套、14-环形空间、15-电池腔、16-

偏心管、17-通信控制板、18-电机控制板、19-电机、20-电机固定件、21-连轴器、22-转接轴、

23-转接轴固定件、24-轴承、25-丝杠、26-丝杠套、27-阀套、28-单向阀阀座、29-主体、30-挡

块、31-单向阀阀芯、32-弹簧、33-无线收发模块II、34-水嘴、a-阀芯孔、b-出水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为进一步公开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结构原理和工作原理

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0] 通过井筒移动悬吊式携带总流量计量的通信单元与井下固定式分层注水智能配

水单元的无线传输有机配合，在井下高压高温环境下，通信单元和井下固定式分层注水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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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配水单元的单片机系统控制电机系统开关水嘴的大小，通过无线通信进行传输数据，对

具有流量和压力采集存储，对电机的驱动和过流保护进行控制，实现对分层注水量的自如

精确调控。

[0041] 如图1所示：所述通信单元自下向上包括无线收发模块1、与收发模块通过固定杆、

密封组件3和锁紧螺母4固定的固定筒2、与固定筒2螺纹连接的通信管柱5、与通信管柱螺纹

连接的转接体7、与转接体螺纹连接的电池筒8、与电池筒螺纹连接的自设电磁流量计的或

其它流量计的悬挂头10；在电池筒内设有电池9，在通信管柱内设有通信控制板6。

[0042] 如图2、3、4所示：所述井下固定式分层注水智能配水单元自上向下包括上接头11、

与上接头内螺纹连接的上导向体12、与上接头外螺纹连接的上连接套13、与上导向体12内

螺纹连接的偏心管16、与上连接套内螺纹连接的主体29、与主体外螺纹连接的下连接套36、

与下连接套内螺纹连接的下接头37、与偏心管下端外螺纹连接的且设在下连接套内部的与

下接头内螺纹连接的下导向体35；在上连接套与偏心管之间的环形空间14的上部设有电池

腔15，中部一侧的偏心管上设有通信控制板17和电机控制板18，在下连接套与偏心管之间

的环形空间的主体与下导向体之间的偏心管上设有出水口b，在与电机控制板同侧的主体

上从上向下设有电机19、与电机轴相连的连轴器21、通过固定体23和轴承24与连轴器相连

的转接轴22、与转接轴固定相连的丝杠25、与丝杠螺纹相连的丝杠套26、与丝杠套通过密封

件动配合相连的阀套27；阀套下端与出水口b相通，在阀套的上部横向上的阀芯孔a内设有

由弹簧32和阀芯31控制的水嘴34，水嘴34与主体上所设的出水口b相通；在下连接套与偏心

管之间的环形空间内设有无线收发模块33。通过井筒移动悬吊式携带总流量计量的通信单

元与井下固定式分层注水智能配水单元的无线传输有机配合，在井下高压高温环境下，通

信单元和井下固定式分层注水智能配水单元的单片机系统控制电机系统开关水嘴的大小，

通过无线通信进行传输数据，对具有流量和压力采集存储，对电机的驱动和过流保护进行

控制，实现对分层注水量的自如精确调控。

[0043] 如图5所示：所述通信单元的通信控制板包括CPU处理电路、电源供电电路、RS232

串口通信电路、超声波发送调制电路、超声波接收解调电路；CPU处理电路采用单片机

ATMEGA1284P-AU作为控制运算芯片，ATMEGA1284P是一款高性能、低功耗的8位AVR单片机，

设有先进的RISC结构，共32个8位通用工作寄存器，131条指令，控制运算芯片上包含128K字

节的可编程闪存程序存储器，4K字节的EEPROM和16K字节的SROM；由JTAG(IEEE  1149.1标准

兼容)接口支持控制运算芯片调试，通过JTAG接口对Flash，EEPROM，Fuses,Lock  Bits编程；

ATMEGA1284P有六个PWM通道，利用PWM通道发送数据信号，数据信号经调制后由无线收发模

块Ⅰ转换成超声波信号发送给井下智能配水器；ATMEGA1284P设有两个具有独立预分频器和

比较模式的8位定时/计数器，两个具有独立预分频器,比较功能和捕捉功能的16位定时/计

数器，利用16位定时/计数器的捕捉功能处理解调后的信号，经ATMEGA1284P单片机解算出

相关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

[0044] 如图10所示：所述井下固定式分层注水智能配水单元的电机控制板的电路包括电

池正极电压、电池负极电压、正极电压与负极电压之间的调节电路、三极管、二极管、电容、

电阻，其中MA、MB接直流电机的正负极，MGV+接+24V电压，当K2的电压比K3的电压高时，电机

正转；反之，电机反转。

[0045] 如图6电源供电电路利用LM2596T5.0把外部提供的+24V电源转换成+5V电源，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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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滤波后给单片机及其他电路供电。LM2596T5.0开关电压调节器是降压型电源管理单

片集成电路，能够输出3A的驱动电流，同时具有很好的线性和负载调节特性。该器件内部集

成频率补偿和固定频率发生器，开关频率为150KHz，与低频开关调节器相比较，可以使用更

小规格的滤波元件。由于该器件只需4个外接元件，可以使用通用的标准电感，这更优化了

LM2596的使用，极大地简化了开关电源电路的设计。

[0046] 如图7所示：RS232串口通信电路是井上通信单元与上位机进行数据交换的主要电

路，采用MAX232芯片，通信速率为115200bps，8位数据位。主要与上位机进行各层注水参数

的传输。

[0047] 如图8所示：超声波接收解调电路：无线收发模块Ⅰ接收到信号后经两级多路负反

馈二阶有源带通滤波器得到中心频率为fc(即无线收发模块Ⅰ的频率)的波形信号。

[0048]

[0049] 令C66＝C67＝C，Req是R39和R38并联的值，R3＝R42

[0050] 如图9所示：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通信距离和环境来调整带通滤波器的放大倍

数。放大倍数不宜过大，因为放大倍数越大时，电源干扰也被放大得越大。

[0051] 把通信单元的通信控制板17通过RS232串口与上位机连接，给通信单元的通信控

制板6通电，上位机发送各层注水参数给通信单元的通信控制板6。通信单元的通信控制板

的单片机存储各层注水参数后断电，断开与上位机的连接，给通信单元的通信控制板通电

并与流量计连接。下井到调配层，此时通信控制板6根据存储的上位机注水参数产生调制信

号，通过无线收发模块I转换成超声波信号发送给通信控制板17，通信控制板17通过无线收

发模块Ⅱ接收到超声波信号并转换成电信号，通信控制板17通过滤波、放大等方法把转换

后的电信号解调成可处理信号，通信控制板17的CPU把可处理信号解算成各层对应的注水

参数，根据解算出的注水参数控制电机19正反转实现水嘴34的调节。各层注水调节完成后

通过流量计检测配水器的工作状态，并将井下各层录取数据反馈到上位机，如与所要注水

量发生偏差，重新录入数据进行再次水嘴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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