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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复合式弹壳的增压射孔弹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具有复合式弹壳的增压

射孔弹，它包括弹壳、药型罩和聚能火药，所述弹

壳内置有所述药型罩，在弹壳与药型罩构成的容

腔内填充所述聚能火药，其特点是：还包括增压

单元和端盖，所述弹壳由金属外壳、在金属外壳

的内壁上复合碳纤维层组成，弹壳的开口端内部

设有所述增压单元，弹壳的开口端与端盖固连。

工作过程是：其聚能火药起爆后金属药型罩形成

金属射流，复合燃料层跟随金属射流进入射流孔

道，爆炸冲击将增压单元同时推入射流孔道，复

合燃料层与增压单元在孔道内混合，加剧爆炸燃

烧，释放出大量高温气体，对射流孔道产生冲刷

压裂效果，消除孔道压实污染，扩大裂缝，提高了

冲刷压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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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复合式弹壳的增压射孔弹，它包括弹壳、药型罩和聚能火药，所述弹壳内置

有所述药型罩，在弹壳与药型罩构成的容腔内填充所述聚能火药，其特征是：还包括增压单

元和端盖，所述弹壳由金属外壳、在金属外壳的内壁上复合碳纤维层组成，弹壳的开口端内

部设有所述增压单元，弹壳的开口端与端盖固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复合式弹壳的增压射孔弹，其特征是：在药型罩外壁上设置

复合燃料层，复合燃料层总质量为增压单元质量的20～30%。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复合式弹壳的增压射孔弹，其特征是：所述增压单元为圆环

体，增压单元的内孔轴线与药型罩轴线同轴。

4.如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具有复合式弹壳的增压射孔弹，其特征是：所述增压单元的

内孔直径与弹壳容腔的口部直径具有如下关系：

d=0.5D～0.6D               （1）

式中：d—增压单元的内孔直径；D—弹壳容腔的口部直径。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复合式弹壳的增压射孔弹，其特征是：所述增压单元朝向药

型罩的一面设有凹下的弧面。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复合式弹壳的增压射孔弹，其特征是：所述端盖的中心设有

通孔、外周设有卡爪，端盖中心设有的通孔直径与增压单元的内孔直径相同、其轴线同轴。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复合式弹壳的增压射孔弹，其特征是：所述端盖为耐高温塑

料材质，其中心通孔处设有防水贴纸，以使弹壳内形成密闭空间，防止内部材料受潮污染。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复合式弹壳的增压射孔弹，其特征是：所述弹壳的口部外周

表面设置卡槽，端盖外周设置的卡爪卡在弹壳口部外周表面设置的卡槽内，以保护增压单

元、并防止其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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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复合式弹壳的增压射孔弹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油气田开采设备，特别涉及射孔作业器材，是一种具有复合式弹

壳的增压射孔弹。

背景技术

[0002] 在石油开采领域，射孔及压裂作业是完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业时，由射孔

枪携带射孔弹至地层射孔段，射孔弹起爆后产生的金属射流穿透地层形成孔道，完成射孔

作业。由于射孔作业受空间环境所限，产生的地层射孔穿深浅，孔道狭小，需后续压裂作业

扩大射孔孔道并产生大量裂缝以提高油气产出量。当前，射孔作业已逐渐发展为采用复合

射孔器进行射孔兼顾压裂效果的方式进行作业，即可消除孔道压实污染，又可提高压裂效

果，使得一次射孔即可得到较理想的孔道效果，提高了油气产量，同时减轻了作业复杂程

度，降低了劳动强度及成本。复合射孔器通常由射孔器枪身、弹架、常规射孔弹、及药盒或药

块（片）组成。工作时，射孔弹起爆后形成射流穿孔，同时引燃弹架与枪身之间的药盒或药块

（片）。药盒或药块（片）成分为混合燃烧火药，在射孔器枪身内燃烧产生的高温高压气体沿

射流穿孔外泄，进入射流孔道，对孔道壁进行冲刷，起到消除污染，提高压裂效果的目的。存

在的问题是：1、由于射孔器与石油套管存在间隙，例如直径140㎜石油套管通常配用直径

102㎜或127㎜射孔器射孔，间隙可达10～20mm，射孔孔道直径通常为10㎜左右，相对较小，

火药燃烧产生的高温高压气体沿套管间隙大量外泄，进入射孔孔道的燃烧气体量减少，降

低了冲刷压裂效果。2、射孔器与枪身之间附加的药盒或药块（片）燃烧时产生高温高压气

体，容易伤害射孔器或枪身，燃烧火药量少，对二次冲刷压裂效果不明显；燃烧火药量大，容

易导致射孔器或枪身破裂炸枪、枪身射孔孔眼产生过大的毛刺，上述问题均能够导致作业

后射孔器卡在套管中无法退出，甚至造成对石油套管的破坏，给后续作业带来困难。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一种具有复合式

弹壳的增压射孔弹。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技术问题的方案是：一种具有复合式弹壳的增压射孔弹，它包括

弹壳、药型罩和聚能火药，所述弹壳内置有所述药型罩，在弹壳与药型罩构成的容腔内填充

所述聚能火药，其特征是：还包括增压单元和端盖，所述弹壳由金属外壳、在金属外壳的内

壁上复合碳纤维层组成，弹壳的开口端内部设有所述增压单元，弹壳的开口端与端盖固连。

[0005] 所述弹壳顶部设置传爆孔与弹壳的容腔连通。

[0006] 在药型罩外壁上设置复合燃料层，复合燃料层总质量为增压单元质量的20～30%。

[0007] 所述复合燃料层为纳米铝粉、高纯铝粉、高氯酸钾组成的混合材料。

[0008] 所述复合燃料层的纳米铝粉、高纯铝粉、高氯酸钾的质量百分比为：纳米铝粉10～

20%、高纯铝粉60～80%、高氯酸钾10～20%，以上三种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0009] 所述增压单元为圆环体，增压单元的内孔轴线与药型罩轴线同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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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增压单元的内孔直径与弹壳容腔的口部直径具有如下关系：

[0011] d=0.5D～0.6D               （1）

[0012] 式中：d—增压单元的内孔直径；D—弹壳容腔的口部直径。

[0013] 所述增压单元朝向药型罩的一面设有凹下的弧面。

[0014] 所述增压单元为由铝粉、氧化铜、二氧化锰、高氯酸钾、燃烧火药和粘接剂组成的

复合材料。

[0015] 所述增压单元的铝粉、氧化铜、二氧化锰、高氯酸钾、燃烧火药和粘接剂的质量百

分比为：铝粉10～20%、氧化铜20～40%、二氧化锰10%～20%、高氯酸钾10%～20%、燃烧火药10

～20%、粘接剂2%，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0016] 所述端盖的中心设有通孔、外周设有卡爪，端盖中心设有的通孔直径与增压单元

的内孔直径相同、其轴线同轴。

[0017] 所述端盖为耐高温塑料材质，其中心通孔处设有防水贴纸，以使弹壳内形成密闭

空间，防止内部材料受潮污染。

[0018] 所述弹壳的口部外周表面设置卡槽，端盖外周设置的卡爪卡在弹壳口部外周表面

设置的卡槽内，以保护增压单元、并防止其脱落。

[0019] 所述药型罩为由金属粉末压制成型的锥形体。

[0020] 所述聚能火药为RDX、HMX、HNS、PYX的单质或混合炸药。

[0021]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是：其聚能火药起爆后，爆轰波产生的高温高压条件下压

垮金属药型罩形成金属射流，复合燃料层跟随金属射流进入射流孔道，爆炸冲击将增压单

元同时推入射流孔道，由纳米铝粉、高纯铝粉、高氯酸钾组成的混合材料的复合燃料层与由

铝粉、氧化铜、二氧化锰、高氯酸钾、燃烧火药和粘接剂组成的增压单元在孔道内混合，加剧

爆炸燃烧，释放出大量高温气体，对射流孔道产生冲刷压裂效果，消除孔道压实污染，扩大

裂缝，提高了冲刷压裂效果。

[002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23] 1.本实用新型的射孔弹在聚能火药正常起爆形成金属射流穿孔，在金属射流形成

孔道后，附带的复合燃料层与增压单元跟随射流进入孔道，在孔道内混合进行的氧化还原

反应，发生剧烈爆炸燃烧，二次释放大量高温高压气体，对射流孔道产生冲刷压裂效应。既

减轻了射孔器枪身承受压力，增大了孔道内后续冲刷压裂效果，又在减少了射孔器携带燃

烧火药药量的同时，提高了进入金属射流孔道的复合燃料量。并且能够通过合理配比复合

燃料层与增压单元各组成材料成分，使其反应充分，不留残余，对射孔孔道不形成二次污

染，具有自身清洁的作用效果；

[0024] 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射孔弹的增压单元与聚能火药具有最近的距离，

能够提高进入金属射流孔道的燃烧火药药量，进入孔道的增压单元所含铝粉、氧化铜及燃

烧火药在爆轰瞬间产生的高温高压下剧烈燃烧爆炸，释放出大量高温气体，对孔道进行进

一步冲刷压裂扩充，其燃烧作用时间远大于爆轰射流时间，并且地层中的氧化物也可参与

反应，可提高消除压实污染、扩大裂缝的效果；

[0025] 3本实用新型的射孔弹其复合燃料层与增压单元分离设置，聚能火药起爆瞬间复

合燃料层与增压单元间无明显反应，对爆轰波几乎无干扰，不影响金属射流稳定形成，进而

确保了射流穿孔性能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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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4  本实用新型射孔弹进行的试验时，将现有技术的药盒式复合射孔弹的燃烧火药

用量用于本实用新型射孔弹进行的试验中，出现射孔器炸裂现象，而本实用新型射孔弹的

增压单元为由铝粉、氧化铜、燃烧火药和粘接剂组成的复合材料，相对于现有技术的药盒式

复合射孔弹，其降低了燃烧火药用量，能够减少成本，也提高了安全性，并且压裂扩孔效果

仍优于现有技术的药盒式复合射孔弹；

[0027] 5  本实用新型射孔弹的弹壳设计为外层金属与内层碳纤维材料的复合结构，金属

弹壳内壁复合的碳纤维层，能够强化弹壳韧性，提高其抗压冲击性能。起爆时，弹壳的碳纤

维层可吸收大量扩散能量，降低了对射孔器枪身的爆炸冲击及弹壳破片杀害，起到保护枪

身及石油套管、减小射孔毛刺的作用；

[0028] 6本实用新型射孔弹提高了其加工、装配工艺统一性，生产、安装及作业高效便利，

同时具有良好的安全性。能够降低劳动复杂程度及生产成本。

[0029] 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工艺性好、安全性高、生产、安装及作业高效便利的优

点。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实用新型具有复合式弹壳的增压射孔弹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中：1  金属层，  2  碳纤维层，  3聚能火药，  4  增压单元，5  卡爪，6  端盖，  7药型

罩，  8 复合燃料层，  9  传爆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33] 参照图1，实施例1，本实施例一种具有复合式弹壳的增压射孔弹，它包括弹壳、药

型罩7、聚能火药3、增压单元4和端盖6，所述弹壳内置有所述药型罩7，在弹壳与药型罩7构

成的容腔内填充所述聚能火药3，弹壳顶部设置传爆孔9与弹壳的容腔连通，所述弹壳由金

属外壳1、在金属外壳1的内壁上复合碳纤维层2组成，在药型罩7外壁上设置复合燃料层8，

弹壳的开口端内部设有所述增压单元4，弹壳的开口端与端盖6固连。

[0034] 所述复合燃料层8为纳米铝粉、高纯铝粉、高氯酸钾组成的混合材料。

[0035] 所述复合燃料层8的纳米铝粉、高纯铝粉、高氯酸钾的质量百分比为：纳米铝粉10

～20%、高纯铝粉60～80%、高氯酸钾10～20%，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0036] 复合燃料层8总质量为增压单元4质量的20～30%。

[0037] 所述增压单元4为圆环体，增压单元4的内孔轴线与药型罩7轴线同轴。

[0038] 所述增压单元4的内孔直径与弹壳容腔的口部直径具有如下关系：

[0039] d=0.5D            （1）

[0040] 式中：d—增压单元4的内孔直径；D—弹壳容腔的口部直径。

[0041] 所述增压单元4朝向药型罩7的一面设有凹下的弧面。

[0042] 所述增压单元4为由铝粉、氧化铜、二氧化锰、高氯酸钾、燃烧火药和粘接剂组成的

复合材料。

[0043] 所述增压单元4的铝粉、氧化铜、二氧化锰、高氯酸钾、燃烧火药和粘接剂的质量百

分比为：铝粉10～20%、氧化铜20～40%、二氧化锰10%～20%、高氯酸钾10%～20%、燃烧火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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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粘接剂2%，上述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0044] 所述端盖6的中心设有通孔、外周设有卡爪5，端盖6中心设有的通孔直径与增压单

元4的内孔直径相同、其轴线同轴。

[0045] 所述端盖6为耐高温塑料材质，其中心通孔处外侧设有圆形的防水贴纸，以使弹壳

内形成密闭空间，防止内部材料受潮污染。

[0046] 所述弹壳的口部外周表面设置卡槽，端盖6外周设置的卡爪5卡在弹壳口部外周表

面设置的卡槽内，以保护增压单元4、并防止其脱落。

[0047] 所述药型罩7为由金属粉末压制成型的锥形体。

[0048] 所述聚能火药3为混合炸药。

[0049] 本实施例采用现有技术制造。

[0050] 本实施例的使用过程是：本实施例的聚能火药3起爆后，爆轰波产生的高温高压条

件下压垮金属药型罩7形成金属射流，复合燃料层8跟随金属射流进入射流孔道，爆炸冲击

将增压单元4同时推入射流孔道，由纳米铝粉、高纯铝粉、高氯酸钾组成的混合材料的复合

燃料层8与由铝粉、氧化铜、二氧化锰、高氯酸钾、燃烧火药和粘接剂组成的增压单元4在孔

道内混合，加剧爆炸燃烧，释放出大量高温气体，对射流孔道产生冲刷压裂效果，消除孔道

压实污染，扩大裂缝，提高了冲刷压裂效果。

[0051] 本实用新型不局限于本具体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不经过创造性

劳动的简单复制和改进均属于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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