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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涡轮式井下水力振荡器，属

石油井下设备技术领域。包括上壳体、下壳体、上

接头、下接头、花键套和中间接头，上壳体和下壳

体之间通过中间接头相互螺纹连接，下壳体的端

头螺纹安装有下接头，上壳体的端头通过花键套

螺纹安装有上接头；下壳体内通过涡轮轴端帽和

推力轴承装有涡轮轴。该水力振荡器采用涡轮驱

动，没有偏心运动引起的横向振动，对LWD、MWD等

工具的信号采集工作不产生影响；通过自身轴向

的周期性高频蠕动，使钻柱与井壁之间的摩擦条

件发生变化、钻柱弹性送钻的瞬时滑动摩擦系数

的增长速度降低，从而降低摩阻、提高机械钻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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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涡轮式井下水力振荡器，包括上壳体（1）、下壳体（2）、上接头（3）、下接头（4）、花

键套（5）和中间接头（6），其特征在于：上壳体（1）和下壳体（2）之间通过中间接头（6）相互螺

纹连接，下壳体（2）的端头螺纹安装有下接头（4），上壳体（1）的端头通过花键套（5）螺纹安

装有上接头（3）；所述的上壳体（1）与花键套（5）螺纹连接；上壳体（1）上设有排液孔（21）；下

壳体（2）内通过涡轮轴端帽（7）和推力轴承（8）装有涡轮轴（9），涡轮轴（9）上通过扶正轴承A

（10）和扶正轴承B（11）装有涡轮组件，扶正轴承A（10）通过涡轮轴端冒（7）与涡轮轴（9）螺纹

固定，扶正轴承B（11）通过涡轮轴轴肩固定在涡轮轴（9）上；推力轴承（8）一端的下壳体（2）

内通过阀座（14）安装有阀盘（15）；阀盘（15）中心轴线处开设有通孔，以为推力轴承（8）减少

载荷；阀座（14）与下接头螺纹连接；阀盘（15）和阀座（14）上分别设有两个对应的过流孔

（16），阀盘（15）和阀座（14）的过流孔（16）端面之间设置有间隙，其目的是防止钻井液过流

面积最小时系统产生憋压现象；阀盘（15）与涡轮轴（9）螺纹连接；涡轮轴端帽（7）一侧的上

壳体（1）内安装有台阶轴（17），花键套（5）与台阶轴（17）螺纹连接；台阶轴（17）与上接头（3）

螺纹连接；台阶轴（17）上通过台阶轴端帽（18）装有活塞（19），活塞（19）一侧的台阶轴（17）

上装有碟  形弹簧（20），碟  形弹簧（20）与活塞（19）接触连接所述的阀盘（15）上设置有压力

平衡腔，通过将低压引入压力平衡装置内腔，可使液流压力作用在阀盘（15）的端面并产生

一个沿轴向向上的作用力，该作用力可减小推力轴承（8）的负载，以延长推力轴承（8）的工

作寿命和该水力振荡器的使用寿命；

工作时，阀盘（15）与阀座（14）上的过流孔（16）发生交错重叠，使钻井液在通过时的流

通面积发生周期性变化，进而使阀盘（15）上游液流压力发生周期性变化，产生了压力脉冲；

当阀盘（15）与阀座（14）之间的过流面积变小时，阀盘（15）上游压力升高，当阀盘（15）与阀

座（14）的过流孔分别位于中心轴线两侧时，阀盘（15）上游高压液流压力达到极大值，液流

压力作用在活塞（19）和台阶轴（17）上使碟形弹簧（20）压缩并将钻井液的高压动能转变为

碟簧势能进行存储，碟形弹簧（20）的压缩运动通过壳体将运动传递到钻头，从而使井底钻

具向下振动；

当阀盘（15）与阀座14之间的过流面积变大时，阀盘（15）上游压力降低，当过流面积最

大时，即当阀盘（15）与阀座（14）的过流孔分别位于中心轴线同一侧时，阀盘（15）上游高压

液流压力达到极小值，由于钻压大于极小的液流压力，碟形弹簧（20）释放能量并通过该水

力振荡器的壳体将运动传递到钻头，使钻头向上运动；由于涡轮组在高压钻井液作用下可

提供稳定的旋转运动，并具有一定的周期，在周期性压力脉冲作用下，该水力振荡器即可产

生沿轴向的周期性高频蠕动，使钻柱与井壁之间的摩擦条件发生变化、钻柱弹性送钻的瞬

时滑动摩擦系数的增长速度降低，从而降低摩阻、提高机械钻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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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涡轮式井下水力振荡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涡轮式井下水力振荡器，属石油井下设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各大油田勘探技术的不断深入，油井井身结构复杂度逐渐增加，长水

平、大斜度及多分支水平井等的数量增加等问题对钻井工程提出了新的现实要求，使水力

振荡器等工具的发展空间和需求得到了提升。就如何提高水平井水平段长度和实现快速钻

进等问题成为了石油产业相关研究关注的焦点。复杂的井身结构，不仅对钻井技术和方法

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且较大的井斜角使石油钻杆柱与井壁间的摩擦阻力明显增大，降低

了钻压的传递效率，影响了机械钻进速度。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由涡轮驱动，且耐高温、

磨损能力强，以改善钻压传递效果的涡轮式井下水力振荡器。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涡轮式井下水力振荡器，包括上壳体、下壳体、上接头、下接头、花键套和中间

接头，其特征在于：上壳体和下壳体之间通过中间接头相互螺纹连接，下壳体的端头螺纹安

装有下接头，上壳体的端头通过花键套螺纹安装有上接头；下壳体内通过涡轮轴端帽和推

力轴承装有涡轮轴，涡轮轴上通过扶正轴承A和扶正轴承B装有涡轮组件，推力轴承一端的

下壳体内通过阀座安装有阀盘；阀盘与涡轮轴螺纹连接；涡轮轴端帽一侧的上壳体内安装

有台阶轴，台阶轴上通过台阶轴端帽装有活塞，活塞一侧的台阶轴上装有蝶形弹簧，蝶形弹

簧与活塞接触连接。

[0006] 所述的扶正轴承A通过涡轮轴端冒与涡轮轴螺纹固定，扶正轴承B通过涡轮轴轴肩

固定在涡轮轴上。

[0007] 所述的阀座与下接头螺纹连接。

[0008] 所述的阀盘和阀座上分别设有两个对应的过流孔，阀盘和阀座的过流孔端面之间

设置有间隙。

[0009] 所述的花键套与台阶轴螺纹连接。

[0010] 所述的台阶轴与上接头螺纹连接。

[0011] 所述的上壳体与花键套螺纹连接。

[0012] 所述的上壳体上设有排液孔。

[0013] 本发明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4] 该水力振荡器的主体结构由纯金属零件组成，没有橡胶衬套等对高温比较敏感的

元器件，在深井和超深井中也能有较好的工作性能；采用涡轮驱动，没有偏心运动引起的横

向振动，对LWD、MWD等工具的信号采集工作不产生影响；通过自身轴向的周期性高频蠕动，

使钻柱与井壁之间的摩擦条件发生变化、钻柱弹性送钻的瞬时滑动摩擦系数的增长速度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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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从而降低摩阻、提高机械钻速；轴承负载小，使用寿命长。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的阀盘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的阀座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图1中的A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图1中的B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上壳体，2、下壳体，3、上接头，4、下接头，5、花键套，6、中间接头，7、涡轮轴

端帽，8、推力轴承，9、涡轮轴，10、扶正轴承A，11、扶正轴承B，12、定子，13、转子，14、阀座，

15、阀盘，16、过流孔，17、台阶轴，18、台阶轴端帽，19、活塞，20、蝶形弹簧，  21、排液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该涡轮式井下水力振荡器包括上壳体1、下壳体2、上接头3、下接头4、花键套5和中

间接头6。上壳体1和下壳体2之间通过中间接头6相互螺纹连接，下壳体2的端头螺纹安装有

下接头4，上壳体1的端头通过花键套5螺纹安装有上接头3；上壳体1与花键套5之间螺纹连

接。

[0022] 下壳体2内通过涡轮轴端帽7和推力轴承8装有涡轮轴9，涡轮轴9上通过扶正轴承

A10和扶正轴承B11装有涡轮组件。涡轮组件由依次安装在涡轮轴9上的涡轮定子12和转子

13构成。扶正轴承A10通过涡轮轴端冒7与涡轮轴9螺纹固定，扶正轴承B11通过涡轮轴9的轴

肩固定在涡轮轴9上，由此实现轴向定位并压紧定子12和转子13。

[0023] 推力轴承8一端的下壳体2内通过阀座14安装有阀盘15；阀盘15与涡轮轴9螺纹连

接，并随涡轮轴9旋转；阀座14与下接头4螺纹连接。阀盘15和阀座14上分别设有两个对应的

过流孔16，阀盘15和阀座14的过流孔端面之间设置有间隙。

[0024] 该水力振荡器的推力轴承8用来承受涡轮轴9的轴向力并保证涡轮轴9的对中性，

推力轴承8一侧由涡轮轴9的轴肩进行轴向定位，推力轴承8另一侧由阀盘15定位。

[0025] 阀盘15中心轴线处开设有通孔，以为推力轴承8减少载荷；阀盘15和阀座14的过流

孔16端面之间的间隙，其目的是防止钻井液过流面积最小时系统产生憋压现象。

[0026] 涡轮轴端帽7一侧的上壳体1内安装有台阶轴17，台阶轴17分别与上接头3和花键

套5螺纹连接。台阶轴17上通过台阶轴端帽18装有活塞19，活塞19一侧的台阶轴17上装有蝶

形弹簧20，蝶形弹簧20与活塞19接触连接。上壳体1设置有排液孔21，用来将泄露进碟簧空

间的钻井液排出到钻柱环形空间。

[0027] 由于该水力振荡器的台阶轴17通过螺纹连接在上接头3上，且与花键套5的内台阶

面形成台阶配合；从而可对套在台阶轴17上的多片碟形弹簧20构成的碟簧组通过活塞19和

台阶轴17的轴肩端面进行轴向固定，并在提升钻柱时可防止卡钻等事故致使钻头掉落井底

的现象。

[0028] 该水力振荡器的上接头3、花键套5、台阶轴17、上壳体1、碟形弹簧20、活塞19、台阶

轴端帽7构成振动短节。

[0029] 涡轮轴端帽7、扶正轴承A10、定子12、转子13、涡轮轴9、扶正轴承B11、推力轴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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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壳体2、下接头4构成动力短节。

[0030] 该水力振荡器工作时，其上部通过上接头3与钻杆连接，下部通过下接头4与钻柱

及钻头连接。工作过程中，钻杆内部高压钻井液的作用驱动涡轮组的转子13旋转，形成绕涡

轮中心轴线的同心旋转运动，从而将高压钻井液的动能转化为高速旋转的机械能，并通过

涡轮轴9传递到阀盘15，由于阀盘15与涡轮轴9螺纹连接且随涡轮轴9一起高速旋转，在阀盘

15高速旋转时，阀盘15与阀座14上的过流孔16发生交错重叠，使钻井液在通过时的流通面

积发生周期性变化，进而使阀盘15上游液流压力发生周期性变化，即产生了压力脉冲。

[0031] 这一过程中，当阀盘15与阀座14之间的过流面积变小时，阀盘15上游压力升高，当

过流面积最小时，即当阀盘15与阀座14的过流孔分别位于中心轴线两侧时，阀盘15上游高

压液流压力达到极大值，极大的液流压力作用在活塞19和台阶轴17上使碟形弹簧20压缩并

将钻井液的高压动能转变为碟簧势能进行存储，碟形弹簧20的压缩运动通过壳体将运动传

递到钻头，从而使井底钻具向下振动。

[0032] 当阀盘15与阀座14之间的过流面积变大时，阀盘15上游压力降低，当过流面积最

大时，即当阀盘15与阀座14的过流孔分别位于中心轴线同一侧时，阀盘15上游高压液流压

力达到极小值，由于钻压大于所述极小的液流压力，此前处于压缩状态的碟形弹簧20释放

能量，碟形弹簧20伸长并通过该水力振荡器的壳体将运动传递到钻头，使钻头向上运动。由

于涡轮组在高压钻井液作用下可提供稳定的旋转运动，并具有一定的周期，在周期性压力

脉冲作用下，该水力振荡器即可产生沿轴向的周期性高频蠕动，使钻柱与井壁之间的摩擦

条件发生变化、钻柱弹性送钻的瞬时滑动摩擦系数的增长速度降低，从而降低摩阻、提高机

械钻速。

[0033] 该水力振荡器的阀盘15上设置有压力平衡腔，通过将低压引入压力平衡装置内

腔，可使液流压力作用在阀盘15的端面并产生一个沿轴向向上的作用力，该作用力可减小

推力轴承8的负载，从而延长推力轴承8的工作寿命；进而延长该水力振荡器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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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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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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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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