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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射孔高频振动减震效果

测试及分析井下管柱和方法，包括钻杆或油管、

上射孔筛管、上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计、

高频多向减震器、下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

计、下射孔筛管、压力延时起爆器和射孔枪组。本

发明可以直接测量油气井射孔后，减震器对射孔

高频冲击加速度的减震程度，同时通过一系列信

号处理及分析方法，分析并得出减震器对射孔高

频振动信号的过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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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射孔高频振动减震效果测试及分析井下管柱，其特征在于，包括钻杆或油管(1)、上

射孔筛管(2)、上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计(3)、高频多向减震器(4)、下压力计托筒及

高频射孔压力计(5)、下射孔筛管(6)、压力延时起爆器(7)和射孔枪组(8)；

所述上射孔筛管(2)一端连接在钻杆或油管(1)下端，一端连接在上压力计托筒及高频

射孔压力计(3)上端，上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计(3)的下端连接高频多向减震器(4)，

高频多向减震器(4)的下端连接下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计(5)，下压力计托筒及高频

射孔压力计(5)的下端连接下射孔筛管(6)，下射孔筛管(6)的下端连接压力延时起爆器

(7)，压力延时起爆器(7)下端连接射孔枪组(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射孔高频振动减震效果测试及分析井下管柱，其特征在于，上

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计(3)包括上压力计托筒以及安装在上压力计托筒偏心槽内的

高频射孔压力计，上压力计托筒上端连接上射孔筛管(1)，下端连接高频多向减震器(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射孔高频振动减震效果测试及分析井下管柱，其特征在于，下

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计(5)包括下压力计托筒以及安装在下压力计托筒偏心槽内的

高频射孔压力计，下压力计托筒上端连接高频多向减震器(4)，下端连接下射孔筛管(6)。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射孔高频振动减震效果测试及分析井下管柱，其特征在

于，所述高频射孔压力计最高采样频率40000HZ，最高耐温175℃，最高耐压173MPa，能够同

时采集射孔瞬间压力、温度、横向冲击加速度及纵向冲击加速度。

5.一种射孔高频振动减震效果测试及分析方法，采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射孔高频振动

减震效果测试及分析井下管柱，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采用射孔高频振动减震效果测试及分析井下管柱采集井下射孔瞬间减震器前

后动态参数的变化情况；

步骤二：提取步骤一采集到的射孔瞬态参数，对比分析加速度降低程度；

步骤三：对步骤一采集到的信号进行频谱分析及频谱校正，对比得出高频振动信号滤

振情况。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射孔高频振动减震效果测试及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一具体为：将井下管柱下入油气井内，地面通过压力车向井筒内加压启动压力延时起爆

器，延时起爆射孔枪，同时连接在高频多向减震器两端的压力计监测到起爆信号后，激发高

频采样，采集射孔瞬间动态参数，包括射孔瞬间压力、温度、横向冲击加速度及纵向冲击加

速度。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射孔高频振动减震效果测试及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二中提取射孔瞬间动态参数，测出通过高频多向减震器后的射孔纵向冲击加速度即能够

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减震效果。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射孔高频振动减震效果测试及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三中对射孔所采集到的离散信号利用比值校正法进行频谱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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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孔高频振动减震效果测试及分析井下管柱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油气井射孔后振动减震效果测试及分析方法，尤其涉及一种油气

井射孔后产生的高频振动的减震效果测试及分析井下管柱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超高温超高压井、超深井不断增加，射孔爆炸后所产生的高频振动成为一

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在这种油气井射孔作业中，一般采用纵向减震器来缓解射孔振动

对油管柱的影响，但纵向减震器能否过滤掉高频振动、减震效果如何却不得而知。为了成功

采集射孔爆炸瞬间重要动态参数的变化情况，国内外推出了一些成熟的射孔动态PT仪。如

美国IES公司、Qwen公司、英国欧米伽公司等。美国IES公司公司的智能射孔PT仪能够记录压

力和温度数据，优点是可以在高冲击的环境下工作，最高抗冲击加速度50000g，缺点是不能

采集射孔加速度；Qwen公司的射孔PT仪可以测量温度、压力以及高低量程加速度，但最高耐

温123℃；英国欧米伽公司的射孔PT仪耐温175℃、耐压173Mpa，可同时采集包括压力、温度、

横向冲击力、纵向冲击力、电池电压在内的多通道数据。国内中科院四川分院、西安石油学

院、北京紫贝龙公司、大庆油田等只进行过简单的射孔PT仪设计，不能有效采集射孔瞬间数

据，所测得压力或加速度曲线无法反映射孔作业时由爆炸引起的管柱动态响应。以上技术

都实现射孔爆炸后的参数采集，但现有技术存在以下不足：1)无法测量出减震器的减震效

果如何，具体冲击加速度通过减震器后的降低程度；2)无法分析减震器对射孔高频振动信

号的过滤情况。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射孔高频振动减震效果测试及分析井下管柱和方法，以

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发明可以直接测量油气井射孔后，减震器对射孔高频冲击加速度

的减震程度，同时通过一系列信号处理及分析方法，分析并得出减震器对射孔高频振动信

号的过滤情况。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射孔高频振动减震效果测试及分析井下管柱，包括钻杆或油管、上射孔筛管、上压

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计、高频多向减震器、下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计、下射孔筛

管、压力延时起爆器和射孔枪组；

[0006] 所述上射孔筛管一端连接在钻杆或油管下端，一端连接在上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

孔压力计上端，上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计的下端连接高频多向减震器，高频多向减

震器的下端连接下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计，下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计的下端

连接下射孔筛管，下射孔筛管的下端连接压力延时起爆器，压力延时起爆器下端连接射孔

枪组。

[0007] 进一步地，上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计包括上压力计托筒以及安装在上压力

计托筒偏心槽内的高频射孔压力计，上压力计托筒上端连接上射孔筛管，下端连接高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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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减震器。

[0008] 进一步地，下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计包括下压力计托筒以及安装在下压力

计托筒偏心槽内的高频射孔压力计，下压力计托筒上端连接高频多向减震器，下端连接下

射孔筛管。

[0009] 进一步地，所述高频射孔压力计最高采样频率40000HZ，最高耐温175℃，最高耐压

173MPa，能够同时采集射孔瞬间压力、温度、横向冲击加速度及纵向冲击加速度。

[0010] 一种射孔高频振动减震效果测试及分析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步骤一：采用射孔高频振动减震效果测试及分析井下管柱采集井下射孔瞬间减震

器前后动态参数的变化情况；

[0012] 步骤二：提取步骤一采集到的射孔瞬态参数，对比分析加速度降低程度；

[0013] 步骤三：对步骤一采集到的信号进行频谱分析及频谱校正，对比得出高频振动信

号滤振情况。

[0014] 进一步地，步骤一具体为：将井下管柱下入油气井内，地面通过压力车向井筒内加

压启动压力延时起爆器，延时起爆射孔枪，同时连接在高频多向减震器两端的压力计监测

到起爆信号后，激发高频采样，采集射孔瞬间动态参数，包括射孔瞬间压力、温度、横向冲击

加速度及纵向冲击加速度。

[0015] 进一步地，步骤二中提取射孔瞬间动态参数，测出通过高频多向减震器后的射孔

纵向冲击加速度即能够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减震效果。

[0016] 进一步地，步骤三中对射孔所采集到的离散信号利用比值校正法进行频谱校正。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18] 本发明可以准确测量油气井射孔后产生的冲击振动的减震效果，通过先对比分析

减震器前后的射孔纵向冲击加速度降低程度，得出减震效果。再采用比值校正法分别对减

震器前后的信号进行频谱校正，再对比减震器前后的压力波频谱，分析同一频率下的幅值

降低情况，由此可以分析不同频率振动信号的滤振情况，改进减震器对射孔高频振动的滤

振效果，对于设计和改进射孔减震管柱具有重要工程意义。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井下管柱的示意图；

[0020] 其中，1、钻杆或油管；2、上射孔筛管；3、上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计；4、高频

多向减震器；5、下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计；6、下射孔筛管；7、压力延时起爆器；8、射

孔枪组。

[0021] 图2为XX501射孔纵向冲击加速度。

[0022] 图3为XX501压力波频谱校正结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4] 一种射孔高频振动减震效果测试及分析井下管柱，包括钻杆或油管1、上射孔筛管

2、上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计3、高频多向减震器4、下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计

5、下射孔筛管6、压力延时起爆器7、射孔枪组8。利用图1所示管柱进行减震器减震前后的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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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数据采集，对比得出射孔冲击加速度在通过减震器后的降低情况。并对采集到的数字信

号进行频谱分析及频谱校正，比较减震器减震前后对射孔高频振动信号的过滤情况。

[0025] 所述上射孔筛管2一端连接在钻杆或油管1下端，一端连接在上压力计托筒及高频

射孔压力计3上端。

[0026] 所述上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计3由压力计托筒、高频射孔压力计、压力计转

换接头、压力计固定块等组成。高频射孔压力计安装在上压力计托筒偏心槽内，上压力计托

筒上端连接上射孔筛管2，下端连接高频多向减震器4。

[0027] 所述高频射孔压力计最高采样频率40000HZ，最高耐温175℃，最高耐压173MPa，可

同时采集射孔瞬间压力、温度、横向冲击加速度、纵向冲击加速度等参数。

[0028] 所述高频多向减震器4由壳体、芯轴、减震弹簧、氟橡胶、剪切销钉、上转换接头等

组成。减震弹簧可同时缓解射孔瞬间轴向拉伸和压缩冲击力，氟橡胶以及液体阻力可以起

到有效过滤射孔高频振动的作用。高频多向减震器4上端连接上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

力计3，下端连接下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计5。

[0029] 所述下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计5由下压力计托筒、高频射孔压力计、压力计

转换接头、压力计固定块等组成。高频射孔压力计安装在下压力计托筒偏心槽内，下压力计

托筒上端连接高频多向减震器4，下端先通过连接下射孔筛管6再连接压力延时起爆器7。

[0030] 所述压力延时起爆器7安装在射孔枪组8上端，用于通过地面加压起爆射孔枪组。

[0031] 所述射孔枪组8由射孔枪、射孔弹、导爆索、传爆管等组成，射孔弹爆炸后产生的冲

击加速度及压力变化作用在上端管柱及井筒内。

[0032] 一种射孔高频振动减震效果测试及分析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3] 一、利用上述管柱采集井下射孔瞬间减震器前后动态参数的变化情况

[0034] 射孔后产生的高频振动的减震效果测试管柱由钻杆或油管、上射孔筛管、上压力

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计、高频多向减震器、下压力计托筒及高频射孔压力计、下射孔筛

管、压力延时起爆器、射孔枪组等组成。

[0035] 按照顺序组装该管柱并下入油气井内，地面通过压力车向井筒内加压剪断压力延

时起爆器的起爆器销钉，延时起爆射孔枪。同时连接在高频多向减震器两端的压力计监测

到起爆信号后，激发高频采样，采集射孔瞬间动态参数，包括射孔瞬间压力、温度、横向冲击

加速度、纵向冲击加速度等。

[0036] 二、提取射孔瞬态参数，对比分析加速度降低程度

[0037] 提取射孔瞬态参数，如图2即为某口井射孔后未减震前的冲击加速度大小情况。如

图，最大冲击可达175.28g/-163.9g，无论是对射孔管柱的向上冲击力和向下拉伸力都比较

大。测出通过减震器后的射孔纵向冲击加速度即可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减震效果。

[0038] 三、对采集信号进行频谱分析及频谱校正，对比得出高频振动信号滤振情况

[0039] 对采集的射孔离散信号作频谱分析时，由于对所采集的连续信号在时域和频域进

行了有限化和离散化，这就不可避免的存在频谱泄露，使谱峰值变小，精度降低。这些误差

主要包括频谱混迭误差、截断误差和栅栏效应等。

[0040] 设采样时间T0＝(m+1/n)T，其中m为整周期数，n代表了截断误差的大小，在这里称

1/n为截断误差系数，T为信号的周期。当n接近无穷大时即为整周期采样，此时基频分量对

应于离散谱的第m根谱线，2倍频分量对应于第2m根谱线，依次类推，此时不存在泄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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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n为有限值时为非整周期采样，此时会产生泄漏误差，这是因为1/n不趋近于零，没有谱线

对应的频率和基频分量完全一致，只有第m根谱线相对应的频率与基频分量最接近。

[0041] 频谱校正的基本原理是利用FFT谱分析的结果，反推出信号的真实频率、幅值和相

位。现有的绝大多数误差校正算法都是利用FFT谱分析结果的模或者相角特性反推出频率

校正量，再进行各参数的校正。对射孔所采集到的离散信号推荐采集比值校正法进行频谱

校正。

[0042] 比值校正法的基本原理是对有限长度的信号加窗进行FFT变换，然后根据窗函数

的类型利用归一化后差值为1的主瓣峰顶附近二条谱线的窗函数的比值，建立一个以校正

频率为变量的方程解出校正频率，进而进行幅值和相位的校正。

[0043] 设窗函数频谱表达式为f(x)，其对应离散频谱为Yx。定义窗谱主瓣内相对较高的

三根谱线分别为f(x-1)，f(x)和f(x+1)。相应的其离散频谱对应的三根谱线分别为Yx-1，Yx

和Yx+1，其中Yx>Yx-1,Yx>Yx+1。如果Yx-1<Yx+1，构造下列函数：

[0044]

[0045] 解出x，可得频率校正量Δk＝-x。

[0046] 如果Yx-1>Yx+1，构造下列函数：

[0047]

[0048] 解出x，可得频率校正量Δk＝-x-1。

[0049] 由此，可得校正后的频率为：

[0050]

[0051] 式中k(k＝0,1,2,…N/2-1)为谱线号，N为分析点数，fs为采样频率。

[0052] 由频率校正量Δk可得幅值校正量：

[0053]

[0054] Hanning窗幅值校正公式为：

[0055]

[0056] 该方法对不同的窗函数有相同的频率校正量求取公式，但幅值校正公式随窗函数

的不同而不同。由于矩形窗的旁瓣高，性能不好，在工程实际中，为了改善其性能，减小泄

露，通常采用Hanning窗来代替矩形窗。同时，由频率校正量Δk可得相位校正公式为：

[0057]

[0058] 其中θ'为校正后相位， 为校正前相位；

[0059] 如果信号的实部为Rk，虚部为Ik，则上式可改写为：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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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62] 图3显示的是XX501井压力波频谱校正后的结果。从结果上看射孔压力波主要集中

在83.1HZ-4583HZ的宽频范围内，其中以83.1Hz下的压力波峰最大255.6psi。对比减震器前

后的压力波频谱，分析同一频率下的幅值降低情况，即可得出油气井高频信号过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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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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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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