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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油田开发分层注水井下工具，特

别是偏心分注工艺技术中的井下偏心配水器。一

种偏心配水器，它包括上接头，上接头与上连接

筒连接，扶正器位于上连接筒内部并固定在偏心

配水器主体上端；偏心配水器主体上端与上连接

筒螺纹连接，其下端与下连接筒螺纹连接，下连

接筒螺纹连接下接头，所述的偏心配水器主体采

用双偏心结构，在扶正器的两侧开有与双偏心结

构相配合的长槽。一种偏心配水器能够实现正常

注水状况下嘴损压力的测取及单流偏心分注管

柱封隔器密封状况的判断，且能够准确定位投捞

器，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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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偏心配水器主体，它包括主体，其特征在于：在主体内部设置双偏心结构，所述

的双偏心结构是指：在主体中心通孔通道两侧设置两个放置堵塞器的偏孔，一个为测量偏

孔，一个为注水偏孔，在主体圆周方向上对称开有两个平面槽，分别为平面槽Ⅰ和平面槽Ⅱ，

在平面槽Ⅰ上开有通孔Ⅰ和通孔Ⅱ；通孔Ⅰ与测量偏孔相通，通孔Ⅰ中设置钢球Ⅰ与测量偏孔相

接触，阀座Ⅰ与主体为螺纹连接，丝堵Ⅰ与阀座Ⅰ为螺纹连接，弹簧Ⅰ压缩在阀座Ⅰ与钢球Ⅰ之

间；与注水偏孔相通的通孔Ⅱ中设置钢球Ⅱ与注水偏孔相接触，钢球Ⅱ后端有阀座Ⅱ，弹簧

Ⅱ压缩在丝堵Ⅱ和阀座Ⅱ之间，丝堵Ⅱ与主体为螺纹连接，阀座Ⅱ与主体为面接触，通孔Ⅱ

在圆周方向上开有出水孔；在与注水偏孔相通的通孔Ⅱ一侧有螺纹孔Ⅰ，螺栓Ⅱ与主体为螺

纹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偏心配水器主体，其特征在于：在上述的偏心配水器主体平

面槽Ⅱ上开有与通孔Ⅱ和螺纹孔Ⅰ结构相同且对称的通孔Ⅲ和螺纹孔Ⅱ。

3.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偏心配水器主体的测压方法，与注水偏孔相通的通孔Ⅱ在完成

注水后，主体外部压力压住钢球Ⅱ，使钢球Ⅱ与注水偏孔接触面充分接触，防止主体外部的

水回流到注水通道中；在测量偏孔不使用时，测量偏孔中放置不通水的堵塞器；在使用时放

入压力测量计，压力测量计会将通孔Ⅰ中的钢球Ⅰ顶起，使钢球Ⅰ与测量偏孔接触面分离，此

时水压会到测量计周围，使测量计准确录取压力值。

4.一种与权利要求1所述偏心配水器主体配合使用的偏心配水器扶正器，其特征在于：

在扶正器的两侧开有与偏孔相配合的长槽，扶正器下部设置有偏心配水器主体相连接的螺

栓孔。

5. 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偏心配水器扶正器，其特征在于：长槽内部为斜面。

6.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偏心配水器扶正器，其特征在于：扶正器上端两侧面也为斜

面。

7.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所述偏心配水器主体而制成的偏心配水器，它包括上接头，上接

头与上连接筒连接，扶正器位于上连接筒内部并固定在偏心配水器主体上端；偏心配水器

主体上端与上连接筒螺纹连接，其下端与下连接筒螺纹连接，下连接筒螺纹连接下接头，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偏心配水器主体采用双偏心结构，在扶正器的两侧开有与双偏心结构相

配合的长槽。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偏心配水器，其特征在于：在上述的偏心配水器主体平面槽Ⅱ

上开有与通孔Ⅱ和螺纹孔Ⅰ结构相同且对称的通孔Ⅲ和螺纹孔Ⅱ。

9. 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偏心配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接头上端为斜面。

10.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偏心配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扶正器长槽内部为斜面，扶

正器上端两侧面也为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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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偏心配水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油田开发分层注水井下工具，特别是偏心分注工艺技术中的井下偏心

配水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分层注水主要有两种工艺技术：一是同心注水工艺技术；二是偏心分层注水

技术。偏心分层注水技术，主要采用的是封隔器、偏心配水器、锚定装置、蠕动器、洗井凡尔、

油管的组合。偏心配水器由于内通径一致，通径直径大，不受分层级数限制，可实现多层分

注，是目前各油田采用的主要分层注水工具，结构一直采用的是大庆油田DDQ65-2偏心配水

器结构。随着存储式电子仪器的不断发展，目前这种结构无法满足录取地质资料的需要、无

法对使用偏心防返吐工艺管柱的注水井封隔器密封状况的判断。

[0003] （1）随着，油田开发后期精细注水需要，需要对地层的物性参数动态分析，这样就

需要对录取的资料进行解释，试井解释需要录取分层地层压力，而目前的偏心配水器由于

受结构影响，只是能够通过堵塞器内的陶瓷水嘴对地层控制注水，而不能实现正常注水状

况下，嘴损后的压力录取，无法进行试井解释，就不能得到地质部门动态分析所需要的地层

参数。

[0004] （2）随着，油田开发后期，针对聚合物驱转水驱后聚合物的返吐、油井转注后原油

的返吐、地层砂的返吐、调剖液的返吐的工艺问题，采用了防返吐井下偏心分注工艺技术，

由于偏心配水器出液孔部位采用了单流阀结构，无法采用压力计判断封隔器密封状况，不

能反映出井下分层真实注水状况，影响着油田的注水采收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现有的偏心配水器，不能反映出井下分层注水真实状

况，既无法满足地质资料的录取，又影响着油田的注水采收率，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种

偏心配水器。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以下述方式实现的：一种偏心配水器主体，它包括主体，其特征在

于：在主体内部设置双偏心结构，所述的双偏心结构是指：在主体中心通孔通道两侧设置两

个放置堵塞器的偏孔，一个为测量偏孔，一个为注水偏孔，在主体圆周方向上对称开有两个

平面槽，分别为平面槽Ⅰ和平面槽Ⅱ，在平面槽Ⅰ上开有通孔Ⅰ和通孔Ⅱ；通孔Ⅰ与测量偏孔相

通，通孔Ⅰ中设置钢球Ⅰ与测量偏孔相接触，阀座Ⅰ与主体为螺纹连接，丝堵Ⅰ与阀座Ⅰ为螺纹

连接，弹簧Ⅰ压缩在阀座Ⅰ与钢球Ⅰ之间；与注水偏孔相通的通孔Ⅱ中设置钢球Ⅱ与注水偏孔

相接触，钢球Ⅱ后端有阀座Ⅱ，弹簧Ⅱ压缩在丝堵Ⅱ和阀座Ⅱ之间，丝堵Ⅱ与主体为螺纹连

接，阀座Ⅱ与主体为面接触，通孔Ⅱ在圆周方向上开有出水孔；在与注水偏孔相通的通孔Ⅱ

一侧有螺纹孔Ⅰ，螺栓Ⅱ与主体为螺纹连接。

[0007] 在上述的偏心配水器主体平面槽Ⅱ上开有与通孔Ⅱ和螺纹孔Ⅰ结构相同且对称的

通孔Ⅲ和螺纹孔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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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一种偏心配水器主体的测压方法，与注水偏孔相通的通孔在完成注水后，主体外

部压力压住钢球Ⅱ，使钢球Ⅱ与注水偏孔接触面充分接触，防止主体外部的水回流到注水

通道中。在测量偏孔不使用时，测量偏孔中放置不通水的堵塞器；在使用时放入压力测量

计，压力测量计会将通孔Ⅰ中的钢球Ⅰ顶起，使钢球Ⅰ与测量偏孔接触面分离，此时水压会到

测量计周围，使测量计准确录取压力值。

[0009] 与偏心配水器主体配合使用的偏心配水器扶正器，在扶正器的两侧开有与偏孔相

配合的长槽，扶正器下部设置有偏心配水器主体相连接的螺栓孔。

[0010] 上述的偏心配水器扶正器，长槽内部为斜面。

[0011] 偏心配水器扶正器，扶正器上端两侧面也为斜面。

[0012] 一种偏心配水器，它包括上接头，上接头与上连接筒连接，扶正器位于上连接筒内

部并固定在偏心配水器主体上端；偏心配水器主体上端与上连接筒螺纹连接，其下端与下

连接筒螺纹连接，下连接筒螺纹连接下接头，所述的偏心配水器主体采用双偏心结构，在扶

正器的两侧开有与双偏心结构相配合的长槽。

[0013] 上述的双偏心结构是指：在主体中心通孔通道两侧设置两个放置堵塞器的偏孔，

一个为测量偏孔，一个为注水偏孔，在主体圆周方向上对称开有两个平面槽，分别为平面槽

Ⅰ和平面槽Ⅱ，在平面槽Ⅰ上开有通孔Ⅰ和通孔Ⅱ；通孔Ⅰ与测量偏孔相通，通孔Ⅰ中设置钢球Ⅰ

与测量偏孔相接触，阀座Ⅰ与主体为螺纹连接，丝堵Ⅰ与阀座Ⅰ为螺纹连接，弹簧Ⅰ压缩在阀座

Ⅰ与钢球Ⅰ之间；与注水偏孔相通的通孔Ⅱ中设置钢球Ⅱ与注水偏孔相接触，钢球Ⅱ后端有

阀座Ⅱ，弹簧Ⅱ压缩在丝堵Ⅱ和阀座Ⅱ之间，丝堵Ⅱ与主体为螺纹连接，阀座Ⅱ与主体为面

接触，通孔Ⅱ在圆周方向上开有出水孔；在与注水偏孔相通的通孔Ⅱ一侧有螺纹孔Ⅰ，螺栓

Ⅱ与主体为螺纹连接；在上述的偏心配水器主体平面槽Ⅱ上开有与通孔Ⅱ和螺纹孔Ⅰ结构

相同且对称的通孔Ⅲ和螺纹孔Ⅱ。

[0014] 所述下接头上端为斜面。

[0015] 所述扶正器长槽内部为斜面，扶正器上端两侧面也为斜面。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一种偏心配水器主体，开有双偏心结构，能够实现正常注水

情况下嘴损压力的测取及单流偏心分注管柱封隔器密封状况的判断；一种与偏心配水器主

体配合使用的偏心配水器，两侧开有与偏心配水器主体相配合的长槽，能够准确的使投捞

器定位，提高工作效率。一种偏心配水器能够实现正常注水状况下嘴损压力的测取及单流

偏心分注管柱封隔器密封状况的判断，且能够准确定位投捞器，提高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17] 图1 是一种偏心配水器主体剖面图；

[0018] 图2 是图1俯视图；

[0019] 图3 是图1的横截面图；

[0020] 图4是一种偏心配水器扶正器剖面图；

[0021] 图5 是图4的A向视图；

[0022] 图6 是一种偏心配水器剖面图。

[0023] 其中，1是  上接头  ；2是  上连接筒；3是扶正体；4是堵塞器Ⅰ；5是堵塞器Ⅱ；6是主

体；7是下连接筒；8是螺栓Ⅰ；9是导向体；10是下接头；11是阀座Ⅰ；12是丝堵Ⅰ；13是弹簧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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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钢球Ⅰ；15是螺栓Ⅱ；16是垫圈；17是丝堵Ⅱ；18是弹簧Ⅱ；19是阀座Ⅱ；20是钢球Ⅱ;22是

注水偏孔；23是测量偏孔  ；24是中心通孔；25平面槽Ⅰ；26是平面槽Ⅱ；27是通孔Ⅰ；28是通孔

Ⅱ；29是螺纹孔Ⅰ；30是通孔Ⅲ；31是螺纹孔Ⅱ；32是出水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1：

[0025]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一种偏心配水器主体6，它包括主体6，在主体6内部设置双

偏心结构，所述的双偏心结构是指：在主体中心通孔24通道两侧设置两个放置堵塞器的偏

孔，一个为测量偏孔23，一个为注水偏孔22，在主体6圆周方向上对称开有两个平面槽，分别

为平面槽Ⅰ25和平面槽Ⅱ26，在平面槽Ⅰ25上开有通孔Ⅰ27和通孔Ⅱ28；通孔Ⅰ27与测量偏孔

23相通，通孔Ⅰ27中设置钢球Ⅰ14与测量偏孔23相接触，阀座Ⅰ11与主体6为螺纹连接，丝堵Ⅰ

12与阀座Ⅰ11为螺纹连接，弹簧Ⅰ13压缩在阀座Ⅰ11与钢球Ⅰ14之间；与注水偏孔22相通的通

孔Ⅱ28中设置钢球Ⅱ20与注水偏孔22相接触，钢球Ⅱ20后端有阀座Ⅱ19，弹簧Ⅱ18压缩在

丝堵Ⅱ17和阀座Ⅱ19之间，丝堵Ⅱ17与主体6为螺纹连接，阀座Ⅱ19与主体6为面接触，通孔

Ⅱ28在圆周方向上开有出水孔32；在与注水偏孔22相通的通孔Ⅱ28一侧有螺纹孔Ⅰ29，螺栓

Ⅱ15与主体6为螺纹连接，垫圈16在螺栓Ⅱ15与主体6之间。

[0026] 在上述的偏心配水器主体6平面槽Ⅱ26上开有与通孔Ⅱ28和螺纹孔Ⅰ29结构相同

且对称的通孔Ⅲ30和螺纹孔Ⅱ31。

[0027] 一种偏心配水器主体的测压方法，与注水偏孔22相通的通孔在完成注水后，主体6

外部压力压住钢球Ⅱ20，使钢球Ⅱ20与注水偏孔22接触面充分接触，防止主体6外部的水回

流到注水通道中。在测量偏孔23不使用时，测量偏孔23中放置不通水的堵塞器；在使用时放

入压力测量计，压力测量计会将通孔Ⅰ27中的钢球Ⅰ14顶起，使钢球Ⅰ14与测量偏孔23接触面

分离，此时水压会到测量计周围，使测量计准确录取压力值。

[0028] 与偏心配水器主体6配合使用的偏心配水器扶正器3，在扶正器3的两侧开有与偏

孔相配合的长槽，扶正器3下部设置有偏心配水器主体6相连接的螺栓孔。

[0029] 上述的偏心配水器扶正器3，长槽内部为斜面。

[0030] 偏心配水器扶正器3，扶正器3上端两侧面也为斜面。

[0031] 一种偏心配水器，它包括上接头1，上接头1与上连接筒2连接，扶正器3位于上连接

筒2内部并固定在偏心配水器主体6上端；偏心配水器主体6上端与上连接筒2螺纹连接，其

下端与下连接筒7螺纹连接，下连接筒7螺纹连接下接头10，所述的偏心配水器主体6采用双

偏心结构，在扶正器3的两侧开有与双偏心结构相配合的长槽。

[0032] 上述的双偏心结构是指：在主体中心通孔24通道两侧设置两个放置堵塞器的偏

孔，一个为测量偏孔23，一个为注水偏孔22，在主体6圆周方向上对称开有两个平面槽，分别

为平面槽Ⅰ25和平面槽Ⅱ26，在平面槽Ⅰ25上开有通孔Ⅰ27和通孔Ⅱ28；通孔Ⅰ27与测量偏孔

23相通，通孔Ⅰ27中设置钢球Ⅰ14与测量偏孔23相接触，阀座Ⅰ11与主体6为螺纹连接，丝堵Ⅰ

12与阀座Ⅰ11为螺纹连接，弹簧Ⅰ13压缩在阀座Ⅰ11与钢球Ⅰ14之间；与注水偏孔22相通的通

孔Ⅱ28中设置钢球Ⅱ20与注水偏孔22相接触，钢球Ⅱ20后端有阀座Ⅱ19，弹簧Ⅱ18压缩在

丝堵Ⅱ17和阀座Ⅱ19之间，丝堵Ⅱ17与主体6为螺纹连接，阀座Ⅱ19与主体6为面接触，通孔

Ⅱ28在圆周方向上开有出水孔32；在与注水偏孔22相通的通孔Ⅱ28一侧有螺纹孔Ⅰ29，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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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15与主体6为螺纹连接，垫圈16在螺栓Ⅱ15与主体6之间；在上述的偏心配水器主体6平面

槽Ⅱ26上开有与通孔Ⅱ28和螺纹孔Ⅰ29结构相同且对称的通孔Ⅲ30和螺纹孔Ⅱ31。

[0033] 所述下接头10上端为斜面，防止卡住投捞器，内部可以固定导向体9。

[0034] 所述扶正器3长槽内部为斜面，扶正器3上端两侧面也为斜面。

[0035] 注水前将堵塞器4塞入主体6上的注水偏孔23内，此时堵塞器4将顶住钢球Ⅱ20，使

钢球Ⅱ  20与主体  6面分离；将另外一个特殊堵塞器5塞入主体6上的测量偏孔内，通过上接

头1，主体6中心通孔24注水，水从堵塞器4下端，向上经过堵塞器4水嘴，从钢球Ⅱ  20位置经

出水孔32流出，此时水不能通过堵塞器5，若将堵塞器5取出塞入测量计等仪器时，会将钢球

Ⅰ14顶起，使钢球Ⅰ14与主体6面接触分离，此时因为正在进行注水，所以当钢球Ⅰ  14被顶开

时，钢球Ⅰ  14周围显示的压力与钢球Ⅱ20周围的压力一样，这样地质部门就能得到准确的

动态数据。

[0036] 投捞阶段，将投捞器导向爪通过上接头1到达扶正器3上，通过扶正器3上的锥孔，

将投捞器导向爪导向到中心通道24，当投捞器导向爪到扶正器3下端中心锥槽后会再导向，

使投捞器导向爪顺利的通过主体6的中心通孔24，当投捞器导向爪接触到导向体9的螺旋面

时，投捞器导向爪开始导向，当投捞器导向爪沿着导向体9的螺旋面向下运动，直到通过导

向体9的中心后，投捞器主爪旋转到扶正器3的一侧槽里，开始准备投捞堵塞器。

[0037] 如图4所示为扶正器3结构图，视图上端有斜面，用于导向作用，扶正器3两侧相对

有长槽，长槽与偏心配水器主体6上的堵塞器配合，在扶正器3下部在长槽内侧相对位置有

斜面，用于导向作用，扶正器3底端有通孔与偏心配水器主体配合，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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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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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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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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