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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压低产气井井下涡流强制排水采气

装置

(57)摘要

一种低压低产气井井下涡流强制排水采气

装置，进液筒1与涡轮定子连接，涡轮转子与输

入、输出轴依次连接，进液筒通过锥扣与导流筒

联结，输出轴的小直径轴段与绕流器连接，绕流

器与打捞头之间通过螺纹联结，当井内流体流经

该装置时，推动涡轮转子转动，使得绕流器与螺

旋带共同转动，根据气井井下气液混合物的流动

特性，装置会对气液两相流进行强制离心作用，

并有效改善井筒流态和流体上行距离，提高气井

产能，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与以往井下涡流工具

相比，此装置中的旋流器做绕自身轴线的旋转运

动，对井内流体进行强制分离，以此来提高气井

产能；此装置的动力来自井下流体，无外部能量

输入与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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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压低产气井井下涡流强制排水采气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进液筒(1)，进液

筒(1)与涡轮定子(2)之间通过螺纹连接，涡轮定子(2)与涡轮转子(3)插装在一起；涡轮转

子(3)与输入轴(4)之间通过键连接；输入轴(4)与输出轴(6)之间通过锥销联轴器(5)连接；

输出轴(6)与上盖(10)之间有环形间隙，输出轴(6)的小直径轴段穿过上盖(10)；

所述的进液筒(1)通过锥扣与导流筒(9)联结，导流筒(9)与上盖(10)通过普通螺纹(9-

4)联结；上盖(10)的小直径段与导流筒(9)通过螺纹(9-4)联结；导流筒(9)上接近母扣(9-

3)处有销钉孔(9-1)，导流筒(9)接近上盖(10)处有四个旁通孔(9-2)；导流筒(9)通过座封

剪钉(8)与卡爪(7)连接；

所述的输出轴(6)的小直径轴段与绕流器(12)之间通过花键(12-3)联结；输出轴(6)的

小直径轴段与绕流器(12)之间的轴向位移通过螺纹圆柱销(11)限定，绕流器(12)外侧面上

固结有螺旋带(13)；

所述的绕流器(12)与打捞头(15)之间通过螺纹(12-1)联结，打捞头(15)与提环(14)插

装在一起；

卡爪(7)上有座封剪钉孔(7-1)、三个卡爪支撑臂(7-2)、三个支撑臂内顶尖(7-3)以及

三个卡爪臂支承端(7-4);

提环(14)的内径比打捞头(15)小直径段的尺寸大2-3mm，提环(14)侧面有两个吊耳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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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压低产气井井下涡流强制排水采气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气田采气技术领域中的井下工具，特别涉及一种低压  低产气井井下

涡流强制排水采气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针对有水气藏的开发工作，伴随着开采进度的不断深入，气井出  水乃至井筒积液

现象导致气井产层压力降低、井口回压增大，当井内  积液量达到一定程度时，气体在井筒

中的流速会降低，直至降到临界  携液流速以下，这就导致气体无法上升至井口、无法在接

近井口的地  面管线中被输运甚至气井被淹，因此，临界携液流量和临界携液流速  对天然

气的开采至关重要。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缺陷，针对低压气产气井，本发明的目 的在于提供一种

井下涡流强制排水采气装置，该装置借助天然气井自  身能量，使得井下气液两相流通过该

装置时，流体推动涡轮转子转动，  进而使得位于装置上部的绕流器绕着自身轴线做旋转运

动，流体在绕  流器附近实现强制气液分离，具体表现为密度较大的液体被甩至油管  壁，形

成环状液膜流，以螺旋轨迹流动上升，密度较小的气体向油管  轴线的中心聚拢，形成气核，

并沿油管轴线快速上行。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低压低产气井井下涡流强制排水采气装置，包括进液筒1，  进液筒1与涡轮定

子2之间通过螺纹连接，涡轮定子2与涡轮转子3  插装在一起；涡轮转子3与输入轴4之间通

过键连接；输入轴4与输  出轴6之间通过锥销联轴器5连接；输出轴6与上盖10之间有环形 

间隙，输出轴6的小直径轴段穿过上盖10；

[0006] 所述的进液筒1通过锥扣与导流筒9联结，导流筒9与上盖10  通过普通螺纹9-4联

结；上盖10的小直径段与导流筒9通过螺纹9-4  联结；导流筒9上接近母扣9-3处有销钉孔9-

1，导流筒9接近上盖  10处有四个旁通孔9-2；导流筒9通过座封剪钉8与卡爪7连接，卡  爪7

上有座封剪钉孔7-1、三个卡爪支撑臂7-2、三个支撑臂内顶尖  7-3以及三个卡爪臂支承端

7-4；座封剪钉8直径尺寸较小，当被剪 断时，用于使此装置实现坐卡；

[0007] 所述的输出轴6的小直径轴段与绕流器12之间通过花键12-3连  接；输出轴6的小

直径轴段与绕流器12之间的轴向位移通过螺纹圆  柱销11限定，绕流器12外侧面上固结有

螺旋带13；

[0008] 所述的绕流器12与打捞头15之间通过螺纹12-1联结，打捞头  15与提环14插装在

一起，提环14的内径比打捞头15小直径段的尺 寸大2-3mm，提环14侧面有两个吊耳14-1。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0] 与以往井下涡流工具相比，此装置的动力来自井下流体，无外部  能量输入与消

耗；此装置中的旋流器做绕自身轴线的旋转运动，根据  气井井下气液混合物的流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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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强制涡流排水采气装置对气液  两相流进行强制离心作用，对井内流体进行强制分离,

能有效改善井  筒流态和流体上行距离，提高气井产能。，

附图说明

[0011] 图1a是本发明的剖视示意图，图1b为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是是本发明提环和打捞头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13] 图3是提环的正等测示意图。

[0014] 图4是打捞头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是绕流器部件示意图，其中图5a是绕流器部件示意图,图5b是剖视示意图。

[0016] 图6是导流筒示意图，其中6a是导流筒外形示意图，图6b是剖  视示意图。

[0017] 图7是卡爪的正等测示意图。

[0018] 图8是此装置的工作原理简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详细叙述。

[0020] 参照图1a、图1b，一种低压低产气井井下涡流强制排水采气装  置，包括进液筒1，

进液筒1与涡轮定子2之间通过螺纹连接，涡轮  定子2与涡轮转子3插装在一起，涡轮转子3

可相对于涡轮定子2发  生相对转动；涡轮转子3与输入轴4之间通过键连接；输入轴4与输 

出轴6之间通过锥销联轴器5连接；输出轴6与上盖10之间有环形 间隙，输出轴6的小直径轴

段穿过上盖10；

[0021] 所述的进液筒1通过锥扣与导流筒9联结，参照图6，导流筒9  与上盖10通过普通螺

纹9-4联结；上盖10的小直径段与导流筒9通  过螺纹9-4联结；导流筒9上接近母扣9-3处有

销钉孔9-1，导流筒9  接近上盖10处有四个旁通孔9-2；导流筒9通过座封剪钉8与卡爪7  连

接，参照图7，卡爪7上有座封剪钉孔7-1、三个卡爪支撑臂7-2、  三个支撑臂内顶尖7-3以及

三个卡爪臂支承端7-4；座封剪钉8直径  尺寸较小，当被剪断时，用于使此装置实现坐卡；

[0022] 参照图5，所述的输出轴6的小直径轴段与绕流器12之间通过  花键12-3联结；输出

轴6的小直径轴段与绕流器12之间的轴向位移  通过螺纹圆柱销11限定，螺纹圆柱销11插在

销孔12-2内，螺纹圆  柱销11是一种带有螺纹的销，属于标准件，用于阻止，参照图2、 图5，

绕流器12外侧面上固结有螺旋带13，制造时，绕流器12与螺  旋带13亦可制造为一个零件；

[0023] 参照图2，所述的绕流器12与打捞头15之间通过螺纹12-1联结，  打捞头15与提环

14插装在一起，参照图4提环14的内径14-2比打  捞头15小直径段15-1的尺寸大2-3mm，明显

小于打捞头15大直径  段的尺寸，参照图3，提环14侧面有两个吊耳14-1，可令细钢丝绳  穿

过，细钢丝绳对提环14有提升作用，使得提环14可在打捞头小直  径段侧面发生轴向移动。

[0024]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

[0025] 装置下放：在细钢丝绳的上提作用下，整个装置处于平稳下放过  程，随着下入深

度的增加，井下流体推动涡轮转子3转动，致使位于  装置最上部的绕流器12与螺旋带13绕

着自身轴线同步转动，此装置  在下放过程中进入工作状态，当下放至预定位置时，给此装

置施加一  个轴向激振力，在激振力作用下，联结卡爪7与导流筒9之间的座封  剪钉8被剪切

力剪断，装置主体继续下行，并推至卡爪7的内顶尖  7-3，使得卡爪臂7-2被撑开，由此，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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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程中，卡爪7下部支  承端7-4卡定在油管接箍处，实现整个装置的卡定。

[0026] 装置工作：如图8所示为低压低产气井井下涡流强制排水采气装  置工作示意图。

井下流体分为两条干路参与此装置的工作，第一条干  路的流体17沿着油管内壁和整个装

置外壁面之间的环形空间上行，  来自第二条干路流体18进入此装置的进液筒1中，首先推

动涡轮转  子3转动，由于涡轮转子3与输入轴4、锥销联轴器5、输出轴6、  绕流器12、螺旋带

13和打捞头15等以一定的联结方式进行联结，  所以，当涡轮转子3在转动时，位于上部的绕

流器12也同时转动。  当第二条干路流体18在装置内富集到一定程度时，第二条干路流体 

18又会分为两条支路上行，其中第二条干路第一条支路流体19从导  流筒9的旁通孔9-2溢

出，进入装置与油管之间的环形空间，并继续  上行，第二条干路第二条支路流体20在筒内

继续上行，从上盖10与  输出轴6之间的环形间隙溢出，继续上行，当这两条干路流体上行至 

绕流器12附近时，由于绕流器12和螺旋带13在做绕自身轴线的旋  转运动，因此，流体中密

度较大的液体被甩至油管壁面，形成环状液  膜流，而密度较小的气体则向中心聚拢，形成

气核，并沿油管轴线快  速上行。

[0027] 装置打捞：当产层压力降低至一定程度，此装置停止运动，工具  串上提细钢丝绳，

细钢丝绳上提提环14，此装置被提升至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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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图1b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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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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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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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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