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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接箍式井下节流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接箍式井下节流器，定位

环套在打捞颈上以后，二者整体依次穿过第一连

接套、半圆环以及本体内，打捞颈下端部位具有

伸缩爪，锁块嵌入本体中；丢手接头和上中心管

分别从上整体中两头穿过并用第一剪钉连接；内

管嵌入第一过渡套内，第二连接套穿入第一过渡

套和内管整体的中心并以第二剪钉固定；下中心

管穿过内管与上中心管丝扣连接，内管位于工具

下端部位具有单向扣，位于工具上端部位具有伸

缩爪，单向锁环内壁具有与内管单向扣配合的卡

扣；胶筒、第三连接套、单向锁环、第二过渡套依

次套在内管外侧；气嘴放入第二过渡套腔内。本

发明易打捞，且坐封位置灵活，结构简单成本低，

操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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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接箍式井下节流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丢手接头(1)，丢手接头(1)的下部内侧通

过第一剪钉(3)连接有上中心管(9)，上中心管(9)的下部内侧丝扣连接有下中心管(10)，丢

手接头(1)的下部外侧及上中心管(9)的上部外侧设有打捞颈(2)，打捞颈(2)的外侧设有第

一连接套(4)，第一连接套(4)的下部内侧丝扣连接有本体(6)，且打捞颈(2)的下部能够在

上中心管(9)和本体(6)之间滑动，第一连接套(4)与打捞颈(2)之间设有能够对打捞颈(2)

尾部进行限位的半圆环(5)，本体(6)上嵌入有锁块(8)，锁块(8)的外径自然状态时大于油

管(23)的内径，且锁块(8)的下部设置倒角；

下中心管(10)的上部外侧设有第二连接套(13)，且第二连接套(13)与本体(6)的下部

内侧丝扣连接，第二连接套(13)的外侧设有连接头(11)，连接头(11)的下部外侧丝扣连接

有第一过渡套(12)，且第一过渡套(12)与第二连接套(13)通过第二剪钉(14)连接，下中心

管(10)的下部外侧设有内管(15)，内管(15)的上部位于第一过渡套(12)内侧，内管(15)的

中部外侧并列设有若干胶筒(16)，内管(15)的下部外侧设有与其配合的单向锁环(18)，内

管(15)的下部外壁设有若干单向扣，单向锁环(18)的内壁设有若干与单向扣配合的卡扣，

单向锁环(18)的外侧设有第三连接套(17)，第三连接套(17)的下部外侧丝扣连接有第二过

渡套(19)，且第二过渡套(19)与下中心管(10)的尾部丝扣连接，第二过渡套(19)中设有气

嘴(20)以及用于固定气嘴(20)的压帽(21)，且压帽(21)与第二过渡套(19)下部内侧丝扣连

接，第二过渡套(19)的下部外侧还丝扣连接有防砂罩(22)；

打捞颈(2)的中部为设有环形槽，环形槽中设有定位环(7)；打捞颈(2)的下部为能够沿

径向伸缩的伸缩爪。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接箍式井下节流器，其特征在于，本体(6)的内侧设有与

定位环(7)配合的凹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接箍式井下节流器，其特征在于，内管(15)的上部为能够

沿径向伸缩的伸缩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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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接箍式井下节流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适用于天然气井生产中对高压天然气进行节流降压的井下工具，

具体涉及一种接箍式井下节流器。

背景技术

[0002] 井下节流工艺技术是将天然气的节流降压过程通过井下节流器发生在气井井筒

中的一种工艺技术。气井井下节流器是安装在井筒内，依靠锚定机构定位、胶筒密封、气嘴

配产来实现气井井下节流技术的一种井下工具。

[0003]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穆拉维也夫及克雷洛夫就提出了在自喷井中采用井底节流

嘴，但未得到普遍应用，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重新引起开采方面的注意。在国内，井下

节流工艺技术已经在四川、长庆、吉林、辽河、青海、中原、新疆、华北、大庆和胜利等多个气

田成功使用，有关气井井下节流器的研究和革新也在迅速跟进。

[0004] 井下节流器以座封方式不同又分为卡瓦式井下节流器和预置式井下节流器。目前

苏里格气田广泛应用的是卡瓦式井下节流器，通过大面积的推广应用表明，该节流器难打

捞。而预置式井下节流器虽然易打捞，但需要在生产管柱上连接工作筒，施工组织复杂、成

本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接箍式井下节流器，以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

陷，本发明易打捞，且坐封位置灵活，结构简单成本低，操作方便。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接箍式井下节流器，包括丢手接头，丢手接头的下部内侧通过第一剪钉连接

有上中心管，上中心管的下部内侧丝扣连接有下中心管，丢手接头的下部外侧及上中心管

的上部外侧设有打捞颈，打捞颈的外侧设有第一连接套，第一连接套的下部内侧丝扣连接

有本体，且打捞颈的下部能够在上中心管和本体之间滑动，第一连接套与打捞颈之间设有

能够对打捞颈尾部进行限位的半圆环，本体上嵌入有锁块；

[0008] 下中心管的上部外侧设有第二连接套，且第二连接套与本体的下部内侧丝扣连

接，第二连接套的外侧设有连接头，连接头的下部外侧丝扣连接有第一过渡套，且第一过渡

套与第二连接套通过第二剪钉连接，下中心管的下部外侧设有内管，内管的上部位于第一

过渡套内侧，内管的中部外侧并列设有若干胶筒，内管的下部外侧设有与其配合的单向锁

环，单向锁环的外侧设有第三连接套，第三连接套的下部外侧丝扣连接有第二过渡套，且第

二过渡套与下中心管的尾部丝扣连接，第二过渡套中设有气嘴以及用于固定气嘴的压帽，

且压帽与第二过渡套下部内侧丝扣连接，第二过渡套的下部外侧还丝扣连接有防砂罩。

[0009] 进一步地，打捞颈的中部为设有环形槽，环形槽中设有定位环。

[0010] 进一步地，本体的内侧设有与定位环配合的凹槽。

[0011] 进一步地，锁块的外径自然状态时大于油管的内径，且锁块的下部设置倒角。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07060702 B

3



[0012] 进一步地，打捞颈的下部为能够沿径向伸缩的伸缩爪。

[0013] 进一步地，内管的下部外壁设有若干单向扣，单向锁环的内壁设有若干与单向扣

配合的卡扣。

[0014] 进一步地，内管的上部为能够沿径向伸缩的伸缩爪。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16] 本发明结合了预置式节流器易打捞及卡瓦式节流器坐封位置灵活的优点，依靠锁

块定位于油管接箍槽间隙，既不会发生卡瓦式节流器卡瓦咬死油管的现象，也不用提前下

入预置工作筒；打捞时打捞工具与打捞颈对接上提锁块径向收回解卡，密封胶筒回缩解封，

钢丝作业一趟完成打捞的接箍式井下节流器；本发明钢丝作业投放时上击丢手、打捞时上

击解卡解封，特别适合于大斜度气井的应用。

[0017] 进一步地，打捞颈上设置有定位环，在打捞颈上下伸缩移动时对其进行定位。

[0018] 进一步地，锁块的外径自然状态时大于油管的内径，且锁块的下部设置倒角，在下

放节流器时便于使锁块压缩打捞颈下端的伸缩爪，从而进入油管，而在上提时，工具整体被

油管接箍槽卡死。

[0019] 进一步地，通过在内管的下部外壁设置单向扣，单向锁环的内壁设有若干与单向

扣配合的卡扣，胶筒在轴向压缩膨胀时，单向锁环也相对于内管上行并与之锁定，致使胶筒

再不会出现轴向回缩并实现与油管密封。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油管接箍定位式井下节流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油管接箍槽间隙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打捞颈下端伸缩爪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内管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单向锁环与内管之间单向扣配合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节流器解卡后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6] 其中，1、丢手接头；2、打捞颈；3、第一剪钉；4、第一连接套；5、半圆环；6、本体；7、定

位环；8、锁块；9、上中心管；10、下中心管；11、连接头；12、第一过渡套；13、第二连接套；14、

第二剪钉；15、内管；16、胶筒；17、第三连接套；18、单向锁环；19、第二过渡套；20、气嘴；21、

压帽；22、防砂罩；23、油管；24、接箍。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8] 如图1至图6，本发明的接箍式井下节流器包括丢手接头1、打捞颈2、第一剪钉3、第

一连接套4、半圆环5、本体6、定位环7、锁块8、上中心管9、下中心管10、连接头11、第一过渡

套12、第二连接套13、第二剪钉14、内管15、胶筒16、第三连接套17、单向锁环18、第二过渡套

19、气嘴20、压帽21、防砂罩22。

[0029] 定位环7套在打捞颈2上以后，二者整体依次穿过第一连接套4、半圆环5以及本体6

内，打捞颈2下端部位具有伸缩爪，锁块8嵌入本体6中，第一连接套4与本体6丝扣连接；丢手

接头1插入打捞颈2中、上中心管9插入本体6中，然后丢手接头1与上中心管9用第一剪钉3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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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内管15嵌入第一过渡套12内，第二连接套13穿入第一过渡套12和内管15整体的中心并

以第二剪钉14固定，连接头11穿过第二连接套13并与第一过渡套12丝扣连接，第二连接套

13与本体6丝扣连接；下中心管10穿过内管15与上中心管9丝扣连接，内管15位于工具下端

部位具有单向扣，位于工具上端部位具有伸缩爪，单向锁环18内壁具有与内管15单向扣配

合的卡扣；胶筒16、第三连接套17、单向锁环18、第二过渡套19依次套在内管15外侧，第二过

渡套19与第三连接套17及下中心管10丝扣连接；气嘴20放入第二过渡套19腔内，压帽21与

第二过渡套19丝扣连接，防砂罩22与第二过渡套19丝扣连接。

[0030] 本发明依靠锁块定位于油管接箍槽间隙，即不会发生卡瓦式节流器卡瓦咬死油管

的现象，也不用提前下入预置工作筒。本发明打捞时打捞工具与其对接上提锁块径向收回

解卡，密封胶筒回缩解封，钢丝作业一趟完成打捞的接箍式井下节流器。本发明钢丝作业投

放时上击丢手、打捞时上击解卡解封，特别适合于大斜度气井的应用。

[003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做进一步说明：

[0032] 本发明通过钢丝作业完成坐封、打捞。

[0033] 1、坐封

[0034] 投放时以钢丝工具串连接丢手接头1，下放到井内设计坐封位置。下放过程中由于

打捞颈2下端具有可径向伸缩的伸缩爪，下放过程中锁块8下部倒角设计使锁块8内压，使打

捞颈2下端的伸缩爪回缩，进而使锁块8外径等于油管23内径，顺利下放至设计位置。然后缓

慢上提钢丝工具串，当锁块8运行至接箍24的槽间隙时，受打捞颈2下端的伸缩爪的扩张力

嵌入油管接箍槽间隙，由于打捞颈2伸缩爪径向撑开，此时锁块8外径大于油管内径，所以工

具整体被油管接箍槽卡死。继续上提钢丝工具串，丢手接头1、上中心管9、下中心管10上行，

并整体促使第二过渡套19、单向锁环18、第三连接套17、胶筒16相对于内管15上行，此时上

中心管9的下部“突起”进入打捞颈2下端伸缩爪，致使打捞颈2下端的伸缩爪无法径向伸缩，

工具整体锚定于油管接箍间隙槽。在此过程中胶筒16实现轴向压缩膨胀，且单向锁环18也

相对于内管15上行并与之锁定，致使胶筒16再不会出现轴向回缩并实现与油管23密封；使

用钢丝工具串上提剪断丢手接头1与上中心管9的第一剪钉3，坐封成功，钢丝工具串起出井

筒，可开井实现井下节流工艺生产。

[0035] 2、打捞

[0036] 关井，当节流器下上压力平衡后，以钢丝工具串连接专用打捞工具下入到井筒节

流器坐封位置。当打捞工具抓获打捞颈2后，上提钢丝工具串，使打捞颈2相对于节流器整体

上移，打捞颈2的伸缩爪末端处于锁块8上边缘之上，由于失去支撑，锁块8径向回缩并直径

小于油管23内径，节流器解卡成功。继续上提钢丝工具串，剪断第二剪钉14，本体6与第二连

接套13相对于连接头11与第一过渡套12上移，内管15上部伸缩爪失去支撑径向回缩，由于

胶筒16轴向具有伸缩功能，致使第三连接套17、单向锁环18、第二过渡套19、气嘴20、压帽

21、防砂罩22、下中心管10、上中心管9相对于节流器其它部件下移，在此过程中，由于胶筒

13轴向距离增大，胶筒13实现回缩，节流器实现解封；继续上提钢丝工具串，直至将节流器

起出井筒，打捞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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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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