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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平井筛管过油管检测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水平井筛管过油管检

测设备，其中设备包括外管柱和内管柱。所述外

管柱包括自上而下依次连接油管、打孔筛管、导

向丝堵，在水平井的水平段，油管外间隔安装扶

正器；所述内管柱自上而下依次连接的马笼头、

单向皮碗、上扶正器、电磁探伤仪、下扶正器及导

向头；所述电缆上端连接地面信号仪器上，下端

固定在马笼头上，连接电磁探伤仪。实施时，首先

下入所述外管柱，然后检测仪器在液力推动单向

皮碗的作用力下，安全通过整个水平段，实现整

个水平段筛管的检测。所述检测仪能穿透外管

柱，对水平段筛管的破损情况进行检测。本实用

新型既能对井下筛管进行实时、准确的检测，又

能实现测试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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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平井筛管过油管检测设备，包括外管柱、内管柱，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管柱包

括自下而上依次连接导向丝堵、打孔筛管、油管，在水平井的水平段，油管外间隔安装油管

扶正器；所述内管柱包括自上而下依次连接的马笼头、单向皮碗、上扶正器、电磁探伤仪、下

扶正器、导向头；所述马笼头上固定有电缆，电缆上端连接地面信号仪器，下端连接电磁探

伤仪；在套管内下入所述外管柱，所述内管柱整体下入到外管柱内，并且电磁探伤仪下入到

油管中的位置与油管外部的套管上连接的外筛管位置相对应；内管柱的检测仪器在液力推

动单向皮碗的作用力下，安全通过整个水平段，实现整个水平段筛管的检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平井筛管过油管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油管上设

置油管扶正器，油管扶正器定位在套管内壁。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水平井筛管过油管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马笼

头上端连接电缆。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水平井筛管过油管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打孔

筛管的长度设置为2m。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水平井筛管过油管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缆外面

由钢丝绳包裹。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水平井筛管过油管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磁探

伤仪由插头、电磁探伤仪主体装置组成，电磁探伤仪螺纹式连接插头，插头螺纹式连接马笼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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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平井筛管过油管检测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平井筛管检测技术，尤其是一种水平井筛管过油管检测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水平井应用油藏类型增多，特别是在稠油油藏、水驱油藏的广泛应用，

导致水平井失效井数逐年增加。随着生产时间的延长，采液强度增大，特别是在稠油油藏酸

洗及多轮次注汽吞吐过程中，由于长井段排液及吸汽不均匀、局部高速冲蚀等，易导致防砂

筛管局部受损。针对这类防砂筛管失效井，常规补救工艺多为频繁冲砂检泵或全井筒笼统

防砂，治理成本高，并且影响水平井产能的有效发挥。

[0003] 针对这些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水平井筛管过油管检测方法及设备，该技术

通过过油管电磁检测技术快速准确的发现井下防砂筛管损坏部位，并结合标准筛管测试模

板，进行破损筛管的刻度。该技术为筛管检测及后处理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对延长水平井防

砂有效期，充分发挥水平井产能优势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0004] 马笼头是连接测并绞车电缆和测并仪器的一种电缆连接器，在石油钻井领域内属

于常规现有技术。

[0005] 目前用于套管检测的工程测井仪的方法较多，包括井径仪、超声波成像仪及电磁

检测仪等。其中井径仪对仪器居中要求很高，偏心会导致测量误差，而且该仪器对于套管严

重错断的井不适用；超声波法受钻井液影响比较大，如果钻井液密度较大，则声波衰减严

重，影响检测精度，检测前必须进行洗井和替换钻井液，增加了劳动强度。而电磁检测仪或

者电磁探伤仪是根据电磁原理给出套管完整度的评价，它不受井内液体、套管积垢、结蜡以

及井壁附着物的影响，且测量精度比较高。电磁探伤仪在石油钻井领域内属于常规现有技

术。

[0006] 申请号：201120203324.7，公开日2012-01-04涉及一种电磁探伤仪,包括井上部分

以及与井上部分连接在一起的井下仪；井上部分包括信号解码单元以及与信号解码单元相

连的PC机；井下仪与信号解码单元相连。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在不提出油管的情况下通

过一次下井便可以检测油管和套管的损伤情况以及壁厚的变化情况的电磁探伤仪。

[0007] 申请号：201110151970.8，公开日2014-06-25公开了一种防砂筛管综合性能检测

实验装置及性能评价方法，属于疏松砂岩油气田开发技术领域。装置包括密闭主罐体、模拟

井壁套筒、模拟套管、模拟射孔孔眼和紧固拉杆；主罐体包括顶盖、圆筒侧壁和支撑底，其侧

壁上设有8个进液口，支撑底设有1个出液口及7个测压孔，顶盖设有2个排气孔及4个装配吊

环；模拟井壁套筒和模拟套管均为带有多个孔眼的钢制圆筒，嵌套于主罐体内，可拆卸；模

拟孔眼为柔韧性较好的塑料短管；紧固拉杆为特制的钢制螺栓。本实用新型可以模拟射孔、

裸眼、筛管防砂和砾石充填防砂等防砂完井情况，模拟实际井底的径向流动状态，对采集的

流量、压力和出砂量数据进行分析，提出了一套防砂筛管性能评价方法。

[0008] 申请号：201720124957.6，公开日2017-10-24提供一种水平井裸眼筛管破损检测

管柱，包括自上而下依连接的高压自封装置、液流转换装置、阻流封隔器，所述阻流封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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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两个，均封隔在筛管内壁，在两个阻流封隔器之间连接打孔管，所述打孔管上开设径

向的液流孔，所述油管通过打孔管的液流孔和筛管的筛孔连通至地层空间。本实用新型能

够快速准确发现井下防砂筛管损坏部位，并在防砂筛管漏点有效检测基础上，进行低成本

治理，延长水平井防砂有效期，充分发挥水平井产能优势。

[0009] 申请号：201610861836 .X，公开日2016-12-07涉及一种油管套管综合探伤系统

(MultiCIS)，该井下探伤系统为由多个探伤仪器及辅助仪器上下串联连接组成的井下仪器

串，该井下仪器串主要由旋转短节、传输短节、铂金电阻温度计、伽玛仪、套管节箍定位仪、

扶正器、多臂井径仪、电磁测厚仪、电磁探伤仪、存储式井下摄像机、噪声仪组成。其中，多臂

井径仪主要包括24臂井径仪、40臂井径仪、60臂井径仪。井下仪器串中位于最上部的仪器连

接电缆头，井下仪器串中各仪器输出的信号经生产测井传输短节由电缆传输至地面数据采

集系统。该油管套管综合探伤系统为将包含有探伤仪器的井下仪器串进行连接后，一次下

到井内进行油管套管综合检测，一次测井得到多组测井数据，所得到的测井数据间可以相

互补充和验证，大大提高了作业的效率和可靠性。可以对油管套管探伤进行综合评价。

[0010] 申请号：201510292732.7，公开日2015-08-19公开了一种油水井瞬变电磁探伤仪，

包括井下系统、数据接收与解释系统及便携式地面系统，所述井下系统通过电缆与数据接

收解释系统连接，数据接收解释系统与便携式地面系统连接。井下系统由电磁探伤仪及电

缆组成，电磁探伤仪包括外壳及分设在外壳两端部的上扶正器和下扶正器，外壳内部从上

至下依次设置自然伽马探头、短轴探头、横向探头、长轴探头及温度探头。电磁探伤仪还包

括硬件电路。上扶正器外端设有用于连接电磁探伤仪与电缆的马笼头。本实用新型能够解

决在多层油管内探测套管的厚度、腐蚀、变形破裂等问题，可准确指示井下管柱结构、工具

位置，并能探测套管以外的铁磁性物质(如套管扶正器、表层套管)。

[0011] 最后这个公开文献201510292732.7的区别在于：本实用新型可以通过过油管电磁

检测技术快速准确的发现井下防砂外筛管损坏部位，并结合测试模板，进行破损外筛管的

刻度。而201510292732.7不能检测筛管的情况，只是用于套管的检测。由于筛管本身属于多

孔结构，因此，在井下破损检测中存在很大的难点，本实用新型通过电磁检测数据，并结合

标准筛管测试模板的对比，能够对井下筛管情况进行检测。

实用新型内容

[0012]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水平井筛管过油管检测设备，利用电磁探测技术，

过油管对井下筛管进行实时、准确的检测。该技术通过过油管电磁检测技术快速准确的发

现井下筛管损坏部位，并结合标准筛管测试模板，进行破损筛管的刻度。该技术为筛管检测

及后处理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对延长水平井防砂有效期，充分发挥水平井产能优势提供了

有力的技术支撑。

[0013] 本实用新型可通过如下技术措施来实现：

[0014] 该水平井筛管过油管检测设备包括外管柱、内管柱，所述外管柱包括自下而上依

次连接导向丝堵、打孔筛管、油管，在水平井的水平段，油管外间隔安装油管扶正器；所述内

管柱包括自上而下依次连接的马笼头、单向皮碗、上扶正器、电磁探伤仪、下扶正器、导向

头；所述马笼头上固定有电缆，电缆上端连接地面信号仪器，下端连接电磁探伤仪；在套管

内下入所述外管柱，所述内管柱整体下入到外管柱内，并且电磁探伤仪下入到油管中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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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与油管外部的套管上连接的外筛管位置相对应；内管柱的检测仪器在液力推动单向皮碗

的作用力下，安全通过整个水平段，实现整个水平段筛管的检测。

[0015] 本实用新型还可通过如下技术措施来实现：

[0016] 所述油管上设置油管扶正器，油管扶正器定位在套管内壁。

[0017] 所述马笼头上端连接电缆。

[0018] 所述打孔筛管的长度设置为2m。

[0019] 所述电缆外面由钢丝绳包裹。

[0020] 所述的电磁探伤仪由插头、电磁探伤仪主体装置组成，电磁探伤仪通过插头螺纹

式连接马笼头，电磁探伤仪主体装置具有发射、接收、传导信号的作用，并且可以进行数据

的分析计算，通过与标准筛管测试模板对比，即可形成所探测筛管的破损情况及位置的具

体刻度。

[0021]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2] (1)本实用新型能够过油管进行井下防砂筛管破损情况的检测及定位，操作简单。

[0023] (2)本实用新型设置内、外两层管柱，外管柱可以在井内存在泥、砂等堵塞物的情

况下，保护内管柱的顺利起下及检测工作，施工安全可靠。

[0024] (3)马笼头可实现电缆和电磁探伤仪的快速连接和拆卸，操作简便、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示意图。

[0026] 图中：外管柱1、油管2、油管扶正器3、打孔筛管4、导向丝堵5、内管柱6，电缆7、马笼

头8、单向皮碗9、上扶正器10、电磁探伤仪11、下扶正器12、导向头13、套管14、外筛管15。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

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

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8] 请参阅图1，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水平井筛管过油管检测设备，包

括外管柱1和内管柱6。

[0029] 所述外管柱1包括自上而下依次连接的油管2、打孔筛管4、导向丝堵5，其中，在水

平井的水平段，所述油管2外间隔安装油管扶正器3。所述油管2底端连接打孔筛管4，打孔筛

管底端口安装导向丝堵5。所述外管柱1位于套管14的内部，并且和套管、外筛管15长度相吻

合。打孔筛管4的长度一般可设置为2m。所述油管2上设置油管扶正器3，油管扶正器定位在

套管内壁。油管扶正器的个数应根据外管柱的长度来设计，一般每2根油管可加一个油管扶

正器。所述外管柱与套管14之间形成油套环空。

[0030] 所述内管柱包括自上而下依次连接的马笼头8、单向皮碗9、上扶正器10、电磁探伤

仪11、下扶正器12和导向头13。所述内管柱整体下入到外管柱内，并且电磁探伤仪11下入到

外管柱中的位置与油管外部的套管14上的外筛管15位置相对应，所述内管柱的电磁探伤仪

11通过上扶正器10、下扶正器12定位在油管内，所述内管柱与油管之间形成油内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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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所述马笼头上端连接电缆。

[0032] 所述内管柱的上的电缆7外面由钢丝绳包裹，用于内管柱的起下及数据的传输。电

缆通过马笼头8与电磁探伤仪11连接。电缆下端有电缆头，通过马笼头的卡位台阶将其卡位

实现连接。

[0033] 所述内管柱的上的马笼头8包括上接头、单向皮碗和下接头组成。所述的上接头与

电缆头连接，单向皮碗实现密封作用，下接头与电磁探伤仪螺纹连接。马笼头属于常规技

术。

[0034] 所述的上扶正器10、下扶正器12用于对电磁探伤仪11的上下扶正居中。

[0035] 所述的电磁探伤仪11由插头、电磁探伤仪主体装置组成，插头用于与马笼头实现

螺纹连接，电磁探伤仪主体装置具有发射、接收、传导信号的作用，并且可以进行数据的分

析计算，通过与标准筛管探测模板对比，即可形成所探测筛管的破损情况及位置的具体刻

度。

[0036] 水平井筛管电磁探伤检测方法按以下程序进行，建立标准筛管测试模板；根据水

平井段的长度及位置进行外管柱1及内管柱6的长度设计；反洗井；将外管柱1下入预定位

置；将内管柱6下入预订位置；向上拉动内管柱6进行外筛管15的检测。

[0037] 反洗井：在油管打开的情况下，将本区块污水通过油套环空打入井底，然后通过油

管返出到地面。反洗井为本领域内常规技术。

[0038] 下入外管柱：将外管柱下入预订位置。

[0039] 下入内管柱过程：

[0040] 下入内管柱6：将内管柱6下入预订位置；其中，直井段依靠重力下入，水平井段下

入时，在套管闸门打开的情况下，从油管打压，液体压力作用在马笼头8上的单向皮碗9上，

推动内管柱6下入预订位置。下入过程中，油管内的液体从下部的打孔筛管4进入油套环空，

进而从外筛管15进入油层井段或者从油套环空返出井口。

[0041] 向上拉动内管柱6进行外筛管段的检测：上提电缆7，带动整个内管柱6向上移动，

在移动过程中，电磁探伤仪11对外筛管15进行检测。

[0042] 该方法能够完成水平井井下筛管过油管实时检测，包括外筛管破损情况的检测及

定位，该技术通过过油管电磁检测技术快速准确的发现井下防砂外筛管损坏部位，并结合

标准筛管测试模板，进行破损外筛管的刻度。该技术为筛管检测及后处理提供了可靠的数

据，对延长水平井防砂有效期，充分发挥水平井产能优势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实现了水

平井井下外筛管过油管检测的新突破。

[0043]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方位指示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

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

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44]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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