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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盐矿分层开采管柱及一种岩盐矿分层开

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岩盐矿分层开采管柱及

一种岩盐矿分层开采方法，属于岩盐矿开采技术

领域。其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缺少一种分层注水吞

吐工艺管柱及相关开采方法，以实现岩盐矿的分

层注水吞吐开采的缺陷。其主要包括油管、空心

杆、空心泵、空心顶杆、外油管、上封隔器、内油

管、流道转换短节、桥式通道和下封隔器，所述油

管下端连接空心泵，空心泵下端通过双扣接头分

别连接外油管和内油管，外油管下端依次连接上

封隔器、桥式通道、下封隔器，上封隔器和下封隔

器座封在套管的内壁，内油管下端连接流道转换

短节，流道转换短节侧面与桥式通道连接，空心

杆套设在油管内，其下端通过空心泵柱塞继续连

接空心顶杆，空心顶杆内安装单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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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岩盐矿分层开采管柱，主要包括油管(1)、空心杆(2)、空心泵(3)、空心顶杆(4)、

外油管(5)、上封隔器(6)、内油管(7)、流道转换短节(8)、桥式通道(9)和下封隔器(10)，其

特征在于：所述油管(1)下端连接空心泵(3)，空心泵(3)下端通过双扣接头分别连接外油管

(5)和内油管(7)，外油管(5)下端依次连接上封隔器(6)、桥式通道(9)、下封隔器(10)，上封

隔器(6)和下封隔器(10)座封在套管(15)的内壁，内油管(7)下端连接流道转换短节(8)，外

油管(5)与内油管(7)最下端通过双扣接头继续连接油管(1)，流道转换短节(8)侧面与桥式

通道(9)连接，外油管(5)位于上封隔器(6)以上的部位侧面开设上过流孔(11)，外油管(5)

位于下封隔器(10)以下的部位侧面开设下过流孔(12)，空心杆(2)套设在油管(1)内，其下

端通过空心泵(3)柱塞继续连接空心顶杆(4)，空心顶杆(4)内安装单流阀，所述上过流孔

(11)为开放式过流孔，下过流孔(12)为破裂盘式过流孔，所述空心杆(2)与空心顶杆(4)通

过丝扣连接；

所述流道转换短节(8)包括上外管(81)、轨迹管(82)、中心管(83)、长轨道(84)、短轨道

(85)、定位销钉(86)、密封组件(87)、第一挡板(89)、第二挡板(820)、下外管(810)、侧流管

(811)、内管(812)、锥形阀座(813)、阀孔(814)、流动通道(815)、锥形阀体(816)、活动管

(817)、挡环(818)、第一弹簧(88)、第二弹簧(819)、定位管(821)、阀球(822)、下阀座(823)；

所述中心管(83)与轨迹管(82)固定连接，中心管(83)及轨迹管(82)套设在上外管(81)内，

上外管(81)侧面设置定位销钉(86)，定位销钉(86)定位在轨迹管(82)的长轨道(84)内或短

轨道(85)内，轨迹管(82)两端侧面安装密封组件(87)，第一弹簧(88)套设在中心管(83)上，

第一弹簧(88)上端与轨迹管(82)下端接触，第一弹簧(88)下端与固定安装在上外管(81)内

壁的第一挡板(89)接触；上外管(81)下端连接下外管(810)，下外管(810)侧面开设侧流孔，

内管(812)安装在下外管(810)内部，下外管(810)及内管(812)下端由双扣接头密封，内管

(812)顶端设置锥形阀座(813)，下外管(810)、内管(812)、锥形阀座(813)共同组成流动通

道(815)，锥形阀座(813)阀面上开设阀孔(814)，内管(812)底部设置下阀座(823)，内管

(812)底部固定安装定位管(821)，下阀座(823)位于定位管(821)下端面，阀球(822)位于定

位管(821)内部，活动管(817)一端在定位管(821)内，活动管(817)下端为盲板结构，活动管

(817)下部可在定位管(821)内滑动，活动管(817)上端连接锥形阀体(816)，锥形阀体(816)

与锥形阀座(813)配合，活动管(817)中部外表面固定安装挡环(818)，第二弹簧(819)套设

在活动管(817)中下部，第二弹簧(819)上端与挡环(818)接触，第二弹簧(819)下端与固设

在内管(812)中下部的第二挡板(820)接触，中心管(83)上端面开设第一过流孔(827)，中心

管(83)顶部侧面开设第二过流孔(828)，中心管(83)下部侧面开设第三过流孔(826)，活动

管(817)侧面开设第四过流孔(825)，定位管(821)侧面开设第五过流孔(82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岩盐矿分层开采管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封隔器(6)为机

械座封封隔器，下封隔器(10)为液压座封封隔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岩盐矿分层开采管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封隔器(6)为液

压座封封隔器，下封隔器(10)为机械座封封隔器。

4.一种岩盐矿分层开采方法，采用如权利要求2-3中任一项所述的岩盐矿分层开采管

柱，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地质研究确定开采层Ⅰ(13)和开采层Ⅱ(14)；

步骤2：对开采层Ⅰ(13)和开采层Ⅱ(14)进行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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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下入岩盐矿分层开采管柱，使得开采层Ⅰ(13)位于上封隔器(6)和下封隔器(10)

之间，开采层Ⅱ(14)位于下封隔器(10)以下井段，下管柱之前检查流道转换短节(8)，使得

流道状态处于侧流管(811)开启、下球阀关闭的状态；

步骤4：采用活动管柱方式座封上封隔器(6)和下封隔器(10)之一，然后采用从环空Ⅰ

(16)打压的方式座封另一封隔器，从环空Ⅰ(16)下行的水经过开放式上过流孔(11)进入环

空Ⅱ(17)，憋压座封液压封隔器，然后继续升压，憋开破裂盘式下过流孔(12)；

步骤5：向开采层Ⅰ(13)注水，同时也向开采层Ⅱ(14)注水，其中开采层Ⅱ(14)注入尽量

多的水；

步骤6：开采层Ⅰ(13)、开采层Ⅱ(14)停止注水并焖井；

步骤7：对开采层Ⅰ(13)抽卤水生产，此时开采层Ⅱ(14)继续焖井；

步骤8：向开采层Ⅰ(13)注水，此时开采层Ⅱ(14)继续焖井；

步骤9：活动空心杆(2)，驱动流道转换短节(8)切换流道，使得流道状态处于侧流管

(811)关闭、下球阀开启的状态；

步骤10：开采层Ⅰ(13)焖井，对开采层Ⅱ(14)进行生产；

步骤11：活动空心杆(2)，驱动流道转换短节(8)切换流道，使得流道状态处于侧流管

(811)开启、下球阀关闭的状态；

步骤12：重复步骤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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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盐矿分层开采管柱及一种岩盐矿分层开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发明属于岩盐矿开采技术领域，具体地说，尤其涉及一种岩盐矿分层开采管柱。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岩盐矿主要通过注水溶解法开采，在开采井投产后，注水溶解近井地带岩盐，

形成充满卤水的岩盐溶腔，然后利用井下泵将卤水抽吸至地面经过地面后续处理，完成一

个周期的开采，然后继续循环注水、抽卤水的开采过程，由于井下管柱需要满足注水、抽卤

水两个过程，即需要满足注水吞吐的工艺，因此井下管柱较为复杂，一般只能进行单层开

采，而多层分层注水吞吐开采由于需要更加复杂的井下工艺管柱，目前暂时无法实现，因

此，只能开采完一层后封堵该层位，然后射开并生产另一层，整体开采速度及效率较低。

[0003] 对此，需要设计一种分层注水吞吐工艺管柱及相关开采方法，实现岩盐矿的分层

注水吞吐开采。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岩盐矿分层开采管柱及一种岩盐矿分层开采方法，通过该管

柱，注水开采过程可以实现两层的注水和生产，通过独立的通道，避免了层间干扰，而且在

一个层进行生产时，另一层可以进行注水后的焖井操作，无需其它起下管柱、封层、重新射

孔操作即可实现在一个时间段内对两层进行分别开采，显著提高了开采效率。

[0005] 发明是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岩盐矿分层开采管柱，主要包括油管、空心

杆、空心泵、空心顶杆、外油管、上封隔器、内油管、流道转换短节、桥式通道和下封隔器，所

述油管下端连接空心泵，空心泵下端通过双扣接头分别连接外油管和内油管，外油管下端

依次连接上封隔器、桥式通道、下封隔器，上封隔器和下封隔器座封在套管的内壁，内油管

下端连接流道转换短节，外油管与内油管7最下端通过双扣接头继续连接油管，流道转换短

节侧面与桥式通道连接，外油管位于上封隔器以上的部位侧面开设上过流孔，外油管位于

下封隔器以下的部位侧面开设下过流孔，空心杆套设在油管内，其下端通过空心泵柱塞继

续连接空心顶杆，空心顶杆内安装单流阀，所述上过流孔为开放式过流孔，下过流孔为破裂

盘式过流孔，所述空心杆与空心顶杆通过丝扣连接；所述流道转换短节包括上外管、轨迹

管、中心管、长轨道、短轨道、定位销钉、密封组件、第一挡板、第二挡板、下外管、侧流管、内

管、锥形阀座、阀孔、流动通道、锥形阀体、活动管、挡环、第一弹簧、第二弹簧、定位管、阀球、

下阀座；所述中心管与轨迹管固定连接，中心管及轨迹管套设在上外管内，上外管侧面设置

定位销钉，定位销钉定位在轨迹管的长轨道内或短轨道内，轨迹管两端侧面安装密封组件，

第一弹簧套设在中心管上，第一弹簧上端与轨迹管下端接触，第一弹簧下端与固定安装在

上外管内壁的第一挡板接触；上外管下端连接下外管，下外管侧面开设侧流孔，内管安装在

下外管内部，下外管及内管下端由双扣接头密封，内管顶端设置锥形阀座，下外管、内管、锥

形阀座共同组成流动通道，锥形阀座阀面上开设阀孔，内管底部设置下阀座，内管底部固定

安装定位管，下阀座位于定位管下端面，阀球位于定位管内部，活动管一端在定位管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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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管下端为盲板结构，活动管下部可在定位管内滑动，活动管上端连接锥形阀体，锥形阀体

与锥形阀座配合，活动管中部外表面固定安装挡环，第二弹簧套设在活动管中下部，第二弹

簧上端与挡环接触，第二弹簧下端与固设在内管中下部的第二挡板接触，中心管上端面开

设第一过流孔，中心管顶部侧面开设第二过流孔，中心管下部侧面开设第三过流孔，活动管

侧面开设第四过流孔，定位管侧面开设第五过流孔。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的上封隔器为机械座封封隔器，下封隔器为液压座封封隔器。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的上封隔器为液压座封封隔器，下封隔器为机械座封封隔器。

[0008] 一种岩盐矿分层开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步骤1：地质研究确定开采层Ⅰ和开采层Ⅱ；

[0010] 步骤2：对开采层Ⅰ和开采层Ⅱ进行射孔；

[0011] 步骤3：下入岩盐矿分层开采管柱，使得开采层Ⅰ位于上封隔器和下封隔器之间，开

采层Ⅱ位于下封隔器以下井段，下管柱之前检查流道转换短节，使得流道状态处于侧流管

811开启、下球阀关闭的状态；

[0012] 步骤4：采用活动管柱方式座封上封隔器和下封隔器之一，然后采用从环空Ⅰ打压

的方式座封另一封隔器，从环空Ⅰ下行的水经过开放式上过流孔进入环空Ⅱ，憋压座封液压

封隔器，然后继续升压，憋开破裂盘式下过流孔；

[0013] 步骤5：向开采层Ⅰ注水，同时也向开采层Ⅱ注水，其中开采层Ⅱ注入尽量多的水；

[0014] 步骤6：开采层Ⅰ、开采层Ⅱ停止注水并焖井；

[0015] 步骤7：对开采层Ⅰ抽卤水生产，此时开采层Ⅱ继续焖井；

[0016] 步骤8：向开采层Ⅰ注水，此时开采层Ⅱ继续焖井；

[0017] 步骤9：活动空心杆，驱动流道转换短节切换流道，使得流道状态处于侧流管811关

闭、下球阀开启的状态；

[0018] 步骤10：开采层Ⅰ焖井，对开采层Ⅱ进行生产；

[0019] 步骤11：活动空心杆，驱动流道转换短节切换流道，使得流道状态处于侧流管811

开启、下球阀关闭的状态；

[0020] 步骤12：重复步骤5-11。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2] 利用本发明的岩盐矿分层开采管柱以及开采方法可以实现使得两层的注水和生

产通过独立的通道，避免了层间干扰，而且在一个层进行生产时，另一层可以进行注水后的

焖井操作，无需其它管柱、封层、重新射孔等操作即可实现在一个时间段内对两层进行分别

开采，显著提高了开采效率。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所述流道转换短节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所述流道转换短节轨迹管长短轨道平面展布图。

[0026] 图中：1、油管；2、空心杆；3、空心泵；4、空心顶杆；5、外油管；6、上封隔器；7、内油

管；8、流道转换短节；9、桥式通道；10、下封隔器；11、上过流孔；12、下过流孔；13、开采层Ⅰ；

14、开采层Ⅱ；15、套管；16、环空Ⅰ；17、环空Ⅱ；18、环空Ⅲ；81、上外管；82、轨迹管；83、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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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84、长轨道；85、短轨道；86、定位销钉；87、密封组件；88、第一弹簧；89、第一挡板；810、下

外管；811、侧流管；812、内管；813、锥形阀座；814、阀孔；815、流动通道；816、锥形阀体；817、

活动管；818、挡环；819、第二弹簧；820、第二挡板；821、定位管；822、阀球；823、下阀座；824、

第五过流孔；825、第四过流孔；826、第三过流孔；827、第一过流孔；828、第二过流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8] 一种岩盐矿分层开采管柱，主要包括油管1、空心杆2、空心泵3、空心顶杆4、外油管

5、上封隔器6、内油管7、流道转换短节8、桥式通道9和下封隔器10，所述油管1下端连接空心

泵3，空心泵3下端通过双扣接头分别连接外油管5和内油管7，外油管5下端依次连接上封隔

器6、桥式通道9、下封隔器10，上封隔器6和下封隔器10座封在套管15的内壁，内油管7下端

连接流道转换短节8，外油管5与内油管7最下端通过双扣接头继续连接油管1，流道转换短

节8侧面与桥式通道9连接，外油管5位于上封隔器6以上的部位侧面开设上过流孔11，外油

管5位于下封隔器10以下的部位侧面开设下过流孔12，空心杆2套设在油管1内，其下端通过

空心泵3柱塞继续连接空心顶杆4，空心顶杆4内安装单流阀，所述上过流孔11为开放式过流

孔，下过流孔12为破裂盘式过流孔，所述空心杆2与空心顶杆4通过丝扣连接；所述流道转换

短节8包括上外管81、轨迹管82、中心管83、长轨道84、短轨道85、定位销钉86、密封组件87、

第一挡板89、第二挡板820、下外管810、侧流管811、内管812、锥形阀座813、阀孔814、流动通

道815、锥形阀体816、活动管817、挡环818、第一弹簧88、第二弹簧819、定位管821、阀球822、

下阀座823；所述中心管83与轨迹管82固定连接，中心管83及轨迹管82套设在上外管81内，

上外管81侧面设置定位销钉86，定位销钉86定位在轨迹管82的长轨道84内或短轨道85内，

轨迹管82两端侧面安装密封组件87，第一弹簧88套设在中心管83上，第一弹簧88上端与轨

迹管82下端接触，第一弹簧88下端与固定安装在上外管81内壁的第一挡板89接触；上外管

81下端连接下外管810，下外管810侧面开设侧流孔，内管812安装在下外管810内部，下外管

810及内管812下端由双扣接头密封，内管812顶端设置锥形阀座813，下外管810、内管812、

锥形阀座813共同组成流动通道815，锥形阀座813阀面上开设阀孔814，内管812底部设置下

阀座823，内管812底部固定安装定位管821，下阀座823位于定位管821下端面，阀球822位于

定位管821内部，活动管817一端在定位管821内，活动管817下端为盲板结构，活动管817下

部可在定位管821内滑动，活动管817上端连接锥形阀体816，锥形阀体816与锥形阀座813配

合，活动管817中部外表面固定安装挡环818，第二弹簧819套设在活动管817中下部，第二弹

簧819上端与挡环818接触，第二弹簧819下端与固设在内管812中下部的第二挡板820接触，

中心管83上端面开设第一过流孔827，中心管83顶部侧面开设第二过流孔828，中心管83下

部侧面开设第三过流孔826，活动管817侧面开设第四过流孔825，定位管821侧面开设第五

过流孔824。

[0029] 当中心管83不与锥形阀体816接触，此时，活动管817及锥形阀体816在弹簧的作用

下与锥形阀座813接触并封闭阀孔814，此时流道转换短节8的侧向通道关闭，而下阀球822

可以自由活动。当通过空心顶杆4驱动中心管83并使得定位销钉86换轨时，中心管83下端推

动锥形阀体816及活动管817下行，锥形阀体816离开锥形阀座813，露出阀孔814，侧向通道

开启，此时活动管817下端面压迫阀球822，使得下阀座823关闭，从而关闭自下而上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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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换轨应用了笔式开关的结构和原理。

[0030] 所述的上封隔器6为机械座封封隔器，下封隔器10为液压座封封隔器，或者所述的

上封隔器6为液压座封封隔器，下封隔器10为机械座封封隔器。

[0031]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岩盐矿分层开采管柱可以应用在盐岩矿分层开采注水施工中。

[0032]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岩盐矿分层开采管柱可以应用在盐岩矿单层开采施工中。

[0033] 一种岩盐矿分层开采方法，采用所述岩盐矿分层开采管柱，包括如下步骤：

[0034] 步骤1：地质研究确定开采层Ⅰ13和开采层Ⅱ14；

[0035] 步骤2：对开采层Ⅰ13和开采层Ⅱ14进行射孔；

[0036] 步骤3：下入岩盐矿分层开采管柱，使得开采层Ⅰ13位于上封隔器6和下封隔器10之

间，开采层Ⅱ14位于下封隔器10以下井段，下管柱之前检查流道转换短节8，使得流道状态

处于侧流管811开启、下球阀关闭的状态；

[0037] 步骤4：采用活动管柱方式座封上封隔器6和下封隔器10之一，然后采用从环空Ⅰ16

打压的方式座封另一封隔器，从环空Ⅰ16下行的水经过开放式上过流孔11进入环空Ⅱ17，憋

压座封液压封隔器，然后继续升压，憋开破裂盘式下过流孔12；

[0038] 步骤5：向开采层Ⅰ13注水，同时也向开采层Ⅱ14注水，其中开采层Ⅱ14注入尽量多

的水；

[0039] 步骤6：开采层Ⅰ13、开采层Ⅱ14停止注水并焖井；

[0040] 步骤7：对开采层Ⅰ13抽卤水生产，此时开采层Ⅱ14继续焖井；

[0041] 步骤8：向开采层Ⅰ13注水，此时开采层Ⅱ14继续焖井；

[0042] 步骤9：活动空心杆2，驱动流道转换短节8切换流道，使得流道状态处于侧流管811

关闭、下球阀开启的状态；

[0043] 步骤10：开采层Ⅰ13焖井，对开采层Ⅱ14进行生产；

[0044] 步骤11：活动空心杆2，驱动流道转换短节8切换流道，使得流道状态处于侧流管

811开启、下球阀关闭的状态；

[0045] 步骤12：重复步骤5-11。

[0046] 岩盐矿分层开采管柱的主要分层开采原理是：

[0047] 油套环空Ⅰ16、外油管5与内油管7之间的环空Ⅱ17、外油管5上下部位侧面的过流

孔共同组成开采层Ⅱ14的注水通道1；

[0048] 内油管7内部、流道转换短节8内部、空心泵3、油管1组成开采层Ⅱ14的抽卤水生产

通道2；

[0049] 空心杆2、空心顶杆4、流道转换短节8内部、桥式通道9、上下封隔器10之间的环空

Ⅲ18组成开采层Ⅰ13的注水通道3；

[0050] 上下封隔器10之间的环空Ⅲ18、桥式通道9、流道转换短节8内部、空心泵3、油管1

组成开采层Ⅰ13的抽卤水生产通道4；

[0051] 流道转换短节8可以切换其上部流体流向侧面桥式通道9或者流向流道转换短节8

下端油管1，进而可以切换流体流入开采层Ⅰ13或开采层Ⅱ14；

[0052] 流道转换短节8上部包括笔式开关结构，可以通过上下活动空心杆2、空心顶杆4触

发该笔式开关实现多次流道转换；

[0053] 当流道转换短节8开启桥式通道9时，此时向下的通道关闭，可以通过注水通道1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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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层Ⅱ14注水，也可以通过注水通道3向开采层Ⅰ13注水，也可以通过生产通道4对向开采

层Ⅰ13进行生产，开采层Ⅱ14的注水可以与开采层Ⅰ13的注水、开采之一的操作同时进行。具

体来说，可以在向开采层Ⅰ13注水的同时对开采层Ⅱ14也进行注水，然后在开采层Ⅱ14焖井

溶解岩盐的时候对开采层Ⅰ13进行生产，然后继续向开采层Ⅰ13注水、焖井，然后切换流道转

换短节8，对开采层Ⅱ14进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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