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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式同心分层注水工艺的研究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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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常规偏心分注技术、桥式偏心分注技术存在着测调成功率低、效率低、工作量大、作业风险大等诸多问题，提出

了桥式同心分层注水工艺技术。该技术将可调式水嘴与配水器一体化集成，实现配水器中心通道内免投捞配水作业模式，通过

地面可视化直读方式操作井下测调仪与配水器同心定位对接，实现流量测试与调配同步进行，具有较高的测调成功率和工艺

效率。桥式同心分层注水工艺在长庆油田现场应用 1 664 口井，施工成功率 100%，分层测调合格率 96.8%，平均单井测调时间

4~6 h，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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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experiment on bridge concentric separated layer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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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low success rate in testing, low efficiency, large workload and large work risks of conventional eccentric separate 

layer injection technology and bridge eccentric separate injection technology, this paper presents this bridge concentric separated layer 

water injection technology. This technology is capable of integrating the adjustable water nozzle with water distributor, realizing fishing-

free water distribution inside the central channel of water distribution. And the downhole tester can be operated through surface visualized 

direct reading to be concentrically positioned and connected with water distributor. This technology carries out flow test and allocation 

simultaneously, having high successful rate in testing and high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 This technology has been used in 1 664 wells in 

Changqing Oilfield with 100% successful rate in operation and 96.8% acceptable rate in separate testing. The average single testing time 

is 4~6 h, and of some promotion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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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分层注水井下工具、工艺管柱及配套的测

调工艺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以桥式偏心分层注水

工艺为代表的分层注水技术，满足了不同开发阶段、

不同类型油藏注水开发的需要，为油田实现分层开

采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1-8］。为了提高低渗透油

藏水驱动用程度，长庆油田 2009 年引进桥式偏心分

层注水技术，并配套完善了钢丝和电缆测试调配技

术，实现了在井深 2 200 m、井斜 30°以内的两级分层

注水［9-10］。然而，随着油田开发的不断深入，大斜度

井、深井及小卡距多级分注井逐年增多，对分注工艺

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进一步满足精细注水开发的

需求、提高工艺适应性和技术指标，创新提出了桥式

同心分层注水技术，实现封隔器电动直读验封和配

水器中心通道机电一体化电缆高效测调，提高了分

基金项目：长庆油田公司科研项目“精细分层注水工艺技术重大工程试验”（编号：1202-5）。

作者简介：于九政，1981 年生。2009 年毕业于西安石油大学，硕士研究生，现主要从事油田注水工艺方面的研究工作，工程师。电话：

15829376929。E-mail：yujzh_cq@petrochina.com.cn。



93于九政等：桥式同心分层注水工艺的研究与试验

注井测调成功率和工艺效率。

1　分层注水难点

长庆油田是典型的低渗透油藏，多薄层发育，区

域内沟壑纵横，主要采用丛式井开发，定向井比例达

90% 以上，具有井斜大（20~40°）、井深（2 000~3 000 
m）、注水量小（单层 10~15 m3/d）等特点，精细分层注

水难度大。

（1）偏心分注工艺水嘴安装在配水器偏心孔上，

无论采用钢丝还是电缆测调，测调仪与水嘴均采用

侧向对接方式进行测试调配，需要精确机械式导向

及定位，对接时侧向动力传递结构复杂，动力传递效

率低。在大斜度井和深井中存在水嘴捞不出、投不

进、反复作业、易堵塞等问题，测调仪器遇阻遇卡率

高，测调成功率和工艺效率低。

（2）多层细分后，封隔器坐封距离缩短，相邻配水

器之间跨距缩小；而偏心分注工艺测调时需要 10 m
以上的投捞距离，测调仪器快速俯冲下放，才能保证

在偏心配水器内实现旋转导向定位，否则无法成功

对接或出现投捞错层现象，使多个含油层段均匀精

细水驱开发程度低。

（3）偏心机械式验封采用钢丝携带堵塞式验封仪

或测试密封段，封隔配水器出水通道，目的是测试油

管压力和地层压力。测试信息在井下自动存储，查

看数据时将验封仪或密封段起出地面并回放曲线，

该方法验封可靠性差，井下作业风险大。

2　桥式同心分层注水技术

桥式同心分层注水工艺技术采用封隔器将各储

层分隔开，采用桥式同心配水器为各层注水，地面控

制器通过电缆与同心电动井下测调仪连接，控制井

下仪器，同心电动井下测调仪与配水器同心对接调

节注水量，数据采集控制系统实时在线监测井下流

量、温度和压力，实现流量测试与调配同步进行，满

足地质配注需求，工艺原理如图 1 所示。

2.1　桥式同心配水技术

桥式同心配水器结构如图 2 所示。该配水器改

变偏心笔尖式旋转导向定位方式，采用平台式直接

定位对接，提高大斜度井定位对接成功率，缩短配水

器长度，实现小跨距多级精细注水。将可调式水嘴

由偏置式改为同心滑套式，开度由测调仪在配水器

中心通道带动同心活动筒和活动水嘴旋转调节，水

嘴不易堵塞。配水器下井时水嘴处于完全关闭状态，

密闭承压 60 MPa，满足封隔器坐封要求。在主体与

连接筒之间设计了较大过流面积的桥式通道，当测

调仪占用中心通道时，一部分注入水从桥式过流通

道流向下一级桥式同心配水器，以满足其他层段分

层配水的需要，最大限度降低小水量层间干扰。

图 2　桥式同心配水器

2.2　同心电缆高效测调技术

同心电动井下测调仪结构见图 3。动力传递设

计为同心连杆机构，与偏心测调臂侧向调节模式相

比，机械结构简单，动力传递效率高，调节扭矩大。

测调仪具备磁定位功能，可以准确判断配水器和封

隔器位置，实现层内多级小卡距条件下仪器准确定

位。该测调仪将超声波流量计和水嘴调节爪一体化

集成，流量测试水嘴调节同步进行，有效提高效率。

图 3　同心电动井下测调仪

2.3　封隔器电动直读验封技术

电动直读验封仪结构如图 4 所示。采用电机转

动压缩上胶筒和下胶筒，使其径向扩张实现坐封，将

配水器出水孔封隔开；在井口进行注水阀门开、关、

开或关、开、关的操作，实时监测油管压力和地层压

力的变化，从而判断封隔器密封状态，解决了传统依

靠重力冲击机械式验封可靠性差的问题。

 

图 4　电动直读验封仪

图 1　桥式同心分注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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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地面可视化数据采集控制技术

地面控制器和数据采集处理系统通过对不同指

令和数据的传输，实现地面实时控制井下测调仪器

和采集井下流量、压力、温度等数据，具有操作方便、

性能稳定的特点。

3　室内实验

3.1　配水器密封性及抗拉强度测试

采用专用拉伸液缸对桥式同心配水器进行抗拉

强度测试。将配水器连接到测试装置，给配水器内

部泵入一定高压，然后从拉伸液缸泵入高压，用活塞

拉伸桥式同心配水器。具体步骤：启动试压泵，正

打压，逐步升压至 15 MPa，稳压 5 min，逐步升压至

30 MPa，稳压 5 min，再逐步升压至 40 MPa，稳压 30 
min，无渗漏，螺纹处变形量 0 mm，抗拉强度 550 kN；
反打压，逐步升压至 15 MPa，稳压 5 min，逐步升压

至 30 MPa，稳压 30 min，抗拉强度 550 kN，无渗漏。

3.2　测试调配实验

测试装置通过实验泵及标准套管等结构模拟井

下注水密闭环境，同时采用试压泵进行配水器内外

压控制，以模拟配水器井下注水压力环境，从而实现

桥式同心配水器测试调配模拟实验。具体步骤：将

配水器连接于测试装置内，模拟测调仪放入桥式同

心配水器中，试压泵升内压至 10 MPa，稳压 5 min，
逐步升压至 20 MPa，稳压 5 min，配水器外压为常

压，旋转扭矩仪，缓慢打开水嘴，扭矩缓慢升至 13 
N·m，然后降为 11 N·m 且平稳，关闭水嘴。外压升

压至 10 MPa，稳压 5 min，逐步升压至 18 MPa，稳压

5 min，旋转扭矩仪，缓慢打开水嘴，扭矩缓慢升至 11 
N·m，然后降为 8 N·m 且平稳。

3.3　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表明：桥式同心配水器具有良好的密

封性能和抗拉性能，在高压条件下无渗无漏，既满足

注水要求，又可实现完全关闭状态下封隔器的有效

坐封。同时在大压差条件下，水嘴打开和关闭灵活

自如，调节扭矩较小，可实现井下分层注水量长期测

试调配。

4　现场应用

桥式同心分层注水工艺于 2011 年在长庆油田

投入现场，截至 2014 年底累计应用 1 664 口井，完井

施工成功率 100%，测调成功率 92%。其中，最多分

注层数 6 层，最大井深 2 975 m，最大井斜 59.2°，单

层流量测调误差 10% 以内，分层测调合格率 96.8%，

平均单井测调时间 4~6 h，封隔器电动验封成功率

98% 以上，测试成功率、效率和精度大幅提高。

5　结论

（1）桥式同心分层注水技术实现了配水器中心

通道内免投捞配水作业模式，解决了偏心分注工艺

在复杂井况中尤其是大斜度井机械投捞对接成功率

低、风险大的问题。

（2）桥式同心电缆高效测调技术采用同心对接方

式，地面实时在线监测，实现流量测试与调配同步进

行，将分注技术推进到单纯电缆作业阶段，提高测试

效率和精度。

（3）桥式同心分注技术为大斜度井、深井、采出水

回注井、小跨距井实现多层细分提供了有效的工艺

手段，在提高分注率、测调成功率和效率，降低综合

成本和人员队伍配备，提高油藏开发效果等方面起

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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