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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井下流量检测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集成涡街流量计的智能配水器的流量监

测装置，是根据卡门涡街原理和现代电子技术设

计制造的一种流量计，根据卡门涡街原理，通过

液体流过旋涡发生体产生的流体旋涡对三角柱

的旋涡发生体产生交替变化的压力，由压电信号

传感器检测呈电信号经前置放大器进行放大，变

成标准电信号输出。从而得到被测介质的流量大

小。本发明可以时时直观监测井下液体流动数

据，克服了存储式井下流量器不能及时监测出井

下液体时时流量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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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集成涡街流量计的智能配水器的流量监测装置，包括依次串接的上接头（1）、上

连接体（2）、流量计（3）、下连接体（4）和下接头（5），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连接体（2）和下连

接体（4）外部分别设有上电缆接头腔体（6）和下电缆接头腔体（7）；

上电缆接头腔体（6）内安装有电缆接头（8）、插针体（9）和控制电路板（10），所述电缆接

头（8）从上电缆接头腔体（6）顶部穿透接入，依次连接插针体（9）和控制电路板（10）后穿过

上电缆接头腔体（6）底部连接流量计（3）；

下电缆接头腔体（7）内安装有第二电缆接头（11）和第二插针体（12），所述第二电缆接

头（11）连接着流量计（3）并从下电缆接头腔体（7）顶部穿透接入下电缆接头腔体（7）内部，

连接第二插针体（12）后从下电缆接头腔体（7）底部穿透接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成涡街流量计的智能配水器的流量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流量计（3）包括管状的流量计主体（13）、旋涡发生体（14）和探头体（15），所述的流量计

主体（13）连接在上连接体（2）和下连接体（4）之间，流量计主体（13）的内部通道内装有旋涡

发生体（14），流量计主体（13）的内部通道管壁上装有探头体（15），探头体（15）位于旋涡发

生体（14）下方位置。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集成涡街流量计的智能配水器的流量监测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插针体（9）插接在上电缆接头腔体（6）的顶层中，所述的控制电路板（10）位于插

针体（9）下方的腔体中，所述的电缆接头（8）连接着插接在电缆接头腔体（6）顶层中的插针

体（9）的一端，插针体（9）的另一端连接控制电路板（10）；第二插针体（12）插接在下电缆接

头腔体（7）的顶层中，第二电缆接头（11）连接着插接在下电缆接头腔体（7）顶层中的第二插

针体（12）的一端，第二插针体（12）的另一端从下电缆接头腔体（7）底部穿透接出。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集成涡街流量计的智能配水器的流量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上连接体（2）、流量计（3）、下连接体（4）、上电缆接头腔体（6）和下电缆接头腔体（7）供

电缆接头（8）或第二电缆接头（11）通过的部位均设置预留圆孔。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集成涡街流量计的智能配水器的流量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控制电路板（10）包括流量计（3）的主体电路板和控制由上及下的整个电路通断及信号

传输的电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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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集成涡街流量计的智能配水器的流量监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井下流量检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集成涡街流量计的智能配水器

的流量监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油田开发的深入，注水井分注层数的逐年增加，其分层测试的难度也逐年增

大，测试工作量明显提高。提高注水井分层测试技术，能有效的改善注水开发效果，为进一

步选择合理的采油工艺措施，多层配注方案提供依据。

[0003] 常用的井下流量计有电磁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和涡轮流量计，这些流量计在使

用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0004] 电磁流量计，测量精度受被测介质导电率影响，且感应电极易被油污覆盖从而影

响测试效果；超声波流量计，只能用于测量清洁的液体和气体，井下介质油水混合不均匀从

而影响测试效果；涡轮流量计，测量精度受油污粘度影响，涡轮易被污垢铁锈卡死，导致测

量不准，影响测试效果。

[0005] 井下流量计对配注水量测试的准确性直接影响了注水效果的好坏，因此需要针对

高精度井下流量测调系统进行了开发研究。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常规井下流量计在注水井分层测试过程中的各种不足，实现

对注水井下流量的直接时时检测，准确反映井下液体流量的状况且耐用适合各种复杂的井

下工况。

[0007] 为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集成涡街流量计的智能配水器的流量监测装置，包括依

次串接的上接头、上连接体、流量计、下连接体和下接头，所述的上连接体和下连接体外部

分别设有上电缆接头腔体和下电缆接头腔体；

[0008] 上电缆接头腔体内安装有电缆接头、插针体和控制电路板，所述电缆接头从上电

缆接头腔体顶部穿透接入，依次连接插针体和控制电路板后穿过上电缆接头腔体底部连接

流量计；

[0009] 下电缆接头腔体内安装有第二电缆接头和第二插针体，所述第二电缆接头连接着

流量计并从下电缆接头腔体顶部穿透接入下电缆接头腔体内部，连接第二插针体后从下电

缆接头腔体底部穿透接出。

[0010] 所述的流量计包括管状的流量计主体、旋涡发生体和探头体，所述的流量计主体

连接在上连接体和下连接体之间，流量计主体的内部通道内装有旋涡发生体，流量计主体

的内部通道管壁上装有探头体，探头体位于旋涡发生体下方位置。

[0011] 所述的插针体插接在上电缆接头腔体的顶层中，所述的控制电路板位于插针体下

方的腔体中，所述的电缆接头连接着插接在电缆接头腔体顶层中的插针体的一端，插针体

的另一端连接控制电路板；第二插针体插接在下电缆接头腔体的顶层中，第二电缆接头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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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插接在下电缆接头腔体顶层中的第二插针体的一端，第二插针体的另一端从下电缆接

头腔体底部穿透接出。

[0012] 所述的上连接体、流量计、下连接体、上电缆接头腔体和下电缆接头腔体供电缆接

头或第二电缆接头通过的部位均设置预留圆孔。

[0013] 所述的控制电路板包括流量计的主体电路板和控制由上及下的整个电路通断及

信号传输的电路板。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的这种集成涡街流量计的智能配水器的流量监测装

置，是根据卡门涡街原理和现代电子技术设计制造的一种流量计，根据卡门涡街原理，通过

液体流过旋涡发生体产生的流体旋涡对三角柱的旋涡发生体产生交替变化的压力，由压电

信号传感器检测呈电信号经前置放大器进行放大，变成标准电信号输出。从而得到被测介

质的流量大小。本发明可以时时直观监测井下液体流动数据，克服了存储式井下流量器不

能及时监测出井下液体时时流量的困难。

附图说明

[0015]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标记说明：1、上接头；2、上连接体；3、流量计；4、下连接体；5、下接头；6、上电

缆接头腔体；7、下电缆接头腔体；8、电缆接头；9、插针体；10、控制电路板；11、第二电缆接

头；12、第二插针体；13、流量计主体；14、旋涡发生体；15、探头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克服常规流量计的不足，本发明提出一种能够直接测量井井下流量的集成涡

街流量计的智能配水器的流量监测装置，实现对注水井下流量的直接时时检测，准确反映

井下液体流量的状况且耐用适合各种复杂的井下工况。

[0019] 实施例1：

[002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集成涡街流量计的智能配水器的流量监测装置，如图1所示，包

括依次串接的上接头1、上连接体2、流量计3、下连接体4和下接头5，所述的上连接体2和下

连接体4外部分别设有上电缆接头腔体6和下电缆接头腔体7。

[0021] 上电缆接头腔体6内安装有电缆接头8、插针体9和控制电路板10，所述电缆接头8

从上电缆接头腔体6顶部穿透接入，依次连接插针体9和控制电路板10后穿过上电缆接头腔

体6底部连接流量计3。

[0022] 下电缆接头腔体7内安装有第二电缆接头11和第二插针体12，所述第二电缆接头

11连接着流量计3并从下电缆接头腔体7顶部穿透接入下电缆接头腔体7内部，连接第二插

针体12后从下电缆接头腔体7底部穿透接出。

[0023] 上接头1与油管通过相应的管扣连接，下接头5与油管通过相应的管扣连接，与油

管一同下入井内预定的位置。下井作业过程中，首先将电缆接头8连接至上钢铠电缆，将下

钢铠电缆与下电缆接头腔体7内的电缆连接，实现整个装置与其上方下方的钢铠电缆连接，

形成通路，利用钢铠电缆给流量计3供电，利用流量计3测量流量，实时将井下监测的数据通

过钢铠电缆传输到井上，利用监测到的数据来指导配水器进行按量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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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实施例2：

[0025]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对流量计3的具体结构原理进行说明，流量计3包括

管状的流量计主体13、旋涡发生体14和探头体15，所述的流量计主体13连接在上连接体2和

下连接体4之间，流量计主体13的内部通道内装有旋涡发生体14，流量计主体13的内部通道

管壁上装有探头体15，探头体15位于旋涡发生体14下方位置。

[0026] 本实施例的这种流量计的结构是一种涡街流量计的结构，通过钢铠电缆给井下涡

街流量计供电，根据卡门涡街原理，应用流体振荡原理来测量流量的，流体在管道中经过涡

街流量变送器时，在三角柱的旋涡发生体14后上下交替产生正比于流速的两列旋涡，通过

探头体15内的压电晶体感应探头的应力变形，将电信号经过放大处理，检测出流体流量，井

下监测的数据通过钢铠电缆时时传输到井上。

[0027] 实施例3：

[0028] 在实施例1和实施例2的基础上，本实施例针对具体的流量监测过程原理进行具体

分析，结合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插针体9插接在上电缆接头腔体6的顶层中，所述的控制电

路板10位于插针体9下方的腔体中，所述的电缆接头8连接着插接在电缆接头腔体6顶层中

的插针体9的一端，插针体9的另一端连接控制电路板10；第二插针体12插接在下电缆接头

腔体7的顶层中，第二电缆接头11连接着插接在下电缆接头腔体7顶层中的第二插针体12的

一端，第二插针体12的另一端从下电缆接头腔体7底部穿透接出。

[0029] 上连接体2、流量计3、下连接体4、上电缆接头腔体6和下电缆接头腔体7供电缆接

头8或第二电缆接头11通过的部位均设置预留圆孔。

[0030] 将本实施例的这种装置下入井中后，通过井口处的钢铠电缆连入井中，与电缆接

头腔体6中的电缆接头8连接，电缆接头8连接插针体9，插针体9连接控制电路板10，控制电

路板10连接流量计3，流量计3通过第二电缆接头11连接第二插针体12，第二插针体12从下

电缆接头腔体7底部通过钢铠电缆连接下一级装置中的电缆。流量计3负责实时监测，将监

测结果通过整套电缆连接传输至井口进行统计处理。

[0031] 本实施例中，控制电路板10包括流量计3的主体电路板和控制由上及下的整个电

路通断及信号传输的电路板。流量计3的主体电路板控制实施例2结构中的那种涡街流量计

进行监测。具体电路板的针脚制作为现有技术，本实施例不做详细说明。

[0032]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这种集成涡街流量计的智能配水器的流量监测装置，是将涡

街流量计引入到井下进行流量监测，实现对注水井下流量的直接时时检测，准确反映井下

液体流量的状况且耐用适合各种复杂的井下工况。然后针对井下流量情况对配水器进行调

节。

[0033] 以上例举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举例说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的限制，凡

是与本发明相同或相似的设计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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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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