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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带有插管桥塞的射流泵管

柱，包括油管（22）、泵筒和插管桥塞（23）；所述泵

筒和插管桥塞（23）均设置于油管（22）上，所述泵

筒设置于插管桥塞（23）的上方，所述插管桥塞

（23）上部设置有锁定接头（1）、解封接头（4）和连

接头（5），中部设置有卡瓦组件和多个胶筒（17），

下部设置有密封套（19），所述连接头（5）和密封

套（19）用于与油管（22）连接。本发明的射流泵管

柱在插管桥塞（23）解封之前可以下入油管（22）

进行冲砂，提高了解封效率，降低了工作人员的

劳动强度，使解封能够快捷有效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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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有插管桥塞的射流泵管柱，其特征在于：包括油管、泵筒和插管桥塞；所述泵

筒和产管桥塞均设置于油管上，所述泵筒设置于插管桥塞的上方；所述插管桥塞包括锁定

接头（1）、解封接头（4）、连接头（5）、卡瓦组件、芯轴（11）、多个胶筒（17）和密封套（19），所述

锁定接头（1）下端与卡瓦组件上端连接，所述解封接头（4）上端设置于锁定接头（1）内部，下

端设置于卡瓦组件内，所述解封接头（4）与卡瓦组件套设于芯轴（11）上，所述芯轴（11）上端

与连接头（5）连接，所述连接头（5）设置于解封接头（4）内，所述芯轴（11）下端与密封套（19）

的上端连接，所述密封套（19）上设置有第一限位台阶，所述多个胶筒（17）均套设于密封套

（19）上，并且多个胶筒（17）上下两端分别抵靠于第一限位台阶的上端面与卡瓦组件下端面

上，所述连接头（5）和密封套（19）分别与插管桥塞（23）上端和下端的油管（22）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插管桥塞的射流泵管柱，其特征在于：所述锁定接头

（1）上端内圆上设置有多个径向方向的坐封剪钉（2），所述多个坐封剪钉（2）呈圆周分布的

方式分布于锁定接头（1）上，所述解封接头（4）与坐封剪钉（2）的对应位置上设置有多个凹

槽，坐封剪钉（2）插入凹槽内，所述锁定接头（1）由坐封剪钉（2）分隔为两段，坐封剪钉（2）上

方的一段孔径与解封接头（4）的外径相同，坐封剪钉（2）下方的一段孔径大于解封接头（4）

的外径，所述锁定接头（1）与解封接头（4）之间存在环空，所述环空的上端设置有防砂胶垫

（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带有插管桥塞的射流泵管柱，其特征在于：所述环空的下

端设置锁环（6），所述解封接头（4）下端与芯轴（11）接触的内圆上设置有多个径向方向的解

封剪钉（7），所述多个解封剪钉（7）呈圆周分布的方式分布于解封接头（4）上，所述芯轴（11）

与解封剪钉（7）对应的位置上设置有多个凹槽，所述解封剪钉（7）插入凹槽内，所述锁环（6）

的下端面抵靠于卡瓦组件的上端面。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带有插管桥塞的射流泵管柱，其特征在于：所述卡瓦组件

包括锁套（10）、限位环（12）、锥体（13）、卡瓦筒（14）和多个卡瓦（15），所述限位环（12）套设

于芯轴（11）上，所述限位环（12）与芯轴（11）的接触面上均设置有至少一个凹槽，限位环

（12）与芯轴（11）上的凹槽位置相互对应，所述凹槽内设置有锁块（8）；所述芯轴（11）上设置

有第二限位台阶，所述锥体（13）的内孔为台阶孔，上端套设于限位环（12）上，下端套设于芯

轴（11）上，所述第二限位台阶两端分别抵靠于限位环（12）下端面与台阶孔的台阶部分上端

面；所述卡瓦筒（14）与卡瓦（15）可滑动地套设于锥体（13）上，所述卡瓦筒（14）下端抵靠于

卡瓦（15）上端，所述卡瓦筒（14）上端的内孔有直径增大的一段并与锥体（13）之间形成环

空，所述限位环（12）设置于环空内，所述锥体（13）上套设有防砂胶筒（9），所述防砂胶筒（9）

位于锁定接头（1）与限位环（12）之间，所述防砂胶筒（9）的上端面抵靠于锁定接头（1）的下

端面并且防砂胶筒（9）的下端面与限位环（12）之间存在空隙。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带有插管桥塞的射流泵管柱，其特征在于：所述芯轴（11）

下端设置有第三限位台阶，所述卡瓦筒（14）内孔上设置有径向的环形凸起，所述环形凸起

的上端面抵靠于第三限位台阶的下端面上，所述环形凸起的下端面与密封套（19）的上端面

之间存在间隙。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带有插管桥塞的射流泵管柱，其特征在于：所述卡瓦筒

（14）内孔设置有一端锥形孔，所述锥形孔位于环形凸起与卡瓦（15）之间的一段，所述锥形

孔与锥体（13）的锥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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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插管桥塞的射流泵管柱，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胶筒

（17）中任意两个相邻的胶筒（17）之间设置有隔环（18）。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插管桥塞的射流泵管柱，其特征在于：所述泵筒为

SPB泵筒（21），所述SPB泵筒（21）与插管桥塞（23）之间设置有单向阀，所述单向阀的流通方

向朝上。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插管桥塞的射流泵管柱，其特征在于：所述油管（22）

底部设置有堵头（25），所述堵头（25）与油管（22）螺纹连接，所述堵头（25）位于开发层（26）

的上方。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带有插管桥塞的射流泵管柱，其特征在于：所述插管桥

塞（23）与堵头（25）之间设置有筛管（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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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插管桥塞的射流泵管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石油天然气采集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带有插管桥塞的射流泵管

柱。

背景技术

[0002] 在石油天然气采气过程中，封隔器为一种常用的器具，封隔器是用于将工作管柱

与井筒之间的环形空间进行密封的装置，传统的单管射流泵在配合封隔器工作过程中，由

于地层产液中含有泥、砂等颗粒状物质，颗粒状物质在石油天然气从井下到井上的喷射采

集过程中落下并沉积与封隔器顶端。泥、砂等颗粒状物质的沉积容易造成封隔器解封困难，

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封隔器的解封失败。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一种可以替代封隔器的可取式插管

桥塞组件，在提桥塞解封前可进行冲砂，保证桥塞无沉砂和脏物，保障了桥塞可以正常取

出。

[0004]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带有插管桥塞的射流泵管柱，包括

油管、泵筒和插管桥塞；所述泵筒和产管桥塞均设置于油管上，所述泵筒设置于插管桥塞的

上方；所述插管桥塞包括锁定接头、解封接头、连接头、卡瓦组件、芯轴、多个胶筒和密封套，

所述锁定接头下端与卡瓦组件上端连接，所述解封接头上端设置于锁定接头内部，下端设

置于卡瓦组件内，所述解封接头与卡瓦组件套设于芯轴上，所述芯轴上端与连接头连接，所

述连接头设置于解封接头内，所述芯轴下端与密封套的上端连接，所述密封套上设置有第

一限位台阶，所述多个胶筒均套设于密封套上，并且多个胶筒上下两端分别抵靠于第一限

位台阶的上端面与卡瓦组件下端面上。在坐封时，下入相应的插管工具并使锁定接头下压

卡瓦组件，使卡瓦组件张开并卡在井筒内壁上，同时卡瓦组件向下移动并施加压力，是胶筒

受压进行周向膨胀，对井筒进行密封，坐封完毕后取出插管工具。解封时下入相应的打捞工

具，在距离桥塞3-5米时进行洗井和冲砂，冲砂结束后管柱下放的同时保持冲洗，管柱与连

接头连接并通过连接头上提解封接头即可松开卡瓦，胶筒收缩即可完成解封，所述连接头

和密封套分别与插管桥塞上端和下端的油管连接。插管桥塞上端的油管插入连接头内，所

述密封套插入插管桥塞下端的油管内。

[0005] 优选的，所述锁定接头上端内圆上设置有多个径向方向的坐封剪钉，所述多个坐

封剪钉呈圆周分布的方式分布于锁定接头上，所述解封接头与坐封剪钉的对应位置上设置

有多个凹槽，坐封剪钉插入凹槽内，所述锁定接头由坐封剪钉分隔为两段，坐封剪钉上方的

一段孔径与解封接头的外径相同，坐封剪钉下方的一段孔径大于解封接头的外径，所述锁

定接头与解封接头之间存在环空，所述环空的上端设置有防砂胶垫。

[0006] 优选的，所述环空的下端设置锁环，所述解封接头下端与芯轴接触的内圆上设置

有多个径向方向的解封剪钉，所述多个解封剪钉呈圆周分布的方式分布于解封接头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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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芯轴与解封剪钉对应的位置上设置有多个凹槽，所述解封剪钉插入凹槽内，所述锁环的

下端面抵靠于卡瓦组件的上端面。

[0007] 优选的，所述卡瓦组件包括锁套、限位环、锥体、卡瓦筒和多个卡瓦，所述限位环套

设于芯轴上，所述限位环与芯轴的接触面上均设置有至少一个凹槽，限位环与芯轴上的凹

槽位置相互对应，所述凹槽内设置有锁块；所述芯轴上设置有第二限位台阶，所述锥体的内

孔为台阶孔，上端套设于限位环上，下端套设于芯轴上，所述第二限位台阶两端分别抵靠于

限位环下端面与台阶孔的台阶部分上端面；所述卡瓦筒与卡瓦可滑动地套设于锥体上，所

述卡瓦筒下端抵靠于卡瓦上端，所述卡瓦筒上端的内孔有直径增大的一段并与锥体之间形

成环空，所述限位环设置于环空内，所述锥体上套设有防砂胶筒，所述防砂胶筒位于锁定接

头与限位环之间，所述防砂胶筒的上端面抵靠于锁定接头的下端面并且防砂胶筒的下端面

与限位环之间存在空隙。

[0008] 优选的，所述芯轴下端设置有第三限位台阶，所述卡瓦筒内孔上设置有径向的环

形凸起，所述环形凸起的上端面抵靠于第三限位台阶的下端面上，所述环形凸起的下端面

与密封套的上端面之间存在间隙。

[0009] 优选的，所述卡瓦筒内孔设置有一端锥形孔，所述锥形孔位于环形凸起与卡瓦之

间的一段，所述锥形孔与锥体的锥度相同。

[0010] 优选的，所述多个胶筒中任意两个相邻的胶筒之间设置有隔环。

[0011] 所述泵筒为SPB泵筒，所述SPB泵筒与插管桥塞之间设置有单向阀，所述单向阀的

流通方向朝上。使油气只能够从井下流向井上。

[0012] 所述油管底部设置有堵头，所述堵头与油管螺纹连接，所述堵头位于开发层的上

方。

[0013] 所述插管桥塞与堵头之间设置有筛管。井内的油气通过筛管进入油管内，筛管可

以将油气中夹杂的颗粒状杂质进行过滤，被过滤的杂质落在人工井底中。

[0014]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与封隔器不同的是，本发明的桥塞组件在坐封后可以取出工作管柱，而封隔器不能够

取出工作管柱，并且本发明的桥塞组件在解封之前可以下入工作管柱进行冲砂，避免泥、砂

的沉积导致桥塞组件的解封困难和解封失败而造成设备的损伤，提高了解封效率，降低了

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使解封能够快捷有效地完成。

附图说明

[0015] 图1 为本发明插管桥塞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中：1-锁套，2-坐封剪钉，3-防砂胶垫，4-解封接头，5-连接头，6-锁环，7-解封剪钉，

8-锁块，9-防砂胶筒，10-锁套，11-芯轴，12-限位环。13-锥体，14-卡瓦筒，15-卡瓦，16-O型

圈，17-胶筒，18-隔环，19-密封套，20-工作井筒，21-SPB泵筒，22-油管，23-插管桥塞，24-筛

管，25-堵头，26-开发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局限于以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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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0017] 如图1所示，一种带有插管桥塞的射流泵管柱的插管桥塞23包括锁定接头1、解封

接头4、连接头5、卡瓦组件、芯轴11、多个胶筒17和密封套19，所述锁定接头1下端与卡瓦组

件上端连接，所述解封接头4上端设置于锁定接头1内部，下端设置于卡瓦组件内，所述解封

接头4与卡瓦组件套设于芯轴11上，所述芯轴11上端与连接头5连接，所述连接头5设置于解

封接头4内，所述芯轴11下端与密封套19的上端连接，所述芯轴11与密封套19的连接面之间

设置有O型圈16，所述密封套19上设置有第一限位台阶，所述多个胶筒17均套设于密封套19

上，并且多个胶筒17上下两端分别抵靠于第一限位台阶的上端面与卡瓦组件下端面上。在

坐封时，下入相应的插管工具并使锁定接头1下压卡瓦组件，使卡瓦组件张开并卡在井筒内

壁上，同时卡瓦组件向下移动并施加压力，是胶筒17受压进行周向膨胀，对井筒进行密封，

坐封完毕后取出插管工具。解封时下入相应的打捞工具，在距离桥塞3-5米时进行洗井和冲

砂，冲砂结束后管柱下放的同时保持冲洗，管柱与连接头5连接并通过连接头5上提解封接

头4即可松开卡瓦15，胶筒17收缩即可完成解封。

[0018] 优选的，所述锁定接头1上端内圆上设置有多个径向方向的坐封剪钉2，所述多个

坐封剪钉2呈圆周分布的方式分布于锁定接头1上，所述解封接头4与坐封剪钉2的对应位置

上设置有多个凹槽，坐封剪钉2插入凹槽内，所述锁定接头1由坐封剪钉2分隔为两段，坐封

剪钉2上方的一段孔径与解封接头4的外径相同，坐封剪钉2下方的一段孔径大于解封接头4

的外径，所述锁定接头1与解封接头4之间存在环空，所述环空的上端设置有防砂胶垫3。

[0019] 优选的，所述环空的下端设置锁环6，所述解封接头4下端与芯轴11接触的内圆上

设置有多个径向方向的解封剪钉7，所述多个解封剪钉7呈圆周分布的方式分布于解封接头

4上，所述芯轴11与解封剪钉7对应的位置上设置有多个凹槽，所述解封剪钉7插入凹槽内，

所述锁环6的下端面抵靠于卡瓦组件的上端面。

[0020] 优选的，所述卡瓦组件包括锁套10、限位环12、锥体13、卡瓦筒14和多个卡瓦15，所

述限位环12套设于芯轴11上，所述限位环12与芯轴11的接触面上均设置有至少一个凹槽，

限位环12与芯轴11上的凹槽位置相互对应，所述凹槽内设置有锁块8；所述芯轴11上设置有

第二限位台阶，所述锥体13的内孔为台阶孔，上端套设于限位环12上，下端套设于芯轴11

上，所述第二限位台阶两端分别抵靠于限位环12下端面与台阶孔的台阶部分上端面；所述

卡瓦筒14与卡瓦15可滑动地套设于锥体13上，所述卡瓦筒14下端抵靠于卡瓦15上端，所述

卡瓦筒14上端的内孔有直径增大的一段并与锥体13之间形成环空，所述限位环12设置于环

空内，所述锥体13上套设有防砂胶筒9，所述防砂胶筒9位于锁定接头1与限位环12之间，所

述防砂胶筒9的上端面抵靠于锁定接头1的下端面并且防砂胶筒9的下端面与限位环12之间

存在空隙，该空隙为锥体13下移时为防砂胶筒9预留的移动空间。

[0021] 优选的，所述芯轴11下端设置有第三限位台阶，所述卡瓦筒14内孔上设置有径向

的环形凸起，所述环形凸起的上端面抵靠于第三限位台阶的下端面上，所述环形凸起的下

端面与密封套19的上端面之间存在间隙。

[0022] 优选的，所述卡瓦筒14内孔设置有一端锥形孔，所述锥形孔位于环形凸起与卡瓦

15之间的一段，所述锥形孔与锥体13的锥度相同，使卡瓦筒14与锥体13相配合，对锥体13下

移距离进行限制。

[0023] 优选的，所述多个胶筒17中任意两个相邻的胶筒17之间设置有隔环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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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如图2所示，一种带有插管桥塞的射流泵管柱包括泵筒、油管22和插管桥塞23，所

述泵筒为SPB泵筒21，所述SPB泵筒21与插管桥塞23之间设置有单向阀，所述单向阀的流通

方向朝上。

[0025] 优选的，所述油管22底部设置有堵头25，所述堵头25与油管22螺纹连接，所述堵头

25位于开发层26的上方。

[0026] 优选的，所述插管桥塞23与堵头25之间设置有筛管24。井内的油气通过筛管进入

油管内，筛管可以将油气中夹杂的颗粒状杂质进行过滤，被过滤的杂质落在人工井底中。

[0027] 本发明的插管桥塞23上下端均与油管22连接，插管桥塞23用于对工作井筒20上下

端进行密封，插管桥塞上端的油管22上设置有SPB泵筒21，下端的油管22上设置有筛管24，

管柱的底部设置有堵头25，本发明的工作过程如下：包括以下步骤：

S1、坐封：插管桥塞23连接在液压坐封工具的下端，液压坐封工具连接到油管22上，下

到井下设计位置，即开发层26的上部，通过水泥车向油管22内打液压，当压差达12MPa、

16MPa时，分别稳压5min，继续打液压，当压差达16-22  MPa时，压力突然降为0，插管桥塞23

坐封，将油管22上提3-5m，再缓慢下放油管22，压重控制在30kN内，插管桥塞23无位移，坐封

可靠，坐封工具随油管22起出工作井筒20。

[0028] S2、抽水：将插管工具上端接一专用扶正器，再与油管22连接下入井内；下钻速度

控制在50根油管/小时以内，严禁顿钻、溜钻；下钻遇阻不超过30kN，否则活动油管22至悬重

正常后继续下钻；插管工具下至距插管桥塞23位置3-5m时，缓慢下放油管22压重控制在

(20-30)kN，连接地面管线即可进行抽水作业；完毕后，上提桥塞插管工具。

[0029] S3、解封：根据须解封插管桥塞23的规格型号正确选择与其相匹配的桥塞打捞工

具；按正常速度下钻，当打捞工具下至距插管桥塞23面3-5m时，接好地面管线，进行洗井、冲

砂,确保插管桥塞23面上无沉砂和脏物；冲砂结束后，边冲洗边下放管柱打捞插管桥塞23，

压重控制在(20-50  )kN，缓慢上提油管22至正常悬重，如上提遇卡，则保持净拉力10-20)kN

正转管柱，使得打捞工具与插管桥塞23脱开；将油管22上提4-5m，再下放油管22至插管桥塞

23原卡点位置，观察是否遇阻，如油管22无遇阻现象，则插管桥塞23已正常解封；起出解封

油管22，起钻时，严禁油管22旋转，以防插管桥塞23落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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