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0141064.4

(22)申请日 2020.01.21

(73)专利权人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100007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9

号中国石油大厦

(72)发明人 孙涛　贺春艳　刘振涛　邹启云　

张京辉　许立新　王辛涵　杨继现　

杨立秋　刘全宝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三高永信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责任公司 11138

代理人 董亚军

(51)Int.Cl.

E21B 33/127(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封隔器胶筒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封隔器胶筒，属于石

油井下工具技术领域。包括增强骨架、内胶筒和

外胶筒。增强骨架包括外筒体和内筒体，外筒体

同轴套设在内筒体外，外筒体和内筒体之间设置

有密封胶层，所述内胶筒套接在内筒体中，外胶

筒套接在外筒体的外壁上。该封隔器胶筒可以提

高增强骨架的承压性能，即使增强骨架的外筒体

或者内筒体因反复坐封、解封、承压而发生疲劳

断裂产生缝隙，密封胶层也可以对封隔器胶筒内

的井液进行阻隔，防止封隔器的封隔失效，提高

了封隔器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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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封隔器胶筒，其特征在于，包括：增强骨架(1)、内胶筒(2)、外胶筒(3)，所述增强

骨架(1)包括外筒体(11)和内筒体(12)，所述外筒体(11)同轴套设在所述内筒体(12)外，所

述外筒体(11)和内筒体(12)之间设置有密封胶层(13)，所述内胶筒(2)套接在所述内筒体

(12)中，所述外胶筒(3)套接在所述外筒体(11)的外壁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封隔器胶筒，其特征在于，所述内胶筒(2)的两端均伸出所述

增强骨架(1)，且所述内胶筒(2)的两端的外壁均设有与所述增强骨架(1)的端部配合连接

的外凸缘(2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封隔器胶筒，其特征在于，所述封隔器胶筒还包括夹紧组件

(4)，所述夹紧组件(4)包括连接筒(41)和压帽(42)，所述连接筒(41)套接在所述外筒体

(11)的外壁上且与所述外凸缘(21)配合连接，所述压帽(42)位于所述连接筒(41)内，所述

内胶筒(2)的两端位于所述连接筒(41)的内壁和所述压帽(42)的外壁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封隔器胶筒，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筒(41)靠近所述外胶筒

(3)的一端具有圆弧倒角(41a)。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封隔器胶筒，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筒(41)包括依次同轴连接

的筒体(411)和护环(412)，所述圆弧倒角(41a)位于所述护环(412)上。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封隔器胶筒，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筒(41)的内壁具有内凸缘

(413)，所述内胶筒(2)的两端的外壁均设有与所述内凸缘(413)相匹配的环形槽(2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封隔器胶筒，其特征在于，所述夹紧组件(4)还包括压环(43)，

所述内胶筒(2)的两端分别具有与所述压环(43)相匹配的安装槽(23)，所述安装槽(23)和

所述环形槽(22)在所述内胶筒(2)的径向上位于所述内胶筒(2)的侧壁的相对两侧，所述压

环(43)位于所述安装槽(23)中且与所述压帽(42)相抵。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封隔器胶筒，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筒(41)与所述外筒体(11)

通过焊接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至8任一项所述的封隔器胶筒，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胶层(13)为硅

酮密封胶层，聚氨酯密封胶层，聚硫密封胶层或者丙烯酸密封层。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8任一项所述的封隔器胶筒，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筒体(11)和内筒

体(12)均为不锈钢带制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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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隔器胶筒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石油井下工具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封隔器胶筒。

背景技术

[0002] 封隔器是油田原油开采和注水工艺中常用的一种井下工具。其中，扩张式封隔器

主要利用高压液体使设置在封隔器中的胶筒内部压力增大产生变形，胶筒的外径增大并与

套管的内壁抵接，实现施工层和非施工层的封隔功能。油管和套管之间的环形空间通过封

隔器上的胶筒分隔开来，以便于开采不同地层的原油。

[0003] 在相关技术中，胶筒通常包括内胶筒、外胶筒和不锈钢带制成钢骨架。内胶筒套附

在钢骨架内壁上，而外胶筒硫化在钢骨架外壁上，通过设置钢骨架，可以提高胶筒的承压性

能和膨胀比。

[0004] 相关技术中的钢骨架呈管状，管状的钢骨架由多个不锈钢带周向搭接而成，多个

不锈钢带长度方向上的相对两侧边相互连接。在胶筒反复坐封、解封的过程中，不锈钢带组

成的钢骨架容易发生疲劳断裂，产生缝隙，不锈钢带之间也容易变形产生间隙，位于胶筒内

部的井液压力较高，井液会经由这些间隙和缝隙渗漏到非施工层的环形空间中，造成封隔

器的封隔失效，导致封隔器的使用寿命低，需要经常对封隔器进行更换。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封隔器胶筒，可以提高封隔器的使用寿命。所述技

术方案如下：

[0006]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封隔器胶筒，包括：增强骨架、内胶筒、外胶筒，

[0007] 所述增强骨架包括外筒体和内筒体，所述外筒体同轴套设在所述内筒体外，所述

外筒体和内筒体之间设置有密封胶层，

[0008] 所述内胶筒套接在所述内筒体中，所述外胶筒套接在所述外筒体的外壁上。

[0009] 可选地，所述内胶筒的两端均伸出所述增强骨架，且所述内胶筒的两端的外壁均

设有与所述增强骨架的端部配合连接外凸缘。

[0010] 可选地，封隔器胶筒还包括夹紧组件，所述夹紧组件包括连接筒和压帽，所述连接

筒套接在所述外筒体的外壁上且与所述外凸缘配合连接，所述压帽位于所述连接筒内，所

述内胶筒的两端位于所述连接筒的内壁和所述压帽的外壁之间。

[0011] 可选地，所述连接筒靠近所述外胶筒的一端具有圆弧倒角。

[0012] 可选地，所述连接筒包括依次同轴连接的筒体和护环，所述圆弧倒角位于所述护

环上。

[0013] 可选地，所述连接筒的内壁具有内凸缘，所述内胶筒的两端的外壁均设有与所述

内凸缘相匹配的环形槽。

[0014] 可选地，所述夹紧组件还包括压环，所述内胶筒的两端分别具有与所述压环相匹

配的安装槽，所述安装槽和所述环形槽在所述内胶筒的径向上位于所述内胶筒的侧壁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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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侧，所述压环位于所述安装槽中且与所述压帽相抵。

[0015] 可选地，所述连接筒与所述外筒体通过焊接连接。

[0016] 可选地，所述密封胶层为硅酮密封胶层，聚氨酯密封胶层，聚硫密封胶层或者丙烯

酸密封层。

[0017] 可选地，所述外筒体和内筒体均为不锈钢带制筒体。

[0018]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带来的有益效果至少包括：

[0019]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封隔器胶筒，通过在增强骨架的外筒体和内筒体之间设

置密封胶层，使外筒体和内筒体通过密封胶层粘接，密封胶层中的密封胶在固化后形成弹

性胶体。当增强骨架的内筒体和外筒体承受由因内胶筒的膨胀传递而来的液压力时，或者

当封隔器接触坐封，液压力消失后增强骨架跟随外胶筒和内胶筒恢复原状时，密封胶层可

以起到缓冲作用，提高增强骨架的承压性能。同时，即使增强骨架的外筒体或者内筒体因反

复坐封、解封、承压而发生疲劳断裂产生缝隙，密封胶层也可以对封隔器胶筒内的井液进行

阻隔，防止封隔器的封隔失效，提高了封隔器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2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

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

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

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封隔器胶筒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增强骨架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封隔器胶筒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

型实施方式作进一步地详细描述。

[0025]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封隔器胶筒的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该封

隔器胶筒包括：增强骨架1、内胶筒2和外胶筒3。增强骨架1、外胶筒3依次套装在内胶筒2外。

[0026]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增强骨架的局部结构示意图。结合图1  和图

2，增强骨架1包括外筒体11和内筒体12，外筒体11同轴套设在内筒体  12外，外筒体11和内

筒体12之间设置有密封胶层13，内胶筒2套接在内筒体  12中，外胶筒3套接在外筒体11的外

壁上。

[0027] 在使用封隔器进行坐封施工时，封隔器连接于油管上下井段之间，当封隔器下入

到指定位置时，通过向油管中注入高压液体使封隔器胶筒内外产生压差。封隔器胶筒中的

内胶筒2在液压力的作用下沿径向向外膨胀，膨胀的内胶筒2  将液压力通过增强骨架1传递

到外胶筒3使外胶筒3膨胀并贴合抵接在套管上，实现对油管和套管之间的环形空间的坐

封。

[0028]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封隔器胶筒，通过在增强骨架1的外筒体11和内筒体12

之间设置密封胶层13，使外筒体11和内筒体12通过密封胶层13粘接，密封胶层13中的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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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在固化后形成弹性胶体。当增强骨架1的内筒体12和外筒体11承受由内胶筒2的膨胀传递

而来的液压力时，或者当封隔器接触坐封，液压力消失后增强骨架1跟随外胶筒3和内胶筒2

恢复原状时，密封胶层13可以起到缓冲作用，提高增强骨架的承压性能。同时，即使增强骨

架1的外筒体  11或者内筒体12因反复坐封、解封、承压而发生疲劳断裂产生缝隙，密封胶层

13也可以对封隔器胶筒内的井液进行阻隔，防止封隔器的封隔失效，提高了封隔器的使用

寿命。

[0029] 示例性地，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外胶筒3通过硫化工艺设置在外筒体  11的外

表面上。

[0030] 可选地，密封胶层13为硅酮密封胶层，聚氨酯密封胶层，聚硫密封胶层或者丙烯酸

密封胶等，上述密封胶层均具有粘接强度高，断裂强度和断裂伸长率高的特点，只要能实现

对内胶筒2和外胶筒3之间的粘结并起到提高增强骨架的承压性能即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

可以选择不同种类的密封胶，本实用新型对此不作限定。

[0031] 可选地，外筒体11和内筒体12均为不锈钢带骨架。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增强骨

架1的外筒体11和内筒体12均由多个不锈钢带周向搭接而成，多个不锈钢带长度方向上的

相对两侧边相互连接呈管状，并通过焊接将多个不锈钢带固定连接。不锈钢材料具有机械

强度高，耐高温高压，耐腐蚀且成型性与韧性好，能够有效提高封隔器胶筒的承压性能和机

械强度，进一步提高封隔器的使用寿命。

[0032] 示例性地，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不锈钢带制成的外筒体11和内筒体12 的抗拉

强度大于1300N/mm2。

[0033] 示例性地，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由于增强骨架1的外筒体11和内筒体  12均为

不锈钢带焊接而成，在封隔器胶筒反复坐封、解封和承压的过程中，多根不锈钢带之间的焊

接部位容易出现断裂而产生缝隙，而外筒体11和内筒体12  之间的连接胶层13也可以对不

锈钢带之间的缝隙进行封堵，防止封隔器胶筒内的井液由这部分缝隙渗漏到环形空间中导

致封隔失效。

[0034]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封隔器胶筒的局部结构示意图。如图2  和图3

所示，内胶筒2的两端均伸出增强骨架1，且内胶筒2的两端的外壁均设有与增强骨架1的端

部配合连接的外凸缘21。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内胶筒  2在轴向上的长度大于增强骨架1

的长度，内胶筒2的一部分套接在内筒体12 中，而内胶筒2的两端则伸出增强骨架1，并通过

两端的外凸缘21与增强骨架  1两端的端部配合连接，将内胶筒2的外壁与内筒体12的内壁

之间的缝隙进行封堵，防止内胶筒2内的井液渗漏到这部分缝隙中，并进一步通过增强骨架

1 的缝隙渗漏到环形空间中导致封隔失效，提高了封隔器胶筒的密封性能。

[0035] 可选地，封隔器胶筒还包括夹紧组件4，夹紧组件4包括连接筒41和压帽42，连接筒

41套接在外筒体11的外壁上且与外凸缘21配合连接，压帽42位于连接筒41内，内胶筒2的两

端位于连接筒41的内壁和压帽42的外壁之间。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通过将夹紧组件4中

的连接筒41套接在外筒体11的外壁上并与外凸缘21配合连接，将压帽42安装在连接筒41的

内部，压帽42 的外壁和连接筒41的内壁可以在内胶筒2的轴向和径向上分别对内胶筒2的

两端进行压紧固定，防止内胶筒2在封隔器中发生相对滑动，导致内胶筒2和增强骨架1之间

产生缝隙造成井液的渗漏，进一步提高了封隔器胶筒的密封性能。

[0036] 示例性地，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压帽42的外壁与连接筒41的内壁通过螺纹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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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该连接方式连接紧固，方便调节，进一步提高了封隔器胶筒的装配稳定性。

[0037] 示例性地，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压帽42为金属压帽。

[0038] 可选地，连接筒41的内壁具有内凸缘413，内胶筒2的两端的外壁均设有与内凸缘

413相匹配的环形槽22。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套接在内筒体12中的内胶筒2通过环形槽

22与连接筒41内的内凸缘413配合连接，内凸缘413  可以在连接筒41的轴线方向上对内胶

筒2进行限位固定，防止内胶筒2在内筒体12的内部发生相对滑动，进一步提高了封隔器胶

筒的密封性能。

[0039] 可选地，夹紧组件4还包括压环43，内胶筒2的两端分别具有与压环43相匹配的安

装槽23，安装槽23和环形槽22在内胶筒2的径向上位于内胶筒2的侧壁的相对两侧，压环43

位于安装槽23中且与压帽42相抵。

[0040] 在相关技术中，封隔器胶筒的内胶筒中还设置有中心管，即内胶筒2是设置在增强

骨架1和中心管之间的。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通过内胶筒2的内壁上设置安装槽23，并且

安装槽23和环形槽22在内胶筒2的径向上位于内胶筒2的侧壁的相对两侧，通过在安装槽23

中装入压环43，压环43的外壁与安装槽23的侧壁抵接，而压环43的内壁则与中心管的外壁

抵接，压环43可以和连接筒41上的内凸缘413一起在内胶筒2的径向上对内胶筒2进行压紧

固定，通过摩擦力防止内胶筒2在内筒体12的轴向上发生相对滑动，进一步提高了封隔器胶

筒的装配稳定性。

[0041] 示例性地，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压环43的外壁与安装槽23的侧壁通过螺纹连

接。压环43的外壁上具有外螺纹，安装槽23的侧壁上具有与外螺纹相匹配的内螺纹。通过将

压环43通过螺纹旋入安装槽23中即可实现对内胶筒2  进行压紧固定，结构简单，安装方便。

并且通过螺纹连接的方式，压环43与安装槽23连接紧固不易松脱，进一步提高了封隔器胶

筒的装配稳定性。

[0042] 示例性地，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压环43为金属压环，安装槽23靠近内胶筒2的

一端具有弧形倒角，压环43伸入安装槽23中的一端也设置为对应的弧状结构，方便安装，且

不易磨损，进一步提高了封隔器胶筒的使用寿命。

[0043] 示例性地，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连接筒41除了能与压帽42配合对内胶筒2的两

端进行夹紧固定之外，还可以用于与封隔器两端用于与油管连接的接头配合连接，组成完

整的封隔器。

[0044] 可选地，连接筒41靠近外胶筒3的一端具有圆弧倒角41a。通过在连接筒  41靠近外

胶筒3的一端设置圆弧倒角41a，使外筒体11在坐封过程中，其外壁向外膨胀并与连接筒41

的端面接触时，可以通过圆弧倒角41a进行缓冲接触，而避免与连接筒41的端面的尖端接触

导致外筒体11在向外膨胀的过程中折断，导致封隔器失效，进一步提高了封隔器的使用寿

命。

[0045] 可选地，连接筒41包括依次同轴连接的筒体411和护环412，圆弧倒角41a  位于护

环412上。在本公开实施例中，连接筒41上的圆弧倒角41a在封隔器的反复坐封过程中，会因

为与外筒体11的外壁反复接触而磨损损坏，磨损或者磨平的圆弧倒角会失去对外筒体11的

缓冲接触的作用。将连接筒41设置为同轴连接的筒体411和护环412结构，在护环412上的圆

弧倒角41a磨损后，通过更换护环412即可继续保证连接筒41的端面与外筒体11的外壁之间

的缓冲接触，而避免对整个外筒体11进行更换，降低了维护成本，进一步提高了封隔器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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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寿命。

[0046] 可选地，护环412和筒体411通过销钉连接。参见图3，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筒体

411和护环412上具有相互配合的止口。其中，筒体411靠近外胶筒3的一端的端面上具有图

纸口4111，而护环412上具有凹止口4121。凹止口  4121的侧壁上和凸止口4111上具有相匹

配的销孔。在组装封隔器胶筒时，通过将护环412上的凹止口4121与凸止口4111配合连接，

在将固定销拧入螺栓孔中实现对护环412和筒体411的固定连接，结构简单，拆装方便。

[0047] 可选地，连接筒41与外筒体11通过焊接连接。通过将连接筒41的内壁与外筒体11

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连接，结构简单，连接紧固，提高了封隔器胶筒的装配稳定性。

[0048] 示例性地，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在连接筒41的筒体411套接在外筒体  11的外

壁上后，通过点焊的方式将筒体411靠近外胶筒3的一端的端面与外筒体11相接触的位置，

即焊接点m进行焊接，实现连接筒41与外筒体11的固定连接。需要说明的是，在图3中仅示出

了一个焊接点m，为了保证连接筒41和外筒体411的连接紧固，筒体411靠近外胶筒3的一端

的端面与外筒体11相接触的面上周向设置有多个焊接点m，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对此不作赘

述。

[0049] 示例性地，内胶筒2和外胶筒3为丁腈橡胶筒或氢化丁腈橡胶筒。丁腈橡胶是由丁

二烯和丙烯腈经乳液聚合法制得的，丁腈橡胶主要采用低温乳液聚合法生产，耐油性极好，

耐磨性较高，耐热性较好，粘接力强。氢化丁腈橡胶是由丁腈橡胶进行特殊加氢处理而得到

的一种高度饱和的弹性体。氢化丁腈橡胶具有良好耐油性能，并且的结构饱和度高，使其具

良好的耐热性能、耐腐蚀性能和抗压缩永久变形性。可以根据实际工作环境选择不同的内

胶筒2和外胶筒3，只要能实现对封隔器的坐封即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对此不作限定。

[0050] 示例性地，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内胶筒2和外胶筒3可以承受不高于  150℃的

高温和80Mpa的压力。

[0051] 示例性地，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封隔器胶筒适用于压裂用K344封隔器，其中

连接组件的外径为108mm，内胶筒2的内径为61mm，外胶筒3的外径为  107.5mm且在轴向上的

长度为700mm。在外筒体11的轴线方向上，夹紧组件4  和外胶筒3之间的外筒体11的外壁长

度为80mm。

[0052]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可选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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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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