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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桥塞的电动液压增

力坐封工具，包括动力段和液压段，所述动力段

包含动力装置和传动装置，所述动力装置带动传

动装置运动，动力装置和传动装置位于壳体内；

所述液压段包含中外筒、下液压筒和芯轴，所述

中外筒与壳体固定连接，中外筒内设有下液压

筒，下液压筒与中外筒之间设有上液压筒，中外

筒和下液压筒分别与活塞外筒固定连接，在活塞

外筒的端部内固定连接有中心通规，活塞外筒内

设有推筒，推筒中插入有芯轴，芯轴的一端固定

在中心通规上，在推筒内设有止推密封环，止推

密封环套在芯轴上。本发明的一种用于桥塞的电

动液压增力坐封工具，具有下井速度快、坐封过

程迅速、清洁环保、安全可靠、低成本且能保护套

管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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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桥塞的电动液压增力坐封工具，其特征在于：包括动力段和液压段，所述动

力段包含动力装置和传动装置，所述动力装置带动传动装置运动，动力装置和传动装置位

于壳体内；所述液压段包含中外筒、下液压筒、活塞外筒、中心通规、推筒、止推密封环和芯

轴，所述中外筒与壳体固定连接，中外筒内设有下液压筒，下液压筒与中外筒之间设有上液

压筒，上液压筒与传动装置连接，中外筒和下液压筒分别与活塞外筒固定连接，在活塞外筒

的端部内固定连接有用于通过轴向液压油的中心通规，活塞外筒内设有推筒，推筒中插入

有芯轴，芯轴的一端固定在中心通规上，在推筒内设有止推密封环，止推密封环套在芯轴

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桥塞的电动液压增力坐封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装

置包含直流电机和行星减速器，直流电机通过行星减速器与传动装置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桥塞的电动液压增力坐封工具，其特征在于：传动装

置包含丝杠和丝杠螺母，丝杠通过轴承安装在壳体内，丝杠与丝杠螺母啮合，丝杠螺母与上

液压筒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桥塞的电动液压增力坐封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液压

筒与下液压筒和中外筒之间通过密封圈密封。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桥塞的电动液压增力坐封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芯轴与

推筒之间设有密封圈，活塞外筒与推筒之间也设有密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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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桥塞的电动液压增力坐封工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用于桥塞的电动液压增力坐封工具，属于一种油田井下应用的封隔器

坐封工具。

背景技术

[0002] 桥塞是封隔器的一种，其功能是油气井封层。传统电缆桥塞坐封工具由20世纪80

年代引进，利用电缆或管柱将其输送到油井预定位置，通过火药爆破、液压坐封或者机械坐

封产生的压力作用于卡瓦，拉力作用于张力棒，当拉力达到一定值时，张力棒断裂，坐封工

具与桥塞脱离。此时桥塞中心管上的锁紧装置发挥效能，卡瓦破碎并镶嵌在套管内壁上，胶

筒膨胀并密封，完成坐封。传统坐封工具缺点为火药购买运输难度大、安全性低、污染环境

且对套管伤害较大，管柱下放坐封工具耗时长、成本高。

[0003] 由于电缆桥塞坐封工具具有坐封时间短、坐封成本低等特点，各大公司开始研制

相关产品，并在某些油田底层封闭工艺中开始采用。专利“桥塞坐封工具”(专利申请号：

201510252294.1)与专利“电控液压自动坐封桥塞装置”(专利申请号：201611147274.9)均

阐述了一种通过井下静液压流入工具内部液压箱，行成推力以达到推动活塞进行坐封的桥

塞坐封方式。但是井下静液压由于不同油田油井、不同地质环境、不同深度无法正确测量且

数值各不相同，故该两种工具使用环境受限。且通过井下静液压所达到的推力不能满足大

尺寸桥塞坐封所需大小。专利“一种电缆桥塞坐封工具”(专利申请号：201620686586.6)使

用的电机驱动电路板不能适用于1800C高温油井，且使用两组电机与丝杆机构使得工具过

长，不方便安装运输与使用。

[0004] 本发明涉及的坐封工具，无需考虑油井液体环境，采用工具内封闭式液压增力箱，

可提供4倍增压，在满足坐封所需的推力的同时尽量缩短工具尺寸。且工具内部无电子控制

设备与电路板，可在1800C高温油井下有效工作。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桥塞的电动液

压增力坐封工具，具有下井速度快、坐封过程迅速、清洁环保、安全可靠、低成本且能保护套

管等特点。

[0006] 技术方案：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用于桥塞的电动液压增力坐封工具，包

括动力段和液压段，所述动力段包含动力装置和传动装置，所述动力装置带动传动装置运

动，动力装置和传动装置位于壳体内；所述液压段包含中外筒、下液压筒、活塞外筒、中心通

规、推筒、止推密封环和芯轴，所述中外筒与壳体固定连接，中外筒内设有下液压筒，下液压

筒与中外筒之间设有上液压筒，上液压筒与传动装置连接，中外筒和下液压筒分别与活塞

外筒固定连接，在活塞外筒的端部内固定连接有中心通规，活塞外筒内设有推筒，推筒中插

入有芯轴，芯轴的一端固定在中心通规上，在推筒内设有止推密封环，止推密封环套在芯轴

上。本发明的作用过程如下：电机通过丝杠带动螺母运动，螺母带动上液压筒运动，在下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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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筒和中外筒之间有液压油，上液压筒挤压液压油通过下液压筒的通孔进入到中心通规

中，从中心通规的孔进入到推筒中，从而带动推筒移动。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动力装置包含直流电机和行星减速器，直流电机通过行星减速器

与传动装置连接。

[0008] 作为优选，传动装置包含丝杠和丝杠螺母，丝杠通过轴承安装在壳体内，丝杠与丝

杠螺母啮合，丝杠螺母与上液压筒固定连接。

[0009] 作为优选，所述上液压筒与下液压筒和中外筒之间通过密封圈密封。

[0010] 作为优选，所述芯轴与推筒之间设有密封圈，活塞外筒与推筒之间也设有密封圈。

[0011]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用于桥塞的电动液压增力坐封工具，具有以下优点：

[0012] 一是用直流电机、行星减速器提供动力代替火药爆炸进行桥塞坐封，具有下井速

度快、坐封过程迅速、清洁环保、安全可靠、低成本且能保护套管等特点。

[0013] 二是坐封工具可通过地面电流确定工作状况，保证桥塞有效坐封，提高成功率。

[0014] 三是坐封工具可通过电机正反转复位，大大简化施工工序、省时省力。

[0015] 四是坐封工具通过液压增力，可运用在大尺寸桥塞上。且能适用于井下恶劣工况。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截面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工具动力段截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液压段截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电机减速机固定段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丝杠螺母传动段中轴承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是本发明丝杠螺母传动段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是本发明上液压段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是本发明下液压段结构示意图；

[0024] 图9是本发明电机固定筒结构示意图；

[0025] 图10是本发明减速机固定筒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1是本发明止推密封环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中所示序号分别表示如下：1、密封盖，2、直流电机，3、电机固定筒，4、行星减

速机，5、减速机固定筒，6、双列深沟球轴承，7、推力圆柱滚子轴承，8、梯形丝杠，9、丝杠螺

母，10、上液压筒，11、上外筒，12、深沟球轴承、13、下液压筒，14、中外筒，15、中心通规，16、

活塞外筒，17、推筒，18、芯轴，19、止推密封环。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29] 如图1至图11所示，本发明的用于桥塞的电动液压增力坐封工具，包含动力段和液

压段，动力段包含直流电机2、行星减速器4、梯形丝杠8和丝杠螺母9。密封盖1与电机固定筒

3通过螺纹1.1连接，直流电机2与电机固定筒3通过螺钉3.1固定，电机固定筒3与减速机固

定筒5通过螺纹3.2连接，行星减速机4与减速机固定筒5通过螺钉5.1固定，密封盖1与电机

固定筒3面接触处有O型密封圈1.2，电机固定筒3与减速机固定筒5面接触处有O型密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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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0030] 如图4-5所示为丝杠螺母传动段结构示意图，梯形丝杠8与行星减速机4通过健4.1

连接，梯形丝杠8与推力圆柱滚子轴承7面8.2接触，梯形丝杠8与螺母9齿啮合，螺母9与上液

压筒10通过螺钉9.1固定，减速机固定筒5与上外筒11面接触处有O型密封圈11.1，双列深沟

球轴承6与梯形丝杠8通过面11.2接触，深沟球轴承6与上外筒11通过面11.3接触，推力圆柱

滚子轴承7与上外筒11通过面11.4接触。

[0031] 如图5-7所示为上液压段结构示意图，上外筒11与中外筒14通过螺纹14.1连接，上

外筒11与中外筒14面接触处有O型密封圈14.2，深沟球轴承12与梯形丝杠8通过面8.3接触，

深沟球轴承12与下液压筒13通过面13.1接触，中外筒14内有O型密封圈14.3，下液压筒13内

有O型密封圈13.2。

[0032] 如图7-8、10所示为下液压段结构示意图，中外筒14与活塞外筒16通过螺纹14.4连

接，下液压筒13与活塞外筒16通过螺纹13.3连接，中外筒14与活塞外筒16面接触处有O型密

封圈16.1，中心通规15与活塞外筒16通过螺纹16.2连接，中心通规15为圆柱体结构，中心通

规15与芯轴18通过螺纹15.1连接，推筒17与活塞外筒16间有O型密封圈17.1，推筒17与芯轴

18间有O型密封圈17.2，止推密封环19与芯轴18通过螺纹19.3连接，止推密封环19与芯轴18

间有O型密封圈19.2，止推密封环19与推筒17间有O型密封圈19.1，芯轴18下有螺纹18.1可

以连接各型号桥塞。

[0033] 本发明的工具使用方法为：

[0034] 1、工具将组装好的桥塞坐封工具上端连接电缆，下端螺纹连接桥塞，通过电缆下

放至所需深度。

[0035] 2、开始进行坐封，打开地面供电装置，通过地面增压器产生高压直流电，经过电缆

输送至工具内的直流电机。

[0036] 3、驱动直流电机2工作，通过行星减速机4提供低转速大扭矩输出。

[0037] 4、减速机与丝杆连接，通过丝杆螺母机构使扭矩转换成直线推力。推动上液压筒

10下行。

[0038] 5、推力经过液压缸增压数倍推动卡瓦外扩，挤压井壁达到固定作用。

[0039] 6、继续施加推力使得密封环压缩挤压井壁达到密封作用。

[0040] 7、当工具提供的推力使得桥塞完成坐封密封时，桥塞内张力棒剪断，整个坐封工

具与桥塞分离。

[0041] 8、此时所需推力瞬间减小，通过地面观察输出电流减小，说明已经完成坐封密封

工作。

[0042] 9、地面增压器停止工作，通过电缆上拉提出坐封工具。

[0043] 10、在地面驱动直流电机反转，复位电动液压增力坐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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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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