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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石油天然气行业中空气钻

井领域使用的裸眼侧钻坐封器。它解决裸眼钻井

中斜向器固定困难的问题。控制短接上端和斜向

器下端丝扣连接，控制短接下端和储油筒体上端

丝扣连接，进气通道和斜向器内部输气流道接

通；储油筒体下端和增压筒体上端用塞打螺钉固

紧，压油活塞置入储油室内腔；增压活塞的活塞

端置入增压筒体的排气室内，增压活塞的活塞杆

置入增压筒体的进油喉内，作动活塞上端置入增

压筒体的压力油室内；锚定筒体上端和增压筒体

下端丝扣连接，锚定筒体下端和引鞋上端丝扣连

接；圆锥体置入锚定筒体内腔，圆锥体上端和作

动活塞下端丝扣连接。本发明将压力小的压缩空

气转化为压力大的压力油液，保证斜向器在裸眼

井段可靠坐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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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气钻井用裸眼侧钻坐封器，是由控制短接（1）、储油筒体（2）、压油活塞（3）、增

压筒体（4）、塞打螺钉（5）、增压活塞（6）、作动活塞（7）、圆锥体（8）、锚定筒体（9）、压板（10）、

圆柱弹簧（11）、锁定块（12）、锚定块（13）、片弹簧（14）、锥块（15）和引鞋（16）构成；其特征

是：控制短接（1）内部安装有控制器模块（101）和电磁换向阀（102），进气通道（103）和电磁

换向阀（102）入口接通，排气通道a（104）和排气通道b（105）分别与电磁换向阀（102）两个出

口接通，排气通道a（104）下端出口设置一圈环形槽口，排气通道b（105）设置在控制短接（1）

中心位置处；控制短接（1）上端和斜向器下端丝扣连接，控制短接（1）下端和储油筒体（2）上

端丝扣连接，进气通道（103）和斜向器内部输气流道接通；储油筒体（2）内腔设置有气流通

道a（201）、气流通道b（202）和储油室（203），储油筒体（2）外圆下部周向均匀设置五个扶正

筋，每个扶正筋上均设置有径向台阶孔；储油筒体（2）下端和增压筒体（4）上端用塞打螺钉

（5）固紧，压油活塞（3）置入储油室（203）内腔，气流通道a（201）上端和排气通道a（104）下端

环形槽口联通，气流通道a（201）下端和气流通道c（401）上端联通，气流通道b（202）上端和

排气通道b（105）下端联通，气流通道b（202）下端和储油室（203）上端联通；增压筒体（4）内

腔上部设置有排气室（404），内腔下部设置有压力油室（406），排气室（404）和压力油室

（406）之间设置有进油喉（405）；增压筒体（4）上部设置有气流通道c（401），气流通道c（401）

下端和排气室（404）上端联通，排气通道c（402）和排气室（404）下端联通，排油通道（403）上

端和储油室（203）下端联通，排油通道（403）下端和进油喉（405）联通，排气通道d（407）和压

力油室（406）下端联通；增压筒体（4）外圆上部周向均匀设置五个螺钉孔；增压活塞（6）的活

塞端置入增压筒体（4）的排气室（404）内，增压活塞（6）的活塞杆置入增压筒体（4）的进油喉

（405）内，作动活塞（7）上端置入增压筒体（4）的压力油室（406）内；锚定筒体（9）上端和增压

筒体（4）下端丝扣连接，锚定筒体（9）下端和引鞋（16）上端丝扣连接；圆锥体（8）置入锚定筒

体（9）内腔，圆锥体（8）上端和作动活塞（7）下端丝扣连接；锚定筒体（9）外圆中部周向均匀

设置六个扶正筋，扶正筋上设置有矩形台阶孔，矩形台阶孔外端设置有矩形沉槽；六个锥块

（15）分别置入锚定筒体（9）六个扶正筋上的矩形台阶孔底部，锥块（15）两端矩形凸台钩挂

在锚定筒体（9）的矩形台阶孔底部台阶上，锥块（15）的斜面与圆锥体（8）的圆锥面压紧；锥

块（15）内侧设置为斜面，锥块（15）外侧设置有矩形凸台；片弹簧（14）和锚定块（13）共同置

入锚定筒体（9）的矩形台阶孔内；片弹簧（14）被锥块（15）和锚定块（13）压紧；锚定块（13）外

侧设置有锯齿状卡齿，锚定块（13）两侧设置有锯齿状棘齿，锚定块（13）两侧底部设置有凸

台；锁定块（12）和圆柱弹簧（11）安装在锚定筒体（9）矩形台阶孔外侧矩形沉槽的两端，锁定

块（12）一端设置有斜插结构，锁定块（12）的斜插结构插入锚定块（13）两侧的锯齿状棘齿

内，保证锚定块（13）径向伸出状态锁定，有效防止锚定块（13）回退；压板（10）中部设置有矩

形通孔，压板（10）两端用螺钉固定在锚定筒体（9）扶正筋上；引鞋（16）前段设置为锥形结

构；安装完成后，储油室（203）内充满液压油；控制器模块（101）利用脉冲信号与地面进行通

讯，控制器模块（101）可以控制电磁换向阀（102）转换工位；坐封过程中，控制器模块（101）

首先控制电磁换向阀（102）联通进气通道（103）和排气通道b（105），此时压缩空气推动压油

活塞（3）运动，储油室（203）中的液压油流经排油通道（403）和进油喉（405）进入压力油室

（406），然后控制器模块（101）控制电磁换向阀（102）联通进气通道（103）和排气通道a

（104），上部钻柱内的压缩空气经气流通道a（201）、气流通道c（401）进入排气室（404）上部，

压缩空气推动增压活塞（6）轴向下移，进油喉（405）被封闭，压力油室（406）内的液压油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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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压力油室（406）内，压力油室（406）内的液压油在增压活塞（6）的压力平衡作用下成为高

压液压油，推动作动活塞（7）轴向下移，进而推动圆锥体（8）轴向下移，锥块（15）在圆锥体

（8）的作用下径向伸出，并作用于片弹簧（14）推动锚定块（13）径向伸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钻井用裸眼侧钻坐封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片弹簧（14）具

有大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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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气钻井用裸眼侧钻坐封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石油天然气行业中空气钻井领域使用的裸眼侧钻坐封器。

背景技术

[0002] 在石油天然气行业中，空气钻井技术是通过地面的空气压缩机组将空气变成压力

为1.2～2.0  MPa的压缩空气，经由输气管汇注入钻井平台上的立压管线内，以高压空气替

代普通钻井液，把钻井过程中产生的岩屑携带到地面，同时对钻头进行冷却降温，然后经过

专用排砂管排入砂坑的一种欠平衡钻井模式。与传统钻井技术相比，空气钻井能够大幅度

提升钻井速度，缩短工程周期，还利于降低钻头的损耗，节约钻井液成本，降低工程投入，已

经越来越广泛的被应用于油气田钻井中，特别是页岩气的开发中。

[0003] 空气钻井过程中，井下环境复杂，可能出现各种异常工况，如钻具断裂等。当井下

问题难以解决，无法继续钻进时，就会考虑在上部井眼进行侧钻。并且作为生产策略的一部

分，会进行多分支井作业，在开发非常规油气藏时，作业者还利用侧钻水平井，以尽可能增

大油藏接触面积。在侧钻作业中主要包括套管内侧钻和裸眼侧钻，其中套管侧钻可以把斜

向器可靠固定在套管内壁上，利用斜向器完成快速侧钻；相比套管内侧钻，裸眼侧钻是一个

技术难点，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裸眼井段井径不像金属套管那样规则，裸眼井壁也不具备金

属套管内壁那样的强度，同时常规斜向器悬挂工具（或坐封器）难以在空气钻井裸眼侧钻中

使用，因此目前大多数裸眼井侧钻是采取打水泥塞并从水泥塞处进行侧钻；若将打水泥塞

的侧钻方式以及常规液压式斜向器悬挂工具（或坐封器）应用于空气钻井侧钻有诸多不便，

最大的阻碍在于因钻井液介质不同，空气钻井更换液态钻井液（泥浆）将大大延长施工周

期，且实施起来难度较大，极为不便。

[0004] 因此，如何利用空气钻井技术并有效的将斜向器固定在裸眼井段上是现目前的技

术难点，本发明结合空气钻井的特点与裸眼侧钻的技术要求，特提供一种空气钻井用裸眼

侧钻坐封器，为空气钻井技术在页岩气的开发应用中提供有力支撑。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裸眼钻井中斜向器固定困难的问题，特提供一种空气

钻井用裸眼侧钻坐封器。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空气钻井用裸眼侧钻坐封器，

是由控制短接、储油筒体、压油活塞、增压筒体、塞打螺钉、增压活塞、作动活塞、圆锥体、锚

定筒体、压板、锁定块、圆柱弹簧、锚定块、片弹簧、锥块和引鞋构成；其结构特征是：控制短

接内部安装有控制器模块和电磁换向阀，进气通道和电磁换向阀入口接通，排气通道a和排

气通道b分别与电磁换向阀两个出口接通，排气通道a下端出口设置一圈环形槽口，排气通

道b设置在控制短接中心位置处；控制短接上端和斜向器下端丝扣连接，控制短接下端和储

油筒体上端丝扣连接，进气通道和斜向器内部输气流道接通；储油筒体内腔设置有气流通

道a、气流通道b和储油室，储油筒体外圆下部周向均匀设置五个扶正筋，每个扶正筋上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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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径向台阶孔；储油筒体下端和增压筒体上端用塞打螺钉固紧，压油活塞置入储油室内

腔，气流通道a上端和排气通道a下端环形槽口联通，气流通道a下端和气流通道c上端联通，

气流通道b上端和排气通道b下端联通，气流通道b下端和储油室上端联通；增压筒体内腔上

部设置有排气室，内腔下部设置有压力油室，排气室和压力油室之间设置有进油喉；增压筒

体上部设置有气流通道c，气流通道c下端和排气室上端联通，排气通道c和排气室下端联

通，排油通道上端和储油室下端联通，排油通道下端和进油喉联通，排气通道d和压力油室

下端联通；增压筒体外圆上部周向均匀设置五个螺钉孔；增压活塞的活塞端置入增压筒体

的排气室内，增压活塞的活塞杆置入增压筒体的进油喉内，作动活塞上端置入增压筒体的

压力油室内；锚定筒体上端和增压筒体下端丝扣连接，锚定筒体下端和引鞋上端丝扣连接；

圆锥体置入锚定筒体内腔，圆锥体上端和作动活塞下端丝扣连接；锚定筒体外圆中部周向

均匀设置六个扶正筋，扶正筋上设置有矩形台阶孔，矩形台阶孔外端设置有矩形沉槽；六个

锥块分别置入锚定筒体六个扶正筋上的矩形台阶孔底部，锥块两端矩形凸台钩挂在锚定筒

体的矩形台阶孔底部台阶上，锥块的斜面与圆锥体的圆锥面压紧；锥块内侧设置为斜面，锥

块外侧设置有矩形凸台；片弹簧和锚定块共同置入锚定筒体的矩形台阶孔内；片弹簧具有

极大刚度，片弹簧被锥块和锚定块压紧；锚定块外侧设置有锯齿状卡齿，锚定块两侧设置有

锯齿状棘齿，锚定块两侧底部设置有凸台；锁定块和圆柱弹簧安装在锚定筒体矩形台阶孔

外侧矩形沉槽的两端，锁定块一端设置有斜插结构，锁定块的斜插结构插入锚定块两侧的

锯齿状棘齿内，保证锚定块径向伸出状态锁定，有效防止锚定块回退；压板中部设置有矩形

通孔，压板两端用螺钉固定在锚定筒体扶正筋上；引鞋前段设置为锥形结构；安装完成后，

储油室内充满液压油；控制器模块利用脉冲信号与地面进行通讯，控制器模块可以控制电

磁换向阀转换工位；坐封过程中，控制器模块首先控制电磁换向阀联通进气通道和排气通

道b，此时压缩空气推动压油活塞运动，储油室中的液压油流经排油通道和进油喉进入压力

油室，然后控制器模块控制电磁换向阀联通进气通道和排气通道a，上部钻柱内的压缩空气

经气流通道a、气流通道c进入排气室上部，压缩空气推动增压活塞轴向下移，进油喉被封

闭，压力油室内的液压油封死在压力油室内，压力油室内的液压油在增压活塞的压力平衡

作用下成为高压液压油，推动作动活塞轴向下移，进而推动圆锥体轴向下移，锥块在圆锥体

的作用下径向伸出，并作用于片弹簧推动锚定块径向伸出。

[000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1）本发明利用压缩空气作为动力源，将压力小的压缩空气

转化为压力大的压力油液，巨大的液压力有效保证裸眼井段可靠坐封；（2）本发明六个锚定

块在片弹簧作用下，可根据裸眼井眼形状分别张开不同伸出量，有效保证六个锚定块全部

有效卡紧，没有虚位；（3）本发明采用锁定块对锚定状态进行锁定，有效保证丢手后坐封状

态可靠。

附图说明

[0008] 图1是本发明一种空气钻井用裸眼侧钻坐封器锚定块收回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09] 图2是本发明一种空气钻井用裸眼侧钻坐封器锚定块伸出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10] 图3是图1A‑A截面的剖视图。

[0011] 图4是图1B‑B截面的剖视图。

[0012] 图中：1‑控制短接、2‑储油筒体、3‑压油活塞、4‑增压筒体、5‑塞打螺钉、6‑增压活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110397419 B

5



塞、7‑作动活塞、8‑圆锥体、9‑锚定筒体、10‑压板、11‑圆柱弹簧、12‑锁定块、13‑锚定块、14‑

片弹簧、15‑锥块、16‑引鞋、101‑控制器模块、102‑电磁换向阀、103‑进气通道、104‑排气通

道a、105‑排气通道b、201‑气流通道a、202‑气流通道b、203‑储油室、401‑气流通道c、402‑排

气通道c、403‑排油通道、404‑排气室、405‑进油喉、406‑压力油室、407‑排气通道d。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本发明一种空气钻井用裸眼侧钻坐封器，是由控制短接1、

储油筒体2、压油活塞3、增压筒体4、塞打螺钉5、增压活塞6、作动活塞7、圆锥体8、锚定筒体

9、压板10、锁定块12、圆柱弹簧11、锚定块13、片弹簧14、锥块15和引鞋16构成；其结构特征

是：控制短接1内部安装有控制器模块101和电磁换向阀102，进气通道103和电磁换向阀102

入口接通，排气通道a104和排气通道b105分别与电磁换向阀102两个出口接通，排气通道

a104下端出口设置一圈环形槽口，排气通道b105设置在控制短接1中心位置处；控制短接1

上端和斜向器下端丝扣连接，控制短接1下端和储油筒体2上端丝扣连接，进气通道103和斜

向器内部输气流道接通；储油筒体2内腔设置有气流通道a201、气流通道b202和储油室203，

储油筒体2外圆下部周向均匀设置五个扶正筋，每个扶正筋上均设置有径向台阶孔；储油筒

体2下端和增压筒体4上端用塞打螺钉5固紧，压油活塞3置入储油室203内腔，气流通道a201

上端和排气通道a104下端环形槽口联通，气流通道a201下端和气流通道c401上端联通，气

流通道b202上端和排气通道b105下端联通，气流通道b202下端和储油室203上端联通；增压

筒体4内腔上部设置有排气室404，内腔下部设置有压力油室406，排气室404和压力油室406

之间设置有进油喉405；增压筒体4上部设置有气流通道c401，气流通道c401下端和排气室

404上端联通，排气通道c402和排气室404下端联通，排油通道403上端和储油室203下端联

通，排油通道403下端和进油喉405联通，排气通道d407和压力油室406下端联通；增压筒体4

外圆上部周向均匀设置五个螺钉孔；增压活塞6的活塞端置入增压筒体4的排气室404内，增

压活塞6的活塞杆置入增压筒体4的进油喉405内，作动活塞7上端置入增压筒体4的压力油

室406内；锚定筒体9上端和增压筒体4下端丝扣连接，锚定筒体9下端和引鞋16上端丝扣连

接；圆锥体8置入锚定筒体9内腔，圆锥体8上端和作动活塞7下端丝扣连接；引鞋16前段设置

为锥形结构；安装完成后，储油室203内充满液压油；控制器模块101利用脉冲信号与地面进

行通讯，控制器模块101可以控制电磁换向阀102转换工位；坐封过程中，控制器模块101首

先控制电磁换向阀102联通进气通道103和排气通道b105，此时压缩空气推动压油活塞3运

动，储油室203中的液压油流经排油通道403和进油喉405进入压力油室406，然后控制器模

块101控制电磁换向阀102联通进气通道103和排气通道a104，上部钻柱内的压缩空气经气

流通道a201、气流通道c401进入排气室404上部，压缩空气推动增压活塞6轴向下移，进油喉

405被封闭，压力油室406内的液压油封死在压力油室406内，压力油室406内的液压油在增

压活塞6的压力平衡作用下成为高压液压油，推动作动活塞7轴向下移，进而推动圆锥体8轴

向下移，锥块15在圆锥体8的作用下径向伸出，并作用于片弹簧14推动锚定块13径向伸出，

卡在裸眼井壁上。

[0014] 如图4所示，锚定筒体9外圆中部周向均匀设置六个扶正筋，扶正筋上设置有矩形

台阶孔，矩形台阶孔外端设置有矩形沉槽；六个锥块15分别置入锚定筒体9六个扶正筋上的

矩形台阶孔底部，锥块15两端矩形凸台钩挂在锚定筒体9的矩形台阶孔底部台阶上，锥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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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斜面与圆锥体8的圆锥面压紧；锥块15内侧设置为斜面，锥块15外侧设置有矩形凸台；片

弹簧14和锚定块13共同置入锚定筒体9的矩形台阶孔内；片弹簧14具有极大刚度，片弹簧14

被锥块15和锚定块13压紧；锚定块13外侧设置有锯齿状卡齿，锚定块13两侧设置有锯齿状

棘齿，锚定块13两侧底部设置有凸台；锁定块12和圆柱弹簧11安装在锚定筒体9矩形台阶孔

外侧矩形沉槽的两端，锁定块12一端设置有斜插结构，锁定块12的斜插结构插入锚定块13

两侧的锯齿状棘齿内，保证锚定块13径向伸出状态锁定，有效防止锚定块13回退；压板10中

部设置有矩形通孔，压板10两端用螺钉固定在锚定筒体9扶正筋上。

[0015] 本发明一种空气钻井用裸眼侧钻坐封器利用液压油体积不可压缩的原理，在空气

钻井技术中对液压油进行压缩，形成压力增大的效果，有效保证足够的液压推力，使斜向器

在裸眼井环境中坐挂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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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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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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