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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油气钻井、完井和油气套管技术

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油套管气密性检测系统，包

括气源、监测部件、检测装置和控制部件；检测装

置包括筒体和设置在筒体内腔两端的气囊，筒体

内设置有气孔以及与气囊相通的气道，气道连通

气囊与筒体外壁，气孔连通两个气囊之间的筒体

内腔与筒体外壁；一个气源通过控制部件为气孔

和气道通气，控制部件用于控制来自气源的气

体，使来自气源的气体先进入气道再进入气囊；

监测部件用于监测油套管内的气源气体的存在，

能够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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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油套管气密性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气源、监测部件（53）、检测装置和控

制部件；

所述检测装置包括筒体（6）和设置在所述筒体（6）内腔两端的气囊（7），所述筒体（6）内

设置有气孔（37）以及与气囊（7）相通的气道（36），所述气道（36）连通所述气囊（7）与所述筒

体（6）外壁，所述气孔（37）连通两个所述气囊（7）之间的筒体（6）内腔与筒体（6）外壁；

一个所述气源通过所述控制部件为所述气孔（37）和所述气道（36）通气，所述控制部件

用于控制来自气源的气体，使来自气源的气体先进入气道（36）再进入气囊（7）；

所述监测部件（53）用于监测油套管（52）内的气源气体的存在；

所述控制部件包括第一柱塞组、第二柱塞组、杠杆（38）、弹性件（24）、基座（69）、进气管

（30）、第一排气管（29）和第二排气管（33），所述杠杆（38）以能枢转的方式设置在所述基座

（69）上，所述杠杆（38）的两端设置枢轴，分别为第一枢轴（25）和第二枢轴（35）；

所述第一柱塞组包括第一气缸（28）、第一活塞（27）和第一活塞杆（26），所述第一活塞

（27）设置在所述第一气缸（28）内并将所述第一气缸（28）内腔分为第一进气腔（281）和通气

腔（282），所述第一活塞杆（26）的一端与所述第一活塞（27）固定，另一端伸出所述气缸并设

置有第一滑道（40），所述第一滑道（40）与所述杠杆（38）一端的所述第一枢轴（25）配合，该

另一端与所述弹性件（24）配合使所述弹性件（24）处于压缩状态；

所述第二柱塞组包括第二气缸（31）、第二活塞（32）和第二活塞杆（34），所述第二活塞

（32）设置在所述第二气缸（31）内并将所述第二气缸（31）内腔分为第二进气腔（311）和排气

腔（312），所述第二活塞（32）的端面面积大于所述排气腔（312）的近活塞端口，所述近活塞

端口为与所述第二活塞（32）配合的端口，所述第二活塞杆（34）的一端与所述第二活塞（32）

固定连接，另一端伸出所述第二气缸（31）并设置有第二滑道（41），所述第二滑道（41）与所

述杠杆（38）一端的所述第二枢轴（35）配合；

所述进气管（30）分别于所述第一进气腔（281）和所述第二进气腔（311）相通，所述第一

排气管（29）用于排出由进气管（30）通入所述第一气缸（28）的气体，所述第二排气管（33）与

所述排气腔（312）相通；

所述第一排气管（29）与所述第一气缸（28）内腔的与所述第一活塞（27）与初始位置时

的侧壁相通，L<H，L为所述第一排气管的管口与所述第一活塞（27）的靠近所述第一进气腔

（281）的端面的距离，H为所述第一滑道（40）的长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囊（7）通过胶水固定设置在所

述筒体（6）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囊（7）表面设置有锯齿形的凹

凸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装置还包括以能够枢转的方

式设置在所述筒体（6）上的挡块（10），所述挡块（10）与所述筒体（6）之间设置有扭簧（9），以

使所述挡块（10）在外力作用下枢转后复位。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部件还包括连通管（684）和

双向步进电机（67），所述连通管（684）连通第一进气腔（281）和通气腔（282），所述连通管

（684）上设置有用于控制所述第一进气腔（281）和所述通气腔（282）连通的第一阀门（681）， 

所述连通管（684）靠近所述通气腔（282）的一端设置有尾管（683），所述尾管（683）连通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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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管（684）和外界，所述连通管（684）上设置有第二阀门（682），用于控制尾管（683）的开

闭；所述双向步进电机（67）能够驱动所述杠杆（38）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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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油套管气密性检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油气钻井、完井和油气套管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油套管气密性检

测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的年均石油消耗量高达几亿吨，但是石油的开采过程复杂，安全系数要求高。

油套管是石油开采运用最多的管材，石油套管通过内外螺纹旋合，将套管首尾相连深入井

下服役，油套管柱不仅可以保护井壁，还可以将油，气，水层分割开。单一油套管必须具有抗

高压，抗腐性能，整个油套管柱还应当满足良好的气密性。目前套管之间通过卡箍连接，一

口普通的油井所使用的卡箍多达上百个，任何一个卡箍连接处存在气密性不足问题都会导

致整个油套管柱系统气密性不足。一旦气密性不足将会导致压强波动，影响套管安全，存在

重大安全隐患，同时对环境和社会也会产生无法预计的损失。

[0003] 根据大量的实验表明，油套管柱系统的气密性很大程度取决于套管连接处的密封

性。由于套管的工作环境具有复杂性，所受载荷也十分复杂，这些因素所造成的气密性不足

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由于套管连接时的技术问题，操作问题，以及加工的精度要求和运输时

的保护措施不足所造成的问题却是可以避免的。

[0004] 为了确保套管之间的气密性，需要对其进行气密性检测。目前开采现场所使用的

气压检测套管密封性装置由于技术限制，存在一系列问题。其一，检测时所使用的特殊气体

无法回收，增加了检测的成本。其二，外压密封性检测装置在检测时，由于气囊受到轴向压

力，使之沿着管壁向外滑动产生较大的摩擦，对气囊有一定的损耗，同时采用外压检测时由

于嵌套时不容易对齐也会对气囊产生磨损。其三，检测时需要检测人员现场操作，存在一定

的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目前气囊容易磨损的问题，提供一种套管接头的气密封

性检测装置，能够缓解上述问题。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油套管气密性检测系统，包括气源、监测部件、检测装置和控制部件；所述检

测装置包括筒体和设置在所述筒体内腔两端的气囊，所述筒体内设置有气孔以及与气囊相

通的气道，所述气道连通所述气囊与所述筒体外壁，所述气孔连通两个所述气囊之间的筒

体内腔与筒体外壁；一个所述气源通过所述控制部件为所述气孔和所述气道通气，所述控

制部件用于控制来自气源的气体，使来自气源的气体先进入气道再进入气囊；所述监测部

件用于监测油套管内的气源气体的存在。

[0008] 作为优选，所述气囊通过胶水固定设置在所述筒体内。

[0009] 作为优选，所述气囊表面设置有锯齿形的凹凸部。

[0010] 作为优选，所述检测装置还包括以能够枢转的方式设置在所述筒体上的挡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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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挡块与所述筒体之间设置有扭簧，以使所述挡块在外力作用下枢转后复位。

[0011] 作为优选，所述控制部件包括第一柱塞组、第二柱塞组、杠杆、弹性件、基座、进气

管、第一排气管和第二排气管，所述杠杆以能枢转的方式设置在所述基座上，所述杠杆的两

端设置枢轴，分别为第一枢轴和第二枢轴；所述第一柱塞组包括第一气缸、第一活塞和第一

活塞杆，所述第一活塞设置在所述第一气缸内并将所述第一气缸内腔分为第一进气腔和通

气腔，所述第一活塞杆的一端与所述第一活塞固定，另一端伸出所述气缸并设置有第一滑

道，所述第一滑道与所述杠杆一端的所述第一枢轴配合，该另一端与所述弹性件配合使所

述弹性件处于压缩状态；所述第二柱塞组包括第二气缸、第二活塞和第二活塞杆，所述第二

活塞设置在所述第二气缸内并将所述第二气缸内腔分为第二进气腔和排气腔，所述第二活

塞的端面面积大于所述排气腔的近活塞端口，所述近活塞端口为与所述第二活塞配合的端

口，所述第二活塞杆的一端与所述第二活塞固定连接，另一端伸出所述第二气缸并设置有

第二滑道，所述第二滑道与所述杠杆一端的所述第二枢轴配合；所述进气管分别于所述第

一进气腔和所述第二进气腔相通，所述第一排气管用于排出由进气管通入所述第一气缸的

气体，所述第二排气管与所述排气腔相通。

[0012]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排气管与所述气缸内腔的与所述第一活塞与初始位置时的侧

壁相通，L<H，L为所述第一排气管的管口与所述第一活塞的靠近所述第一进气腔的端面的

距离，H为所述第一滑道的长度。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控制部件还包括连通管和双向步进电机，所述连通管连通第一进

气腔和通气腔，所述连通管上设置有用于控制所述第一进气腔和所述通气腔连通的第一阀

门，  所述连通管靠近所述通气腔的一端设置有尾管，所述尾管连通所述连通管和外界，所

述连通管上设置有第二阀门，用于控制尾管的开闭；所述双向步进电机能够驱动所述杠杆

旋转。

[0014] 综上所述，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申请的有益效果是：如此，在使用时，只需

要通过充气和放气即可实现气囊与套管的紧密配合，不需要机械的推动气囊使气囊压缩以

压紧套管，从而不会对气囊造成较大的磨损，磨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并且，相比于采用其

他零部件机械式推动气囊，本方案直接充气，气囊各部位受力均匀，不存在受力不均的情

况，从而能够延长气囊的使用寿命；此外，采用充气放气的方式，只需要气体压缩机即可实

现，可以远程操作，无需靠近套管操作，安全性更好；并且，由于采用控制部件控制一个气源

的气体先向气囊供气，形成密闭的环空腔室，再向形成的密闭环空腔室通气，由此，只需要

一个气源足以，无需其他气源，如此，能够节约成本。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专利申请的检测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专利申请的检测装置的截面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专利申请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申请控制部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申请另一种控制部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标记：3-滚轮部件，4-螺钉，5-挂环，7-气囊，9-扭簧，10-挡块，  24-弹性件，

25-第一枢轴，26-第一活塞杆，27-第一活塞，28-第一气缸，281-第一进气腔，282-通气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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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第一排气管，30-进气管，  31-第二气缸，311-第二进气腔，  312-排气腔，32-第二活塞，

33-第二排气管，34-第二活塞杆，35-第二枢轴，36-气道，37-气孔，38-杠杆，40-第一滑道，

41-第二滑道，43-密封圈，51-套管接头，52-套管，53-监测部件，6-筒体，62-环空腔室，67-

双向步进电机，681-第一阀门，682-第二阀门，683-尾管，684-连通管，69-基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详细的说明。

[0022] 一种油套管52气密性检测系统，包括气源、监测部件53、检测装置和控制部件；检

测装置包括筒体6和设置在筒体6内腔两端的气囊7，筒体6内设置有气孔37以及与气囊7相

通的气道36，气道36连通气囊7与筒体6外壁，气孔37连通两个气囊7之间的筒体6内腔与筒

体6外壁；一个气源通过控制部件为气孔37和气道36通气，控制部件用于控制来自气源的气

体，使来自气源的气体先进入气道36再进入气囊7；监测部件53用于监测油套管52内的气源

气体的存在。

[0023] 如此，在使用时，只需要通过充气和放气即可实现气囊7与套管52的紧密配合，不

需要机械的推动气囊7使气囊7压缩以压紧套管52，从而不会对气囊7造成较大的磨损，磨损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并且，相比于采用其他零部件机械式推动气囊7，本方案直接充气，气囊

7各部位受力均匀，不存在受力不均的情况，从而能够延长气囊7的使用寿命；此外，采用充

气放气的方式，只需要气体压缩机即可实现，可以远程操作，无需靠近套管52操作，安全性

更好。

[0024] 并且，由于采用控制部件控制一个气源的气体先向气囊7供气，形成密闭的环空腔

室62，再向形成的密闭环空腔室62通气，由此，只需要一个气源足以，无需其他气源，如此，

能够节约成本。

[0025] 使用时，将套管52放入检测装置，使套管接头51位于两个气囊7之间，并将泄露气

体监测装置放在套管52内，靠近接头的位置，然后先通过气道36给气囊7充气，冲入的气体

是氦气和氮气的混合气体，使气囊7膨胀并接触套管52外壁，在套管52外壁、筒体6内壁以及

气囊7之间形成密闭的环空腔室62，当气囊7中的压力达到预设值，气囊7与套管52外壁压力

足够大时，通过气孔37向环空腔室62通气，当环空腔室62的压力达到预设值时，停止通气保

持压力值在预设时间内，查看监测部件53的监测值，如果在套管52内发现气体，则表示环空

空腔中的气体通过套管接头51泄露至套管52内，即套管接头51密封性能较低。

[0026] 具体的，筒体6上还设置有三个滚轮部件3，便于将检测装置下放至井底，在使用

时，采用绳索穿过滚轮，以整体吊住筒体6，通过延长或缩短绳索来控制筒体6在井口中的高

度，当然，为了保险，在筒体6上固定设置有挂环5，通过绳索穿过挂环5，避免滚轮损坏后无

法使用，具有双重保险。

[0027] 具体的，气囊7通过胶水固定设置在筒体6内，从而避免气囊7在使用过程中滑落。

[0028] 具体的，气囊7表面设置有锯齿形的凹凸部，避免气囊7膨胀或收缩的过程中与套

管52外壁过紧，能够使得气囊7更好的膨胀或收缩，能够降低磨损速率。

[0029] 具体的，如图1和图3，检测装置还包括以能够枢转的方式设置在筒体6上的挡块

10，挡块10通过容纳块8与筒体6连接，在筒体6竖直放置时，挡块10的枢转轴水平，挡块10与

筒体6之间设置有扭簧9，以使挡块10在外力作用下枢转后复位，由此，在气囊7膨胀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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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缓冲作用，避免损坏气囊7；更具体的，如图1所示，6个挡块10沿气囊7的圆周方向对接

布置，形成一圈，能够更好的保护气囊7。

[0030] 具体的，如图4和5，控制部件包括第一柱塞组、第二柱塞组、杠杆38、弹性件24、基

座69、进气管30、第一排气管29和第二排气管33，杠杆38以能枢转的方式设置在基座69上，

杠杆38的两端设置枢轴，分别为第一枢轴25和第二枢轴35；第一柱塞组包括第一气缸28、第

一活塞27和第一活塞杆26，第一活塞27设置在第一气缸28内并将第一气缸28内腔分为第一

进气腔281和通气腔282，第一活塞杆26的一端与第一活塞27固定，另一端伸出气缸并设置

有第一滑道40，第一滑道40与杠杆38一端的第一枢轴25配合，该另一端与弹性件24配合使

弹性件24处于压缩状态；第二柱塞组包括第二气缸31、第二活塞32和第二活塞杆34，第二活

塞32设置在第二气缸31内并将第二气缸31内腔分为第二进气腔311和排气腔312，第二活塞

32的端面面积大于排气腔312的近活塞端口，近活塞端口为与第二活塞32配合的端口，第二

活塞杆34的一端与第二活塞32固定连接，另一端伸出第二气缸31并设置有第二滑道41，第

二滑道41与杠杆38一端的第二枢轴35配合；进气管30分别于第一进气腔281和第二进气腔

311相通，第一排气管29用于排出由进气管30通入第一气缸28的气体，第二排气管33与排气

腔312相通；第一滑道40与第二滑道41良好配合，使杠杆38能够顺利枢转；具体的，进气道36

与气源相通，第一排出管与气道36相通，向气囊7充气放气，第二排出管与气孔37相通，向环

空腔室62充气放气。

[0031] 由此，在使用时，通过一个气源向进气管30通入高压气体，气体通过进气管30同时

进入第一气缸28和第二气缸31，气体在第二气缸31中受阻，无法进入排气腔312，在第一气

缸28中，推动第一活塞27向下运动，活塞受到气体压力和弹性件24的作用力，活塞下行，当

活塞下行距离超过L但小于H时，进气通过第一排出管进入气囊7，对气囊7进行充气，  持续

此气压继续想气囊7充气直至压力达到预设值，在加大气源输出压力，活塞继续下行，当活

塞下行距离超过H后，第一活塞杆26推动杠杆38旋转，杠杆38旋转带动第二活塞杆34上行，

第二活塞32上行，从而打开第二进气腔311与排气腔312的通道口，气源气体通过进气管30、

第二进气腔311、排气腔312和第二排出管进入环空腔室62，对环空腔室62充气，当压力达到

预设值后，停止气源充气，如此，能够先向气囊7充气以形成密闭的环空腔室62，然后在再向

密闭的环空腔室62充气，采用一个气源就足够，节约成本。

[0032] 具体的，如图4所示，第一排气管29与气缸内腔的与第一活塞27与初始位置时的侧

壁相通，L<H，L为第一排气管的管口与第一活塞27的靠近第一进气腔281的端面的距离，H为

第一滑道40的长度，如此，当进气管30通入气源高压气体时，气体会在进气管30内积压一段

时间，直至推动第一活塞27打开第一进气腔281与第一排气管29的连通通道，在打开第一进

气腔281与第一排气管29的连通通道之前，进气管30内的高压气体压力会有所增加，在第二

进气腔311中使第二活塞32压紧第二气缸31，避免漏气，节约成本。

[0033] 更具体的，如图5所示，控制部件还包括连通管684和双向步进电机67，连通管684

连通第一进气腔281和通气腔282，连通管684上设置有用于控制第一进气腔281和通气腔

282连通的第一阀门681，  连通管684靠近通气腔282的一端设置有尾管683，尾管683连通连

通管684和外界，连通管684上设置有第二阀门682，用于控制尾管683的开闭；双向步进电机

67能够驱动杠杆38旋转，由此，当充气前，关闭第一阀门681，使第一进气腔281和通气腔282

不连通，开启第二阀门682，使通气腔282通过尾管683与外界相通，通气腔282中的气体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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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出至外界，压力与大气压相同，由此，在向进气腔充气时，通气腔282压力不会变化，不会

阻碍第一活塞27下行，节约能源；此外，在气囊7和环空腔室62均充气完成后，先关闭第二阀

门682，使通气腔282与外界断开，再打开第二阀门682，使第一进气腔281与通气腔282连通，

两腔室压力相同，活塞上下端面受力相同，但是，此时活塞杆还受弹性件24向上的压力，因

此，活塞向上行直至接触第一进气腔281的下端口，使第一进气腔281与第一排气管29断开，

此时第二活塞32也复位至图示位置，第二进气腔311与排气腔312也断开，此时，进行套管接

头51的气密性检测，待检测完成之后，关闭气源，并打开快开阀门，使进气管30与气体回收

装置连通，此时，第二进气腔311中的压力小于环空腔室62压力，从而使得第二活塞32上行，

打开第二进气腔311与排气腔312的连通通道，环空腔室62中的气体通过第二排气管33、排

气腔312、第一进气腔281和进气管30排至气体回收装置，进入环空腔室62的气体得以回收；

通过设计使L足够长，在环空腔室62排气过程中，活塞上端面一直在第二排气管33之上，或

者启动双向步进电机67，避免第一活塞27下行过多而使第一进气腔281与第一排气管29接

通；当环空腔室62气体排出完全后，启动双向步进电机67驱动杠杆38旋转，使第一活塞27下

行直至第一进气腔281与第一排气管29连通，此时气囊7中的气体通过第一排气管29、第一

进气腔281和进气管30排至气体回收装置，由此，能够完成实验气体的回收，先完成环空腔

室62的气体收回，避免环空腔室62的气体泄漏出去，再完成气囊7中的气体回收，进一步节

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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