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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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1231271.8

(22)申请日 2018.08.01

(73)专利权人 四川省威沃敦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 618300 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小汉镇

凤凰村三社

(72)发明人 何伟　易建国　高凤垒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弘毅天承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51230

代理人 白小明

(51)Int.Cl.

E21B 33/126(2006.01)

E21B 33/129(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可机械丢手的永久式完井封隔器

(57)摘要

一种可机械丢手的永久式完井封隔器，包括

依次活动连接的回插装置、密封装置、坐封装置；

所述密封装置包括下中心管、与所述下中心管固

定连接的回接筒、以及套设于所述下中心管外壁

中间位置的胶筒组件、依次套设于所述胶筒组件

外壁的护腕组件、与所述护腕组件活动连接的椎

体、与所述椎体活动连接的卡瓦；所述卡瓦呈整

体式环形柱状，所述卡瓦的轴向柱面通过线切割

设有数个不贯穿卡瓦两端的缝隙。所述卡瓦的缝

隙设计承压性能稳定，不易提前张开锚定，咬合

力稳定，不易偏心，只有在压力达到预设的压力

值时，裂开完成锚定作用，提高封隔器的安装效

率；剪钉设计使得封隔器不易提前坐封，提高封

隔器安装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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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机械丢手的永久式完井封隔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活动连接的回插装置、

密封装置、坐封装置；所述密封装置包括下中心管(8)、与所述下中心管(8)固定连接的回接

筒(4)、以及套设于所述下中心管(8)外壁中间位置的胶筒组件、依次套设于所述胶筒组件

外壁的护腕组件、与所述护腕组件活动连接的椎体（10）、与所述椎体（10）活动连接的卡瓦

(9)；所述卡瓦(9)呈整体式环形柱状，所述卡瓦(9)的轴向柱面通过线切割设有数个不贯穿

卡瓦(9)两端的缝隙(2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机械丢手的永久式完井封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卡瓦

(9)包括上卡瓦和下卡瓦，所述上卡瓦和下卡瓦的外壁均设有锚定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机械丢手的永久式完井封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椎体

（10）外壁靠近所述卡瓦(9)处设有防止提前坐封的剪钉(2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机械丢手的永久式完井封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胶筒

组件包括中胶筒(14)、活动连接于所述中胶筒(14)两端的端胶筒(1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机械丢手的永久式完井封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回插

装置包括上中心管(2)、与上中心管(2)螺纹连接的上接头(1)、套设于靠近所述上接头(1)

处上中心管(2)外壁的弹性爪(3)、套设于上中心管(2)底部外壁用于导向导鞋(7)，所述回

插装置还包括位于上中心管(2)和回接筒(4)之间与上中心管(2)外壁和回接筒(4)内壁活

动连接的硫化密封件(5)和保护环(6)。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机械丢手的永久式完井封隔器，其特征在于：坐封装置

包括依次沿轴向套设于所述下中心管(8)外壁的连接挡环(15)、与所述连接挡环(15)螺纹

连接的锁环座(16)、与锁环座(16)活动连接的上活塞座(17)、与所述上活塞座(17)螺纹连

接的坐封套(18)、位于上活塞座(17)和下中心管(8)之间的导环座(19)和与所述导环座

(19)螺纹连接的导环活塞(20)、与下中心管(8)螺纹连接的下接头(22)、设于所述下接头

(22)外壁依次与下接头(22)螺纹连接的衬套(21)和引导环(24)、位于下接头(22)和衬套

(21)之间与下接头(22)外壁和衬套(21)内壁螺纹连接的锁环(23)。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机械丢手的永久式完井封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下中

心管(8)的外壁靠近导环座(19)和下接头(22)处分别设有一个传压孔(27)。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可机械丢手的永久式完井封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护腕

组件包括2个分别活动连接于所述端胶筒(13)远离中胶筒(14)一端的内护腕(12)、以及2个

与所述内护腕(12)活动连接的外护腕(11)。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机械丢手的永久式完井封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缝隙

(25)为1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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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机械丢手的永久式完井封隔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石油开采的井下封隔器，具体涉及一种可机械丢手的永久式

完井封隔器。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油气田开发和不可再生资源的不断衰减，

而针对非常规油气的开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地位和意义可想而知。我国非常规油

气资源十分丰富，勘探的潜力也十分巨大，但由于其储层具有特低渗透、低孔率以及明显致

密等特点，为了提高其单井产量需要对多层段压裂技术进行改进，而封隔器是重要的封堵

工具。

[0003] 专利CN201650206U公开了一种防中途坐封的永久式封隔器，包括上下顺序连接的

液压坐封装置、永久式封隔器和插管密封筒，所述的永久式封隔器包括与液压坐封装置相

连的丢手接箍，丢手接箍下接中心管，中心管下端与卡瓦支撑座连接，在中心管外顺序安设

锁套、锁簧、上卡瓦与上锥体、胶筒、下锥体和下卡瓦，其不同之处在于所述的上、下卡瓦为

开设轴向开口的C型卡瓦，构成C型上、下卡瓦。

[0004] 但是现场工艺发现，C型卡瓦在施工过程中易于张开，受力不均的情况，容易导致

工具失效，且卡瓦承压能力下降，咬合力不足，与椎体错位，进而影响胶筒作用，不能准确完

整地实现坐封，导致施工周期加长，作业成本增加，后期维修成本增加等风险。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可机械丢手的永久式完井封隔器，解决了封隔器在下入过

程中极易提前坐封、现有技术中C型卡瓦易于偏心咬合力不稳定、安装失败等的异常情况。

[0006]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可机械丢手的永久式完井封隔器，包括依次活动连接的回插装置、密封装置、

坐封装置；所述密封装置包括下中心管、与所述下中心管固定连接的回接筒、以及套设于所

述下中心管外壁中间位置的胶筒组件、依次套设于所述胶筒组件外壁的护腕组件、与所述

护腕组件活动连接的椎体、与所述椎体活动连接的卡瓦；所述卡瓦呈整体式环形柱状，所述

卡瓦的轴向柱面通过线切割设有数个不贯穿卡瓦两端的缝隙。

[0008] 本技术方案的工作原理和过程如下：

[0009] 所述封隔器采用液压方式坐封、套铣方式解封。所述封隔器采用液压方式坐封，在

封隔器下入预定位置后，投入相应钢球，钢球到位后，从油管进行打压坐封，液体通过坐封

装置，使胶筒组件压缩，卡瓦锚定至套管，实现坐封。所述回插装置底部通过密封装置中的

回接筒与所述密封装置连接，所述密封装置与所述坐封装置连接；所述回插装置顶部连接

油管，通过油管将本实用新型中的可机械丢手的永久式完井封隔器送入井下目的封堵位

置。当所述封隔器下至预定位置后，从井口油管内投入钢球，从油管内打压，坐封装置在外

来压力的作用下，实现坐封作用；椎体挤压卡瓦，卡瓦受力后通过所述缝隙传输应力，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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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裂开锚定于套筒内壁，进而胶筒组件坐实于套筒内壁，其他组件均将牢固锁紧，所述密

封装置和坐封装置将不能移动。转动调整回插装置，将回插装置取出，其余装置永久式置于

井内。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卡瓦包括上卡瓦和下卡瓦，所述上卡瓦和下卡瓦的外壁均设有锚

定齿。所述封隔器的卡瓦可确保锚定牢固，下卡瓦朝下的齿形可承受来自封隔器上方的载

荷，上卡瓦朝上的齿形可承受来自封隔器下方的载荷；卡瓦位于胶筒的两侧，以阻隔碎屑，

避免操作时卡瓦被碎屑卡住。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椎体外壁靠近所述卡瓦处设有防止提前坐封的剪钉。坐封过程中，

卡瓦挤压椎体，椎体上的剪钉将椎体和下中心管固定连接，组装所述封隔器时调整剪钉的

剪切值，使得剪钉所受液压力的值在达到所设的剪切力时，才开始坐封。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胶筒组件包括中胶筒、活动连接于所述中胶筒两端的端胶筒。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回插装置包括上中心管、与上中心管螺纹连接的上接头、套设于靠

近所述上接头处上中心管外壁的弹性爪、套设于上中心管底部外壁用于导向导鞋，所述回

插装置还包括位于上中心管和回接筒之间与上中心管外壁和回接筒内壁活动连接的硫化

密封件和保护环。所述上接头于油管连接，上接头和用于导向的导鞋便于将封隔器放入井

内，上中心管用于支撑和活动连接所述回插装置中剩余的原件，上中心管与上接头通过螺

纹连接，所述上中心管靠近导鞋处的外壁通过硫化密封件和保护环与回接筒活动连接，弹

性爪位于上中心管与上接头和回接筒之间，弹性爪使得上中心管和回接筒弹性连接，用于

控制所述上中心管与回接筒连接与分离，进而控制回插装置与回接筒的连接与分离；坐封

前回插装置和回接筒弹性连接，坐封完成后，转动上接头，取出回插装置，完成丢手。

[0014] 进一步地，坐封装置包括依次沿轴向套设于所述下中心管外壁的连接挡环、与所

述连接挡环螺纹连接的锁环座、与锁环座活动连接的上活塞座、与所述上活塞座螺纹连接

的坐封套、位于上活塞座和下中心管之间的导环座和与所述导环座螺纹连接的导环活塞、

与下中心管螺纹连接的下接头、设于所述下接头外壁依次与下接头螺纹连接的衬套和引导

环、位于下接头和衬套之间与下接头外壁和衬套内壁螺纹连接的锁环。坐封装置坐封过程：

液压通过下中心管上的传压孔，液压推动导环座、导环活塞、坐封套和上活塞座，进而继续

推动锁环座和连接挡环，挤压端胶筒和中胶筒，端胶筒和中胶筒膨胀密封套筒，于此同时，

液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达到卡瓦破裂极限，卡瓦破裂张开，锚定于套管内壁，同时锁环和

引导环防止上活塞座、坐封套、导环座、导环活塞、衬套、下接头后退，完成坐封过程，通过旋

转上提回插装置，回插装置与回接筒脱离，将油管和回插装置取出，其余装置留在井内。

[0015] 进一步地，所述下中心管的外壁靠近导环座和下接头处分别设有一个传压孔。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护腕组件包括2个分别活动连接于所述端胶筒远离中胶筒一端的

内护腕、以及2个与所述内护腕活动连接的外护腕。

[0017] 进一步地，所述缝隙为16个。所述卡瓦的轴向柱面设有16个不贯穿卡瓦两端的缝

隙，该设计可以有效防止卡瓦C型张开，提升卡瓦承压性能，同时当卡瓦承压至一定程度时，

卡瓦裂开，锚定于套筒内壁。

[0018]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相较于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是：

[0019] （1）所述卡瓦外壁设有16个不贯穿卡瓦两端的缝隙，相较于现有技术中的C型卡

瓦，C型卡瓦容易张开，且受力不均，容易导致工具失效，且卡瓦承压能力下降，咬合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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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设计承压性能稳定，不易提前张开锚定，咬合力稳定，不易偏心，只有在压力达到预设的

压力值时，裂开完成锚定作用，进而提高封隔器的安装效率；

[0020] （2）所述椎体上设有剪钉，所述剪钉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定相应的剪切力值，使封

隔器在承受的阻力低于设定的剪切力值，封隔器不会提前坐封；只有所受阻力达到预设的

剪切力值时，封隔器才实现坐封；该设计克服了封隔器在下井过程中易于出现提前坐封的

情况，降低施工难度，提高施工成功率和施工效率；

[0021] （3）本实用新型中上卡瓦和下卡瓦的外壁的锚定齿，不但可以承受来自封隔器两

端载荷，还可以阻隔碎屑，避免操作时卡瓦被碎屑卡住，提高坐封成功率，减小制造成本。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中一种可机械丢手的永久式完井封隔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图1中A的局部放大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是图1中B的局部放大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是图1中C的局部放大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是图4中C1的局部放大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是图4中C2的局部放大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标记为：1-上接头，2-上中心管，3-弹性爪，4-回接筒，5-硫化密封件，6-保护

环，7-导鞋，8-下中心管，9-卡瓦，10-锥体，11-外护腕，12-内护腕，13-端胶筒，14-中胶筒，

15-连接挡环，16-锁环座，17-上活塞座，18-坐封套，19-导环座，20-导环活塞，21-衬套，22-

下接头，23-锁环，24-引导环，25-缝隙，26-剪钉，27-传压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本说明书中公开的所有特征，除了互相排斥的特征和/或步骤以外，均可以以任何

方式组合。

[0030]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图1-6和

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1] 实施例1

[0032] 一种可机械丢手的永久式完井封隔器，包括依次活动连接的回插装置、密封装置、

坐封装置；所述密封装置包括下中心管8、与所述下中心管8固定连接的回接筒4、以及套设

于所述下中心管8外壁中间位置的胶筒组件、依次套设于所述胶筒组件外壁的护腕组件、与

所述护腕组件活动连接的椎体、与所述椎体活动连接的卡瓦9；所述卡瓦9呈整体式环形柱

状，所述卡瓦9的轴向柱面通过线切割设有数个不贯穿卡瓦9两端的缝隙25。

[0033] 实施例2

[0034] 基于实施例1，所述卡瓦9包括上卡瓦和下卡瓦，所述上卡瓦和下卡瓦的外壁均设

有锚定齿。所述封隔器的卡瓦9可确保锚定牢固，下卡瓦朝下的齿形可承受来自封隔器上方

的载荷，上卡瓦朝上的齿形可承受来自封隔器下方的载荷；卡瓦9位于胶筒的两侧，以阻隔

碎屑。

[0035] 实施例3

[0036] 基于实施例1，所述椎体10外壁靠近所述卡瓦9处设有防止提前坐封的剪钉26。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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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过程中，卡瓦9挤压椎体10，椎体10上的剪钉26将椎体10和下中心管8固定连接，组装所述

封隔器时调整剪钉26的剪切值，使得剪钉26所受卡瓦9坐封力的值在达到所设的剪切力时，

才开始坐封。

[0037] 实施例4

[0038] 基于实施例1，所述胶筒组件包括中胶筒14、活动连接于所述中胶筒14两端的端胶

筒13。

[0039] 实施例5

[0040] 基于实施例1，所述回插装置包括上中心管2、与上中心管2螺纹连接的上接头1、套

设于靠近所述上接头1处上中心管2外壁的弹性爪3、套设于上中心管2底部外壁用于导向导

鞋7，所述回插装置还包括位于上中心管2和回接筒4之间与上中心管2外壁和回接筒4内壁

活动连接的硫化密封件5和保护环6。所述上接头1于油管连接，上接头1和用于导向的导鞋7

便于将封隔器放入井内，上中心管2用于支撑和活动连接所述回插装置中剩余的原件，上中

心管2与上接头1通过螺纹连接，所述上中心管2靠近导鞋7处的外壁通过硫化密封件5和保

护环6与回接筒4活动连接，弹性爪3位于上中心管2与上接头1和回接筒4之间，弹性爪3使得

上中心管2和回接筒4弹性连接，用于控制所述上中心管2与回接筒4连接与分离，进而控制

回插装置与回接筒4的连接与分离；坐封前回插装置和回接筒4弹性连接，坐封完成后，转动

上接头1，取出回插装置，完成丢手。

[0041] 实施例6

[0042] 基于实施例1，坐封装置包括依次沿轴向套设于所述下中心管8外壁的连接挡环

15、与所述连接挡环15螺纹连接的锁环座16、与锁环座16活动连接的上活塞座17、与所述上

活塞座17螺纹连接的坐封套18、位于上活塞座17和下中心管8之间的导环座19和与所述导

环座19螺纹连接的导环活塞20、与下中心管8螺纹连接的下接头22、设于所述下接头22外壁

依次与下接头22螺纹连接的衬套21和引导环24、位于下接头22和衬套21之间与下接头22外

壁和衬套21内壁螺纹连接的锁环23。坐封装置坐封过程：液压通过下中心管8上的传压孔

27，液压推动导环座19、导环活塞20、坐封套18和上活塞座17，进而继续推动锁环座16和连

接挡环15，挤压端胶筒13和中胶筒14，端胶筒13和中胶筒14膨胀密封套筒，于此同时，液压

力达到一定程度时，达到卡瓦9破裂极限，卡瓦9破裂张开，锚定于套管内壁，同时锁环23和

引导环24防止上活塞座17、坐封套18、导环座19、导环活塞20、衬套21、下接头22后退，完成

坐封过程，通过旋转上提回插装置，回插装置与回接筒4脱离，将油管和回插装置取出，其余

装置留在井内。

[0043] 实施例7

[0044] 基于实施例1，所述下中心管8的外壁靠近导环座19和下接头22处分别设有一个传

压孔27。

[0045] 实施例8

[0046] 基于实施例1，所述护腕组件包括2个分别活动连接于所述端胶筒13远离中胶筒14

一端的内护腕12、以及2个与所述内护腕12活动连接的外护腕11。

[0047] 实施例9

[0048] 基于实施例1，所述缝隙25为16个。所述卡瓦9的轴向柱面设有16个不贯穿卡瓦9两

端的缝隙25，该设计可以有效防止卡瓦9的C型张开，提升卡瓦9承压性能，同时当卡瓦9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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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定程度时，卡瓦9裂开，锚定于套筒内壁。

[0049]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申请保护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申请技术方案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

申请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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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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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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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6 页

12

CN 208734311 U

12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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