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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全金属可溶桥塞，它包括

座封筒（1）、上椎体（2）、密封筒（3）、下椎体（4）、

下接头（5）、丢手杆（7）、转换接头（8）和座封杆

（9），所述座封筒（1）的下端与上椎体（2）上端面

贴合，上端与外设的座封工具连接，座封筒（1）

内，转换接头（8）的上端与座封杆（9）的下端连

接，转换接头（8）的下端与丢手杆（7）的上端连

接，下接头（5））与丢手杆（7）通过螺纹连接，下接

头（5）与下椎体（4）通过螺纹连接，下椎体（4）的

与密封筒（3）的一端通过荆棘齿配合，密封筒（3）

的另一端与上椎体（2）也通过荆棘齿配合。本发

明具有锚定可靠、承压可靠、完全溶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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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全金属可溶桥塞，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座封筒（1）、上椎体（2）、密封筒（3）、下椎

体（4）、下接头（5）、丢手杆（7）、转换接头（8）和座封杆（9），所述上椎体（2）内表面设置有球

座（202），球座（202）为后期投入的可溶压裂球提供封堵位置，所述下椎体（4）内表面设置有

接头螺纹A（403），所述下接头（5）外表面设置有接头螺纹B（503），内表面设置有丢手螺纹

（502），丢手杆（7）的下端设置有下螺纹（702）；

所述座封筒（1）的下端与上椎体（2）上端面贴合，上端与外设的座封工具连接，座封筒

（1）内，转换接头（8）的上端与座封杆（9）的下端连接，转换接头（8）的下端与丢手杆（7）的上

端连接，丢手杆（7）下端依次穿过上椎体（2）、密封筒（3）、下椎体（4）和下接头（5），且丢手杆

（7）外表面与上椎体（2）和下椎体（4）内表面之间均留有间隙，下接头（5）的丢手螺纹（502）

与丢手杆（7）的下螺纹（702）连接，下接头（5）接头螺纹B（503）与下椎体（4）的接头螺纹A

（403）连接，下椎体（4）与密封筒（3）下端配合，密封筒（3）上端与上椎体（2）下端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金属可溶桥塞，其特征在于：所述转换接头（8）的两端

均设置有螺纹盲孔，上端的螺纹盲孔与座封杆（9）下端设置的外螺纹连接，下端的螺纹盲孔

与丢手杆（7）上端的上螺纹（701）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金属可溶桥塞，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椎体（2）外表面设

置有上荆棘齿A（201），密封筒（3）内表面设置有上荆棘齿B（301）和下荆棘齿B（304），下椎体

（4）外表面设置有下荆棘齿A（401），后期座封后，下椎体（4）的下荆棘齿A（401）与密封筒（3）

的下荆棘齿B（304）配合，密封筒（3）的上荆棘齿B（301）与上椎体（2）的上荆棘齿A（201）配

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金属可溶桥塞，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椎体（2）外表面设

置有弧形面A（203），所述下椎体（4）外表面设置有弧形面B（40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金属可溶桥塞，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筒（3）外表面喷

涂有硬质合金层（302），内表面设置有弧形凹槽（30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金属可溶桥塞，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接头（5）侧面设置

有销钉孔（501），丢手杆（7）上对应位置处设置有销钉槽（703），剪切销钉（6）穿过销钉孔

（501）钉入销钉槽（703）内，实现对下接头（5）的旋转固定。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金属可溶桥塞，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椎体（2）、密封筒

（3）、下椎体（4）和下接头（5）的材质均为镁基合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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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金属可溶桥塞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非常规气藏开发井下关键工具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全金属可溶桥

塞。

背景技术

[0002] 在石油工程完井、压裂作业技术领域中，常需要对直井、定向井或者水平井井筒的

不同层段进行分段压裂作业，在分段压裂过程中，需要使用桥塞实现层间封隔。可溶桥塞+

分簇射孔作为目前非常规气藏开发主体技术，指在井筒和地层有效沟通的前提下，运用电

缆或连续油管输送方式，按照泵送设计程序，将射孔管串和桥塞输送至目的层，完成坐封和

多簇射孔联作的一种射孔技术，后期通过套管进行分段压裂。压裂完成后，可溶桥塞溶解，

随返排液一同排出井筒。

[0003] 现有技术中，可溶桥塞主要由桥塞本体、锚定卡瓦、密封胶筒等组成，其中桥塞本

体主要由可溶金属材料组成，为各部件提供安装载体，直接决定可溶桥塞整体可靠性；锚定

卡瓦由可溶金属和合金颗粒组成，与套管内壁锚定后防止可溶桥塞轴向滑动，直接决定可

溶桥塞轴向承压效果；可溶胶筒主要可溶橡胶材料组成，与套管内壁贴合后防止液体向下

流动，直接决定可溶桥塞密封效果。现有可溶桥塞可溶材料包含可溶金属和可溶橡胶，由于

两种材料的在同一环境下的溶解时间、溶解速率不同，难以准确判定可溶桥塞整体溶解时

间，影响气井快速投产；同时锚定卡瓦主体由可溶金属和不溶颗粒组成，溶解后井筒内残留

卡瓦块、卡瓦牙块等未溶解残留物，后期需要下入连续油管通井管串、打捞工具串进行通

井、打捞施工作业，作业周期长、打捞效率低，影响了现场施工进度，因此现在也有一些可溶

桥塞的出现，但是结构比较复杂，连接件过多，连接方式不合理，导致加工困难，成本过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一种结构简单、锚定可靠、承压可

靠、完全溶解的全金属可溶桥塞。

[0005]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全金属可溶桥塞，它包括座封筒、上椎体、密封筒、下椎体、下接头、丢手杆、转

换接头和座封杆，所述上椎体内表面设置有球座，球座为后期投入的可溶压裂球提供封堵

位置，所述下椎体内表面设置有接头螺纹A，所述下接头外表面设置有接头螺纹B，内表面设

置有丢手螺纹，丢手杆的下端设置有下螺纹。

[0007] 所述座封筒的下端与上椎体上端面贴合，上端与外设的座封工具连接，座封筒内，

转换接头的上端与座封杆的下端连接，转换接头的下端与丢手杆的上端连接，丢手杆下端

依次穿过上椎体、密封筒、下椎体和下接头，且丢手杆外表面与上椎体和下椎体内表面之间

留有间隙，下接头的丢手螺纹与丢手杆的下螺纹连接，下接头接头螺纹B与下椎体的接头螺

纹A连接，下椎体与密封筒下端配合，密封筒上端与上椎体下端配合。

[0008] 进一步地，所述转换接头的两端均设置有螺纹盲孔，上端的螺纹盲孔与座封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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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设置的外螺纹连接，下端螺纹盲孔与丢手杆上端的上螺纹连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上椎体外表面设置有上荆棘齿A，密封筒内表面设置有上荆棘齿B

和下荆棘齿B，下椎体外表面设置有下荆棘齿A，后期座封后，下椎体的下荆棘齿A与密封筒

的下荆棘齿B配合，密封筒的上荆棘齿B与上椎体的上荆棘齿A配合。

[0010] 进一步地，所述上椎体外表面设置有弧形面A，所述下椎体外表面设置有弧形面B。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密封筒外表面喷涂有硬质合金层，内表面设置有弧形凹槽。

[0012] 进一步地，所述下接头侧面设置有销钉孔，丢手杆上对应位置处设置有销钉槽，剪

切销钉穿过销钉孔钉入销钉槽内，实现对下接头的旋转固定。

[0013] 进一步地，所述上椎体、密封筒、下椎体和下接头的材质均为镁基合金材料。

[0014]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本发明结构简单，上椎体、密封筒、下椎体和下接头的材质

均为镁基合金材料，在相同环境条件下的溶解速率相同，可精确掌握桥塞整体溶解时间，采

用镁基合金材料，保证耐压强度的同时，具备一定的弹性形变，且后期可实现完全溶解；密

封筒外部喷涂有合金涂层，具有较高的硬度，可保证密封筒外表面与套管内壁实现可靠锚

定及密封，同时溶解后形成细小颗粒，随返排液一起排出；本发明密封筒的结构巧妙，同时

实现了锚定和密封功能，无需单独设置卡瓦和密封件，功能没有减少的同时，减少了连接件

的数量，而且连接方式简单可靠，降低了加工难度及制造成本。

附图说明

[0015] 图1 为本发明坐封前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 为本发明坐封后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 为上椎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 为下椎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 为密封筒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 为下接头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 为丢手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1-座封筒，2-上椎体，201-上荆棘齿A，202-球座，203-弧形面A，3-密封筒，

301-上荆棘齿B，302-硬质合金层，303-弧形槽，304-下荆棘齿B，4-下椎体，401-下荆棘齿A，

402-弧形面B，403-接头螺纹A，5-下接头，501-销钉孔，502-丢手螺纹，503-接头螺纹B，6-剪

切销钉，7-丢手杆，701-上螺纹，702-下螺纹，703-销钉槽，8-转换接头，9-座封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局限于以下所

述。

[0024] 如图1-7所示，一种全金属可溶桥塞，它包括座封筒1、上椎体2、密封筒3、下椎体4、

下接头5、丢手杆7、转换接头8和座封杆9，所述上椎体2内表面设置有球座202，球座202为后

期投入的可溶压裂球提供封堵位置，所述下椎体4内表面设置有接头螺纹A403，所述下接头

5外表面设置有接头螺纹B503，内表面设置有丢手螺纹502，丢手杆7的下端设置有下螺纹

702。

[0025] 所述座封筒1的下端与上椎体2上端面贴合，上端与外设的座封工具连接，座封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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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转换接头8的上端与座封杆9的下端连接，转换接头8的下端与丢手杆7的上端连接，丢手

杆7下端依次穿过上椎体2、密封筒3、下椎体4和下接头5，且丢手杆7外表面与上椎体2和下

椎体4内表面之间留有间隙，待可溶压裂球溶解后，所述间隙为后期提供井筒内流体的返排

通道，下接头5的丢手螺纹502与丢手杆7的下螺纹702连接，下接头5接头螺纹B503与下椎体

4的接头螺纹A403连接，下椎体4与密封筒3下端配合，密封筒3上端与上椎体2下端配合。

[0026] 所述上椎体外表面设置有上荆棘齿A201，密封筒内表面设置有上荆棘齿B301和下

荆棘齿B304，下椎体外表面设置有下荆棘齿A401，后期座封后，下椎体4的下荆棘齿A401与

密封筒3的下荆棘齿B304配合，防止了下椎体4回弹，密封筒3的上荆棘齿B301与上椎体2的

上荆棘齿A201配合，防止了上椎体2回弹。

[0027] 所述转换接头8的两端均设置有螺纹盲孔，上端的螺纹盲孔与座封杆9下端设置的

外螺纹连接，下端螺纹盲孔与丢手杆7上端的上螺纹701连接。

[0028] 为了便于上椎体2与密封筒3上端产生相对运动，使密封筒3沿径向扩张，所述上椎

体2外表面设置有弧形面A203，为了便于下椎体4与密封筒3下端产生相对运动，使密封筒3

沿径向扩张，所述下椎体4外表面设置有弧形面B402。

[0029] 所述密封筒3外表面喷涂有硬质合金层302，保证密封筒3有足够强度，同时密封筒

3外壁面与外设套管内壁面之间可提供足够的摩擦力，实现轴向锚定功能，密封筒3内表面

设置有弧形凹槽303，避免在密封筒3沿径向扩张变形时应力集中。

[0030] 所述下接头5侧面设置有销钉孔501，丢手杆7上对应位置处设置有销钉槽703，剪

切销钉6穿过销钉孔501钉入销钉槽703内，实现对下接头5的旋转固定，防止下接头5在下入

过程中出现倒扣。

[0031] 所述上椎体2、密封筒3、下椎体4和下接头5的材质均为镁基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

的同时，后期可实现快速溶解且溶解速度相同。

[0032] 本发明的装配过程如下：将转换接头8与座封杆9连接，丢手杆7上螺纹701与转换

接头8连接，座封筒1与座封工具连接，上椎体2上端穿过丢手杆7与座封筒1贴合；再装入密

封筒3，将下椎体4与下接头5通过螺纹配合连接，再将下椎体4和下接头5连接后的整体装入

丢手杆7，后通过下接头5丢手螺纹502与丢手杆7下螺纹702配合连接，直至下椎体4上端与

密封筒3下端形成配合；最后，将剪切销钉6安装在丢手杆7的销钉槽703内，实现对下接头5

的旋转固定，防止下接头5在下入过程中出现倒扣，最终完成整体装配，装配结果参考图1。

[0033]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如下：施工过程中，按照常规泵送方式将装配好的本发明串泵

送至预先设定位置，点火后，座封筒1推动上椎体2、密封筒3沿轴向向下运动，密封筒3在上

椎体2、下椎体4的径向挤压下向外扩张，直至密封筒3外表面与套管内表面贴合；座封筒1继

续推动上椎体2向下移动，当推力达到一定值时，丢手杆7与下接头5丢手螺纹502实现脱离，

完成丢手。此时，上椎体2外表面上荆棘齿A201与密封筒3上端内表面的上荆棘齿B301形成

配合，防止上椎体2向上回弹；下椎体4外表面下荆棘齿A401与密封筒3下端内表面的下荆棘

齿B304形成配合，防止下椎体4向下回弹，以保证密封筒3始终与套管内壁面紧密贴合，实现

密封与轴向承压。随后，通过井口投入配套压裂球至球座202处，封堵可溶桥塞内通道，完成

压裂施工作业。后期溶解过程中，由于可溶桥塞整体材质为同一可溶材料，在相同溶解条件

下溶解速率相同，便于后期返排和快速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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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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