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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石油与天然气开采领

域中的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主要解决了

现有封隔器密封时效差，不能实现连续多次坐封

的问题。其主要由上接头、中心管a、胶筒a、胶筒

隔环、胶筒b、胶筒护环、胶筒限位套、中心管b、套

筒a、密封圈a、套筒b、密封圈b、下接头组成。其中

胶筒从上至下排列为胶筒a，胶筒b，胶筒b，胶筒

a，胶筒b比胶筒a短，且每两个胶筒之间装有一个

胶筒隔环，此四胶筒结构使得密封效果得以提

高；中心管b上设计的四个凸块与套筒b上设计的

槽道相互作用实现多次坐、解封。本发明结构简

单，可以实现多次坐封，且不会因为进行多次坐

封而产生封隔器失效或者存在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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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由上接头(1)、中心管a(2)、胶筒a(3)、胶筒隔环(4)、胶

筒b(5)、胶筒护环(6)、胶筒限位套(7)、中心管b(8)、套筒a(9)、密封圈a(10)、套筒b(11)、密

封圈b(12)、下接头(13)组成，其特征是：上接头(1)与中心管a(2)通过螺纹连接，上接头(1)

下部顶住胶筒a(3)，胶筒从上至下排列为胶筒a(3)，胶筒b(5)，胶筒b(5)，胶筒a(3)，胶筒b

(5)比胶筒a(3)短，且每两个胶筒之间装有一个胶筒隔环(4)，此四胶筒结构使得密封效果

得以提高，最下端胶筒a(3)下端连接胶筒护环(6)，胶筒限位套(7)顶住胶筒护环(6)，胶筒

限位套(7)套在中心管a(2)上，胶筒限位套(7)下端与套筒a(9)使用螺纹连接，中心管a(2)

与中心管b(8)通过螺纹连接，套筒a(9)与套筒b(11)通过螺纹连接，且套筒a(9)与套筒b

(11)之间放有密封圈b(12)，套筒a(9)与中心管b(8)之间放有密封圈a(10)，套筒b(11)与中

心管b(8)之间放有密封圈b(12)，起到更好的密封效果，中心管b(8)下端与下接头(13)使用

螺纹连接；中心管b(8)设计有四个小孔，用于通入高压流体以推动套筒a(9)，最终起到推动

压缩胶筒a(3)和胶筒b(5)，实现坐封；同时中心管b(8)上设计有四个凸块，用于液压式可多

次坐封的封隔器坐封时卡住套筒b(11)，使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保持坐封状态；套筒

b(11)设计有平行于轴线的四条凹槽道，用于中心管b(8)上的四个凸块的运动，同时在四条

凹槽道的下端还设计有波形凹槽道，用于最终将中心管b(8)上的四个凸块卡在套筒b(11)

的波形凹槽道里，保证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完成坐封过程，以至于在卸压时能够保

持坐封状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胶筒密封结构为四胶筒防突结

构，两端胶筒a(3)比中间胶筒b(5)长度略长，每两个胶筒中间都设计有一个胶筒隔环(4)，

且最下方还设计有一个胶筒护环(6)与一个胶筒限位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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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领域中的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大部分油田已进入生产开发的中后期，开发周期逐渐延长，开发的油井

逐渐加深，井下温度越来越高，油层间的压差逐渐增大，井下环境也越来越复杂，使得封隔

器材质及密封性能承受了极大的考验。而现有的封隔器密封时效较差，耐压性能、耐温性能

不足，在坐封前为防止中途坐封，需要用销钉固定，坐封时利用管柱自身重力与高压液体的

压力将坐封销钉剪断，但这种设计作业时是不可逆的。有些封隔器可以进行多次坐封，但也

会出现作业隐患。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设计一种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提高其密封可靠性、耐

压性能，且可进行连续多次坐封，特提供液压式可多次坐封封隔器。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由上接头、中心管a、胶筒a、胶

筒隔环、胶筒b、胶筒护环、胶筒限位套、中心管b、套筒a、密封圈a、套筒b、密封圈b、下接头组

成，其特征是：上接头与中心管a通过螺纹连接，上接头下部顶住胶筒a，胶筒从上至下排列

为胶筒a，胶筒b，胶筒b，胶筒a，胶筒b比胶筒a短，且每两个胶筒之间装有一个胶筒隔环，此

四胶筒结构使得密封效果得以提高，最下端胶筒a下端连接胶筒护环，胶筒限位套顶住胶筒

护环，胶筒限位套套在中心管a上，胶筒限位套下端与套筒a使用螺纹连接，中心管a与中心

管b通过螺纹连接，套筒a与套筒b通过螺纹连接,且套筒a与套筒b之间放有密封圈b，套筒a

与中心管b之间放有密封圈a，套筒b与中心管b之间放有密封圈b，中心管b下端与下接头使

用螺纹连接。

[0005] 上述方案中的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其特征是：中心管b8设计有四个小孔，

用于打入高压流体以推动套筒a9，最终起到推动压缩胶筒a3和胶筒b5，并拉动套筒b11，实

现坐封。同时中心管b8上设计有四个凸块，用于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坐封时卡住套

筒b11，使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保持坐封状态。

[0006] 上述方案中的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其特征是：套筒b设计有平行于轴线的

四条凹槽道，用于中心管b上的四个凸块的运动，同时在四条凹槽道的末端还设计有波形凹

槽道，用于最终将中心管b上的四个凸块卡在套筒b的波形凹槽里，保证液压式可多次坐封

的封隔器完成坐封过程，以至于在卸压时能够保持坐封状态。

[0007] 上述方案中的密封结构为四胶筒防突结构，两端胶筒比中间胶筒长度略长，且每

两个胶筒中间都设计有一个胶筒隔环，且最下方还设计有一个胶筒护环与一个胶筒限位

套。

[0008] 上述方案中的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套筒a与中心管b之间放有密封圈a，而

套筒a与套筒b之间、中心管b与套筒b之间均放有密封圈b，起到更好的密封效果。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09577907 B

3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1)此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结构简单，性能优良，可

在任意所需位置完成坐封、解封；(2)可以实现连续多次坐封，并且不会因为进行多次坐封、

解封产生封隔器失效或安全隐患。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发明图1中的套筒a的零件图。

[0012] 图3为本发明图1中的中心管b的零件图。

[0013] 图4为本发明图1中坐封、解封原理局部示意图。

[0014] 图中：1.上接头，2.中心管a，3.胶筒a，4.胶筒隔环，5.胶筒b，6.胶筒护环，7.胶筒

限位套，8.中心管b，9.套筒a，10.密封圈a，11.套筒b，12.密封圈b，13.下接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6] 根据附图所示，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由上接头1、中心管a2、胶筒a3、胶筒

隔环4、胶筒b5、胶筒护环6、胶筒限位套7、中心管b8、套筒a9、密封圈a10、套筒b11、密封圈

b12、下接头13组成，其特征是上接头1与中心管a2通过螺纹连接，上接头1下端顶住胶筒a3，

胶筒从上至下排列为胶筒a3，胶筒b5，胶筒b5，胶筒a3，胶筒b5比胶筒a3短，且每两个胶筒之

间装有一个胶筒隔环4，此四胶筒结构使得密封效果得以提高，最下端胶筒a3下端连接胶筒

护环6，胶筒限位套7顶住胶筒护环6，胶筒限位套7套在中心管a2上，胶筒限位套7下端与套

筒a9使用螺纹连接，中心管a2与中心管b8通过螺纹连接，套筒a9与套筒b11通过螺纹连接,

且套筒a9与套筒b11之间放有密封圈b12，套筒a9与中心管b8之间放有密封圈a10，套筒b11

与中心管b8之间放有密封圈b12，中心管b8下端与下接头13使用螺纹连接。

[0017] 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的坐封过程：上接头1上端与高压油管连接，高压流体

从高压油管打入，经过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的上接头1，中心管a2,到达中心管b8，通

过中心管b8上设计的4个小孔压入中心管b8与套筒a9下端的环空，推动套筒a9上行，推动胶

筒限位套7、胶筒护环6上行，挤压胶筒a3、胶筒b5，胶筒隔环4上行，套筒a9拉动套筒b11上

行，中心管b8上的凸块与套筒b11的相对位置由1位置到达2位置，继续打压，套筒b11旋转上

行，中心管b8上的凸块与套筒b11的相对位置由2位置到达3位置，此时上行到最大位置，且

四胶筒组达到最大压缩量。此时可以卸压，若不卸压，则保持在该位置，若卸压，套筒b11将

下行，中心管b8上的凸块与套筒b11的相对位置由3位置到达4位置。套筒b11继续旋转下行，

中心管b8上的凸块与套筒b11的相对位置由4位置到达5位置。此时套筒b11被锁止在该位

置。胶筒a3和胶筒b5均呈压缩状态，可起到密封作用，完成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的坐

封过程。

[0018] 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解封过程：上接头1上端与高压油管连接，高压流体从

高压油管打入，经过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的上接头1，中心管a2,到达中心管b8，通过

中心管b8上的4个小孔压入中心管28与套筒a9下端的环空，推动套筒a9上行，推动胶筒限位

套7，胶筒护环6上行，再次挤压胶筒a3、胶筒b5，胶筒隔环4上行，套筒a9拉动套筒b11上行，

中心管b8上的凸块与套筒b11的相对位置由5位置到达5＇位置，套筒b11旋转上行，中心管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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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凸块与套筒b11的相对位置由5＇位置到达3＇位置，此时卸压并上提管柱，中心管b8上的

凸块与套筒b11的相对位置由3＇位置到达4＇位置，套筒b11旋转下行，中心管b8上的凸块与

套筒b11的相对位置由4＇位置到达2＇位置，继而下行至1＇位置，完成解封。

[0019] 上述方案中的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其特征是：中心管b8设计有四个小孔，

用于打入高压流体以推动套筒a9，最终起到推动压缩胶筒a3和胶筒b5，并拉动套筒b11，实

现坐封。同时中心管b8上设计有四个凸块，用于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坐封时卡住套

筒b11，使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保持坐封状态。

[0020] 上述方案中的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其特征是：套筒b11设计有平行于轴线

的四条凹槽道，用于中心管b8上的四个凸块的运动，同时在四条凹槽道的末端还设计有波

形凹槽道，用于最终将中心管b8上的四个凸块卡在套筒b11的波形凹槽里，保证液压式可多

次坐封的封隔器完成坐封过程，以至于在卸压时能够保持坐封状态。

[0021] 上述方案中的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胶筒密封结构为四胶筒防突结构，两

端胶筒a3比中间胶筒b5的长度略长，且每两个胶筒中间都设计有一个胶筒隔环4，且最下方

还设计有一个胶筒护环6与一个胶筒限位套7。

[0022] 上述方案中的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套筒a9与中心管b8间放有密封圈a10，

而套筒a9与套筒b11间、中心管b8与套筒b11间均装有密封圈b12，起到更好的密封效果。

[0023] 上述方案中的液压式可多次坐封的封隔器，装配顺序为：将胶筒限位套7、胶筒护

环6、胶筒a3、胶筒隔环4、胶筒b5依次装入中心管a2，将上接头1与中心管a2用螺纹连接，将

套筒a9与胶筒限位套7通过螺纹连接，将套筒a9装上密封圈a10，中心管b8穿过套筒a9与中

心管a2通过螺纹连接，将套筒a9和中心管b8装上密封圈b12，套入套筒b11，与套筒a9通过螺

纹连接，将下接头13与中心管b8通过螺纹连接，完成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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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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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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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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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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