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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高温高压封隔器，涉及油

气田完井工具技术领域，所述的一种高温高压封

隔器包括上密封接头、中心管、下接头、锚定密封

机构、坐封机构、解封机构；锚定密封机构、坐封

机构与解封机构设于中心管外侧，且夹设于上密

封接头与下接头之间；锚定密封机构由上下卡瓦

座、上下卡瓦、上下锥体以及组合胶筒构成，坐封

机构中的活塞、缸体与中心管形成第二密封空

间，并采用双PTFE材质密封挡圈加氟橡胶O圈的

内部密封结构；解封机构采用释放爪与支撑环的

组合结构，可强制解封，解封简单可靠。该封隔器

保证了在高温高压环境下的气密封性能，坐封、

解封功能便捷、可靠，减小了作业风险及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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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温高压封隔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上密封接头（10）、中心管（20）、锚定密封机

构（30）、坐封机构（40）、解封机构（50）、下接头（60）、密封挡圈（70）、O圈（80）；所述锚定密封

机构（30）包括位于中心管（20）上的上卡瓦（302）、上椎体（303）、承压环（304）、组合胶筒

（305）、下椎体（306）、下卡瓦（307）、下卡瓦座（308），所述上卡瓦（302）、下卡瓦（307）为4片

式结构，所述组合胶筒（305）为3瓣式胶筒结构，所述组合胶筒（305）内设有边胶筒（3052）、

隔环（3053）、护肩（3051）、边胶筒（3052）、中胶筒（3054），所述坐封机构（40）包括锁环套

（401）、第一锁环（402）、支撑套（403）、缸体（404）、定位滑销（405）、第一剪切销钉（406）、活

塞（407），所述坐封机构（40）与中心管（20）构成第一密封空间，所述坐封机构（40）中的缸体

（404）、活塞（407）与中心管（20）形成第二密封空间，所述第一密封空间与第二密封空间之

间通过设有传压孔（201）相连通，所述组合胶筒（305）、上卡瓦（302）、下卡瓦（307）与套管内

壁形成第三密封空间，所述解封机构（50）包括连接套（501）、限位环（502）、第二锁环（503）、

第二定位环（504）、剪切环（505）、定位销钉（506）、释放爪（507）、支撑环（508）、第二剪切销

钉（509），释放爪（507）与支撑环（508）通过第二剪切销钉（509）连接，定位销钉（506）将第二

定位环（504）、剪切环（505）、释放爪（507）定位在中心管（20）的槽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温高压封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密封接头（10）、中

心管（20）、锚定密封机构（30）、坐封机构（40）、解封机构（50）、下接头（60）自上而下依次相

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温高压封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卡瓦座（301）与中

心管（20）相连接，所述中心管（20）上设有挡圈（3011）、挡块（3012）、定位圈（3013），所述挡

圈（3011）、挡块（3012）、定位圈（3013）对上卡瓦座（301）进行限位，所述挡圈（3011）通过设

有紧定螺钉（3014）固定于中心管（20）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温高压封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释放爪（507）上设有

定位装置，所述定位装置由螺丝（5071）、弹簧（5072）、弹销（5073）组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温高压封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边胶筒（3052）远离隔

环（3053）一端设有护肩（3051），所述边胶筒（3052）与隔环（3053）之间通过设有中胶筒

（3054）相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温高压封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坐封机构（40）、解封机

构（50）内部密封采用两道PTFE材质密封挡圈（70）加氟橡胶O圈（80）的组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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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温高压封隔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温高压封隔器，属于油气田完井工具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油气田完井过程中，面对井下温度超过177℃、压力超过12500psi的井况时，封

隔器密封单元易在高温高压环境下损坏，胶筒失封；也会出现封隔器胶筒和卡瓦永久坐封

在套管内，造成无法解封、回收的难题。因此需要设计一种新型封隔器保证在恶劣环境中的

气密封性能，坐封、解封功能简单、可靠。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温高压封隔器，以缓解现有技术中高温

高压环境下封隔器密封性能易失效，坐封、解封困难的问题。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高温高压封隔器，其包括上密封接头、中心管、锚定密封机构、坐

封机构、解封机构、下接头、密封挡圈、O圈；所述锚定密封机构包括位于中心管上的上卡瓦、

上椎体、承压环、组合胶筒、下椎体、下卡瓦、下卡瓦座，所述上卡瓦、下卡瓦为4片式结构，所

述组合胶筒为3瓣式胶筒结构，所述组合胶筒内设有边胶筒、隔环、护肩、边胶筒、中胶筒，所

述坐封机构包括锁环套、第一锁环、支撑套、缸体、定位滑销、第一剪切销钉、活塞，所述坐封

机构与中心管构成第一密封空间，所述坐封机构中的缸体、活塞与中心管形成第二密封空

间，所述第一密封空间与第二密封空间之间通过设有传压孔相连通，所述组合胶筒、上卡

瓦、下卡瓦与套管内壁形成第三密封空间，所述解封机构包括连接套、限位环、第二锁环、第

二定位环、剪切环、定位销钉、释放爪、支撑环、第二剪切销钉，释放爪与支撑环通过第二剪

切销钉连接，定位销钉将第二定位环、剪切环、释放爪定位在中心管的槽中。

[0005] 优选地，所述上密封接头、中心管、锚定密封机构、坐封机构、解封机构、下接头自

上而下依次相连接。

[0006] 优选地，所述上卡瓦座与中心管相连接，所述中心管上设有挡圈、挡块、定位圈，所

述挡圈、挡块、定位圈对上卡瓦座进行限位，所述挡圈通过设有紧定螺钉固定于中心管上。

[0007] 优选地，所述释放爪上设有定位装置，所述定位装置由螺丝、弹簧、弹销组成。

[0008] 优选地，所述边胶筒远离隔环一端设有护肩，所述边胶筒与隔环之间通过设有中

胶筒相连接。

[0009] 优选地，所述坐封机构当未达到预定坐封压力时，第一剪切销钉不剪断，支撑套与

活塞通过第一剪切销钉连接，所述活塞穿过支撑套的定位滑销固定在中心管槽中无法移

动。

[0010] 优选地，所述坐封机构坐封完成后，锁环、支撑套的齿形相背受力压紧，锁环顶在

锁环套上，此时组合胶筒、上卡瓦、下卡瓦无法收缩。

[0011] 优选地，所述解封机构解封时，支撑环剪断第二剪切销钉并移动定位到螺丝、弹

簧、弹销构成的定位装置上，所述释放爪管柱自重作用下可以收缩；解封工具带动释放爪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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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剪切环、释放爪、限位环、锁环在中心管上移动，释放爪的爪子强制收缩完成解封。

[0012] 优选地，所述锁环承受尾管重量，尾管重量经下接头、连接套压迫到释放爪，最终

传递到锁环，锁环齿形与中心管齿形向下为相背，无法产生相对运动，向上与之相反。

[0013]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高温高压封隔器适用于井下温度超过177℃、压力超过

12500psi的复杂井况，保证了在高温高压环境下的气密封性能，且坐封、解封功能便捷、可

靠，减小了作业风险及难度。

[0014] 1 .锚定密封结构中的组合胶筒：采用边胶筒、中胶筒、边胶筒的三组合胶筒结构，

两端的边胶筒强度高，且增加了保护机构护肩，不易出现损坏；上下卡瓦采用片式卡瓦结

构，保证卡瓦推出时在套管锚定的可靠性，这种合胶筒、卡瓦结构能可靠保证高温高压下锚

定密封性能。

[0015] 2.坐封机构具有防提前坐封功能，防止封隔器在边冲边下过程中，封隔器未到达

预定位置便坐封的问题。

[0016] 3.解封机构采用特有结构，当解封过程中尾管悬挂自重不足时可继续上提，强制

解封，保证封隔器与套管分离，实现可靠解封作业。

[0017] 4.高温高压封隔器内部密封结构采用两道PTFE材质密封挡圈加氟橡胶O圈的组合

结构，保证了在恶劣环境下的气密封性能。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一种高温高压封隔器的剖视图；

图2为本发明一种高温高压封隔器锚定密封机构的剖视图；

图3为本发明一种高温高压封隔器坐封机构的剖视图；

图4为本发明一种高温高压封隔器解封机构的剖视图；

图5为本发明一种高温高压封隔器解封结构定位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上图中：10、上密封接头，20、中心管，30、锚定密封机构，40、坐封机构，50、解封机

构，60、下接头，70、密封挡圈，80、O圈，201、传压孔，301、上卡瓦座，302、上卡瓦，303、上椎

体，304、承压环，305、组合胶筒，306、下椎体，307、下卡瓦，308、下卡瓦座，401、锁环套，402、

第一锁环，403、支撑套，404、缸体，405、定位滑销，406、第一剪切销钉，407、活塞，501、连接

套，502、限位环，503、第二锁环，504、第二定位环，505、剪切环，506、定位销钉，507、释放爪，

508、支撑环，509、第二剪切销钉，3011、挡圈，3012、挡块，3013、定位圈，3014、紧定螺钉，

3031、第一定位环，3041、剪切销钉，3051、护肩，3052、边胶筒，3053、隔环，3054、中胶筒，

5071、螺丝，5072、弹簧，5073、弹销。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的描述。

[0020]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高温高压封隔器，如图1所示，该所述一种高温高压封隔器

包括上密封接头10、中心管20、锚定密封机构30、坐封机构40、解封机构50、下接头60、密封

挡圈70、O圈80；所述上密封接头10和所述下接头60分别通过螺纹连接所述中心管20上端与

解封机构50下端，中心管20通过下端槽与解封机构50中的第二定位环504连接；所述锚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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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机构30、坐封机构40、解封机构50依次夹设于所述上密封接头10与所述下接头60之间。

[0021] 如图2所示，所述的锚定密封机构30包括套设于所述中心管20的上卡瓦座301、上

卡瓦302、上椎体303、承压环304、组合胶筒305、下椎体306、下卡瓦307、下卡瓦座308；上卡

瓦座301通过位于中心管20槽中的挡圈3011、挡块3012、定位圈3013进行限位，挡圈3011通

过紧定螺钉3014定位于中心管20槽中；上卡瓦302、下卡瓦307为4片式结构，分别通过圆柱

螺丝固定于上卡瓦座301、下卡瓦座308上；上椎体303内部装有位于中心管20下槽中的第一

定位环3031，承压环304与中心管20通过剪切销钉3041连接，承压环304可定位于上椎体303

内部的第一定位环3031；组合胶筒305由护肩3051、边胶筒3052、中胶筒3054、隔环3053组

成，护肩3051位于2个边胶筒3052外侧，2个边胶筒3052与中胶筒3054之间设有隔环3053。

[0022] 如图3所示，所述的坐封机构40包括锁环套401、第一锁环402、支撑套403、缸体

404、定位滑销405、第一剪切销钉406、活塞407；支撑套403与活塞407通过第一剪切销钉406

连接，活塞407将穿过支撑套403的定位滑销405固定在中心管20槽中；其中活塞407、缸体

404与中心管20形成第二密封空间，其坐封工具与中心管20构成第一密封空间，二者通过中

心管20的传压孔201连通；坐封完成后，上卡瓦302、下卡瓦307、组合胶筒305与套管构成第

三密封空间。

[0023] 如图4所示，所述的解封机构50包括连接套501、限位环502、第二锁环503、第二定

位环504、剪切环505、定位销钉506、释放爪507、支撑环508、第二剪切销钉509，释放爪507具

有螺丝5071、弹簧5072、弹销5073构成的定位装置。释放爪507与支撑环508通过第二剪切销

钉509连接，定位销钉506将第二定位环504、剪切环505、释放爪507定位在中心管20的槽中。

[0024] 如图5所示，所述的封隔器内部密封结构由密封挡圈70、O圈80组成，密封挡圈70为

PTFE材质，O圈80为氟橡胶材质，二者组合实现高温高压下的气密封性能。

[0025] 具体的，该发明所述的一种高温高压封隔器在使用过程中，按照先后顺序具有下

入状态、坐封状态以及解封状态。下面将对这三个状态进行详细的描述。

[0026] 1、下入状态

在下入状态中，所述的一种高温高压封隔器如图1所示，封隔器各部件处于初始位

置，坐封工具插入封隔器中心管20内部，此时坐封机构40中活塞407将穿过支撑套403的定

位滑销405固定在中心管20槽中，支撑套403与活塞407通过第一剪切销钉406连接，保证在

边冲边下过程，未达到坐封压力第一剪切销钉406不剪切，防止提前坐封。

[0027] 2、坐封状态

在坐封状态中，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坐封工具与中心管20内壁构成第一密封

空间；坐封机构40中的活塞407、缸体404与中心管20外壁形成第二密封空间；压力通过中心

管20的传压孔201到达第二密封空间，推动活塞407剪断第一剪切销钉406，活塞407到达支

撑套403的限位位置，此时定位滑销405滑出中心管20槽；活塞407、支撑套403上行推动锚定

密封机构30，锚定密封机构30中的承压环304剪断剪切销钉3041上行推动上卡瓦302张开并

锚定在套管上，最终承压环304通过位于中心管20槽中的第一定位环3031完成定位，上卡瓦

302锚定完成；活塞407、支撑套403继续上行挤压组合胶筒305、下卡瓦307锚定密封在套管

内壁，完成坐封。

[0028] 3、解封状态

解封工具下入到预定位置上提，解封工具带动支撑环508剪断第二剪切销钉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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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环508定位在螺丝5071、弹簧5072、弹销5073构成的定位装置上，此时释放爪507失去支

撑可以进行收缩；解封工具继续上提，通过支撑环508带动释放爪507剪断剪切环505，释放

爪507、第二定位环504、第二锁环503、限位环502在中心管20上移，第二锁环503的齿形与中

心管20齿形相向，可以发生相对运动，释放爪507完全收缩；在尾管自重作用下，下接头60通

过连接套501带动下卡瓦座下行，上卡瓦302、组合胶筒305、下卡瓦307释放，完成解封。

[0029] 当解封工具矛爪到达预定位置508下部位置，上提解封工具，矛爪带动支撑环508

剪断剪切销钉509，继续上移到达限位位置，弹销5073定位在支撑环508的槽中，支撑环508

位置固定，解封工具矛爪在释放爪507的缩径位置收缩，继续上提，解封工具取出，在尾管自

重作用下，下接头60通过连接套501带动下卡瓦座压缩释放爪507的爪子从而实现下行，上

卡瓦302、组合胶筒305、下卡瓦307释放，完成解封。

[0030] 当不存在定位装置时解封工具矛爪到达预定位置508下部位置，上提解封工具，矛

爪带动支撑环508剪断剪切销钉509，继续上移，解封工具矛爪在释放爪507的缩径位置收

缩，继续上提，解封工具取出，此时支撑环508处于可移动状态，支撑环508下移到释放爪下

部位置，此时下接头60、连接套501向下移动时，无法压缩释放爪507，最终无法完成解封。

[0031]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每个销钉剪切需要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因而，可在使用过程中

通过施加不同的压力来控制相应的过程。

[0032] 以上对本发明及其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这种描述没有限制性，附图中所示的也

只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之一，实际的结构并不局限于此。总而言之如果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受其启示，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宗旨的情况下，不经创造性的设计出与该技术方案相

似的结构方式及实施例，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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