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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密封横开槽镁锂合金B型可溶球座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的属于桥塞技术领域，具体

为一种新型密封横开槽镁锂合金B型可溶球座，

其技术方案是：包括上椎体，所述上椎体底端连

接卡瓦片，所述上椎体底端外壁套接全金属密封

圈，所述卡瓦片内壁套接下椎体，所述下椎体上

部外壁套接可变径密封环，所述下椎体底端内壁

套接丢手椎体，所述卡瓦片为棱台形，本实用新

型的有益效果是：将传统桥塞零部件进行了整

合，让零部件的功能多元化，相互依靠相互支持，

缩短生产作业时间，提高生产效率；桥塞的尺寸

较小，所构成的零部件较少，在产品组装和下井

作业安装的过程中操作方便，较小的尺寸和便捷

的安装步骤都一定程度的减少了作业时间和周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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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密封横开槽镁锂合金B型可溶球座，包括上椎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椎

体（1）底端连接卡瓦片（3），所述上椎体（1）底端外壁套接全金属密封圈（2），所述卡瓦片（3）

内壁套接下椎体（5），所述下椎体（5）上部外壁套接可变径密封环（4），所述下椎体（5）底端

内壁套接丢手椎体（7），所述卡瓦片（3）为棱台形，所述上椎体（1）、卡瓦片（3）和下椎体（5）

为可溶镁锂合金材质，所述下椎体（5）上设置有防半坐封件（6），所述卡瓦片（3）内腔中设有

中心管（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密封横开槽镁锂合金B型可溶球座，其特征在于：所

述卡瓦片（3）内腔中设有引鞋。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型密封横开槽镁锂合金B型可溶球座，其特征在于：所

述引鞋顶端和底端外壁设有螺纹，所述引鞋底端螺纹连接所述丢手椎体（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密封横开槽镁锂合金B型可溶球座，其特征在于：所

述卡瓦片（3）切割槽子后坐封时从最薄处均匀断开成八片，所述卡瓦片（3）沿丢手椎体（7）

导槽撑开。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密封横开槽镁锂合金B型可溶球座，其特征在于：所

述卡瓦片（3）顶端内壁为一条八度斜面，所述上椎体（1）、下椎体（5）和卡瓦片（3）内侧设有

30°和60度的密封横开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密封横开槽镁锂合金B型可溶球座，其特征在于：所

述全金属密封圈（2）可设置为3个可变径密封环密封。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密封横开槽镁锂合金B型可溶球座，其特征在于：所

述上椎体（1）全八度倾角与卡瓦片（3）配合，所述下椎体（5）顶端30°倾角与可溶球相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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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密封横开槽镁锂合金B型可溶球座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桥塞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新型密封横开槽镁锂合金B型可溶

球座。

背景技术

[0002] 桥塞的作用是油气井封层，具有施工工序少、周期短、卡封位置准确的特点，分为

永久式桥塞和可取式桥塞两种；永久式桥塞形成于80年代初期，由于它施工工序少、周期

短、卡封位置准确，所以一经问世就在油气井封层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基本上取代了以前

打水泥塞封层的工艺技术，成为试油井封堵已试层，进行上返试油的主要封层工艺；在中浅

层试油施工中出现的干层、水层、气层及异常高压等特殊层位，为方便后续试油，封堵废弃

层位，通常采用该类桥塞进行封层，同时对于部分短期无开发计划的试油结束井也采用永

久式桥塞封井。

[0003] 传统的桥塞虽然能够在井下起到封隔和密封的作用，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

施工作业水平的提高，传统桥塞的劣势就渐渐地体现出来了，其劣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0004] 1 .  设计不完善：鉴于石油行业工作环境的特殊性，井下地层环境变化大，无法被

完整地、彻底地分析，从而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因此传统桥塞在设计上存在着

一些缺陷，而这些缺陷会导致桥塞在下井的过程中存在着半坐封的风险；另外，传统的卡瓦

多为片状，当坐封工具开始工作时，卡瓦会随着锥体的弧度或者斜槽来进行变形运动而扩

张打开，在卡瓦的外壁上拥有陶瓷卡瓦豆；陶瓷卡瓦豆会随着卡瓦的张开而紧紧地锚定在

套管内壁；但是由于实际情况可能会出现受力不均匀的情况，传统卡瓦的张开形状将随着

坐封行程的长短和受力是否均匀而呈现不同的变化。卡瓦不均匀的张开会导致锚定部位的

变形，从而导致桥塞无法提供足够的锚定力，不能在井下成功坐封，从而可能会导致桥塞脱

落，或者桥塞位移等情况出现。

[0005] 2.  产品零部件繁多：传统的桥塞由中心杆、底托、上卡瓦、上锥体、胶筒、护肩、下

锥体、下卡瓦、丢手头等零部件组成；其中每一个部分缺一不可，且功能相互独立；繁琐复杂

的结构导致如果其中任何一个部件在使用中出现故障，都会影响桥塞总体产生的封堵性

能；而且繁琐的零件会增多加工工时，由于桥塞的结构特点，几乎每一个零件都需要用原材

料自行加工成型之后再进行组合成为桥塞成品，这样在生产零件的过程上就会花费大量工

时，而且由于零件较多，每个零件的细小偏差组合起来就会造成桥塞整体的功能性能大打

折扣，故障率也会随之上升。

[0006] 3.  材料单一：目前市场上主流的桥塞材料为树脂材料，纤维材料和铸铁材料。树

脂材料虽然易钻磨，但是存在着强度不够，钻磨之后碎块过大堵塞井眼的问题；纤维材料延

展性适中，但有着材料较脆容易断裂的问题；而铸铁材料虽然强度大，但是不易钻磨，在井

下施工中如果遇到卡住或者半坐封的情况，后续的打捞工作将会变得非常困难，提高了人

力物力的投入，增加了成本。

[0007] 因此，实用新型一种新型密封横开槽镁锂合金B型可溶球座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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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内容

[0008] 为此，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新型密封横开槽镁锂合金B型可溶球座，通过设置上椎

体、全金属密封圈、卡瓦片、可变径密封环、下椎体、防半坐封件和丢手椎体，简化了桥塞结

构，使部件衔接紧密，解决了传统桥塞主体结构复杂，功能相互独立的问题。

[0009]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10] 一种新型密封横开槽镁锂合金B型可溶球座，包括上椎体，所述上椎体底端连接卡

瓦片，所述上椎体底端外壁套接全金属密封圈，所述卡瓦片内壁套接下椎体，所述下椎体上

部外壁套接可变径密封环，所述下椎体底端内壁套接丢手椎体，所述卡瓦片为棱台形，所述

上椎体、卡瓦片和下椎体为可溶镁锂合金材质，所述下椎体上设置有防半坐封件，所述卡瓦

片内腔中设有中心管。

[0011] 优选的，所述卡瓦片内腔中设有引鞋。

[0012] 优选的，所述引鞋顶端和底端外壁设有螺纹，所述引鞋底端螺纹连接所述丢手椎

体。

[0013] 优选的，所述卡瓦片切割槽子后坐封时从最薄处均匀断开成八片，所述卡瓦片沿

丢手椎体导槽撑开。

[0014] 优选的，所述卡瓦片顶端内壁为一条八度斜面，所述上椎体、下椎体和卡瓦片内侧

设有30°和60度的密封横开槽。

[0015] 优选的，所述全金属密封圈可设置为3个可变径密封环密封。

[0016] 优选的，所述上椎体全八度倾角与卡瓦片配合，所述下椎体顶端30°倾角与可溶球

相切。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8] 1、可溶镁锂合金的运用极大地降低了施工的风险，为处理井下复杂环境提供了可

能性和便利性；避免传统的可溶金属在溶解时间和效果上不理想，经常出现较大的碎块不

能溶解，出现堵塞井筒的事故发生的问题，新型镁锂合金可溶材料的运用，让可溶镁锂合金

实现真正的全可溶成为了现实，全可溶的实现从根本上降低了井下出事故的风险；2、可溶

镁锂合金的运用极大地降低了施工的风险，为处理井下复杂环境提供了可能性和便利性，

传统的可溶金属在溶解时间和效果上不理想，经常出现较大的碎块不能溶解，出现堵塞井

筒的事故发生的问题，镁锂合金具有硬度大、质量轻等特点，其能够适应井下的恶劣环境，

为井下压裂增产作业提供足够的物理支持，解决了传统树脂材料缺乏强度、纤维材料质地

较脆、铸铁材料不易钻磨的缺陷，新型镁锂合金可溶材料的运用，让可溶镁锂合金实现真正

的全可溶成为了现实，全可溶的实现从根本上降低了井下出事故的风险；3、将传统桥塞零

部件进行了整合，让零部件的功能多元化，相互依靠相互支持；相比较传统桥塞，对桥塞的

结构以及零件进行了改进，使得很多零件在生产工序上的加工速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原

来需要多次夹持，多道工序的零件，现在经过改进之后已本桥塞在生产时长，生产手续和所

需原料上相较其他桥塞都有了进步。同时，作为材料使用的新型可溶镁锂合金也使得桥塞

的重量得到了减轻，使得工作人员在安装、使用的过程中能够更加便利。4、由于外部结构的

改变，让原有的结构变得简单，同时也增强了零部件的可靠性；短小的结构能够更好的适应

井下的复杂环境，同时也为在井下提供了更好的封堵和支撑；同时用于对接锥体和卡瓦的

公母纹、中心管上的小台阶、丢手头的倒八字结构设计、能够更好卡位密封向上推进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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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设置了两个开槽的密封槽、圈环使用了特殊材料的卡圈、采用了上下开槽设计的卡瓦片

等这些设计都大大地提高了本桥塞的工作效率和可靠性，使得本款桥塞的功能更加强大。

5、丢手头的位置设置了两个开槽，新的开槽配合独特的桥塞装配工具，够让施工过程更为

简便，节省了人力物力；6、全金属密封圈的设计，在体积上要比传统的小二十分之一，相比

于传统的橡胶胶筒，全金属密封圈具有先天的优势，他能够更好的溶解于井下液体之内，溶

解之后，对地层无污染；7、缩短生产作业时间，提高生产效率；桥塞的尺寸较小，所构成的零

部件较少，在产品组装和下井作业安装的过程中操作方便，较小的尺寸和便捷的安装步骤

都一定程度的减少了作业时间和周期；简化和整合了产品部件，大大缩短了生产和组装时

间，降低了成本；另外由于采用了新型可溶镁锂合金材料，减轻了产品的重量，为井上工作

人员在安装和搬运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图1的剖视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图1的立体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图3的爆炸图；

[0023] 图5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图3的正视图。

[0024] 图中：上椎体1、全金属密封圈2、卡瓦片3、可变径密封环4、下椎体5、防半坐封件6、

丢手椎体7、中心管8。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

选实施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6] 参照说明书附图1‑5，该实施例的一种新型密封横开槽镁锂合金B型可溶球座，包

括上椎体1，所述上椎体1底端连接卡瓦片3，所述上椎体1底端外壁套接全金属密封圈2，所

述卡瓦片3内壁套接下椎体5，所述下椎体5上部外壁套接可变径密封环4，所述下椎体5底端

内壁套接丢手椎体7，所述卡瓦片3为棱台形所述上椎体1、卡瓦片3和下椎体5为可溶镁锂合

金材质，所述下椎体5上设置有防半坐封件6，所述卡瓦片3内腔中设有中心管8；上椎体1的

作用是传导适配器带来的推力，通过自身的斜面，迫使卡瓦片3张开；防半坐封件6设置为圆

珠卡瓦粒，防止桥塞在井下半坐封；丢手椎体7是桥塞底部部件，内置有丢手螺纹，当适配器

传导的推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内置螺纹将会滑丝，滑丝之后将失去固定，从而适配器及中

心杆可以自由上提，桥塞完成丢手。

[0027] 进一步地，所述卡瓦片3内腔中设有引鞋；引鞋作用是借助上椎体1的推力，引鞋和

丢手装置相结合，丢手装置位于引鞋中央，当推力传导至丢手头，拉杆尾端设有丢手螺纹，

由于推力的影响，螺纹处受力拉断，桥塞和适配器分离，从而桥塞丢手；在丢手头的位置设

置了两个开槽，新的开槽配合桥塞装配工具，够让施工过程更为简便，节省了人力物力，可

变径密封环4压紧后填满间隙，采用大胶圈形成稳固静密封，内部再加一个胶圈封堵住环与

椎体的间隙，封堵环“工”字结构，更容易变形密封，且纵向稳固性较强，金属环部分用铝合

金，合金较软，可塑性良好，更容易填满管壁的小缝隙，堵住水流；同时配合前后的镁锂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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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下水，形成电解池反应，加速镁锂合金的溶解，镁锂合金的沉淀物再进行置换反应溶解

掉铝合金环。

[0028] 进一步地，所述引鞋顶端和底端外壁设有螺纹，所述引鞋底端螺纹连接所述丢手

椎体7。

[0029] 进一步地，所述卡瓦片3切割槽子后坐封时从最薄处均匀断开成八片，所述卡瓦片

3沿丢手椎体7导槽撑开；卡瓦片3为棱台一体件，节省加工成本，减少工序，棱台倾角34°接

触面积呈一条斜线，压强小，更容易卡入管壁，一体件密封时更加稳定，三层棱台增大卡入

时反向接触面积，更不容易跑塞。

[0030] 进一步地，所述卡瓦片3顶端内壁为一条八度斜面，坐封时形成自锁，可稳固卡入

管壁，所述上椎体1、下椎体5和卡瓦片3内侧设有30°和60度的密封横开槽，与可溶球相切，

更容易堵住水流。

[0031] 进一步地，所述全金属密封圈2可设置为3个可变径密封环密封，完全水解无污染，

丢手头部分为螺纹丢手，通过螺纹圈数控制丢手值，丢手值可控。

[0032] 进一步地，所述上椎体1全八度倾角与卡瓦片3配合，所述下椎体5顶端30°倾角与

可溶球相切；下椎体5的作用为卡瓦下部张开提供轨道。

[0033] 实施场景具体为：锥体和卡瓦之间设有公母螺纹，在适配器传力过程中，位于锥体

上的公纹会受力向前推进，从而连接卡瓦上设定好斜度的母纹当中，这种嵌合式螺纹可以

有效提高锥体同卡瓦的连接力度，使得其在实验当中更加可靠；

[0034] 卡瓦顶端内壁为一条八度斜面，上锥体、丢手头和卡瓦内侧设有30°和60度的密封

横开槽；可变径密封环设置为x型胶圈双密封唇；全金属密封圈可设置为3个可变径密封环

密封，而上锥体设计成全八度倾角以更好地与卡瓦配合，丢手头顶端30°倾角与可溶球相切

[0035] 本款一种新型密封横开槽镁锂合金B型可溶球座的卡瓦部分对开槽位置进行了改

动，传统的桥塞卡瓦卡槽都开在同一方向，这样张开的卡瓦片就如同花朵一般均匀张开，但

这种设计有时候会出现受力不均匀从而导致卡瓦片开裂的现象，在对卡瓦的开槽位置进行

研究后，这款球座将开槽布局设计为了上下交错形，这样卡瓦片在受到来自适配器传递的

压力和丢手头所反作用的力时受力会更加均匀，并将中间部位凸出以让其上的卡瓦钉能够

完全卡住套管，使得卡瓦能够更加稳固地固定在套管当中；

[0036] 卡瓦与丢手头之间的连接处不同于传统桥塞，其连接处设计为了倒八字形状，这

样在受力时卡瓦会沿着丢手头上的斜角而扩大外径，在张开到临界值时就会形成上下同时

对卡瓦加压从而使得卡瓦片能够顺利地沿着上下交错的卡槽变形，从而提高卡瓦的性能；

[0037] 为了提高卡瓦的锚定性，在中心管8上加装了一个类似小台阶一样的设计，该小台

阶在横截面图上看起来就像一个凸出的小方块一样，它在工作过程当中会和卡瓦内部所设

计的凸出部相卡合，能让卡瓦在限定的范围内进行形变，而不会产生过度变化导致卡瓦损

坏或者卡瓦片戳破桥塞的其他部位。

[0038]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均可能利

用上述阐述的技术方案对本实用新型加以修改或将其修改为等同的技术方案。因此，依据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所进行的任何简单修改或等同置换，尽属于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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