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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膨胀封隔器在澳大利亚煤层气井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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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澳大利亚煤层气井多数煤层段采用筛管完井，在后期排采过程中由于煤层井壁稳定性差，经常出现井壁掉落的煤屑

堵塞排采泵现象，为解决井壁掉物造成的排采泵被堵塞的问题，利用遇水自膨胀封隔器遇水自动膨胀密封套管与地层之间的环

空的特性，并通过封隔器结构优化和室内试验，研制了胶筒式自膨胀封隔器。该装置改变了将膨胀橡胶直接硫化到套管上的设

计，将自膨胀橡胶做成胶筒，两端辅以端环，施工时将胶筒套在套管上，两端用端环固定。现场应用结果表明，胶筒式自膨胀封

隔器具有操作简单、密封可靠的特点，能够经济有效地解决井壁坍塌造成的检泵周期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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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welling packer in coalbed methane wells in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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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coalbed sections of Australian coalbed methane wells are completed with screen pipes. Because coal is easy to 

collapse during production, the production pump was often blocked by coal particles falling from wellbore.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swelling packer with rubber tube is developed by using the annular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formation and water swelling casing of water 

swelling packer,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of packer and lab experiments. Changing the design that the swelling rubber is vulcanized di-

rectly on the casing, this device replaces the swelling rubber with rubber tube and provided end rings at other ends. During construction, 

the	rubber	tube	is	installed	on	the	casing	and	fixed	with	the	end	rings	at	both	ends.	The	field	applications	show	that	the	swelling	packer	

with rubber tube is characterized by easy operation and reliable sealing, which can solve effectively and economically the problems with 

short pump inspection cycle resulting from hole colla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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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煤层气井煤层段采用裸眼下筛管完

井，在后期排采过程中由于煤层井壁稳定性差，经常

出现井壁掉落煤屑堵塞排采泵现象，导致频繁检泵，

煤层气井开发成本提高。遇油 / 遇水自膨胀封隔器

是近几年来为解决固井环空带压和水平井水平段分

隔问题研制出的一种套管外封隔器，可用来辅助、增

强水泥环对地层的封隔或直接代替水泥环对套管与

地层之间的环空进行封隔。其基本原理是工具随套

管一起下入井内，遇见油或水可自动膨胀，封隔油套

环空［1-2］。因其结构简单，成本低，可用来解决排采

泵被堵塞的问题。

1　自膨胀封隔器设计

1.1　结构设计

一般的遇油 / 水膨胀封隔器包括基管、端环、保

护层和高速膨胀橡胶层（见图 1）。基管一般用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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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在套管外密封时，套管即为基管；端环也是钢

性材料，用来防止可膨胀橡胶向两端膨胀，端环一般

用螺栓固定在基管上；保护层是为了防止封隔器在

下入过程中提前膨胀，一般为低速膨胀的橡胶材质。

通常可膨胀橡胶材料直接硫化在套管外壁上，增强

封隔器的耐压性能［3-4］。

图 1　常规膨胀式封隔器结构图

常规自膨胀封隔器由于橡胶直接硫化在套管

上，必须作为一个整体使用，存在运输和现场使用不

便的缺点，且成本相对较高。在满足澳大利亚煤层

气井要求的前提下，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同时为方便

现场施工，特别设计了胶筒式的自膨胀封隔器，直接

将自膨胀橡胶做成胶筒，两端辅以端环，每个端环上

用固定螺钉 12 个，分 2 排，每排 6 个。现场施工时

直接将封隔器胶筒套到套管上，两端用端环固定即

可，具有成本低、现场使用及运输方便等优点。结构

如图 2 所示。

 图 2　优化的自膨胀封隔器结构图

1.2　自膨胀橡胶

澳大利亚煤层气井井深一般在 800~1 000 m，储

层段井温在 40~60 ℃，采用 Ø215.9 mm 钻头，下入

Ø177.8 mm 套管或筛管。自膨胀橡胶需满足最小膨

胀率的要求，在地层水及井底温度环境下，遇水膨胀

后能完全填充 Ø215.9 mm 井眼和 Ø177.8 mm 套管

之间的环空。表 1 为计算的自膨胀橡胶的最小膨胀

率要求。

自膨胀橡胶需要利用取自现场的地层水在井底

温度环境（45 ℃）下模拟其膨胀率，以满足表 1 计算

的膨胀率现场需求。图 3 为利用澳大利亚某一煤层

气区块的地层水样检测的膨胀结果，膨胀率实验和

计算公式按照 GB/T 18173.3—2002［5］执行。根据测

定的膨胀率与时间的拟合曲线可以模拟计算胶筒膨

胀至 Ø215.9 mm 井壁的时间（图 4）。
 

图 3　自膨胀橡胶膨胀率检测结果

 
图 4　封隔器胶筒膨胀至井壁时间模拟计算结果

根据现场实际作业情况要求，在满足封隔器胶

筒 14 d 内膨胀至井壁的前提下外径尽量小，以减少

下入过程中遇阻遇卡的风险，最终将封隔器外径定

为 198 mm。

1.3　封隔器性能

自膨胀封隔器在澳大利亚煤层气井中的应用

目的是防止井壁掉块和煤屑堵塞排采泵，因此并不

需要过高的密封压差，现场要求密封能力达到 0.7 
MPa，因此特别针对该封隔器设计加工了全尺寸检

测装置，模拟自膨胀封隔器在 Ø215.9 mm 井筒内的

表 1　自膨胀橡胶的最小膨胀率需求

封隔器外径 /
mm

胶筒体积 /
mL

环空体积 /
mL

最小膨胀率 / 
%

210.82 3 973 976.17 25
208.28 3 622 1 327.42 37
205.74 3 275 1 674.41 51
203.20 2 932 2 017.15 69
200.66 2 594 2 355.63 91
198.12 2 260 2 689.85 119
195.58 1 930 3 019.81 156
193.04 1 604 3 345.52 209

注：胶筒长度按 420 mm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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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情况，并对封隔器的耐压差性能进行了检测，测

试结果见图 5。

 图 5　封隔器胶筒密封压力实验结果

为了防止封隔器在下入过程由于刮擦井壁导致

滑动，需检测封隔器端环的承受载荷。利用压力实

验机进行了相关实验，结果见表 2。
表 2　封隔器端环承压实验结果

螺钉数量 /
只

单只螺钉拧紧扭矩 /
N·m

最大轴向紧固力 /
kN

3 45 38
6 45 82
12 45 127
12 60 152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单只螺钉上紧扭矩为 45 
N·m 的情况下，12 只螺钉可防止轴向 120 kN 的力。

从以上全尺寸封隔器实验结果可以看出，该自

膨胀封隔器完全能够满足澳大利亚煤层气井的现场

需求，其主要性能指标见表 3。
表 3　自膨胀封隔器的主要性能指标

参数 数值

外径 /mm 198
内径 /mm 178
长度 /mm 420
耐温 /℃ ＜ 150

耐压 /MPa ＞ 0.7
膨胀时间 /d ＜ 14

2　现场应用

自膨胀封隔器已在澳大利亚煤层气井中应用超

过五百多套，使用后排采泵被堵塞的几率大大降低。

使用前多数井投产 8~12 个月就会出现排采泵堵塞

的问题，被迫进行检泵作业。在使用自膨胀封隔器

后，试验的 2 年时间内基本未出现排采泵堵塞的

问题。

Hopelands#7 井井深 630 m，采用二开的井身结

构，一开为 Ø311.2 mm 井眼，采用 Ø244.5 mm 套管

下深 200 m，封固表层疏松地层和表层水；二开采用

Ø177.8 mm 套管和筛管，下深 633 m。埋深 245~600 
m 间为多个煤层，采用筛管完井，为防止煤层掉落的

煤屑堵塞排采泵，共在筛管间使用自膨胀封隔器 12
套。由于筛管自膨胀封隔器膨胀后将环空密封，大

大减少了筛管上部煤层掉落的煤块、煤屑进入井筒

内部，有效保护了排采泵。该井自 2011 年采用此种

封隔器后，至 2013 年底排采正常，排采泵频繁堵塞

的难题得到有效解决，因检泵修井作业导致的成本

升高问题也得到有效控制，为煤层气的低成本开发

奠定了基础。

3　结论

（1）设计的胶筒式自膨胀封隔器由于不用将自膨

胀橡胶硫化到基管上，大大降低了成本，同时也简化

了现场的安装工序。

（2）胶筒式自膨胀封隔器能够解决澳大利亚煤层

气井由于煤层掉块、煤屑造成的排采泵堵塞问题，有

效降低煤层气的开发成本，推广应用前景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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