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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钻井作业过程中出现的井喷失控事故，设计了井喷抢险装置。该装置在远程控制下能够与光套管连接并

且能可靠封闭井口，提高了井喷抢险作业的安全性。井喷抢险装置主要由支撑系统、生根系统、起升系统、对中系统、封井系统

和套管卡紧系统组成。作业过程：支撑架将井喷抢险装置支撑在井口，支撑架上的液压缸推动固定架向前运动，当到达指定位

置后生根系统卡紧套管本体，实现井喷抢险装置的生根；在对中系统的作用下，封井系统在水平面内前后左右运动，使封井系

统的轴线与套管的轴线共线；升降系统带动封井系统下降，到达指定位置后封井系统停止运动；关闭环形防喷器和全封闸板

防喷器，分别封闭封井系统与套管间的环空空间和套管内孔。对各系统进行了详细的结构设计并且利用 ABAQUS 有限元软件

对关键零部件进行了有限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装置的强度与刚度均满足要求，针对目前钻井井喷事故中抢喷时间长、作业

危险性高的现状，井喷抢险装置能够快速与井口光套管连接，及时制止井喷，可封闭压力达 35 MPa 的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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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blowout emergency rescue device was designed to deal with the uncontrolled blowout in the process of drilling opera-

tion. In the mode of remote control, this device can be connected with the bare casing and seal the wellhead reliably, so as to improve the 

safety of blowout emergency rescue operation. This blowout emergency rescue device is composed of supporting system, root system, 

hoisting system, centralizing system, capping system and casing clamping system. And its operation process is as follows. First, the 

blowout emergency rescue device is supported at the wellhead by the supporting frame, and the fixed frame is pushed forward to the 

assigned position by the hydraulic cylinder on the supporting frame. Later, the body of the casing is clamped by the root system, and thus 

the blowout emergency rescue device is rooted. Second, by virtue of the centralizing system, the capping system moves horizontally all 

around to make the axial line of capping system aligned with that of the casing. Third, the capping system stops moving after it is lowered 

by the hoisting system to the assigned location. Fourth, the annular BOP (blowout preventer) and the blind ram BOP are shut down to 

seal the hole inside the casing and the annulus space between the capping system and the casing. All systems were structurally designed 

in detail and then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key parts by using ABAQUS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strength and stiffness of this device are satisfactory. Faced with the long rescue time and high operation risk of current blowout a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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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井过程中的井喷失控事故造成的直接和间接

损失都极其严重［1］。目前中国陆地生产井井喷抢险

装置的研究比较成熟，如中国石化胜利石油管理局

研制的HK-3油气井抢险控制装置［2］、抢喷作业机［3］；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制的井下作业抢喷装置［4］、

生产井液压抢喷系统［5］等。这些装置的共同缺陷是

封井压力小（25 MPa 左右）、自动化程度低，能在生

产井井喷事故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应用于钻

井作业［6-7］。国外针对海洋钻井平台海底井口设计

了闸板防喷器结构式、阀门结构式、分体结构式 3 种

井喷抢险装置［8-10］。这 3 种井喷抢险装置体积庞大，

上下两端分别与井口和隔水管连接，无法解决陆地

钻井和海洋平台水上井口钻井作业中的井喷失控事

故。目前对于陆地钻井和海洋平台水上井口钻井作

业过程中发生的井喷失控事故，最可靠的处理方法

是打救援井，此方法作业时间长，极易导致井喷事故

恶化，加重损失。

针对钻井过程中发生的井喷事故，设计了井喷

抢险装置。当套管头法兰损坏时，该装置可封闭并

切除套管头后的光套管。装置中所有运动部件均采

用液压驱动，通过人工远程控制进行井喷抢险作业，

提高了作业的安全性。

1　结构设计
Structural design

井喷抢险装置的结构如图 1 所示，包括支撑系

统、生根系统、起升系统、对中系统、封井系统和套管

卡紧系统。

1.1　支撑系统

Supporting system
支撑系统由矩形钢和槽钢焊接而成，左右两侧

分别安装有液压缸。支撑系统的作用有 2 个：一是

将井喷抢险装置支撑在地面上；二是在两侧液压缸

的推动作用下，固定架能在支撑系统的轨道上进行

前后运动。

1.2　生根系统

Root system
井喷抢险装置与井口对中连接的过程中会受

到流体强大冲击力作用，从而引起强烈震动与摇晃。

针对此问题，设计了生根系统。井喷抢险装置与井

口对中前，利用生根系统卡紧套管本体，使井喷抢险

装置有一个稳定的根基，为之后封井系统与光套管

间的对中与连接提供一个平稳的运动环境。

生根系统主要由外壳体、卡紧油缸、卡紧总成、

锁紧块和锁紧油缸等组成，其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生根系统结构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structure of root system 

工作时卡紧总成在卡紧油缸作用下从外壳体伸

出卡紧套管本体，两侧锁紧块在锁紧油缸作用下向

前运动直到与卡紧总成的斜面接触，两者间利用斜

面的自锁原理保持卡紧总成位置固定，设计斜面的

角度为 5.7°。当井喷抢险装置受到向上的冲击力时，

卡紧总成中的剪切螺钉被剪断，利用卡瓦的自锁原

理紧紧卡紧套管本体［11-14］，其结构如图 3 所示。

1.3　升降系统

Hoisting system
升降系统由固定架、升降油缸、伸缩架组成。伸

缩架在升降油缸的作用下可以在固定架内伸缩，从

dents, this blowout emergency rescue device can connect with the wellhead bare casing to stop the blowout immediately. And it can cap 

the wellhead whose pressure is 35 MPa.  

Key words: drilling operation; casing; blowout emergency rescue; structural design;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remote control

图 1　井喷抢险装置结构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structure of blowout emergency rescue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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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调节封井系统的高度，调节高度为 2.5 m。

封井系统与套管对中前，在升降系统作用下上

升一定的距离；封井系统与套管对中后，在升降系

统作用下下降一定的距离，使封井系统罩住光套管。

1.4　对中系统

Centralizing system
对中系统的作用是实现封井系统在水平面内的

前后左右运动，使封井系统的轴线与套管的轴线共

线。其主要由架体、纵向导轨、纵向运动油缸、移动

架、横向导轨、横向运动油缸、滚轮总成和连接架组

成，结构如图 4 所示。移动架和连接架分别在纵向、

横向运动油缸的作用下沿纵向、横向轨道运动，从而

实现封井系统在水平面内的对中。

图 4　对中系统结构示意图
Fig. 4 Schematic structure of centralizing system

1.5　套管卡紧系统

Casing clamping system
以井喷抢险装置的封井压力 35 MPa、封闭套管

直径 340 mm 计算，封井系统关闭井口后，受到井内

流体作用力为 3 176 kN。在强大的作用力下，为使

封井系统与光套管可靠连接，设计了套管卡紧系统。

其主要由导向口、本体、液压缸、卡瓦、连接销、连接

盘等组成，结构如图 5 所示。本体内表面为圆锥面，

圆锥面上设计有均匀分布的 3 条轨道，3 片卡瓦可以

沿轨道上下移动。卡紧套管前，液压缸将 3 片卡瓦

提升一定高度，3 片卡瓦围成的中间空间变大，当套

管穿过中间空间后，3 片卡瓦下降，利用卡瓦的自锁

原理卡紧套管。

图 5　套管卡紧系统结构
Fig. 5 Structure of casing clamping system 

1.6　封井系统设计

Capping system
封井系统由全封闸板防喷器、四通和环形防喷

器组成，其结构如图 6 所示。

图 6　封井系统结构
Fig. 6 Structure of capping system

在井口没有套管头的情况下封井时，要封闭的

流体通道是封井系统与套管间的环空空间和套管内

孔，环形防喷器封闭环形空间，全封闸板防喷器封闭

套管内孔［15］。环形防喷器与全封闸板防喷器的选

型及参数如表 1 所示。四通的作用是封闭井口后进

行压井放喷等作业。

图 3　卡紧总成结构
Fig. 3 Structure of clamping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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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井喷抢险装置技术指标
Table 1 Technical index of blowout emergency rescue device

环形防喷器 全封闸板防喷器

参数 指标 参数 指标

型号 FZ35-35 型号 FH35-35
通径 /mm 346.1 通径 /mm 346.1
额定压力 /

MPa 35 额定压力 /MPa 35

连接方式 上法兰 / 下法兰 密封范围 /mm 0~346.1
整机尺寸 /

mm 2 400×710×930 外形尺寸（外径
× 高）/mm 1 271×1 176

2　工作原理
Working principle

井口安装井喷抢险装置前需要做一定的准备工

作，包括清除井口障碍物、灭火、切割套管头、清理套

管周围杂物等。准备工作完成后将井喷抢险装置安

装在井口，封闭光套管，随后进行放喷、压井等作业，

使井底重新建立压力平衡。

井喷抢险装置的作业过程如下：首先，支撑架

将井喷抢险装置支撑在井口，支撑架上的液压缸推

动固定架向前运动，当到达指定位置后生根系统卡

紧套管本体，实现井喷抢险装置的生根；然后，在对

中系统的作用下，封井系统在水平面内前后左右运

动，使封井系统的轴线与套管的轴线共线；随后，升

降系统带动封井系统下降，到达指定位置后封井系

统停止运动；最后，关闭环形防喷器和全封闸板防

喷器，分别封闭封井系统与套管间的环空空间和套

管内孔。具体操作流程如图 7 所示。

图 7　操作流程
Fig. 7 Operation flow chart

3　技术指标
Technical index

设计的井喷抢险装置应用于陆地钻井作业或海

洋平台水上井口钻井作业，其技术指标如表 2 所示。

表 2　井喷抢险装置技术指标
Table 2 Technical index of blowout emergency rescue device

参数 指标 参数 指标

封井压力 /MPa ≤35 井口环境 无火

井喷速度 /m·s-1 ≤15 就位方式 吊装

封闭套管尺寸 /mm ≤340 动作方式 液压驱动

液压系统工作压力 /MPa 10 控制方式 PLC 程控 + 人控

4　关键零件有限元分析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n key parts

4.1　生根系统外壳体

Shell of root system
首先在 SolidWorks 中建好生根系统外壳体的三

维模型，然后将三维模型导入 ABAQUS 软件中［16］，

节约了在有限元软件中的建模时间。外壳体选用的

材料为 Q345 钢，弹性模量 210 GPa，泊松比 0.3。在

网格划分时选择外壳体的网格类型为 C3D8R，设置

网格大小 10 mm，形状选择六面体网格，网格划分如

图 8 所示。施加边界条件时，在外壳体底面施加固

定约束，在外壳体与卡紧总成、锁紧块的接触表面上

分别施加面载荷，随后提交作业，最终得到外壳体的

应力云图见图 9，位移云图见图 10。

图 8　外壳体网格划分模型
Fig. 8 Grid division model for the shell

图 9　外壳体应力云图
Fig. 9 Stress cloud chart of the shell

由分析结果可知，外壳体的最大应力值发生在

上表面开口处，最大应力值为 171 MPa，低于 Q345
钢的屈服极限 345 MPa，其安全系数 2.0，外壳体的

最大位移变形量约为 0.509 mm，变形量远小于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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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尺寸，不影响外壳体的刚度和正常使用，可忽略

不计。因此外壳体的强度、刚度可满足使用要求。

4.2　套管卡紧系统本体

Main body of casing clamping system
将套管卡紧系统本体在三维软件中建模并对模

型进行简化，将简化后的模型导入有限元分析软件

ABAQUS 中进行分析。套管卡紧器本体选用材料

Q420 钢，屈服强度 420 MPa，弹性模量 210 GPa，泊
松比 0.3。划分网格时设置网格尺寸 20 mm，网格形

状为四面体网格，单元类型为 C3D10，锥形本体的网

格划分完成后如图 11 所示。

图 11　本体网格图
Fig. 11 Grid diagram of the main body

在设定边界条件时将本体向上的运动趋势转化

为卡瓦向下的运动趋势，施加边界条件时在本体与

环形防喷器连接法兰的上表面施加固定约束，在本

体的锥形内表面施加面载荷。完成载荷设定后提交

作业，得到本体应力云图见图 12，变形云图见图 13。
由图 12 可知，本体的最大应力值发生在锥体与底边

连接处，最大应力值为 234 MPa 左右，低于所用材料

的屈服强度 420 MPa，安全系数 1.8；由图 13 可知，

套管卡紧器本体的最大位移变形量约为 0.388 mm，

变形量很小，不影响本体的正常使用。所以，套管卡

紧器锥形本体的强度、刚度均满足使用要求。

5　结论
Conclusions

（1）针对目前钻井井喷事故中抢险时间长、作业

危险性高的问题，设计了井喷抢险装置，能够快速与

井口光套管连接，及时制止井喷。

（2）井喷抢险装置采用全液压驱动，可封闭压力

达 35 MPa 的井口，且能封闭套管头损坏的井口，适

用情况广泛。

（3）下一步工作是试制样机和进行现场试验，分

析试验结果并对结构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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