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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管内高压封堵技术是一项新型的管道封堵技术，在陆地、海底油气管道的维修、换管、换阀、加
减支路等作业中应用前景广阔。该技术的工作原理是将清管器与封堵器铰接在一起，从清管器的发
射端进入，二者在清管器的推动下向前行走，通过监控中心发射的超低频电磁脉冲信号来启动微型
液压系统实现封堵。锁定滑块和封隔圈是封堵器的关键部件，其直接决定封堵器的锁定与密封能力，
因此，重点分析了锁定滑块锁紧的可靠性和封隔圈密封的可行性。自主研制了适用于内径 300 mm
管道的管内高压封堵器样机，通过简单的封堵打压试验，初步证明了该项技术应用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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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内高压智能封堵技术是 20 世纪 90 年代挪威
PSI 公司的重要研究成果[1-2]。该技术借助清管器收发
装置，将其与封堵器铰接在一起，从清管器的发射端进
入，在清管器的推动下向前行走，到达欲封堵管段时，
监控中心发射超低频电磁脉冲信号，启动微型液压系
统实现封堵，完成封堵后，按照超低频电磁脉冲信号指
令自动解封，继续在清管器的推动下行走，到达清管器
接收端取出。
在陆地、海底管道的修护应用方面，管内高压封堵
图1

技术市场应用前景广阔，特别是在一些特定的应用领
域，例如陆地油气管道铺设时的分段试压，深水海底油

封堵器结构示意图

1.1 锁定滑块

气管道的封堵，立管和阀门的维修与更换等，均具有突

锁定滑块的材质选用硬质合金钢，为使其能在管

出的技术优势[2]。与管道开孔封堵技术相比，管内高

道内部安全有效地锁紧，外表面加工成 0.1～0.2 mm

压封堵所需作业时间更短，作业完成后不会在管道上

圆角的特制螺纹，内表面为 13º～15º 的斜面，且铣有一

留下任何附加装置，减少了故障点，大大降低了维修成

燕尾槽，该燕尾槽与挤压碗上的燕尾块配合，沿周向均

本和维修时间。

匀分布。当锁定滑块处于挤压碗斜面底部（初始状态）
时，锁定滑块与管道内壁之间保留 7～10 mm 的间隙，

1 结构设计

保证封堵器在管道内部顺利通过；
当锁定滑块沿挤压
碗斜面向上滑动 30～40 mm 时，锁定滑块张开，使表

管内高压智能封堵器的机械结构简单，布局紧凑，
主要由锁定滑块、封隔圈、挤压碗、承压头、执行器盘、

面螺纹与管道内壁接触咬合，实现锁紧状态。
将锁定滑块的螺纹与管壁的咬合视为螺纹咬合

液压缸、支撑轮总成、弹簧、导向杆以及球铰链等零部

（图 2），且假设螺纹刺入管壁的深度为 0.003 mm[2]。

件组成（图 1）。其中，锁定滑块沿圆周的方向共布置

一般认为螺纹咬合后轴向拉力约有 1/3 的载荷集中在

了 6 块或 8块

第 1 圈上，第 8 圈以后的螺纹不受力。锁定滑块的许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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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应力取 120 MPa[4]，为保证锁定滑块所承受的介质

取 3～5 mm。封隔圈两侧面做成内凹式斜面，有利于

推力不剪切破坏螺纹牙，则锁定滑块的螺纹所承受的

封隔圈在承压头和挤压碗挤压时形成径向膨胀，并与

剪应力应满足：

管道内表面形成高压接触。
（1）

封堵器在封堵状态下，封隔圈几乎被承压头、挤压
碗及管壁包围，四面受力，承压头将管道内的全部压力

Q＝0.6 πRbn

（2）

传递给封隔圈（图 3）。此时，忽略封隔圈的体积压缩

Q 为管道介质对封堵器产生的推力，N；R 为管道
式中：

变化，将封隔圈看成“液态状”，这样封隔圈内部压力

b 为刺入管壁部分的螺纹厚度，m；n 为受
内半径，m ；

可视为处处相等。由此，估算管道内压力在封隔圈上

力的螺纹圈数。

产生的压力为：
pgn

pfg

pgn

（3）

pfg 为管道内压力在封隔圈上产生的压力，MPa；
式中：
pgn 为管道内压，MPa；D 封隔圈外半径，m；d 为封隔圈
内半径，m。

（a）锁定滑块与管壁接触咬合模型

图3

封隔圈受力图

由式（3）计算得出：
封隔圈内的压力（封隔圈与承
压头、管壁之间的接触压力 pfg）远远大于管道内部的
压力 pgn，因此，该结构封堵器从理论上完全可以实现
对管道内介质的密封。
（b）锁定滑块螺纹牙受力图

图2

锁定滑块与管壁的咬合与受力模型

1.3 挤压碗
挤压碗外表面为 8 个斜面，与锁定滑块的内表面

以内径 300 mm 的管道为例，计算可知管内高压

角度相同，每个面铣有燕尾块，嵌入锁定滑块的燕尾

智能封堵器可封堵压力高达 20 MPa 的管道，因此，该

槽，连接锁定滑块，同时将锁定滑块均匀地沿圆周分

封堵器能够满足一般高低压油气管道的封堵作业。

布。锁定滑块沿挤压碗的斜面向上移动时，形成张开

1.2 封隔圈

之势，可锁定在管道内壁，实现封堵器的封堵。同时，

基于管道油气腐蚀与磨损，封隔圈的材质选用硬
度为75～85 HA、弹性模量约 7 MPa 的耐油耐磨的高
[5-6]

强聚氨酯材料

。

为了使封堵器在管道内顺利通行，封隔圈的外径

锁定滑块有自锁功能，使封堵更加可靠。
1.4 承压头和执行器盘
承压头和执行器盘是封堵器的两个重要执行部
件，带有互相配合的导向筒，由液压缸驱动，做抽拉运

应小于管道的内径，取封隔圈外半径 D＝R－t。式中：

动。当承压头和执行器盘夹住装在导向筒间的封隔圈、

R 为管道内半径；
t 为封隔圈与管道内壁之间的间隙，

挤压碗和锁定滑块时实现封堵，松开则可解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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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high-pressure pipeline isolation plug

1.5 液压缸和支撑轮总成
液压缸是管内高压封堵器的动力执行机构，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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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可行性。
综上所述，管内高压封堵技术是一项新型的管道

连接承压头，活塞连接执行器盘，驱动承压头和执行器

封堵技术，国外能够掌握该项技术的公司仅有一两家，

盘运动。

国内对该项技术的研究则刚刚起步。通过自主创新，

封堵器两头沿圆周方向布置 6～8 个支撑轮，以支
撑封堵器在管道内部的行走。

对其结构进行了研究设计，研制出了样机，通过试验证
明了该项技术的可行性。但是尚存一些关键技术需要
攻关，包括微型液压系统设计、超低频电磁脉冲通讯和

2 工作原理

控制技术、封堵器应急处理技术等[7-8]。

在前后铰接的清管器的推动下，管内高压智能封
堵器在管道内部前进，当到达欲封堵管段时，监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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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泵启动封堵器内的液压缸，然后用电动试压泵向
管子内部注水。
当液压泵打压到 7 MPa 时，确定封堵器已实现封
堵，启动试压泵，待管内压力达到 6 MPa 时，停止打压
观察一段时间，管内压力没有下降；
继续打压，待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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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达到 10 MPa 时，管子两端仍然没有漏水。由于试

国石油大学（北京）机电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现主要从事

验设施简陋，没有足够的安全防护措施，因此没有继续

油气开采与储运设备的研究与设计工作。

打压，但试验测试结果已经充分证明了该结构封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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