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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游梁式抽油机利用电能转换为旋转运动 , 减速后再经四连杆机构转换为直线往复运动 , 其传动系统能

量损失高达 28%, 加上旋转特性造成启动扭矩大 ,系统效率一般不超过 30%。直线电机抽油机将电能直接转换为

直线往复运动 ,简化了机械传动过程 , 有效地提高了效率 , 经测试节能可达 54%, 而且加大冲程时整机外形尺寸和

重量都增加得很少 ,特别是抽汲参数可无级调整 , 为实现自动控制及满足采油工艺要求提供了条件 , 是一种很有发

展前途的新型抽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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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抽油机技术发展进程

　　游梁式抽油机以特别能适应野外恶劣工作环境

等明显优势 ,区别于其它众多类型的抽油机。常规

游梁抽油机以其结构简单 、易损件少 、皮实耐用 、可

靠性强 、操作简便 、维修方便 、维护费用低等特点 ,一

直占据有杆泵采油地面设备的主导地位 。由于结构

不尽合理 ,常规游梁抽油机无法克服“大马拉小车”

能耗高的缺点。因此 ,国内外各生产厂家先后研制

出前置式抽油机 、异相曲柄抽油机 、空气平衡抽油机

等 ,克服了常规游梁抽油机的一些缺点 ,但仍脱离不

了利用四连杆机构将旋转运动转变为往复直线运动

的传动方式 ,因而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特别是我国

油田开发采用早期注水方式 ,油井含水后液量不断

提高 ,要求抽油机的冲程和承载越来越大 ,造成抽油

机总重量直线上升 ,直接影响开发重型抽油机 。20

世纪 70年代以来 ,各种形式的无游梁式抽油机应运

而生 ,美国是最早研制无游梁抽油机的国家 ,最大功

率达 171kW ,最大悬点负荷 227kN ,最大冲程达 24.

4m 。无游梁抽油机最大优点是不用四连杆机构将

旋转运动变为往复直线运动 ,其运动规律除上下死

点有短时间加减速运动外 ,大部分时间是匀速运动 ,

使惯性载荷大幅度下降 ,抽油机性能得到较大改善 。

无游梁抽油机容易实现长冲程 ,相对冲程损失小 ,有

效冲程长。而长冲程抽油机冲次较低 ,大大降低了

运动系统的加速度 ,惯性载荷小 ,如链条抽油机 、皮

带抽油机等。但还存在一些较大的问题 ,如结构复

杂 、运动件多 、成本高 ,特别是大多数采用软连接 ,摆

动轮直径不能过大 ,使钢丝绳(链条)使用寿命短。

20世纪 80年代以后 ,又回到四连杆机构 ,创造出可

变四连杆机构 ,可改变连杆和后臂长度 ,调整力臂使

净扭矩平稳 ,降低了启动扭矩 , “大马拉小车”现象得

到进一步改善 ,如这一时期开发出异型抽油机(双驴

头)、弯游梁抽油机 、调径变矩抽油机(两级平衡)、杠

铃游梁抽油机等。但这些抽油机仍未脱离电能转变

为旋转运动 ,再用四连杆机构将旋转运动转变为直

线往复运动 ,只是启动扭矩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装机

容量低了一个档次而已 。

2　游梁式抽油机

2.1　优点

游梁式抽油机以电能转换为旋转运动 ,再利用

机械方法转变为往复直线运动 ,除前述优点外 ,还特

别能适应野外 、全天候 、长时间连续运转的需要 。

2.2　需解决的问题

2.2.1　传动效率低

(1)皮带传动的功率损失。一般以弯曲功率损

失和弹性滑动损失为主 ,可用以下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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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 ———皮带截面积 ,mm2;

α———皮带包角 , rad;

Eb ———皮带纵向弯曲弹性模量 ,MPa;

EL———皮带拉伸弹性模量 ,MPa;

F ———皮带拉力 ,N;

I ———皮带截面惯性矩 ,mm4;

n ———转速 , r/min;

ΔP1 ———皮带绕轮弯曲损失功率 ,kW;

ΔP2 ———皮带弹性滑动损失功率 ,kW;

r———皮带轮半径 , mm;

v ———皮带线速度 ,m/ s。

由公式(1), (2)可看出 ,为减少皮带传动损失 ,

应减小皮带的纵向弯曲模量和截面惯性矩 ,并增加

皮带的拉伸弹性模量 。20世纪 70 年代以来 , 对皮

带做了大量改进 ,创造出窄 V 带 、多楔带 、同步带

等 ,使传动效率由 83%提高到 94%,由于管理等方

面的原因 ,大量抽油机皮带传动效率在 85%左右。

(2)减速箱传动功率损失。根据文献[ 1] , 1 副

轴承传动损失约为 1%, 1 对齿轮传动损失约为

2%,减速箱总传动损失为 9%～ 10%,传动效率约

为90%。

(3)四连杆机构 3副轴承传动效率损失 3%,钢

丝绳变形损失通常统计约为 3%,总计四连杆机构

传动效率约为 94%。

以上分析可知 ,传动效率约为 72%。即游梁式

抽油机本身机械传动能量损失 28%,这也是游梁式

抽油机系统效率低的原因之一 。

2.2.2　游梁式抽油机增大冲程后带来的问题

(1)游梁式抽油机增大冲程时减速箱扭矩成比

例增大 ,如公式(3)所示

Tmax =(0.25Wmax-0.2Wmin)S (3)

式中　S ———光杆冲程 ,m;

Tmax ———减速箱最大扭矩 ,kN·m;

Wmax ———悬点最大载荷 ,kN;

Wmin ———悬点最小载荷 ,kN 。

由式(3)可看出 ,冲程增加需更换更大更重的减

速箱。以 12 型游梁式抽油机为例 , 最大载荷

120kN ,最小载荷 60kN ,冲程为 3m ,则减速箱扭矩为

53kN·m 。若将冲程加大到 4.2m ,则减速箱扭矩将

增加到 75kN·m ,可见冲程由 3m 增加到4.2m ,减速

箱要由53kN·m增加到 105kN·m ,上升 2个挡次。

(2)游梁式抽油机增大冲程后 ,因受游梁摆角限

制 ,四连杆尺寸必然增大 ,引起抽油机外形尺寸和总

机重量大幅度增加 ,如额定悬点载荷为 100kN的常

规游梁抽油机 ,当光杆最大冲程由 3m 增加到 4.5m

时 ,抽油机总重由 15t上升到 25t ,净增加 66.6%。

2.2.3　惯性载荷过大的问题　游梁式抽油机的四

连杆机构使得驴头运动规律为类似简谐运动 ,其最

高速度和最低速度较匀速运动的速度高得多 ,所以

加速度较匀速运动也大得多 ,造成惯性载荷大 ,使抽

油机承受载荷过大 ,缩短了抽油机使用寿命。

3　无游梁抽油机

3.1　链条抽油机和皮带抽油机

此类抽油机都是将电机的旋转运动通过皮带传

动及减速箱减速 ,驱动主动链轮 ,带动轨迹链条和往

返架做直线往复运动 ,虽取消了四连杆机构 ,但其传

动效率与游梁式抽油机区别不大 。

3.1.1　优点

(1)90%的冲程长度是匀速运动 ,只有换向期间

才有短时间的加速度 ,因而动载较小 。

(2)总机重量小 ,为常规游梁抽油机的1/ 3 ～

1/ 2 。

(3)结构紧凑 ,占地面积小 。

(4)特别适合作为长冲程抽油机 ,加大冲程只需

加大塔架高度。

3.1.2　缺点

(1)钢丝绳承受交变载荷 ,而且天轮直径小 ,钢

丝绳通过天轮时反复弯曲 ,寿命较短 。

(2)轨迹链条和主轴销是链条传动中的薄弱件 ,

这些都容易发生折断事故 ,而且往往造成机箱内部

件损坏。大部分部件都在机箱内 ,维修保养和更换

都比较困难 。

(3)往返架上部 2个导轮不能得到良好的润滑 ,

易发生干磨造成部件松动 、冲击而损坏零部件。

3.2　液压抽油机

液压抽油机从结构原理方面打破了游梁式抽油

机将电能转换为旋转运动 ,再利用机械方法将旋转

运动转变为往复直线运动的作法 ,利用液压换向实

现直线往复运动 ,传动效率高。从机理方面分析 ,液

压抽油机作为长冲程抽油机的机型是非常合适的 ,

因为只要相应地加长工作液缸的长度 ,就可获得相

当长的冲程 ,此时整机的复杂程度 、重量 、成本都增

加得不多 ,其重量只相当于同类游梁式抽油机的

10%～ 20%,而且可方便地无级调整冲程 、冲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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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控制满足采油工艺要求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

1个冲程内 90%以上时间内均处于匀速状态 ,惯性

载荷小 ,运动性能良好。到目前为止 ,液压抽油机的

工业应用仍不多 。其主要原因有:

(1)可靠性差。液压系统的可靠性还不能满足

抽油机恶劣运行环境的要求。抽油机往复运动线速

度非常高 ,当冲程为 6m ,冲数为 5次/min
-1
时 ,平均

线速度高达 1m/ s。尽管近年来采用各种液压方法

减速 ,但减速比都不大 ,在这样高的速度下很难实现

长期连续工作。以行业标准规定 ,抽油机使用寿命

15年 ,这就要求液缸和换向阀连续工作 75×106次 ,

这是目前国内外液压元件都达不到的。

(2)适应性差 。抽油机要求在野外全天候运转 ,

要经受季节和日夜温差变化及风砂 、粉尘 、雨水等的

侵袭 ,液压油很容易被污染变质 ,影响液压系统正常

工作;抽油机是无人值守的设备 ,液压系统也不适应

这样的工作环境。液压抽油机要在油田广泛应用 ,

还需依靠液压技术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如高压密封

件 、超长液缸和耐磨液压元件等。

4　直线电机抽油机

直线电机抽油机解决了直线电机大推力的技术

关键 ,其悬点载荷最大可达 160kN(暂定160kN ,还可

加大),电机推力 15 ～ 30kN(预计可达 60kN),最大冲

程可达 6m以上(只要其它工艺设备配套 ,冲程长度

可赶上美国的 24.4m ,但从采油工艺要求分析不需

要这样大的冲程 ,一般 6 ～ 8m 就足够了)。直线电

机抽油机将电能直接转变为往复直线运动 ,不但提

高了效率 ,而且能实现抽汲参数无级调整 ,进而能根

据抽油需要调整悬点运动规律 ,为智能化创造很好

的条件 。

4.1　结构及原理

直线电机抽油机结构如图 1所示。

图 1　直线电机抽油机结构示意图

该机由动子和机架组成的直线电机 、复合导向

轮 、毛辫子 、悬绳器 、平衡导向轮 、平衡箱 、平移底座 、

底座和控制柜组成。其工作原理(按静载荷论述)

为:上冲程光杆载荷为抽油杆重量加上液柱载荷 ,而

平衡重(为抽油杆柱重加上二分之一液柱载荷)呈自

由落体下行做功 ,此时动子下行拉力只有二分之一

液柱载荷 ,当光杆下行时光杆载荷为抽油杆重量 ,呈

自由落体下行做功 ,而动子拉动平衡箱上行 ,此时动

子上行拉力仍是二分之一液柱载荷。这种抽油机采

用的是天平式平衡 ,没有旋转运动 ,平衡效果好 ,抽

油机运行平稳。其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1。

4.2　主要特点
表 1　直线电机抽油机主要技术参数

抽油机型号
悬点载荷

/ kN

冲程

/m

冲数

/次·min-1

电机拉力

/kN

外形尺寸/m

长×宽×高

总机重量

/ t

ZXCY10-4.2-15-Ⅰ 100 0.2～ 4.2 0.5 ～ 8.5 15 3.6×1.6×8.8 10.5

ZXCY12-6.0-30-Ⅱ 120 0.2～ 6.0 0.5 ～ 6.0 30 7.0×2.3×11.1 18.3

4.2.1　适用于长冲程　直线电机抽油机由于不使

用四连杆机构 ,克服了游梁抽油机加大冲程时减速

箱扭矩增加的缺点 ,只需加高机架 ,抽油机外形尺寸

和总机重量都增加得很少。其重量增加值不超过

10%。

4.2.2　动载小 ,运行平稳　直线电机抽油机运动规

律与链条抽油机和皮带抽油机类似 ,在每个冲程中

90%时间都是匀速运动 ,不象游梁式抽油机运动速

度有极大值 ,所以在平均速度相等的情况下 ,匀速运

动抽油机运动速度的最大值要小得多 ,因此加速度

也小得多 。图 2 是在西柳 10-25井相同工作状况

下 ,游梁式抽油机 CYJ14-4.8-73HB 和直线电机

抽油机 ZXCY12-6.0-30-Ⅱ测得的示功图 。

由图 2可看出 ,最大载荷与最小载荷之差游梁

式抽油机为 57.62kN ,直线电机抽油机为29.45kN ,

降低48.86%。示功图面积减小 ,即能耗降低。

4.2.3　传动效率高　直线电机抽油机将电能直接

转换为往复直线运动 ,减少了机械转换环节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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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柳 10-25 井同工况下 2种抽油机所测示功图

了传动效率 ,加上采用天平式平衡和运动规律的改

善 ,节能效果非常明显 ,同时由于运转平稳也可以延

长设备使用寿命 ,华北石油管理局节能监测站测试

结果表2 。
表 2　直线电机抽油机节能测试结果

测试项目

测试结果

游梁式抽油机

CYJ14-4.8-73HB

直线电机抽油机

ZXCY12-6.0-30

频率/Hz 工频 变频

冲数/次·min-1 4.01 3.98

有功功率/kW 16.07 7.91

无功功率/kW 44.51 0.74

视在功率/kW 47.32 7.95

功率因数 0.340 0.996

日产液/ t·d-1 8.7 9.5

吨液耗电/kW·h 44.14 20.00

节电率/ % - 54.7

4.2.4　可自动控制 ,实现抽油机智能化　虽然直线

电机抽油机采用了变频技术 ,但抽油机本身结构简

单 ,总成本并不比常规抽油机高 。冲程采用了无触

点限位控制器 ,实现了抽汲参数无级可调 ,为就地自

动控制提供了条件 ,如开采稠油时为避免悬绳器与

光杆打架 ,可监测光杆载荷 ,当光杆载荷下降到一定

程度时 ,自动降低悬绳器运动速度以适应光杆下行

速度 。另外 ,自动控制抽空 ,随时监测示功图充满程

度 ,当充满程度低于设定数值时 ,则自动降低冲数 ,

确保泵的充满程度 ,减轻设备的磨损和进一步节能 。

4.2.5　扁钢丝绳寿命长　直线电机抽油机虽然也

采用软连接 ,但为克服软连接使用寿命短的问题 ,采

用了硫化扁钢丝绳 ,它的寿命比圆钢丝绳长得多 ,同

时采用了钢丝绳张力监测系统 ,当发现张力下降到

某一数值时及时更换 ,可有效地避免事故发生。扁

钢丝绳可以克服圆钢丝绳旋转和打扭的缺点 ,避免

悬绳器扭动造成抽油杆柱脱扣。

4.2.6　适应性强 ,维修方便　克服了液压抽油机寿

命短 、要求环境条件高的弱点 ,适应性与游梁式抽油

机相当 。操作维修方便 ,安全保护功能比较齐全 。

5　结论

　　直线电机抽油机以其结构简单 、节能效果好 ,系

统效率高 、能满足采油工艺自动控制的要求和适应

恶劣的工作环境等特点 ,特别适合深井 、稠油 、抽空

控制等油井使用 ,为 18型以上重型抽油机的制造开

辟了新途径 ,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新型抽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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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特点冲击波解堵新工艺

在胜利油田开发应用成功

近年来 , 胜利油田有限公司滨南 、临盘等多家采油厂 , 针

对复杂小断块油田所特有的低产 、低渗透 、低压 、低孔隙度等

特征 , 及解堵效果差的状况 ,引进了冲击波解堵新技术 ,取得

明显增注效果 , 一般提高日注水量 2～ 4 倍。

此前 ,这几家采油厂对低渗透 、低孔隙 , 泥质 、灰质含量

高的地层 , 曾先后采用过高频强磁震荡 、浓缩酸酸化 、土酸酸

化 、氢氟酸酸化 、热化解堵等技术解堵 , 但效果均不理想 , 且

有效期短 , 施工费用高 , 施工后井底残酸 、杂质 、污物排不干

净 , 甚至还存在一些堵塞物反应等问题。为此 , 在滨南 、临

盘采油厂应用冲击波解堵新工艺改造油层 , 并获得成功 , 措

施有效率达 90%左右。

该新工艺具有机械作用 、化学作用 、水力作用 、热力作用

和负压作用 ,对改造低渗透 、低孔隙度油层结构具有显著效

果。在胜利滨南油田滨 1-1-3 注水井现场应用 , 投产试注

效果明显 , 平均日增注水量 250m3 , 为该厂扩大注水储量 、提

高注采效果 、提高最终采收率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供稿　周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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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RATE LAYER PRESSURE TESTING TECHNIQUES&
DATA APPLICATION IN DAQING OILFIELD

by Wang Jinyou(Research Inst.of Oil Production Technolo-
gy , Daqing Oilfield Ltd.)

Abstract　Three separate layer pressure testing techniques

were developed recently in Daqing Oilfield , They are “ Eccentric

Separate Layer Water Injection &Testing Technique With Bridge

Passage” , “ Separate Layer Pressure Testing Technique In the

Pumping Wells” and “ Separate Layer Pressure Testing Technique In

the Shut-in Wells” .Due to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the eccentric

bridge passage and test sealing passage , the contradiction of sepa-
rate layer water injection and testing simultaneously can be solved.
Two technical improvements are also made to test the single layer′s
flow rates stuck by double leather cups and test single layer′s pres-
sure without running and pulling blank plugs.The error of testing

initiated by the progressive decreasing method can be therefore e-
liminated , and the testing efficiency and data accuracy can also be

greatly increased.Eccentric water injection technique with bridge

passage can satisfy the demand of separate layer pressure testing

and it will definitely take the place of the currently used eccentric

water injection technique.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eparate layer testing data in Daqing oilfield.
Key words　Separate layer pressure testing　Technique re-

search　Data application

BEAM-PUMPING UNIT AND LINEAR MOTOR PUMPING

UNIT

by Chen Xiankan , Chen Wanwei(Huabei Petroleum Adminis-
tration Bureau)

Abstract　The beam-pumping unit converts the electrical

power into rotary motion , and then converts into linear reciprocat-
ing motion through a connection rod mechanism after speed reduc-
tion.In this process , the energy loss is as high as 28%, and the

starting moment is high , thus the system efficiency is usually kept

below 30%.A novel linear motor pumping unit is designed , which
converts the electrical power directly into linear reciprocating mo-
tion , thus simplified the mechanical transmission and effectively

improved efficiency.Test shows that it can save 54% of the ener-
gy , meanwhile the dimension and weight has little increase although

the stroke is lengthened.In addition , the pumping parameters can

be adjusted steplessly , which is good for realizing automatic con-
trolling and fulfilling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production.

Key words　beam pumping unit　linear motor pumping unit

　rod pump　artificial lift

107 SERIES HIGH-TEMPERATURE SMALL DIAMETER

SUBMERSIBLE MOTOR

by Liu Changsong , Cao Yanguang , et al(Oil Production En-
gineering Department , Zhongyuan Oilfield Co.)

Abstract　107 series high-temperature submersible motors ,
which belong to small diameter motors , are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ion practice of Zhong yuan oilfield.With design and op-
timization of the parameters , selection of materials and study of the

adaptability with submersible pumps , little diameter series motors

with outside diameter of 107mm and insulation grade of H-degree
have been developed.The axial projected size of the units is

 112mm , and can be applied in liquid-lift from oil wells of which

the well casing inside diameter of larger than 116mm and there are

casing deformation , undergauge , scale formation and high tempera-
ture of 150℃.They can not only save oil recovery costs , increase

oil production rate , but also create outstanding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
TECHNIQUE OF MECHANICAL WATER PACKING AND

PLUGGING IN HTHP RESERVOIRS IN HEKOUOILFIELD

by Chi Hongli , Li Jiandong(Hekou Production Plant , Shengli
Oilfield Ltd.), et al

Abstract　Based on the phenomena of unstable down-hole
tools performance and short valid period in mechanical water pack-
ing and plugging in deep and low permeable HTHP reservoirs , the
hydraulic packer and assorted sealing parts of high temperature-re-
sistant and high pressure-resistant are selected optimally and modi-
fied , and the operating technique is simplified.In the 5 field test

wells , the success ratio is 100%, and the valid period is above

320d.The result indicates the technique can be used to effectively

fulfill the zonal production of such reservoirs.
Key words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pressure reservoir　

packing and plugging water　zonal production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A SIMPLE HIGH PRES-
SURE GAS INJECTION PIPE

by Lou Zhaobin(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
st., Zhongyuan Oilfield Co.)

Abstract　The cost on high pressure gas injection pipe is

very high at home , and based on the currently available gas injec-
tion pipe design , a kind of gas injection pipe with simple structure

is designed.Dynamic analy sis and surface test were conducted to e-
valuate the structure rationality , pressure-load bearing condition

and gas sealing property ,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signed

pipe could fully satisfy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With balancing

fluid filled in the casing annular , the pipe could stand a maximum

wellhead pressure of 62MPa , and its stable pressure load is 56.
5MPa, while the maximum gas sealing pressure is 51.5MPa , and it

could work over half a year in stable condition.The designed sim-
ple gas injection pipe could be used for high pressure gas injection

in small blocked oilfields.
Key words　high pressure　gas injection　pipe design 　

pressure bearing　gas sealing technology

86　　　　　　　　　　　　　　OIL DRILLING &PRODUCTION TECHNOLOGY　　　　　　　　　Feb.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