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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地面驱动单螺杆泵杆柱进行受力研究 ,利用有限单元法建立了螺杆泵杆柱运动动力学模型。该模型

模拟了螺杆泵生产时杆柱的实际运动状况 ,考虑了抽油杆柱横向运动的影响 , 通过描述杆柱运动时 6个方向的位

移 , 得到杆柱在任意时刻 、任意位置的轴向力 、侧向力 、扭矩以及杆管间的接触程度。通过对杆柱接触严重程度的

判断 , 得到杆柱需要扶正的具体位置。该模型不仅适用于直井 , 也适用于斜井。在华北二连油田投入使用后 ,使螺

杆泵井检泵周期平均延长了 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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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杆泵采油系统具有结构简单 、体积小 、重量

轻 、耗能低 、投资少 、使用和安装维修方便的特点 ,目

前在国内外人工举升中所占比例逐年增加 ,成为重

要的举升工具之一。在螺杆泵的现场应用得到快速

发展的同时 ,对螺杆泵杆柱系统受力研究也越来越

多 。由于螺杆泵在运动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非线性问

题
[ 1]
,尤其螺杆泵抽油杆柱与油井井壁的碰撞问

题 ,导致对螺杆泵动力学研究相当复杂 ,必须针对螺

杆泵抽油杆柱的具体特点进行分析。

针对这一问题 ,对地面驱动单螺杆泵杆柱系统

进行有限元分析 ,建立了螺杆泵杆柱运动动力学模

型 ,得到了杆柱在任意时刻 、任意位置的轴向力 、侧

向力 、扭矩以及杆管间的接触程度。通过对杆柱接

触严重程度的判断 ,得到杆柱需要扶正的具体位置 。

1　杆柱动力学模型

1. 1　基本假设

根据抽油杆柱的实际工作状态 ,选取井口至井

底螺杆泵之间的整体抽油杆柱和油管柱为研究对

象 。假设条件
[ 2]
如下。

(1)抽油杆柱是数千米长的连续杆件 ,其空间

结构为套管柱和油管变形修正后井眼轴线形态 ,由

井斜角和方位角确定 。

(2)抽油杆柱是弹性体 ,变形前杆柱轴线与井

眼轴线重合 ,并与油管存在初始间隙 ,间隙的大小可

以是任意分布的 ,变形后抽油杆柱的某些部分和油

管接触。

(3)油管为弹性体 ,在接触反力和摩阻力的作

用下发生弹性形变 。

(4)考虑抽油杆柱的初始变形 。

1. 2　坐标系和单元位移的建立

进行抽油杆旋转计算研究 ,建立 2套坐标系

(图 1):固定坐标系(静坐标系)和动坐标系 。OXYZ

表示静坐标系 ,X轴正向是地理的北方向 , Y轴正向

是地理的东方向 , Z 轴正向由井口指向井底 ,坐标原

点在井口 ,在抽油杆旋转过程中坐标原点始终保持

静止 。杆柱力学分析最终表达式都转化到该坐标系

下进行整体分析 。 oxyz表示动坐标系 , x轴为杆柱

轴线 , y、z轴为杆柱的横向坐标
[ 3]
,随抽油杆一起转

动。

图 1　坐标系和单元位移坐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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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限元法对抽油杆柱进行动力学分析时 ,应

从单元分析出发 ,对于任一空间梁单元 i, j节点位移

用 6个变量
[ 4]
来表示。

图 2　杆柱有限元单元组合示意图

1. 3　单元的运动方程和抽油杆柱总体运动方程

根据多自由度系统的 lagrange方程

d
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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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de、 ·de分别为梁单元节点的位移和速度向量 ,

T、U 、R分别为梁单元的动能 、势能和耗散函数;经

过推导 ,得到梁单元的动力学方程M e、C e、K 0
e
、KN

e
、

K q
e
、d̈e(t)、 ·de(t)、de(t)、F e(t)分别为梁单元的质量

矩阵 、阻尼矩阵 、线性刚度矩阵 、大位移刚度矩阵 、几

何刚度矩阵 、加速度 、速度 、位移和受力列向量 。

将所有离散的空间梁单元向整体坐标系转化 ,

并加以拼装以后 ,得到整体抽油杆柱的动力学方程

Md̈e(t)+C ·de(t)+(K 0 +KN(t)+

K q(t))d(t)=F(t) (3)

式中 ,M 、C、K 0、KN 、K q、d̈(t)、·d(t)、d(t)、F(t)分别

为抽油杆柱整体的质量矩阵 、阻尼矩阵 、线性刚度矩

阵 、大位移刚度矩阵 、几何刚度矩阵 、加速度 、速度 、

位移和受力列向量。

1. 4　抽油杆的碰撞问题

1. 4. 1　一般碰撞问题　图 3是一个典型的碰撞问

题示意图 ,图 3a表示远离碰撞时刻 ,图 3b表示碰撞

前瞬时时刻 ,此时碰撞还没有发生 ,各物理量 (包括

速度等 )没有变化 ,图 3c表示碰撞后瞬时时刻 ,由于

碰反力的作用 ,各物理量已经发生变化。

图 3　一般碰撞示意图

在处理碰撞问题的时候
[ 5]
,考虑抽油杆与管壁

碰撞前后变形体各物理分量的关系。碰撞过程是瞬

时发生的 ,即忽略碰撞过程持续的时间 ,这样 ,可得

到 2个完全独立的方程组

Mä +C ·a+Ka=F(t) (4)

·a i+=-R ·ai - 　　i =1, … , 6 (5)

其中 ,M 表示质量矩阵 ,通常可以采用集中质量阵

或者协调质量阵;C表示阻尼矩阵 ,通常采用比例阻

尼 C =αM +βK ,其中 α、β是不依赖频率的常数;K

表示结构刚度矩阵;F(t)表示载荷列项;a表示结点

自由度列项 ,包括各点的位移和转角;R表示碰撞恢

复系数 ,它可以通过实验和经验来确定 ,通常取 0 ～

1之间;a i 表示每个结点的 6个自由度 ,对于梁单

元 , i取 1 ～ 6, 1、2、3表示该结点在 3个坐标方向上

的平动位移;4、5、6表示它绕 3根坐标轴的转动位

移;i+表示碰撞前 , i -表示碰撞后 。

1. 4. 2　抽油杆柱的碰撞问题　抽油杆和管壁的结

构模型可简化如图 4a所示 ,X 轴表示垂直抽油杆沿

地平面方向 , Z 轴表示沿抽油杆竖直向下 , Y轴按右

手法则确定(即 X 、Y、Z 轴满足右手系 )。图 4b表示

抽油杆结构离散的有限元模型 ,采用集中质量法将

杆的分布质量等效于各离散结点处。

图 4　抽油杆模型示意图

研究抽油杆和管壁碰撞
[ 6]
时 ,除了总体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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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 (该坐标系建立在油管中心位置 )之外 ,另外建

立一套坐标系 τnz(图 5)。该坐标系建立在抽油杆

截面中心位置 , n方向垂直管壁面向外 ,沿总体坐标

Z 方向 , τ按右手法则确定 。很显然 , τnz坐标系相

当于将 XYZ 坐标系旋转一个 α角度。

图 5　抽油杆和管壁碰撞时的截面

1. 5　边界条件的描述

1. 5. 1　抽油杆位移边界　抽油杆底端 (与螺杆泵

相连的部分 )位移边界较简单 ,它的 x方向和 y方向

位移被约束 ,即杆底端没有 x方向和 y方向的位移 ,

但可存在 z方向的位移 ,同时也可存在绕 x轴 、y轴 、

z轴 3个方向的转动位移。杆端部的位移列阵

a l ={0　0　uz　θx　θy　θz}
T

(6)

抽油杆顶部 (即井口部位 )的位移边界条件相

对较为复杂 ,把求解坐标放在动坐标系 xyz中 ,它的

6个位移分量全部被约束 ,换言之 ,在动作标 xyz里

面 ,抽油杆顶端是固支约束 ,即

a0 ={0　0　0　0　0　0}
T

(7)

1. 5. 2　抽油杆初始条件　抽油杆的初始条件主要

包括 2方面:初始变形 (初始位移 )和初始运动 (初

始速度和初始加速度 )。对于直井由于工艺的误

差 ,井身肯定会存在微量倾斜。此时 ,由于重力的作

用 ,抽油杆在初始时刻会发生微量的弯曲 。当电动

机转动之后 ,这种微量的弯曲会引起离心力和科氏

力 (都是横向力),所以抽油杆的横向变形在旋转过

程中会不断发生变化以致跟管壁发生碰撞 。对于斜

井 ,直接引入杆柱初始变形 。

1. 6　求解步骤

从单元方程出发 ,按 N ewmark方法
[ 7]
在时间轴

上进行离散 ,然后组集成总体方程 ,考虑抽油杆的几

何边界 (位移边界 )和力边界 ,考虑抽油杆在转动过

程中与管壁的碰撞 ,最终求解出抽油杆在整个时间

域内的位移响应 、结点力响应以及相应的碰撞情况 。

其程序总框图如图 6所示。对于动力学方程 ,文中

采用直接积分法中的 Newmark方法 ,当 Newmark常

数满足时 ,该方法是无条件稳定的 ,即时间步长不影

响解的稳定性 ,只影响解的精度。

图 6　计算程序框图

2　计算模型现场应用

对华北油田巴 18 - 55井进行设计计算。该井

生产数据如下:油层中深 1350 m ,日产量 14. 4 t,含

水 30. 1%,动液面 757 m ,油压 0. 7 MPa,套压 0. 1

M Pa。利用设计模型计算结果 , 设计该井使用

GLB75 - 20型螺杆泵 ,下泵深度 1300m ,转速 190 r /

m in, 25 mm D级杆柱 , 一级组合。杆柱安全系数

4. 932;杆牙安全系数 3. 954;箍牙安全系数 4. 347;

旋合本体杆柱安全系数 14. 454;旋合本体箍安全系

数 8. 669;端面挤压安全系数 16. 50。

通过计算抽油杆柱在不同时刻沿井身的各个动

力学参数 ,主要是杆柱和管柱碰撞情况 ,得到 2 s时

杆柱和管柱碰撞点 ,见图 7。

图 7　 t=2 s时刻抽油杆柱和管柱碰撞点速度改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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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计算得到抽油杆柱和油管柱发生碰撞的初

始点。在抽油杆柱该深度点处加入扶正器 ,再利用

该模型重新计算杆柱和管柱碰撞情况 。反复计算 ,

直到稳定为止。经循环计算 5次后 ,得到 2 s时刻

加入扶正器后杆柱和管柱稳定的接触碰撞点 ,见图

8。由此得出扶正器准确下入位置(表 1)。

　　　　图 8　 t=2 s时刻加入扶正器后抽油杆柱

和管柱稳定碰撞点速度改变曲线

表 1　巴 18 -55井扶正器下入位置计算结果

序号 扶正器位置 /m 迭代次数

1 162. 1 5

2 486. 3 5

3 820. 5 5

4 852. 9 5

5 877. 8 5

6 897. 8 5

7 917. 7 5

8 952. 7 5

9 972. 6 5

10 990. 1 5

11 1027. 5 5

12 1054. 9 5

13 1094. 8 5

14 1117. 3 5

15 1142. 2 5

16 1167. 1 5

17 1189. 6 5

18 1217. 0 5

19 1244. 5 5

　　该井下入扶正器后 ,已经累计工作 10个月 ,目

前仍在正常工作 。在二连油田使用该技术 ,平均检

泵周期延长 4个月。

3　结论和建议

(1)对地面驱动单螺杆泵杆柱进行受力研究 ,

利用有限单元法建立了螺杆泵杆柱运动动力学模

型 ,该模型模拟了螺杆泵生产时杆柱的实际运动状

况 ,考虑了抽油杆柱横向运动的影响 。通过描述杆

柱运动时 6个方向的位移 ,得到杆柱在任意时刻 、任

意位置的轴向力 、侧向力 、扭矩以及杆管间的接触程

度。通过对杆柱接触严重程度的判断 ,得到杆柱需

要扶正的具体位置。该模型不仅适用于直井 ,也适

用于斜井 。

(2)在动坐标系下建立单元方程。抽油杆随电

机一块转动 ,是典型的大转动小变形问题 ,避免了在

静坐标系下建立方程求解 ,必须引入大变形理论的

问题 ,求解过程大大简化 。

(3)利用杆柱动力学模型计算结果 ,根据现有

的抽油杆柱强度设计方法 ,进行了抽油杆柱设计 ,并

考虑了螺纹安全对整个杆柱系统的影响 。

(4)应用杆柱动力学模型计算结果进行扶正器

设计时 ,杆柱加上扶正器后 ,受力情况发生变化 ,碰

撞位置发生改变 ,需要反复计算 ,经检验循环 5次左

右即可达到现场需求。

(5)本方法计算数据量大 ,计算时间较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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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 t o f sand producing increases w ith the increase

of crude oil visco sity. The varie ty of a sand producing

prove s that cementa tion in tension and hyd rau lic sand

w ash ing are impo rtant factors wh ich affect fo rmation

sanding production. Once the m acroscop ic throats

form s in fo rmation, wate r cu t in w e ll increases, and
oil recovery reduces to 36 percen.t The experiment re-
su lts are use fu l for preventing sanding production in

oilfield.

Key words　unconso lidated sandstone reservoirs
　 sanding production　 labo ra tory expe riment　o il re-
cove ry

RESEARCH ON THE DYNAM ICS MODEL OF

SURFACE -DRIVEN SINGLE PROGRESSING

CAVITY PUMP ROD AND CENTRALIZER DE-
SIGN

Li Yuanchao,Wu X iaodong, Lv Yanp ing(China
Un iversity o f Petro leum , Be ijing 102249 ), X in
Shuang,WeiZhaoyan

Abstract　The fo rce on the surface - driven sin-
gle prog ressing cav ity pump(pcp) rod is resea rched

and dynam ics model o f pcp rod movemen t is estab-
lished. This mode l simu lates actual movemen t situa-
tion of rod w hen pcp w orks. By conside ring the influ-
ence o f late ra l movement of pumping rod and descri-
b ing its six d irectional disp lacement when rod runs,
its axia l force, side force and contact ex tent between
the rod and the tubing could be ob tained. By the se-
ve reness ex ten t judge o f rod con tac t, specific situa-
tions that need to centralize could be obtained. Th is

mode l is suitab le no t only to the vertical we ll bu t also

to the de flec ting one. Th is research has been put into

use in ErLian o ilfie lds and w ells production period is

overtime for 4 month.

Key words　 surface - driven　 single prog ress-
ing cavity pump　 rod　centralizer　design　dynam-
ics　model

AFFECTING FACTORS RESEARCH ON GAS -

SEPARATING EFFICIENCY OF DOWNHOLE

GAS /O IL SEPARATOR

W u Zhao jun, Wu X iaodong, Sun Yong jian, Wu
Furang (China Unive rsity of Petroleum , Beijing

102249)
Abstract　Gas - separating effic iency is one o f

importan t index to eva luates downhole gas /o il separa-
to r, But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ha t effect on gas -
separating e fficiency, such as viscosity, diameter o f

separator and gas /liquid ra tion w ere a llAnalyzed. A c-
co rding to principle o f downho le gas /oil separato r, a
proce ss of expe riment was estab lished to study e ffect

fac to rs of separator efficiency. The test m ainly ana-
lyzed ve locity and gas oil ratio, show s that one of gas
oil ratio or velocity w as increased, the efficiency o f
gas - sepa ra ting mo re high, the experiment also dem-
onstrated the resu lts of theoretical ana ly sis.

Key words　downho le　gas /oil separato r　gas
- separating efficiency　effecting factor　 theory　ex-
perimen t　 comparison

STRESS SENSITIVITY CHARACTERS OF IN-
TER - SALT NON - SANDSTONE RESERVO IR

IN JIANGHAN O ILF IELD

Huang Ya jie, X ieQ i(O il Production Techno logy
Research Institute, Jianghan O ilfield Company, Q ian-
jiang 433123, Hube i)

Abstract　There is abundance oil in jianghan

in ter - salt non - sandstone rese rvoir, but it is difficul-
ty to explora tion because of complex litho logy and ab-
norma l stress. Ana ly zed e ffec t of stress to th is reser-
vo ir, and compared it w ith sandstone reservo ir,
show ed it has obv ious stress sensitiv ity characters, th is
seriously e ffect explo ita tion of late r period, fo r th is
kind of reservo ir, shou ld inject w ate r at forepart and
contro l production pre ssure difference, try to keep re s-
ervo ir pressure close to initial pressure, th isw ill de lay
decrease of o il ou tpu t and pro long treating effect o f a

w e l.l

Key words　in te r - sa lt non - sandstone　 stress
sensitivity　plasticity　elasticity

STUDY OF REPEATED FRACTURING TECH-
NOLOGY IN LOW - PERMEABLE SAND O IL

RESERVO IR IN ANSAIO ILFIELD

W ang Yongchang(Changqing O ilfield Company,
Yan'an 716000, Shaanx i), Jiang B iwu , M a Yanfeng,
Guo Jiankang,W ang Lian jun

Abstract　The propped fracture gene ra ted dur-
ing primary fracturing induces a stress fie ld that chan-
ges o rig inal stress field and further reorients new frac-
ture during repeated fracturing, the ex tension direction
is still controlled by stress status. By means o f a ltering

confining pressure, hydrau lic fractu ring simu lation ex-
perimen t proves the possibility o f new frac ture gene ra-
tion during repeated fracturing. Tempo ra rily b locked

repeated frac turing is applied in Ansa i oilfield, a tem-
porary blocking agent is injected during old fra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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