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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修井作业中，起下管柱的工作量最大、耗费时间最长，现在国内普遍采用的双吊卡倒换起下管柱工艺存在着工人劳

动强度大、工作条件差、安全隐患多等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基于现有修井机液压、电、气源条件，综合运用电控、液动、气动技术原

理研制了一种远程控制单吊卡起下管柱施工工艺。其特点是：液动吊卡始终挂在两侧吊环上，无需拔插吊卡销子、摘挂吊环和搬

抬倒换吊卡，有效地避免了人工操作时挂单吊环问题的发生；通过机械手扶正两侧吊环带着液动吊卡摆动，利用吊环与吊卡之间

的柔性连接，即可完成油管在垂向与横向之间任意角度下吊卡对油管的抓取或放开；管柱提升、下放、上卸扣、移运、扶正等功能

全部由操车手远程控制完成，实现了井口操作无人化，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削减了施工安全隐患，提高了安全操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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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workover operation, tripping of toolstring may involve the heaviest workload and the longest working time. 

Conventional dual-elevator system extensively adopted in China for tripping toolstring are characterized by high labor intensity, poor 

working conditions and severe potential risks. To remove these problems, electric, hydraulic , pneumatic principles have been deployed 

to develop an innovative process for tripping toolstring by using singular elevator with remote control in accordance with existing 

hydraulic, electric and pneumatic conditions available on site. The innovative tripping system has following features: with hydraulic 

elevators attached to eyebolts on both side continuously, it is not necessary to operate elevator pins, eyebolts or replace elevators. In this 

way, problems related to operation of singular eyebolt in manual operation can be eliminated properly. Since manipulators can be used 

to position eyebolts on both sides to drive hydraulic elevators, and with flexible connections among eyebolts and elevators, the elevator 

may capture or release tubing at any angle vertically and horizontally. With lifting, lowering, connecting, transportation, centralizing and 

other operations of toolstring can be performed by operators through remote control, no operator is required on wellhead. In this way, 

labor intensity can be reduced effectively. In addition, with operational risks removed, safety of relevant operation can be guarant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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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我国油田修井作业中 85% 以上为小修

业，主要包括检泵、清蜡、冲砂、防砂、找卡堵水、压

裂、找漏堵漏、补孔改采、分注、检管、简单打捞、注灰

封井等。而在小修作业中，起下管柱的工作量最大、

耗时最长，约占修井总用工时的 70% 以上［1］。目

前，各油田小修作业起下管柱仍以双吊卡倒换工艺

为主，这种施工工艺存在许多弊端：（1）需要站在井口

的工人反复拔插吊卡销子、摘挂吊环、倒换吊卡、开

关闭锁环，动作单调，操作频繁，长时间容易使人产

生麻痹大意、侥幸盲从心理；（2）油管吊卡重达 20~30 
kg，起下一趟 3 000 m 管柱，约需搬抬吊卡 600 次，相

当于人工搬运了十几吨重物，加之搬抬油管、推拉操

控液压钳上卸扣等动作，劳动强度很大；（3）站井口工

人操作中直接面对机械磕碰夹挤、高空落物、从井中

带出的有害油气水喷溅等多种危险与危害，人身伤

害隐患突出；（4）一旦人为操作不当，如出现挂单吊环

或吊卡关闭不严等问题，极易诱发严重的工业和人

身伤害事故。

为了降低劳动强度，构建本质安全，改善工作条

件，基于现有修井机的游动提升系统和液压、电、气

源条件，设计了一种液压驱动油管吊卡（以下简称

液动吊卡），与气动油管卡盘组合在一起，形成“一

吊一卡”施工工艺，在专用机械手的配合下实现了远

程控制单调卡起下管柱作业［2-4］，现场应用取得了令

人满意的效果。

1　液动吊卡设计
Design of hydraulic elevator

目前，油田小修作业起下管柱使用的吊卡主要

有 3 种类型［5-6］：（1）月牙型吊卡，即闭锁环式吊卡；

（2）侧开式吊卡，即活门吊卡；（3）对开式吊卡，即羊角

吊卡。为了实现吊卡的远程控制自动摘卸、扣合和

运移，取代人工操作，根据上述 3 种吊卡的结构及性

能特点，选择月牙型油管吊卡进行了液动改造［7］。

结构如图 1 所示，在吊卡体的环形凹槽内水平放置

圆环状嵌齿闭锁环，在吊卡体外面装有液压马达，输

出轴上装有扇形齿轮，其外齿穿过吊卡体与闭锁环

的弧形外齿相啮合。使用时，液压马达驱动扇形齿

轮转动，带动闭锁环齿条转动，完成吊卡的打开与关

闭。液动吊卡只是对现有月牙型吊卡进行了液动改

造，吊卡本体形状和尺寸基本没有变化，故不影响其

承载能力。

吊卡的关闭状态如何对于施工安全至关重要。

为保证液动吊卡使用安全可靠，采取了以下措施：（1）
在扇形齿轮上设有限位装置，保证闭锁环转动到位

且不越位；（2）扇形齿轮采用液压驱动，可靠性高；（3）
远程控制吊卡液压马达转动的操作手柄设有自锁功

能，可防止吊卡被意外打开；（4）起管柱时吊卡的月

牙豁口朝向修井机尾部，修井机操车手可以直接观

察到闭锁环的开关状态；下油管时如果闭锁环未关

闭，则无法拉起油管。此外，考虑到井口上方吊卡所

处工作环境为防爆场所，作业时污油、污水、伴生气

（如天然气、CO、H2S 等）并存，采用液压驱动吊卡的

开与关比用电驱动更加安全可靠。

2　现场施工工艺
Field application processes

小修井单吊卡起下管柱作业使用的设备（工具）

有：液动吊卡、吊卡销子和油管卡盘。利用修井机

上的液压源、气源和直流电源组成的控制电路，实现

了液动吊卡和气动卡盘的远程控制。具体安装过程

如下。

首先，将液动吊卡的吊耳挂在两侧单臂吊环上，

插好吊卡销子，再将吊卡的进、出油口用变丝和管线

与修井机液压源连接起来。液动吊卡驱动方法如图

2 所示，即通过电磁换向阀控制液动吊卡的进、出油

路，实现对吊卡液压马达的正反转控制，进而驱动吊

卡闭锁环开与关。

图 2　液动吊卡驱动方法
Fig. 2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hydraulic elevator

图 1　液动吊卡结构示意图
Fig. 1 Structure of the hydraulic elev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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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选配并安装油管卡盘。动力油管卡盘分

为气动和液动 2 种，其功能都是锁定管柱不松动，但

工作性能有所区别。气动卡盘的工作气压一般为 0.4 
MPa（随修井机型号而变），只要修井机气动系统压

力≥0.4 MPa，气动卡盘就能够正常动作［8］。在吊卡

提起管柱之前，即使按下开关接通气源，由于气缸顶

起卡瓦的力不足以克服管柱的自重向下压力，气动

卡盘也不会打开。只有提起管柱后接通气源，才能

打开卡盘，因此可有效避免管柱接箍下落礅吊卡问

题甚至管柱落井事故发生。而液动油管卡盘靠液压

缸顶起卡瓦，当井内管柱重量较轻时，如果不断给液

缸供油，则有可能在提起管柱之前打开卡盘，这是非

常危险的。此外，气动卡盘打开、关闭动作较液动卡

盘更快、更灵活。为确保卡盘的卡瓦快速可靠地锁

定或松开管柱，确保施工安全，且对管柱表面不构成

损伤，选择了性能优良的 900 kN 气动油管卡盘。把

气动卡盘安装在防喷器上面后，将进气口通过变丝

和管线与修井机气包相连接。气动卡盘驱动方法见

图 3，即通过手动控制阀控制卡盘的进、排气，实现气

动卡盘的远程控制。

图 3　气动卡盘驱动方法
Fig. 3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pneumatic chuck

以起油管为例来说明远程控制单吊卡作业工

艺。

（1）起出油管悬挂器后，操车手关闭气动卡盘，锁

住井内管柱。接着，操车手操控修井机游动系统带

着吊环吊卡下行，当吊卡到达井口悬挂管柱顶端接

箍台阶下面的本体位置且油管进入吊卡月牙内后，

上推操作手柄，吊卡液压马达转动，关闭锁环，扣住

油管（图 4a），准备起管。

（2）操车手操控游车大钩提起管柱，打开气动卡

盘。当下一根油管接箍与液压钳背钳头平齐时停止

起管，关闭气动卡盘，锁住井内管柱（图 4b）。
（3）操车手远程操控液压钳完成油管卸扣［9］。

（4）操车手操控机械臂推动机械手伸出［10］，当

机械手触及并轻轻扣住刚卸扣的油管单根时自动停

止，上提油管单根离开接箍 5~15 cm，机械手继续向

外推送油管，同时游动系统下放油管，使油管外螺纹

端坐入油管拉送机滑道上的小滑车内（图 4c），机械

手松开油管并收回。油管靠自重沿滑道向外滑行，

当油管接箍端低于机械手高度时，机械手伸出扶正

并推送两侧单臂吊环倾斜，直到使油管接箍端放到

滑道上面（图 4d）。
（5）操车手下拉操作手柄，吊卡液压马达反转，打

开闭锁环，放开油管（图 4e）。
（6）场地工人按遥控器将油管接箍端离开吊卡，

然后移运排放到管排架上［10］。与此同时伸出的机

械手回收，吊环带动吊卡朝井口中心方向平移，当接

箍台阶下面的管体进到液动吊卡的月牙内时，关闭

锁环，扣住油管（图 4a），准备提管。

重复上述起管操作步骤，即可起出井内全部油

管。下油管过程与之相反，不再赘述。

图 4　单吊卡起油管操作过程
Fig. 4 Processes for tripping tubing using singular elevator

3　现场应用
Field applications

由液动吊卡与气动卡盘组成的单吊卡起下管柱

作业工艺，在华北油田检泵、检管作业中已应用 40
余井次，结果表明：（1）液动吊卡始终挂在两侧吊环

上，无需拔插吊卡销子、摘挂吊环和搬抬倒换吊卡，

有效地避免了人工操作时挂单吊环问题的发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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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艺保持了现有起下油管单根从竖直状态到水平

状态（或者反之）的运动轨迹［10］，操作简单，易于掌

握；（3）所需液动吊卡、气动卡盘等工具拆装快捷，易

于搬运，并且符合井控要求；（4）通过机械手扶正两

侧吊环带着液动吊卡摆动，利用吊环与吊卡之间的

柔性连接，即可完成油管在垂向与横向之间任意角

度下吊卡对油管的抓取或放开，使吊卡抓放油管这

一难题得到有效解决；（5）管柱提升、下放、上卸扣、移

运、扶正等功能全部由操车手远程控制完成，实现了

井口作业无人化，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削减了施工

安全隐患，提高了安全操作水平；（6）施工速度根据井

下状况、地面进度需要可随时调整，与人工操作水平

相当，满足现场作业需要。

4　结论
Conclusions

（1）基于现有修井机液压、电、气源条件，综合运

用电控、液动、气动技术原理研制的远程控制单吊卡

起下管柱施工工艺，削减了井口及井场操作工人面

临的各种安全隐患，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应用效果

显著。

（2）该工艺构思新颖，投资少，操作简单，易于掌

握，具有良好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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