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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排管机在自升式钻井平台陆地建造的

吊装方法，所述方法采用两台600吨龙门吊联合

作业，配合平衡吊梁以及配重块的使用，利用井

架V道口，实现排管机翻转和吊装到位。所述方法

不受600吨龙门吊吊高能力的限制，巧妙解决两

台吊车之间限位距离的影响，在整个吊装过程可

以保证龙门吊各承重吊钩钢丝绳一直处于垂直

状态，且吊装过程中无需摘钩换钩，实现吊装可

以一次到位；此外，所述方法摒弃侧向导向索拉

拽操作，使整个吊装过程更加安全。经统计，采用

本发明方法，制作工装及人工费用仅需3万元，具

有施工周期短、成本费用低、安全可靠的特点，具

有良好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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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排管机在自升式钻井平台陆地建造的吊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下

述步骤：

a、配备两台600吨龙门吊，两台600吨龙门吊并排设置，其中1#龙门吊（1）的下小车（1-

2）单钩通过两根钢丝绳分别连接排管机顶部吊耳（5-1）和排管机底部吊耳（5-2），将排管机

（5）由井架（7）的V形道口处水平进入井架内部，至排管机顶部吊耳位于井架纵向中心线处，

排管机放置到支撑架（6）上后摘钩；

b、取2#龙门吊（2）中邻近1#龙门吊的上小车吊钩为主钩（2-1），主钩的中心对应井架的

中心线，主钩安装钢丝绳，钢丝绳由井架上口落下，与排管机的顶部吊耳连接；

c、利用钢丝绳将1#龙门吊的下小车吊钩（1-2）和邻近2#龙门吊的1#龙门吊的上小车吊

钩（1-1）分别与预制的悬臂吊梁（3）的端部上吊耳（3-1）、中部上吊耳（3-2）进行连接，通过

钢丝绳将悬臂吊梁的第二端部下吊耳（3-4）与配重块（6）进行连接，两吊钩联动起升悬臂吊

梁，使悬臂吊梁保持水平状态；

d、通过钢丝绳将排管机底部吊耳（5-2）与悬臂吊梁的第一端部下吊耳（3-3）连接，构成

副钩（8）；

e、主、副钩同步上升将排管机水平吊起距支撑架200毫米后停止，待排管机稳定后，将

位于排管机底部的支撑架拆除；

f、主钩起升拉紧钢丝绳，将排管机顶部向竖直方向逐渐抬起，1#龙门吊连同悬臂吊梁

及副钩向井架方向水平移动，至两台龙门吊之间最小间距时1#龙门吊停止移动，完成排管

机的翻转；

g、副钩逐渐卸力，直到主钩完全承担重量，副钩摘钩，1#龙门吊回位；

h、将排管机与井架进行组装，组装完成后主钩摘钩；

所述悬臂吊梁上部设置端部上吊耳、中部上吊耳，端部上吊耳和中部上吊耳的间距为

L1，L1与1#龙门吊的上小车吊钩（1-1）与1#龙门吊下小车吊钩（1-2）的中心距匹配；所述悬

臂吊梁下部两端分别设置第一端部下吊耳和第二端部下吊耳，第二端部下吊耳与端部上吊

耳的位置上下对应，第一端部下吊耳与中部上吊耳的间距为L2，

B1＜  L2＜  B2，B1为井架中心到井架V形道口之间的距离，

B2为两台龙门吊处于最小间距B3时，分别位于不同龙门吊上的两台相邻上小车吊钩的

中心距；所述悬臂吊梁的总长度为L1+  L2；

所述配重的重量为排管机重量的0.8-1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排管机在自升式钻井平台陆地建造的吊装方法，其特征在于：

支撑架高度为1.8-2.2米。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排管机在自升式钻井平台陆地建造的吊装方法，其特征在于：

上述f步骤主钩上移和副钩平移可以同步进行或交替进行，操作过程需由专人负责观察排

管机顶部和底部状态，避免排管机与井架发生干涉或排管机触底，整个吊装过程，两台龙门

吊承重钢丝绳始终保持垂直状态。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排管机在自升式钻井平台陆地建造的吊装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悬臂吊梁为工字形截面，沿悬臂吊梁长度方法设置多个加强筋板（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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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排管机在自升式钻井平台陆地建造的吊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大型结构件安装方法，特别是排管机在自升式钻井平台陆地建造

的吊装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排管机是海洋钻井平台钻井系统的核心设备，安装位置在井架内部，其高度基本

上与井架下段的高度相近。排管机主要作用是完成钻杆从指梁到井口中心之间的往复移

动，从而使操作人员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提高工作效率、实现钻机自动化。CJ50系列排管

机的高度达到32m，重量约为34吨，其安装就位后的最高点距基线距离为56m。排管机作为钻

井系统中的核心设备，属于精密仪器设备其价格达到2000万元以上；排管机安装时要求仅

能使用厂家提供的吊点，禁止施工人员在设备其他部位利用绳索进行生拉硬拽，避免造成

设备损坏。为提高平台下水前的舾装完整性，降低海上施工成本及安全风险，须将排管机在

陆地建造阶段安装完毕。

[0003] 排管机由于高度方向长，且要求垂直安装在井架内部，首选安装方法是从井架上

开口处垂直吊入，此方法可以先安装井架下段，再从井架下段的上方吊入排管机；此方法也

可以将排管机先吊入井架下段内部，再利用吊车将井架和排管机同时吊装至钻井平台。此

方法安全系数高，操作简单，能最大限度的减小施工难度。但采用此方法需要具有超高起升

高度的起重设备来实现，对于一般配备通用600吨龙门吊的海工船厂而言，其吊装高度无法

满足上开口垂直吊入法，只能采用在船坞内建造的方式才能实现。

[0004] 还有资料提出了一种井架V道口处三吊点翻身吊装法，该方法是待井架下段陆地

建造合拢后，利用一台吊车的单吊钩分两根钢丝绳连接排管机的顶部和底部吊耳，将排管

机水平吊运至井架V道口内(V道口是指井架的一个侧面设有倒V形的开口)，使其排管机顶

部靠近井架纵向中心线后，落到指定支撑架上后摘钩。再次挂钩，利用一吊钩通过钢丝绳连

接排管机顶部吊耳作为主钩，另一吊钩通过钢丝绳连接排管机底部吊耳作为副钩，作为主

钩的吊车拉紧钢丝绳将排管机顶部沿竖直方向缓慢吊起，副钩配合向井架方向靠近，直至

排管机翻身至稳定状态，将副钩摘钩，排管机底部再利用导向索向远离井架的方向施加拉

力，避免排管机晃动与井架干涉。直至排管机完全吊至竖直状态后，拆除导向索，将排管机

固定于井架。此方案存有下述问题，1、需要三个吊点配合，操作难度大，需要保证排管机翻

身至稳定状态下，即主钩完全受力，副钩不受力的状态，副钩方可摘钩。但由于井架上部结

构有突出的区域A，并且根据起重规范要求吊钩的倾斜角度不许大于3°，因此，在进行排管

机翻身作业时，极有可能排管机还没有翻身至稳定状态，副钩钢丝绳就已经与井架探出的

结构A处产生干涉，如图7所示，超过了安全吊装规范要求，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2、此方案

可行的前提条件是要保证主、副钩的距离能够足够接近，并且要满足吊重要求。但是，受通

用起重设备配置及结构限制，上述条件难以满足，因此导致此方法无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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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排管机在自升式钻井平台陆地建造的吊装方法，所述方法以两

台600吨龙门吊为基本起吊设备，配合平衡吊梁和配重的使用，实现低成本、安全可靠的将

排管机安装在井架内部。

[0006] 本发明所述问题是以下述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排管机在自升式钻井平台陆地建造的吊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下述步骤：

[0008] a、配备两台600吨龙门吊，两台600吨龙门吊并排设置，其中1#龙门吊的下小车单

钩通过两根钢丝绳分别连接排管机顶部吊耳和排管机底部吊耳，将排管机由井架的V形道

口处水平进入井架内部，至排管机顶部吊耳位于井架纵向中心线处，排管机放置到支撑架

上后摘钩；

[0009] b、取2#龙门吊中邻近1#龙门吊的上小车吊钩为主钩，主钩的中心对应井架的中心

线，主钩安装钢丝绳，钢丝绳由井架上口落下，与排管机的顶部吊耳连接；

[0010] c、利用钢丝绳将1#龙门吊的下小车吊钩和邻近2#龙门吊的1#龙门吊的上小车吊

钩分别与预制的悬臂吊梁的端部上吊耳、中部上吊耳进行连接，通过钢丝绳将悬臂吊梁的

第二端部下吊耳与配重块进行连接，两吊钩联动起升悬臂吊梁，使悬臂吊梁保持水平状态；

[0011] d、通过钢丝绳将排管机底部吊耳与悬臂吊梁的第一端部下吊耳连接，构成副钩；

[0012] e、主、副钩同步上升将排管机水平吊起距支撑架200毫米后停止，待排管机稳定

后，将位于排管机底部的支撑架拆除；

[0013] f、主钩起升拉紧钢丝绳，将排管机顶部向竖直方向逐渐抬起，1#龙门吊连同悬臂

吊梁及副钩向井架方向水平移动，至两台龙门吊之间最小间距时1#龙门吊停止移动，完成

排管机的翻转；

[0014] g、副钩逐渐卸力，直到主钩完全承担重量，副钩摘钩，1#龙门吊回位；

[0015] h、将排管机与井架进行组装，组装完成后主钩摘钩。

[0016] 上述排管机在自升式钻井平台陆地建造的吊装方法，所述悬臂吊梁上部设置端部

上吊耳、中部上吊耳，端部上吊耳和中部上吊耳的间距为L1，L1与1#龙门吊的上小车吊钩与

1#龙门吊下小车吊钩的中心距匹配；所述悬臂吊梁下部两端分别设置第一端部下吊耳和第

二端部下吊耳，第二端部下吊耳与端部上吊耳的位置上下对应，第一端部下吊耳与中部上

吊耳的间距为L2，

[0017] B1＜L2＜B2，B1为井架中心到井架V形道口之间的距离，

[0018] B2为两台龙门吊处于最小间距B3时，分别位于不同龙门吊上的两台相邻上小车吊

钩的中心距；所述悬臂吊梁的总长度为L1+L2。

[0019] 上述排管机在自升式钻井平台陆地建造的吊装方法，所述配重的重量为排管机重

量的0.8-1倍。

[0020] 上述排管机在自升式钻井平台陆地建造的吊装方法，支撑架高度为1.8-2.2米。

[0021] 上述排管机在自升式钻井平台陆地建造的吊装方法，上述f步骤主钩上移和副钩

平移可以同步进行或交替进行，操作过程需由专人负责观察排管机顶部和底部状态，避免

排管机与井架发生干涉或排管机触底，整个吊装过程，两台龙门吊承重钢丝绳始终保持垂

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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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上述排管机在自升式钻井平台陆地建造的吊装方法，所述悬臂吊梁为工字形截

面，沿悬臂吊梁长度方法设置多个加强筋板。

[0023] 本发明方法针对不具备超大型吊装设备的海工船厂将超长排管机安装在陆地建

造钻井平台而设计。所述方法采用两台600吨龙门吊联合作业，配合平衡吊梁以及配重块的

使用，提出了一套安全、低成本并切实可行的工艺方案。所述方法不受600吨龙门吊吊高能

力的限制，巧妙解决两台吊车之间限位距离的影响，在整个吊装过程可以保证龙门吊各承

重吊钩钢丝绳一直处于垂直状态，且吊装过程中无需摘钩换钩，实现吊装可以一次到位；此

外，所述方法摒弃侧向导向索拉拽操作，使整个吊装过程更加安全。经统计，采用本发明方

法，制作工装及人工费用仅需3万元，具有施工周期短、成本费用低、安全可靠的特点，具有

良好的推广价值。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排管机起吊初始状态的示意图；

[0025] 图2是排管机翻转至45°状态的示意图；

[0026] 图3是排管机竖直位于井架内的示意图；

[0027] 图4是悬臂吊梁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排管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6是井架的示意图；

[0030] 图7是现有V道口三吊点翻身吊装法副钩钢丝绳与井架探出部位产生干涉的示意

图。

[0031] 图中各标号为：1、1#龙门吊，1-1、1#龙门吊的上小车吊钩，1-2、1#龙门吊的下小车

吊钩，2、2#龙门吊，2-1、主钩，3、平衡吊梁，3-1、端部上吊耳，3-2、中部上吊耳，3-3、第一端

部下吊耳，3-4、第二端部下吊耳，4、配重，5、排管机，5-1、排管机顶部吊耳，5-2、排管机底部

吊耳，6、支撑架，7、井架，8、副钩。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3] 参看图5，所吊装的排管机5的高度达为32m，重量约为34吨，在排管机的顶部设有

排管机顶部吊耳5-1，在排管机底部设有排管机底部吊耳5-2，两吊耳之间的间距为26米。

[0034] 参看图6，所述井架7为CJ50自升式平台井架下段，其高度为33米，在陆地建造。采

用通用的600吨龙门吊装排管机受起升高度限制，无法从井架的上口垂直吊入，因此利用井

架侧部的V道口吊装排管机。V道口的高度为22米，B1为井架中心到井架V形道口之间的距

离，B1为6米。

[0035] 为实现安全吊装，保证吊钩始终处于垂直状态，避免因干涉而产生吊钩倾斜角度

过大或排管机与井架发生碰撞的风险，本发明采用两台600吨龙门吊联合作业，并借助于预

先制作的悬臂吊梁和配重。600吨龙门吊主要参数如下：上小车为两个，上小车起重量

SWL2X300t，上小车销钩处起升高度到地面为88.5m，两吊钩最大吊重差150t，两吊钩横移距

离13m到17m；下小车为一个，下小车主起重量SWL400t，副起重量SWL20t，下小车销钩处起升

高度到陆地约80.5m；龙门吊跨度185m，总高度到陆地约113.5m，龙门吊主梁下沿到陆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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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m。两台龙门吊联吊时两个龙门吊中心线最小距离B3为25.5m；两个龙门吊最相近的两

钩最小间距B2为8.5m，如图3所示。

[0036] 参看图1-图4，本发明的吊装步骤如下：

[0037] a、两台600吨龙门吊并排设置，其中1#龙门吊1的下小车1-2单钩通过两根钢丝绳

分别连接排管机顶部、底部的吊耳，将排管机5由井架7的V形道口处水平送入井架内部，至

排管机顶部吊耳位于井架纵向中心线处，将排管机放置到支撑架6上后摘钩，支撑架的高度

为1.8-2.2米，此高度为排管机吊装的起始高度，由此高度起吊可以避免排管机吊装过程底

部触底及上部与V道口碰触。

[0038] b、调整2#龙门吊的位置至井架处，取2#龙门吊2中邻近1#龙门吊的上小车吊钩为

主钩2-1，主钩的中心对应井架的中心线，主钩安装钢丝绳，钢丝绳由井架上口落下，与排管

机顶部吊耳连接，吊装过程2#龙门吊的位置固定不变。

[0039] c、利用钢丝绳将1#龙门吊的下小车吊钩1-2和邻近2#龙门吊的1#龙门吊的上小车

吊钩1-1分别与预制的悬臂吊梁3的端部上吊耳3-1、中部上吊耳3-2进行连接，通过钢丝绳

将悬臂吊梁左端的第二端部下吊耳3-4与配重块6进行连接，两吊钩联动起升悬臂吊梁，使

悬臂吊梁保持水平状态。

[0040] d、通过钢丝绳将排管机底部吊耳5-2与位于悬臂吊梁右端的第一端部下吊耳3-3

连接，构成副钩8。

[0041] e、主副钩同步上升将排管机水平吊起距支撑架200毫米后停止，待排管机稳定后，

将位于排管机底部的支撑架拆除。

[0042] f、主钩起升拉紧钢丝绳，将排管机顶部向竖直方向逐渐抬起，1#龙门吊连同悬臂

吊梁及副钩向井架方向水平移动，在移动过程中排管机逐渐翻转，图2所示为排管机翻转至

45°的状态；随着排管机翻转过程的进行，1#龙门吊平稳右移，至两台龙门吊之间约为最小

间距时1#龙门吊停止移动，此时排管机翻转至竖直状态，如图3所示。

[0043] g、副钩逐渐卸力，至主钩完全承担排管机重量，副钩摘钩，1#龙门吊左移回位。

[0044] h、将排管机与井架进行组装，组装完成后再将主钩摘钩。

[0045] 上述的f步骤，主钩上移和副钩平移可以同步进行或交替进行，操作过程需由专人

负责观察排管机顶部和底部状态，避免排管机与井架发生干涉或排管机底部触底，整个吊

装过程，两台龙门吊的三根承重钢丝绳始终保持垂直状态。

[0046] 本发明方法悬臂吊梁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设计悬臂吊梁可以实现吊装时吊梁悬

臂端随排管机一同进入井架内，使得整个吊装过程中龙门吊的吊钩一直处于垂直状态，解

决了现有技术吊装时钢丝绳与井架干涉问题，保证了吊装过程的安全性。悬臂吊梁的悬臂

受力特点决定悬臂端受力后，另一端就会发生倾斜。因此在悬臂吊梁的另一端设计下吊耳

来连接配重，以保证悬臂吊梁受力平衡。参看图3、图4，悬臂吊梁3的上部设置端部上吊耳3-

1和中部上吊耳3-2，悬臂吊梁下部两端分别设置第一端部下吊耳3-3、第二端部下吊耳3-4，

第二端部下吊耳与端部上吊耳的位置上下对应。悬臂吊梁为钢结构件，其截面为工字形，沿

悬臂吊梁长度方法设置多个加强筋板3-5。端部上吊耳3-1和中部上吊耳3-2的间距为L1，L1

与1#龙门吊的上小车吊钩1-1与1#龙门吊下小车吊钩1-2的中心距匹配，本实施例中L1的尺

寸为8.5米。第一端部下吊耳3-3与中部上吊耳的间距为L2，B1＜L2＜B2，B2为两台龙门吊处

于最小间距B3时分别位于不同龙门吊上的两台相邻上小车吊钩的中心距，所述悬臂吊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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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长度为L1+L2。在本实施例中，B2为8.5米，考虑悬臂吊梁在满足使用条件的前提下尽量减

小尺寸，因此确定L2为6.5米，这样悬臂吊梁的总长为15米。配重4的重量选择以杠杆平衡原

理为依据，考虑到吊具重量等因素，可按照排管机重量的0.8-1倍确定，本实施例中配重的

重量为3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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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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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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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7 页

12

CN 108275572 B

12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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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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