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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机抽用采注一体式泵井

下油水分离系统，该系统包括上泵、下泵和油水

分离器。本泵的上下接箍与2.875寸的油井油管

相接，泵体最大直径处直径为Φ118mm，泵之间的

连接通过接头用螺纹连接。本发明的主要优点

是：本系统工作一次可实现一次抽油一次注水。

将两个抽油泵进行串联的同时，在其下部再连接

一个用于油水分离的旋流器。这样，注采抽油泵

可以实现油水旋流分离和双泵的组合优势，实现

油水的更好分离，并且实现将油水分离器分离出

的油抽到地面的同时，将油水分离器分离出的水

增压注入到注入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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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抽用采注一体式泵井下油水分离系统，包括上泵、下泵、油水分离器三部分，

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泵包括上接箍、上泵筒、抽油杆接头、上柱塞、游动阀阀罩、阀球、游动阀

阀座、游动阀接头、下拉杆、上泵筒下部接头、进油阀接头、进油阀阀罩、进油阀阀座、阀座顶

紧螺栓、中部接头；所述下泵包括下泵筒上部接头、下泵筒外层管上部管、下泵柱塞、下泵筒

上管、下泵筒中部接头、下泵筒外层管下部管、下泵筒下管、进水阀阀罩、进水阀阀座、流道

转换接头；所述油水分离器包括油水分离器上接头、油水分离器、油水分离器外筒、注水阀

接头、注水阀阀座、注水阀阀罩、下接箍以及各型号的O型密封圈，所述上泵与下泵串联，下

泵的底端连接油水分离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抽用采注一体式泵井下油水分离系统，其特征在于：通

过流道转换接头，将抽油注水流道规整，简化流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抽用采注一体式泵井下油水分离系统，其特征在于：下

泵进水阀阀罩、进水阀阀座采用两个固定阀，用于防止抽走的分离水相回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抽用采注一体式泵井下油水分离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油水分离器分为圆柱段、大锥段、小锥段、进液口、溢流口、底流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抽用采注一体式泵井下油水分离系统，其特征在于：油

水分离器上部接头与流道装向接头之间采用O型密封圈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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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抽用采注一体式泵井下油水分离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械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机抽用采注一体式泵井下油水分离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井下油水分离技术，就是将油井中产出来的含水高的液体，经过旋流离心分离设

备来进行离心分离，将水和油分开，分开出来的水通过抽油泵的加压再注回地下注水层，分

开出来的油液经过抽油泵抽汲到地面。目前，我国大部分油田已进入中、高含水开发阶段，

综合含水率已达到或超过80％，东部主力油田的综合含水率已经超过90％，含油污水已成

为一种量大且广泛的污染源，石油生产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减少含油污水的产量。

井下油水分离技术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突出问题。

[0003] 井下油水分离系统所用到的泵主要有电动潜油泵、螺杆泵和机抽泵。电动潜油泵

油水分离系统相对复杂、投资大、维护成本高；螺杆泵油水分离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其要领

部位容易损坏，维修麻烦，耗时费钱，工作时还会产生大量的热能,引起橡胶定子老化,甚至

是烧损。机抽泵油水分离系统相对简单、投资少、维护成本低。机抽泵系统主要由注采泵、抽

油机、油水分离器、封隔器、抽油杆等部分组成。目前与机抽泵结合的比较多的油水分离系

统主要是利用重力分离的注采机抽泵，并且注采机抽泵采用的是双作用泵。

[0004] 重力型和旋流型井下油水分离系统不同之处在于重力型井下油水分离器系统没

有用于进行生产液分离的机械分离装置。所谓重力型，就是利用油水密度差让生产液在油

套环空中自然地进行油水分离。所以，重力型井下油水分离系统井下安装结构只包含了用

于原油举升和底水回注的动力泵系统。重力型系统中生产液在油套环空空间进行自然分离

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重力型系统不能够应用与产量高的含水井，对于DAPS系统而言极限

的产量为190.8m3/d(1200bbl/d)。

[0005] 随着高含水井数量的增加，粘稠度越来越高，迫切需要一种高效、节能、低成本的

井下油水分离系统，在考虑了旋流型水力旋流器和重力型水力旋流器的各自优缺点后，本

发明将机抽泵与水力旋流器结合，研发了一套机抽用采注一体式井下油水分离系统。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目的是为了通过机抽用采注一体式泵井下油水分离系统，采用了机抽泵与

水力旋流器相结合的方案，实现同井注采的目的。

[0007]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机抽用采注一体式泵井下油水分离系统，包括

上泵、下泵、油水分离器三部分，所述上泵包括上接箍、上泵筒、抽油杆接头、上柱塞、游动阀

阀罩、阀球、游动阀阀座、游动阀接头、下拉杆、上泵筒下部接头、进油阀接头、进油阀阀罩、

进油阀阀座、阀座顶紧螺栓、中部接头；所述下泵包括下泵筒上部接头、下泵筒外层管上部

管、下泵柱塞、下泵筒上管、下泵筒中部接头、下泵筒外层管下部管、下泵筒下管、进水阀阀

罩、进水阀阀座、流道转换接头；所述油水分离器包括油水分离器上接头、油水分离器、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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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器外筒、注水阀接头、注水阀阀座、注水阀阀罩、下接箍以及各型号的O型密封圈，所述

上泵于下泵串联，下泵的底端连接油水分离器。

[0008] 其中中部接头和下泵筒中部接头与拉杆之间均采用O型密封圈密封。各个组成部

分的连接均采用螺纹连接。

[0009] 本发明所包含的流道有分离水流道，分离油流道和回注水流道。通过在注水泵上

方开换向槽，将上行的分离水流道换成下行的回注水流道，使井下油水分离系统的三个流

道能够均匀分布在油管内部，且呈120 布゚置，使流道得以简化，极大的减小了流体在流道中

的流阻，进而降低了流道中的压降。

[0010] 本发明所涉及的油水分离器是基于经典的Colman-Thew旋流器模型进行优化得到

的双锥水力旋流器，所述油水分离器分为圆柱段、大锥段、小锥段、进液口、溢流口、底流口。

油水分离器上部接头与流道装向接头之间采用O型密封圈密封。

[0011] 进行串联的两泵分为上下泵，上泵抽油，下泵注水，且相互独立，互不影响，能够很

好地实现抽油和注水。下泵进水阀阀罩、进水阀阀座采用两个固定阀，用于防止抽走的分离

水相回流。

[0012] 本发明的优点：综合了机抽泵结构简单、成本低和旋流分离器分离效率高等明显

优势。不同于其他注采机抽泵，本发明没有直接使用双作用泵，而是将两个泵串联，一个泵

抽油，一个泵注水，二者独立工作互不干扰，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传统的注采机直接使用双

作用泵而出现的抽不上去油或油被注入水层等问题。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图1的A-A剖视图，

[0015] 图3为图1的B-B剖视图，

[0016] 图4为图1的C-C剖视图，

[0017] 图5为图1的D-D剖视图，

[0018] 图6为图1的E-E剖视图，

[0019] 图7为图1的F-F剖视图。

[0020] 图中：图1中，01上接箍、02上泵筒、03抽油杆接头、04上柱塞、05游动阀阀罩、06阀

球、07游动阀阀座、08游动阀接头、09下拉杆、10上泵筒下部接头、11进油阀接头、12进油阀

阀罩、13进油阀阀座、14阀座顶紧螺栓、15中部接头、16O型圈(Φ22.4)、17下泵筒上部接头、

18下泵筒外层管上部管、19下泵柱塞、20下泵筒上管、21下泵筒中部接头、22O型圈(Φ71)、

23下泵筒外层管下部管、24下泵筒下管、25进水阀阀罩、26进水阀阀座、27流道转换接头、

28O型圈(Φ80)、29油水分离器上接头、30油水分离器、31O型圈(Φ77.5)、32油水分离器外

筒、33注水阀接头、34注水阀阀座、35注水阀阀罩、36下接箍。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22] 参见图1，本发明由上泵、下泵、油水分离器三部分组成，上泵包括上接箍01、上泵

筒02、抽油杆接头03、上柱塞04、游动阀阀罩05、阀球06、游动阀阀座07、游动阀接头08、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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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09、上泵筒下部接头10、进油阀接头11、进油阀阀罩12、进油阀阀座13、阀座顶紧螺栓14、

中部接头15，下泵包括下泵筒上部接头17、下泵筒外层管上部管18、下泵柱塞19、下泵筒上

管20、下泵筒中部接头21、下泵筒外层管下部管23、下泵筒下管24、进水阀阀罩25、进水阀阀

座26、流道转换接头27，油水分离器包括油水分离器上接头29、油水分离器30、油水分离器

外筒32、注水阀接头33、注水阀阀座34、注水阀阀罩35、下接箍36以及各种型号的O型圈16、

22、28、31。

[0023] 上泵与下泵串联，下泵的底端连接油水分离器。上接箍01通过螺纹连接上泵筒02，

抽油杆通过抽油杆接头03与上柱塞04连接，下拉杆09与游动阀接头08连接。上泵筒下部接

头10与上泵筒02和进油阀接头11连接。中部接头15连接下泵筒上部接头17和进油阀接头

11，中部接头15与下拉杆09之间有两个O形密封圈16。下泵柱塞19与下拉杆09连接。下泵筒

中部接头21连接下泵筒上管20和下泵筒外层管下部管23，下泵筒中部接头21与下泵筒下管

23之间有两个O型密封圈22。流道转换接头27连接在油水分离器上接头29与下泵筒外层管

下部管23之间。油水分离器外筒32与油水分离器上接头29之间有O型密封圈31。注水阀接头

33连接油水分离器外筒32和下接箍36。

[0024] 上泵和下泵进行串联，上泵即抽油泵，下泵为注水泵，抽油泵与注水泵独立工作互

不影响，实现抽油注水一体式泵。抽油泵与注水泵的压力可适应不同井况，不会出现油抽不

上去或将油注入注水层等情况。通过流道转换接头27，将抽油注水流道规整，简化了流道。

下泵进水阀阀罩25、进水阀阀座26采用两个固定阀，可有效防止抽走的分离水相回流的情

况。油水分离器上部接头与流道装向接头之间需要密封，本发明采用的是O型密封圈密封。

[0025] 流体流动过程为来自生产层油水混合物经过旋流器进液口切向进入旋流器，沿着

圆柱端壁面旋流流动形成螺旋流，高速旋转向下流动进入圆锥段，进入圆锥段后，由于旋流

器的截面直径逐渐变小，混合液旋流的速度逐渐加快，同时产生的离心力也同样变大，密度

比较小的油向压力较低的轴心处流动，并在轴线中心形成了向上流动的内漩涡，由溢流口

流出到环空流道进入分离油流道，被抽油泵举升到地面，密度较大的水向下流动经过尾管

流进分离水流道，通过注水泵注入回注水流道从而被注入地层。

[0026] 本发明在装配时，各密封圈需要涂润滑脂。各连接件采用足够大的扭矩拧紧，确保

连接可靠，密封可靠。阀与阀座成对装配，装配前应配验。装配完成后应进行试压，并确保拉

动杆塞，运动灵活无阻拦。

[0027] 本发明不局限与单一旋流器的使用，多个旋流器的配合使用更能大幅度提升工作

处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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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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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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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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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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