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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有杆泵井的扰流刮蜡螺杆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的是一种用于有杆泵井的扰流

刮蜡螺杆装置，它包括堵头、扰流刮蜡螺杆、加热

电缆、空心光杆、供电控制柜，扰流刮蜡螺杆设置

在油管内，扰流刮蜡螺杆下端与堵头螺纹连接，

堵头连接抽油杆，扰流刮蜡螺杆上端通过扶正接

箍连接空心光杆；扰流刮蜡螺杆由一段段的空心

螺杆通过扶正接箍连接而成，每段空心螺杆表面

采用螺旋曲面，加热电缆自空心光杆被下放到扰

流刮蜡螺杆内部，并沿扰流刮蜡螺杆长度方向设

置，加热电缆通过加热电缆供电线与供电控制柜

连接；本发明扰流刮蜡螺杆改变油管内液流流

速，抑制蜡分子析出，若油管内壁产生结蜡，扰流

刮蜡螺杆表面的螺旋凸起运动过程中将结蜡刮

削掉；若扰流刮蜡螺杆表面结蜡，通过加热电缆

加热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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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有杆泵井的扰流刮蜡螺杆装置，其特征在于：这种用于有杆泵井的扰流刮

蜡螺杆装置包括堵头（6）、扰流刮蜡螺杆（8）、加热电缆（9）、空心光杆（14）、供电控制柜

（15），扰流刮蜡螺杆（8）设置在油管（4）内，扰流刮蜡螺杆（8）下端与堵头（6）螺纹连接，堵头

（6）连接抽油杆（5），扰流刮蜡螺杆（8）上端通过扶正接箍（7）连接空心光杆（14）；扰流刮蜡

螺杆（8）由一段段的空心螺杆通过扶正接箍（7）连接而成，每段空心螺杆表面采用螺旋曲

面，加热电缆（9）自空心光杆（14）被下放到扰流刮蜡螺杆（8）内部，并沿扰流刮蜡螺杆长度

方向设置，加热电缆（9）通过加热电缆供电线（16）与供电控制柜（15）连接；扰流刮蜡螺杆

（8）改变油管内液流流速，抑制蜡分子析出，若油管内壁产生结蜡，扰流刮蜡螺杆（8）表面的

螺旋曲面凸起运动过程中将结蜡刮削掉；若扰流刮蜡螺杆表面结蜡，通过加热电缆（9）加热

去除；

所述的扰流刮蜡螺杆（8）下入油管（4）内深度在结蜡点以上，扰流刮蜡螺杆（8）表面采

用双曲面形螺旋曲面，外径与油管（4）内径匹配，略小于油管内径；螺旋曲面螺距根据结蜡

情况确定，结蜡越严重螺距越大；扰流刮蜡螺杆（8）表面的螺旋曲面凸起，在油管（4）内运动

过程中，一方面对油管（4）内壁结蜡进行刮削清理；另一方面，螺旋曲面具有举升作用，卷吸

走刮下的蜡晶体，将刮下的蜡晶体举升到井口，避免蜡落入井底造成堵塞，辅助提高井下抽

油泵的举升能力。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有杆泵井的扰流刮蜡螺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供电

控制柜（15）内装有电流过载感应器，当抽油机电机输出端的峰值电流连续超过设定值规定

时间后，杆体结蜡超过允许程度，启动加热电缆（9）加热；当抽油机电机输出端的峰值电流

低于规定值时，停止加热电缆（9）加热；电缆加热装置在有杆泵井正常生产时和停机时均能

启动加热流程，根据实际情况转换加热状态。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有杆泵井的扰流刮蜡螺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螺旋

曲面螺距为100mm-400mm。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有杆泵井的扰流刮蜡螺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抽油

杆（5）最下端与抽油泵柱塞上端螺纹连接，抽油机井运行时，扰流刮蜡螺杆（8）与抽油杆（5）

一起往复运动，传递载荷驱动抽油泵正常工作，并依靠表面螺旋曲面扰动井液，抑制蜡分子

的析出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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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有杆泵井的扰流刮蜡螺杆装置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的是油田生产领域中防蜡装置，具体涉及的是一种用于有杆泵井的扰

流刮蜡螺杆装置。

[0003] 背景技术：

[0004] 在油田生产过程中，原油中含有不同数量的石蜡,在地下油层内,一般处于溶解状

态。原油从地层流入井筒上升过程中，由于温度、压力逐渐降低，蜡逐渐析出，聚集、积附于

管壁，称油井结蜡。结蜡使油管内径变小,影响油井的举升能力,严重时发生蜡堵导致不能

正常生产。

[0005] 我国各油田，原油含蜡量均较高，据统计含蜡比在10～40%的油井占油井总数的

60%以上。石蜡含量高，原油粘稠度高，流动性差，井液采出过程中温度逐渐降低等等，都是

石蜡极易凝结堆积的主要原因。对于高含蜡油井，如何增加原油在井筒内的流动性，使石蜡

不易结晶析出，一旦析出凝结在井筒内，如何清蜡不妨碍油井生产，一直是油田举升需要解

决的难题之一。

[0006] 目前各油田在用的井筒防蜡技术主要有：井口高压热洗清蜡、电磁及声波防蜡、化

学药剂防蜡等，其中井口高压热洗清蜡是最为常用的有效方法，但存在压油层影响产量、频

繁洗井劳动强度大等问题；电磁及声波防蜡技术采用电磁或声波的方式防止蜡分子结晶，

对油井结蜡有缓解作用，但效果仍然需要进一步提高；化学药剂防蜡对油井结蜡具有较好

抑制作用，但存在成本高，后期维护工作量大等问题；此外，机械刮蜡技术由于故障率较高、

浪费工时、效率低等缺点，目前基本不采用。

[0007] 总之，目前对于油井井筒结蜡问题仍没有经济有效、节省人力的技术手段，基于现

有清防蜡技术遇到的问题，按照防蜡与清蜡相结合的方式设计了有杆泵井扰流刮蜡螺杆装

置。

[0008]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有杆泵井的扰流刮蜡螺杆装置，这种用于有杆泵井

的扰流刮蜡螺杆装置用于解决现有井筒防蜡技术存在成本高、劳动强度大的问题。

[0010]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这种用于有杆泵井的扰流刮蜡螺杆

装置包括堵头、扰流刮蜡螺杆、加热电缆、空心光杆、供电控制柜，扰流刮蜡螺杆设置在油管

内，扰流刮蜡螺杆下端与堵头螺纹连接，堵头连接抽油杆，扰流刮蜡螺杆上端通过扶正接箍

连接空心光杆；扰流刮蜡螺杆由一段段的空心螺杆通过扶正接箍连接而成，每段空心螺杆

表面采用螺旋曲面，加热电缆自空心光杆被下放到扰流刮蜡螺杆内部，并沿扰流刮蜡螺杆

长度方向设置，加热电缆通过加热电缆供电线与供电控制柜连接；扰流刮蜡螺杆改变油管

内液流流速，抑制蜡分子析出，若油管内壁产生结蜡，扰流刮蜡螺杆表面的螺旋凸起运动过

程中将结蜡刮削掉；若扰流刮蜡螺杆表面结蜡，通过加热电缆加热去除。

[0011] 上述方案中扰流刮蜡螺杆下入油管内深度在结蜡点以上，扰流刮蜡螺杆表面采用

双曲面形螺旋曲面，外径与油管内径匹配，略小于油管内径；螺旋曲面螺距根据结蜡情况确

定，结蜡越严重螺距越大；扰流刮蜡螺杆表面的螺旋曲面凸起，在油管内运动过程中，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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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油管内壁结蜡进行刮削清理；另一方面，螺旋曲面具有举升作用，卷吸走刮下的蜡晶

体，将刮下的蜡晶体举升到井口，避免蜡落入井底造成堵塞，辅助提高井下抽油泵的举升能

力。

[0012] 上述方案中供电控制柜内装有电流过载感应器，当抽油机电机输出端的峰值电流

连续超过设定值规定时间后，杆体结蜡超过允许程度，启动加热电缆加热；当抽油机电机输

出端的峰值电流低于规定值时，停止加热电缆加热；电缆加热装置在有杆泵井正常生产时

和停机时均能启动加热流程，根据实际情况转换加热状态。

[0013] 上述方案中螺旋曲面螺距为100mm-400mm。

[0014] 上述方案中空心光杆穿过空心直驱电机，空心光杆与方卡子连接，整个空心光杆

所受载荷均通过方卡子作用于直驱电机的空心轴上；抽油杆下端与螺杆泵上端螺纹连接，

螺杆泵井运行时，扰流刮蜡螺杆与抽油杆一起旋转运动，传递扭矩驱动螺杆泵工作，依靠表

面螺旋曲面带动井液改变流向、提高湍流紊乱程度以及湍流流速，抑制蜡分子的析出凝结。

[0015] 上述方案中抽油杆最下端与抽油泵柱塞上端螺纹连接，抽油机井运行时，扰流刮

蜡螺杆与抽油杆一起往复运动，传递载荷驱动抽油泵正常工作，并依靠表面螺旋曲面扰动

井液，抑制蜡分子的析出凝结。

[0016]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7] 1、扰流刮蜡螺杆装置根据使用方式不同，可旋转运动可往复运动，起到扰流作用，

可改变井筒内液流流向、提高流速，使蜡分子不易结晶析出；扰流刮蜡螺杆下井深度位于结

蜡点以上，螺杆整体是连续螺旋纹，具有连续强制扰流、刮削、携带蜡晶的作用，可以不受抽

汲速度的影响。

[0018] 2、扰流刮蜡螺杆装置中螺杆外径比油管内径略小，当油管内壁结蜡时，扰流刮蜡

螺杆通过旋转运动或往复运动可清除井筒结蜡，在结蜡点以上的井筒结蜡均可被清理干

净。

[0019] 3、扰流刮蜡螺杆装置中螺杆为中空结构，内嵌加热电缆，对扰流刮蜡螺杆本体进

行加热，热力清除杆体表面结蜡层，也能对井筒井液进行加温，热力清除井筒内壁结蜡层。

[0020] 4、扰流刮蜡螺杆装置可替代油井抽油杆使用，不仅起清防蜡作用，而且可节省抽

油杆费用。

[0021] 5、扰流刮蜡螺杆装置运转过程中，对井液具有举升作用，可将刮下的蜡晶体举升

到井口，并能降低井下泵的工作压力，辅助提高泵的举升能力。

[0022] 6、控制柜可以根据与电流峰值预设值的对比情况，实现启动电缆加热程序，将结

蜡层清洗干净，并能自行停止电缆加热过程。

[0023]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应用于螺杆泵井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应用于抽油机井的结构图。

[0026] 图中，1-扭矩锚；2-套管；3-螺杆泵；4-油管；5-抽油杆；6-堵头；7-扶正接箍；8-扰

流刮蜡螺杆；9-加热电缆；10-井口装置；11-井口密封装置；12-直驱电机；13-方卡子；14-空

心光杆；15-供电控制柜；16-加热电缆供电线；17-直驱电机供电线；18-筛管；  20-悬绳器；

21-抽油机驱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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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8] 这种用于有杆泵井的扰流刮蜡螺杆装置包括堵头6、扰流刮蜡螺杆8、加热电缆9、

空心光杆14、供电控制柜15，扰流刮蜡螺杆8设置在油管4内，扰流刮蜡螺杆8下端与堵头6螺

纹连接，堵头6连接抽油杆5，扰流刮蜡螺杆8上端与扶正接箍7螺纹连接，扶正接箍7连接空

心光杆14；扰流刮蜡螺杆8由一段段的空心螺杆通过扶正接箍7连接而成，按所需长度依次

连接，到达井口后扶正接箍7与空心光杆14连接，每段空心螺杆表面采用螺旋曲面，加热电

缆9自空心光杆14被下放到扰流刮蜡螺杆8内部，并沿扰流刮蜡螺杆8长度方向设置，加热电

缆9通过加热电缆供电线16与供电控制柜15连接。加热电缆9内嵌在中空的扰流刮蜡螺杆8

内部，需要加热时油井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处于停井状态，插接供电线进行加热，不需要时不

连接。

[0029] 扰流刮蜡螺杆8表面采用双曲面形螺旋曲面，外径与油管4内径匹配，略小于油管

内径；螺旋曲面螺距根据结蜡情况确定，结蜡越严重螺距越大，一般采用100mm-400mm设计；

扰流刮蜡螺杆8表面具有螺旋曲面凸起，在井筒内运动过程中，可对油管4内壁结蜡进行刮

削清理，防止结蜡进一步扩大影响生产；另外，螺旋曲面具有举升作用，可将刮下的蜡晶体

举升到井口，并可辅助提高井下抽油泵的举升能力。

[0030] 在油井生产过程中，一方面采用扰流刮蜡螺杆8改变井筒内液流流速，抑制蜡分子

析出，另一方面一旦井筒内壁有结蜡产生，扰流刮蜡螺杆8表面的螺旋凸起在螺杆泵井旋转

运动（或抽油机井往复运动）作用下，会将井筒内壁结蜡刮削掉。同时，该扰流刮蜡螺杆为中

空设计，可内嵌加热电缆9，一旦扰流刮蜡螺杆表面结蜡，可通过加热杆体去除。该套装置一

次性投入低、清防蜡过程能耗低、节省人工劳动量、安全可靠。

[0031] 本发明可应用在螺杆泵井、抽油机井等有杆泵井。

[0032] 如图1所示，这种用于有杆泵井的扰流刮蜡螺杆装置应用于螺杆泵井。由扭矩锚1

上端螺纹连接螺杆泵3下端，扭矩锚1在油井最下端锚定于套管2内壁，防止螺杆泵3转动，螺

杆泵3与油管4螺纹连接，螺杆泵3的转子与抽油杆5下端螺纹连接，油管4向上依次连接，置

于套管2内，并悬挂于井口，油管4是油井液流的过流通道，随着液流举升，温度、压力等均发

生变化，蜡分子析出并凝结在油管4内壁；抽油杆5通过接箍依次连接，在预计的井筒结蜡

段，抽油杆5上端与堵头6下端螺纹连接，堵头6上端与扰流刮蜡螺杆8下端螺纹连接，扰流刮

蜡螺杆8上端与扶正接箍7下端螺纹连接，并按所需长度依次连接，到达井口后扶正接箍7与

空心光杆14连接，空心光杆14穿过井口装置10，井口装置10通过地基落于井口，井口装置10

与井口密封装置11连接，与空心光杆14一起密封井口，防止井液外泄；空心光杆14穿过空心

直驱电机12，空心光杆14与方卡子13连接，整个空心光杆14所受载荷均通过方卡子13作用

于直驱电机12的空心轴上；直驱电机12通过直驱电机供电线17与供电控制柜15相连，供电

控制柜15一般采用变频器控制；为了防止扰流刮蜡螺杆8长期运行后本体结蜡，扰流刮蜡螺

杆8一般采用空心结构，内置加热电缆9为螺杆本体加热防蜡，也可为油管4内井液加温，清

除油管4内壁结蜡，加热电缆9与供电控制柜15之间通过加热电缆供电线16连接，需要加热

时油井可以处于停井状态，也可以在抽汲工作时进行加热，插接加热供电线16进行加热，不

需要时不连接，供电控制柜15内装电流过载传感器，当电流峰值超过预设值时，可以自行启

动电缆加热程序，也可手工启动电缆加热程序，当电流过载结束，控制柜可自行阻断电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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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程序。扰流刮蜡螺杆8的形状设计为双曲面形，可对流经过的液体产生推力，有效的改变

流向，提高流速，防止井筒结蜡；另外，扰流刮蜡螺杆8表面的双曲面形凸起随地面直驱电机

12旋转过程中，有刮蜡作用，能够清除油管4内壁结蜡。采用旋转运动模式，可替代抽油杆5

传递扭矩，并依靠表面螺旋曲面带动井液改变流向、提高湍流紊乱程度以及湍流流速，抑制

蜡分子的析出凝结，螺杆螺旋凹槽流道具有一定的举升作用，可以卷吸走刮下的蜡晶体，避

免蜡落入井底造成堵塞。

[0033] 如图2所示，这种用于有杆泵井的扰流刮蜡螺杆装置应用于抽油机井。由筛管18上

端螺纹连接抽油泵下端，抽油泵与油管4螺纹连接，抽油泵的柱塞上端与抽油杆5下端螺纹

连接，油管4向上依次连接，油管是油井液流的过流通道，在抽油机驱动装置21的驱动下，抽

油杆上下往复运动，随着液流举升，温度、压力等均发生变化，蜡分子析出并凝结在油管内

壁；抽油杆5通过接箍依次连接，在预计的井筒结蜡段，抽油杆5上端与堵头6下端螺纹连接，

堵头6上端与扰流刮蜡螺杆8下端螺纹连接，扰流刮蜡螺杆8上端与扶正接箍7下端螺纹连

接，按所需长度依次连接，到达井口后扶正接箍7与空心光杆14连接，空心光杆14与悬绳器

20连接，加热电缆9内嵌在中空的扰流刮蜡螺杆8内部，加热电缆9与供电控制柜15之间通过

加热电缆供电线16连接，需要加热时油井可以选择是否处于停井状态，可以手动或自动连

接加热供电线16进行加热。扰流刮蜡螺杆8的形状设计为双曲面形，可对流经过的液体产生

扰动作用，防止井筒结蜡；另外，扰流刮蜡螺杆8表面的双曲面形凸起具有刮蜡作用，能够清

除油管内壁结蜡。扰流刮蜡螺杆8采用往复运行模式，可替代抽油杆传递载荷，并依靠表面

螺旋曲面扰动井液，抑制蜡分子的析出凝结。

[0034] 油井正常生产时，通过地面驱动设备驱动光杆进行旋转或往复运动，光杆下端与

扰流刮蜡螺杆连接，刮蜡螺杆下端与抽油杆及抽油泵连接，实现抽油泵正常运转。当油井结

蜡时，刮蜡螺杆能够通过高频次的旋转运动或上下往复运动，提高油管内井液的流速，并改

变液体流动方向，抑制井液中蜡质的析出、结晶，并可对油管内壁进行冲洗，防止蜡质吸附；

同时，扰流刮蜡螺杆既可以实现对残留在油管内壁上蜡质的刮削清理，也可对扰流刮蜡螺

杆进行加热抑制蜡分子的析出，起到多重防蜡清蜡作用。本发明可以有效解决油田有杆泵

井井筒结蜡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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