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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全液控液压油田抽油机，包括设置

在油井上方的支架，支架上设有油缸，油缸活塞

杆朝向油井方向设置，油缸活塞杆下方连接有抽

油杆，抽油杆沿油井深度方向延伸，抽油杆远离

油缸的一端设有用于抽取石油的抽油泵，还包括

向油缸提供给液压动力的液压泵站，液压泵站内

设有用于泵出液压油液的变量液压油泵和容纳

液压油液的油箱，还包括用于控制油缸活塞杆运

动方向的液压控制机构，液压控制机构采用全液

控的方式控制油缸的运动方向。该全液控液压油

田抽油机能通过全液控的液压机构驱动油缸活

塞杆运动，从而带动抽油杆往复运动，结构简单，

零部件少，与游梁式抽油机相比大大节约了能

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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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全液控液压油田抽油机，包括设置在油井上方的支架(1)，所述支架(1)上设有

油缸(2)，所述油缸(2)活塞杆朝向油井方向设置，所述油缸(2)活塞杆下方连接有抽油杆

(3)，所述抽油杆(3)沿油井深度方向延伸，所述抽油杆(3)远离油缸(2)的一端设有用于抽

取石油的抽油泵(4)，还包括向油缸(2)提供液压动力的液压泵站(5)，所述液压泵站(5)内

设有用于泵出液压油液的变量液压油泵(51)和容纳液压油液的油箱(52)，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用于控制油缸(2)活塞杆运动方向的液压控制机构(6)，所述液压控制机构(6)采用全

液控的方式控制油缸(2)的运动换向，所述液压控制机构(6)包括设置在油缸(2)无杆腔内

的两位两通控制滑阀一(71)、设置在油缸(2)有杆腔内的两位两通控制滑阀二(72)、设置在

液压泵站(5)内的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8)和设置在液压泵站(5)内的液控单向阀组(9)，所

述液控单向阀组(9)包括单向阀一(91)、液控单向阀二(92)、单向阀三(93)和液控单向阀四

(94)，所述单向阀一(91)与液控单向阀二(92)通过管道串联，所述单向阀三(93)与液控单

向阀四(94)通过管道串联；

所述两位两通控制滑阀一(71)朝向油缸(2)活塞杆的一端设有阀芯顶杆一(711)，所述

两位两通控制滑阀一(71)上设置有进油口一(712)、卸荷口一(713)与换向口一(714)；

所述两位两通控制滑阀二(72)朝向油缸(2)活塞杆的一端设有阀芯顶杆二(721)，所述

两位两通控制滑阀二(72)上设置有进油口二(722)、卸荷口二(723)与换向口二(724)；

所述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8)上设有A口(81)、B口(82)、P口(83)、O口(84)，所述两位四

通液控换向阀(8)内分为弹簧腔和非弹簧腔，所述非弹簧腔上连接有左油口(85)，所述弹簧

腔上连接有右油口(86)；

所述单向阀一(91)上设有进口一(911)、出口一(912)；

所述液控单向阀二(92)上设有进口二(921)、出口二(922)和控制口二(923)；

所述单向阀三(93)上设有进口三(931)、出口三(932)；

所述液控单向阀四(94)上设有进口四(941)、出口四(942)和控制口四(943)；

所述变量液压油泵(51)的出液端与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8)的P口(83)连接，所述两位

四通液控换向阀(8)的A口(81)与油缸(2)的有杆腔连接，所述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8)的B

口(82)与油缸(2)的无杆腔连接，所述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8)的O口(84)与油箱(52)连接；

所述变量液压油泵(51)的出液端与进油口一(712)连接，所述换向口一(714)连接在进

口一(911)上，所述左油口(85)连接在单向阀一(91)和液控单向阀二(92)之间的管道上，所

述卸荷口一(713)与油箱(52)连接；

所述变量液压油泵(51)的出液端与进油口二(722)连接，所述换向口二(724)连接在进

口三(931)上，所述右油口(86)连接在单向阀三(93)和液控单向阀四(94)之间的管道上，所

述卸荷口二(723)与油箱(52)连接；

所述控制口四(943)连接在进口一(911)与换向口一(714)之间的管道上，所述控制口

二(923)连接在进口三(931)与换向口二(724)之间的管道上，所述出口二(922)、出口四

(942)连接在油箱(52)上；

所述两位两通控制滑阀一(71)包括阀壳(701)，所述阀壳(701)上开设有一对换向孔

(703)，一对所述换向孔(703)与换向口一(714)连通，所述阀壳(701)的一端设有复位弹簧

(704)，所述阀壳(701)内滑移连接有阀体(702)，所述阀体(702)设置在阀壳(701)内远离复

位弹簧(704)的一端，所述阀体(702)上沿其外侧圆周方向开设有环槽(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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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油缸(2)无杆腔与B口(82)之间的连接管道上连接有可调卸荷阀(61)，所述可调卸

荷阀(61)与油箱(52)连接；

所述O口(84)与油箱(52)之间设置有可调背压阀(66)。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液控液压油田抽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变量液压油泵(51)的

出液端与进油口一(712)、进油口二(722)之间串联有单通阀(62)，所述变量液压油泵(51)

与单通阀(62)之间并联有安全阀(63)，所述单通阀(62)与进油口一(712)、进油口二(722)

之间设置有储能器(64)，所述单通阀(62)与进油口一(712)、进油口二(722)之间设置有可

调阻尼器(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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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液控液压油田抽油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全液控液压油田抽油机，属于液压控制设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自从19世纪中叶人们开始从地下开采石油以来，石油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

要，可以说石油已成为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战略物资。大到国家的工业、农业、交通、国

防，小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全都离不开石油。别看石油的外表黑乎乎的，其貌不扬，但被人

称之为“黑色的金子”、“工业的血液”，在国民生产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0003] 目前市场上的油田抽油机多采用游梁式抽油机，游梁式抽油机使用性能可靠，适

应多种环境，故障率低，故而目前采用游梁式抽油机的油田仍然占大多数。但是游梁式抽油

机需要使用大量钢材进行搭建拼装，耗钢量极大，并且自重大，能耗也大。在安装和调节行

程作业中需要使用吊车灯设备，费时费力。并且，调节行程和冲次需时长，影响工作效率。此

外，游梁式抽油机抽油时，不断地摩擦油管和抽油杆，长时间作业后，容易造成油管和油杆

的损坏。对于维护的需求极高。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旨在提出一种全液控液压油田抽油机，其能

通过全液控的液压机构驱动油缸活塞杆运动，从而带动抽油杆往复运动，结构简单，零部件

少，与游梁式抽油机相比大大节约了能耗。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全液控液压油田抽油机，包括设置在油井上方的支架，

支架上设有油缸，油缸活塞杆朝向油井方向设置，油缸活塞杆下方连接有抽油杆，抽油杆沿

油井深度方向延伸，抽油杆远离油缸的一端设有用于抽取石油的抽油泵，还包括向油缸提

供给液压动力的液压泵站，液压泵站内设有用于泵出液压油液的变量液压油泵和容纳液压

油液的油箱，还包括用于控制油缸活塞杆运动方向的液压控制机构，液压控制机构采用全

液控的方式控制油缸的运动方向。

[0006] 进一步地，液压控制机构包括设置在油缸无杆腔内的两位两通控制滑阀一、设置

在油缸有杆腔内的两位两通控制滑阀二、设置在液压泵站内的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和设置

在液压泵站内的液控单向阀组，液控单向阀组包括单向阀一、液控单向阀二、单向阀三和液

控单向阀四，单向阀一与液控单向阀二通过管道串联，单向阀三与液控单向阀四通过管道

串联；

[0007] 两位两通控制滑阀一朝向油缸活塞杆的一端设有阀芯顶杆一，两位两通控制滑阀

一上设置有进油口一、卸荷口一与换向口一；

[0008] 两位两通控制滑阀二朝向油缸活塞杆的一端设有阀芯顶杆二，两位两通控制滑阀

二上设置有进油口二、卸荷口二与换向口二；

[0009] 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上设有A口、B口、P口、O口，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内分为弹簧

腔和非弹簧腔，非弹簧腔上连接有左油口，弹簧腔上连接有右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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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单向阀一上设有进口一、出口一；

[0011] 液控单向阀二上设有进口二、出口二和控制口二；

[0012] 单向阀三上设有进口三、出口三；

[0013] 液控单向阀四上设有进口四、出口四和控制口四；

[0014] 变量液压油泵的出液端与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的P口连接，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

的A口与油缸的有杆腔连接，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的B口与油缸的无杆腔连接，两位四通液

控换向阀的O口与油箱连接；

[0015] 变量液压油泵的出液端与进油口一连接，换向口一连接在进口一上，左油口连接

在单向阀一和液控单向阀二之间的管道上，卸荷口一与油箱连接；

[0016] 变量液压油泵的出液端与进油口二连接，换向口二连接在进口三上，右油口连接

在单向阀三和液控单向阀四之间的管道上，卸荷口二与油箱连接；

[0017] 控制口四连接在进口一与换向口一之间的管道上，控制口二连接在进口三与换向

口二之间的管道上，出口二、出口四连接在油箱上。

[0018] 进一步地，两位两通控制滑阀包括阀壳，阀壳上开设有一对换向孔，一对换向孔与

换向口连通，阀壳的一端设有复位弹簧，阀壳内滑移连接有阀体，阀体设置在阀壳内远离复

位弹簧的一端，阀体上沿其外侧圆周方向开设有环槽。

[0019] 进一步地，油缸无杆腔与B口之间的连接管道上连接有可调卸荷阀，可调卸荷阀与

油箱连接。

[0020] 进一步地，变量液压油泵的出液端与进油口一、进油口二之间串联有单向阀。

[0021] 进一步地，变量液压油泵与单向阀之间并联有安全阀。

[0022] 进一步地，单向阀与进油口一、进油口二之间设置有储能器。

[0023] 进一步地，单向阀与进油口一、进油口二之间设置有可调阻尼器。

[0024] 进一步地，O口与油箱之间设置有可调背压阀。

[0025] 本发明的全液控液压油田抽油机能通过全液控的液压机构驱动油缸活塞杆运动，

从而带动抽油杆往复运动，易实现冲程长度可调的长冲程抽油，上下行程速度可调，并且结

构简单，零部件少，拆装方便，不易损坏，故障率低。与游梁式抽油机相比无需配重，较为节

能，大大降低了钢材使用量。

附图说明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写和阐述。

[0027] 图1是本发明首选实施方式的全液控液压油田抽油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发明首选实施方式的液压控制机构的原理图；

[0029] 图3是图2中A处的放大图；

[0030] 图4是用于体现两位两通控制滑阀的结构示意图。

[0031] 附图标记：1、支架；2、油缸；3、抽油杆；4、抽油泵；5、液压泵站；51、变量液压油泵；

52、油箱；6、液压控制机构；61、可调卸荷阀；62、单通阀；63、安全阀；64、储能器；65、可调阻

尼器；66、可调背压阀；701、阀壳；702、阀体；703、换向孔；704、复位弹簧；705、环槽；71、两位

两通控制滑阀一；711、阀芯顶杆一；712、进油口一；713、卸荷口一；714、换向口一；72、两位

两通控制滑阀二；721、阀芯顶杆二；722、进油口二；723、卸荷口二；724、换向口二；8、两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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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液控换向阀；81、A口；82、B口；83、P口；84、O口；85、左油口；86、右油口；9、液控单向阀组；

91、单向阀一；911、进口一；912、出口一；92、液控单向阀二；921、进口二；922、出口二；923、

控制口二；93、单向阀三；931、进口三；932、出口三；94、液控单向阀四；941、进口四；942、出

口四；943、控制口四。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将结合附图、通过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的描述，更加清楚、完整地阐述本

发明的技术方案。

[0033] 如图1所示，本发明首选实施方式的全液控液压油田抽油机，包括设置在油井上方

的支架1，支架1上设有油缸2，油缸2活塞杆朝向油井方向设置，油缸2活塞杆下方连接有抽

油杆3，抽油杆3沿油井深度方向延伸，抽油杆3远离油缸2的一端设有用于抽取石油的抽油

泵4，还包括向油缸2提供给液压动力的液压泵站5，液压泵站5内设有用于泵出液压油液的

变量液压油泵51和容纳液压油液的油箱52，还包括用于控制油缸2活塞杆运动方向的液压

控制机构6，液压控制机构6采用全液控的方式控制油缸2的运动方向。

[0034] 参考图2和图3，液压控制机构6包括设置在油缸2无杆腔内的两位两通控制滑阀一

71、设置在油缸2有杆腔内的两位两通控制滑阀二72、设置在液压泵站5内的两位四通液控

换向阀8和设置在液压泵站5内的液控单向阀组9，液控单向阀组9包括单向阀一91、液控单

向阀二92、单向阀三93和液控单向阀四94，单向阀一91与液控单向阀二92通过管道串联，单

向阀三93与液控单向阀四94通过管道串联。

[0035] 参考图2和图3，两位两通控制滑阀一71朝向油缸2活塞杆的一端设有阀芯顶杆一

711，两位两通控制滑阀一71上设置有进油口一712、卸荷口一713与换向口一714；两位两通

控制滑阀二72朝向油缸2活塞杆的一端设有阀芯顶杆二721，两位两通控制滑阀二72上设置

有进油口二722、卸荷口二723与换向口二724；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8上设有A口81、B口82、P

口83、O口84，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8内分为弹簧腔和非弹簧腔，非弹簧腔上连接有左油口

85，弹簧腔上连接有右油口86。

[0036] 参考图2和图3，单向阀一91上设有进口一911和出口一912；液控单向阀二92上设

有进口二921、出口二922和控制口二923；单向阀三93上设有进口三931和出口三932；液控

单向阀四94上设有进口四941、出口四942和控制口四943。

[0037] 参考图2和图3，变量液压油泵51的出液端与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8的P口83连接，

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8的A口81与油缸2的有杆腔连接，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8的B口82与油

缸2的无杆腔连接，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8的O口84与油箱52连接；变量液压油泵51的出液端

与进油口一712连接，换向口一714连接在进口一911上，左油口85连接在单向阀一91和液控

单向阀二92之间的管道上，卸荷口一713与油箱52连接；变量液压油泵51的出液端与进油口

二722连接，换向口二724连接在进口三931上，右油口86连接在单向阀三93和液控单向阀四

94之间的管道上，卸荷口二723与油箱52连接。

[0038] 参考图3，控制口四943连接在进口一911与换向口一714之间的管道上，控制口二

923连接在进口三931与换向口二724之间的管道上，出口二922、出口四942连接在油箱52

上。

[0039] 参考图4，两位两通控制滑阀包括阀壳701，阀壳701上开设有一对换向孔703，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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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向孔703与换向口连通，阀壳701的一端设有复位弹簧704，阀壳701内滑移连接有阀体

702，阀体702设置在阀壳701内远离复位弹簧704的一端，阀体702上沿其外侧圆周方向开设

有环槽705。

[0040] 参考图2与图3，油缸2无杆腔与B口82之间的连接管道上连接有可调卸荷阀61，可

调卸荷阀61与油箱52连接。此外，变量液压油泵51的出液端与进油口一712、进油口二722之

间串联有单通阀62。变量液压油泵51与单通阀62之间并联有安全阀63。单通阀62与进油口

一712、进油口二722之间设置有储能器64。单通阀62与进油口一712、进油口二722之间设置

有可调阻尼器65。O口84与油箱52之间设置有可调背压阀66。

[0041] 工作原理：进行抽油作业时，首先启动变量液压油泵51，变量液压油泵51抽取液压

油液并加压压出，经过加压的液压油液首先由管道进入P口83，此时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8

处于工作状态I，A口81与P口83连通，B口82与O口84连通。液压油液经过两位四通液控换向

阀8后，从A口81流出，经过管道流入油缸2的有杆腔，推动活塞上行，从而拉动抽油杆3上升，

带动抽油泵4上升。

[0042] 此时，变量液压油泵51抽出的液压油液依次经过单通阀62、储能器64和可调阻尼

器65后，分别进入进油口一712和进油口二722，并且充盈在其间连接的管道中，使储能器64

处于带压状态。

[0043] 油缸2活塞在液压油液的推动下不断上升，油缸2活塞上升过程中油缸2无杆腔中

的多余液压油液由管道排向B口82并排出。当油缸2活塞上升直至抵触阀芯顶杆一711，压迫

复位弹簧704收缩，使进油口一712与换向口一714连通，卸荷口一713封闭，储能器64中充盈

的液压油液通过进油口一712进入两位两通控制滑阀一71，再由换向口一714流向进口一

911，液压油液在进口一911处分流，一部分进入单向阀一91，再由单向阀一91与液控单向阀

二92之间的管道流向左油口85，使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8阀芯向右移动，进行换向，切换到

工作状态II，A口81与O口84连接，B口82与P口83连接。另一部分液压油液进入控制口四943，

打开液控单向阀四94，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8阀芯移动时挤压的油液能够通过右油口86流

出，流向单向阀三93和液控单向阀四94之间的管道，并最终经过液控单向阀四94流入油箱

52，以利于工作状态顺利切换，即实现全液压控制换向。

[0044] 在工作状态II下，油缸2无杆腔由P口83至B口82进液，同时油缸2有杆腔由A口81至

O口84放液，油缸2有杆腔内不再对油缸2活塞具有支撑作用，油缸2活塞在抽油杆3的重力作

用下下滑，进一步将有杆腔内的液压油液挤出，两相结合作用下，油缸2活塞持续下降，实现

抽油杆3的下降，带动抽油泵4下降。在抽油杆3下降的过程中，由于油井深度深，抽油杆3重

量极大，下降速度可能过快，造成油缸2无杆腔内进入负压状态，此时可调背压阀66能够通

过调节压力，使抽油杆3下降的速度控制在工况要求。在油缸2无杆腔进液的过程中，根据工

况需要，调整可调卸荷阀61，能够保证压力需求。

[0045] 油缸2活塞下降后，不再压迫阀芯顶杆一711，在复位弹簧704的弹力作用下，两位

两通控制滑阀一71复位，换向口一714与卸荷口一713连通，控制口一913与控制口四943管

路中充盈的油液经过卸荷口一713排出，从而卸荷，液控单向阀四94关闭，配合单向阀一91

形成液压自锁，使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8保持在工作状态II下。

[0046] 在换向过程中，可调阻尼器65能够保证换向平稳，减少换向冲击。在工作状态II

中，单通阀62能够限制管道中液压油液的流动方向，防止液压油液倒灌。储能器64能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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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中的压力，从而保证压力需求。

[0047] 在工作状态II中，当油缸2活塞下降抵触到阀芯顶杆二721时，压迫复位弹簧704收

缩，使进油口二722与换向口二724连通，卸荷口二723封闭，液压油液通过进油口二722进入

两位两通控制滑阀二72，再由换向口二724流向进口三931，液压油液在进口三931处分流，

一部分进入单向阀三93，液压油液由单向阀三93与液控单向阀四94之间的管道流向右油口

86，使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8阀芯移动，进行换向，切换到工作状态I，A口81与P口83连接，B

口82与O口84连接。另一部分液压油液进入控制口二923，打开液控单向阀二92，两位四通液

控换向阀8阀芯移动时挤压的油液能够通过左油口85流向液控单向阀二92，并最终经过液

控单向阀二92流入油箱52，以利于工作状态顺利切换。

[0048] 以上过程循环往复，不断进行工作状态I与工作状态II的切换，从而实现油缸2活

塞不断的上下移动，整个移动过程的换向控制完全由液压控制实现，无需使用电磁阀，系统

整体可靠性高，基本能够实现长时间连续工作。

[0049] 本发明的全液控液压油田抽油机在停机时可能处于四种状态：

[0050] 油缸2活塞处于上行程，这种状态下，油缸2活塞受重力作用向下运动，此时油缸2

有杆腔中的液压力无油路回油到油箱52，无法下行，保持停止不动，即使油缸2活塞密封漏

液，液压油液串腔，油缸2活塞也只会缓慢下行至油缸2底部，打开两位两通控制滑阀油路，

在储能器64的保压作用下，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8保持原位；

[0051] 油缸2活塞处于下行程，油缸2无杆腔因无法补充液压油液形成负压，同样停留在

原处，若发生油缸2活塞串油现象，活塞下降至油缸2底部时，将完成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8

的换向并保持；

[0052] 油缸2活塞处于上行程换向位或下行程换向位，油缸2活塞保持在原位上，或者完

成两位四通液控换向阀8的换向并保持。当开机启动后自动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0053] 本发明的全液控液压油田抽油机能通过全液控的液压机构驱动油缸2活塞杆运

动，从而带动抽油杆3往复运动，易实现冲程长度可调的长冲程抽油，上下行程速度可调，并

且结构简单，零部件少，拆装方便，不易损坏，故障率低。与游梁式抽油机相比无需配重，较

为节能，大大降低了钢材使用量。

[0054] 此外，本发明中涉及的全液控换向原理不仅适用于油田抽油机，其他领域使用本

换向原理也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中。

[0055] 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仅仅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而并非对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构思和精神范畴的前提下，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根据本发明所提供的文字描述、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所作出的各种变形、替代和改进，

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畴。本发明的保护范围由权利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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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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