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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螺杆驱动塔式抽油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螺杆驱动塔式抽油机，

包括塔架：所述塔架的顶端设置有链轮，所述链

轮上架设有链条，所述链条一端连接抽油杆，另

一端穿过螺杆连接配重箱。本实用新型通过使用

螺杆驱动装置代替传统的减速箱驱动装置，应用

螺杆驱动装置，可根据工况调整抽油机运行参

数，从而提高参数调节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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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螺杆驱动塔式抽油机，包括塔架(1)，其特征在于：所述塔架(1)的顶端设置有链

轮(3)，所述链轮(3)上架设有链条(2)，所述链条(2)一端连接抽油杆，另一端穿过螺杆(4)

连接配重箱(5)，所述配重箱(5)做上下往复运动通过所述链轮(3)和所述链条(2)带动所述

抽油杆做上下往复运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螺杆驱动塔式抽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杆(4)连接电机(7)。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螺杆驱动塔式抽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7)通过电机同步

带轮(8)、同步带(9)、螺杆同步带轮(10)驱动所述螺杆(4)。

4.如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螺杆驱动塔式抽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杆(4)的尾端

放置于润滑油箱(13)中。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螺杆驱动塔式抽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链轮(3)带有偶数个轮

齿。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螺杆驱动塔式抽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链条(2)的主体由45#钢

制成，其连接杆由青铜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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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螺杆驱动塔式抽油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抽油机，特别涉及一种采用螺杆的塔式抽油机。

背景技术

[0002] 机械抽油是现有最常见的采油方式，其设备通常分为有杆泵抽油设备和无杆泵抽

油设备。在有杆泵抽油设备中，抽油机是有杆抽油设备系统的地面驱动设备，用于油层能量

不足以自喷的油井。塔式抽油机属于有杆采油系统最常见的地面驱动设备，通过减速箱减

速，带动链条换向机构，重力平衡的抽油机，广泛应用在油层能量不足以自喷的油井开采

中。塔式抽油机的基本特点是使用维护方便，特别是它可以长期在野外全天候运转，经久耐

用，是目前广泛应用的抽油机。

[0003] 目前，塔式抽油机均采用减速箱作为驱动装置，带动链条换向机构和配重箱做周

期性往复运动。这种驱动装置在能源转换和传递上效率较低，冲程参数的调节工作量较大。

相较于游梁式抽油机，具有平衡度调节较为容易的优点

[0004] 变频调速的不带减速箱的塔式抽油机，虽然调节冲程冲次等参数非常方便，但由

于野外气候问题，在使用几年后，变频调速系统电子元器件会老化导致经常性故障停机，而

变频系统技术含量和维修费用较高，耽误时间较长而导致推广不理想。

[0005] 现有技术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

[0006] 1、塔式抽油机采用减速箱、链条换向作为驱动装置，在能源的转换和传递上效率

较低，耗能较大不利于节能环保要求。

[0007] 2、现有塔式抽油机易损件较多，更换频次较高工作量较大，运行参数变化平衡度

需要重新调整，消耗大量时间、物力和人力成本，影响生产效率。

[0008] 3、变频(电子)调速的游梁式抽油机很难适合野外生产环境，变频(电子)调速中控

制系统的核心是集成电路板，电路板上的电子元器件多，结构复杂，在夏季高温下容易老

化，导致电子元器件出现故障，使得控制系统出现问题，影响抽油机的运行，不适合长期野

外生产运行需要。

[0009] 因此，本领域急需一种新型的抽油机，可以更好的解决上述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10]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螺杆驱动塔式抽油机，驱动系统采用滚珠丝杠副和

简单电路控制组合驱动，有效减少减速传动部件对能源的损耗，减小维护保养费用和工作

量，从而达到节能环保，提升生产效益的目的。

[0011]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可通过如下技术措施来实现：

[0012] 该螺杆驱动塔式抽油机包括塔架，所述塔架的顶端设置有链轮，所述链轮上架设

有链条，所述链条一端连接抽油杆，另一端穿过螺杆连接配重箱，所述配重箱做上下往复运

动通过所述链轮和所述链条带动所述抽油杆做上下往复运动。螺杆驱动装置通过链轮，链

条带动抽油杆做上下往复运动，以此完成石油的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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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还可通过如下技术措施来实现：

[0014] 所述螺杆连接电机，电机通过电机同步带轮、同步带、螺杆同步带轮驱动所述螺

杆，所述螺杆的尾端放置于润滑油箱中。

[0015] 所述螺杆驱动装置由滚珠丝杠副和简单电路控制组合而成，包括一控制柜、一电

机、一电机同步带轮、一同步带、一螺杆同步带轮、一螺杆、一配重箱、一润滑油箱，螺杆和电

机固定于底座上，电机同步带轮安装在电机轴上，螺杆同步带轮安装在螺杆底端。电机通过

电机同步带轮、同步带、螺杆同步带轮带动螺杆自转，螺杆自转带动配重箱沿着螺杆升降，

配重箱通过链轮链条带动抽油杆做上下往复运动，完成石油的开采。

[0016] 螺杆包括螺杆自身与外壳，配重箱在抽油机工作时随着螺杆上下移动，螺杆外壳

限制配重箱的自转。螺杆外壳上设有限位装置，限位装置包括上限位装置和下限位装置，其

中上限位装置用于限制配重箱相对于螺杆上升的最高位置，下限位装置用于限制配重箱相

对于螺杆下降的最低位置。

[0017] 在实际生产中，本实用新型有效提高节能降耗水平，用螺杆驱动装置替代减速箱

驱动装置，有效减少传动减速部件对能效的损耗，实现了对抽油机能源转换环节的精简。

[0018] 一是减少设备能耗，预估单机降低能耗25‑50％，按胜利采油厂  1025台塔式抽油

机测算，采油厂单机耗电160度/天，以最低降低能耗25％计算，可节电1460万度/年，折合电

费949万元(按0.65元/  度)。

[0019] 二是大幅减少润滑油用量70％，按减速箱、链条箱三年清洗换油一次的保养标准，

采油厂润滑油损耗124.4吨/年，减少70％可节省  86.8吨元/年，折合人民币86.8万元/年

(按润滑油1万元/吨计算)。

[0020] 提高抽油井运行时率，本实用新型通过使用螺杆驱动装置代替传统的减速箱驱动

装置，解决塔式抽油机存在的能量转换程度效率低、冲次较高、运行维护保养工作量大，时

耗高等缺点，应用螺杆驱动装置可根据工况随时调整抽油机参数，从而参数调节的便利性。

本实用新型没有采用集成电路和控制系统，消除了电子元器件老化导致的故障隐患，大幅

提高抽油机运行时率，延长了抽油机的使用寿命。

[0021] 按每口井年作业、维修、保养、调参等施工5次计，年减少停机近12.5小时，提高时

率0.14％，可多产油1.77吨(按日产3.4吨计)；胜利采油厂950口井可多产原油1819吨，可创

效益400.2万元(按  2200元/吨计算)。

[0022] 本实用新型通过使用螺杆驱动装置代替传统的减速箱驱动装置，应用螺杆驱动装

置，可根据工况调整抽油机运行参数，从而参数调节的便利性。

附图说明

[0023] 附图1为本实用新型所述螺杆驱动塔式抽油机的一个优选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如下：1‑塔架，2‑链条，3‑链轮，6‑底座，11‑斜支撑，4‑螺杆，5‑配重箱，7‑

电机，8‑电机同步带轮，9‑同步带，10‑  螺杆同步带轮，12‑控制柜，13‑润滑油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所述螺杆驱动塔式抽油机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6]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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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参照图1，一种螺杆驱动塔式抽油机，包括塔架1、链条2、链轮3、螺杆4、配重箱5、底

座6、电机7、电机同步带轮8、同步带  9、螺杆同步带轮10、斜支撑11、控制柜12、润滑油箱13。

[0028] 螺杆驱动装置通过链轮3驱动链条2，从而带动抽油杆做上下往复运动。电机7作为

动力源，采用现场常见的普通步进电机即可，由控制柜12中的PLC控制，包括电机7的转速和

方向等。电机7驱动的电机同步带轮8、同步带9、螺杆同步带轮10带动螺杆4做正反转，配重

箱5约重50公斤，其中包括金属填充物，其做上下往复运动通过链轮3和链条2带动抽油杆做

上下往复运动，以此实现原油的开采。采油环境大多比较恶劣，产生的误差较大，实现速度

控制容易出现错误，因此采用双同步带轮控制的方式，互为冗余，增强系统的强健性。电机

同步带轮8和螺杆同步带轮10的运转同时由控制柜12控制，实现双同步带轮的协调。

[0029] 在正常工作时，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油井，采油阻力非常大，链条  2受力也非常大，

在采用螺杆4变速的情况下，链轮3作为调速部件中的一部分，需要频繁的调速，通常的链条

2所受交变应力极大，造成使用寿命有限，更换频繁，不适用于推广使用。因此，采用本实用

新型所述的螺杆驱动塔式抽油机，需要配置特定的链条2。链条2的整体不能采用常见的铸

铁，而需要采用弹性和使用寿命更好的45#钢，同时，由于所受交变应力很大，链条2的铰接

处，即其芯轴或者说各链条单元的连接杆，采用更有韧性的青铜制作，虽然刚性低于45#钢，

但多个连接杆同样可以给链条可观的刚性。通过现场实际应用，此种方式制作的链条在

1000小时的工作时间内，都没有明显的效率下降，基本可以达到应用需要。

[0030] 在本实施例中，链轮3的轮齿为8个，偶数个轮齿的好处是受力比较平衡，对轮齿的

损伤较小，可以理解的是，同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用10个轮齿等数据的链轮。但尽量要

选取偶数个齿的链轮作为驱动轮。

[0031] 实施例2：

[0032] 一种螺杆驱动塔式抽油机，包括塔架、螺杆、配重箱、底座、电机、皮带轮、皮带、斜

支撑、控制柜。

[0033] 螺杆驱动装置为皮带轮，从而带动抽油杆做上下往复运动。电机同样作为动力源，

由控制柜中的PLC控制。电机驱动皮带轮旋转，皮带带动螺杆做正反转。由于皮带存在不可

避免弹性变形和打滑，因此，需要在皮带上设置标志，且在皮带轮轴上设置行程传感器，随

时检测皮带的行程，并将行程数据传输到PLC中。PLC根据皮带行走的实际距离，随时调整数

据，保证位置比例的可靠。此种方式的好处是，采油现场存在大量现成的皮带机，而链轮却

不是常见配置，需要单独配置购买，这不适合在现场的推广应用。在本实施例中，在皮带上

涂画上均匀的白色横杠，行程传感器设置在皮带机轮轴上，通过检测横杠，得到皮带的实际

速度。可以理解的是，这仅仅是一种示例性的设置，在实际应用中，只要能得到皮带的实际

行程即可，安装位置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

[0034] 由于采用螺杆进行速度控制，螺杆的运行比较精密。为了保证螺杆的正常运行，将

螺杆的底端设置在润滑油箱中，润滑油箱设置在底座上，方便随时观察润滑油箱中的润滑

油量，随时添加润滑油。在实际使用中，申请人发现，在在这种方式下，润滑油很容易泄漏到

皮带机中，造成皮带打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皮带轮做粗糙化处理，比如将皮带轮

槽打磨出毛刺，增加其与皮带之间的摩擦力。

[0035] 实施例3：

[0036] 一种螺杆驱动塔式抽油机，包括塔架、链条、链轮、螺杆、配重箱、底座、电机、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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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带轮、同步带、螺杆同步带轮、斜支撑、控制柜、润滑油箱。

[0037] 螺杆驱动装置通过链轮驱动链条，从而带动抽油杆做上下往复运动。电机作为动

力源，采用现场常见的普通步进电机即可，由现场的台式机PC程序控制，包括电机的转速和

方向等。电机驱动的电机同步带轮、同步带、螺杆同步带轮带动螺杆做正反。

[0038] 本实施例中链轮链条，均采用本实用新型前述的特制链轮链条。  PC程序通过链轮

转速方向等数据，根据换算得出螺杆与链轮运动之间的关系。按程序的设置，选定合适的链

轮转速和方向，以得到程序需要的螺杆运动数据，并进而取得采油数据，使采油工作正常进

行。

[0039] 本实施例中，不需要采用控制柜、PLC等设备，仅仅一台电脑加专用控制软件就可

以使系统得以运行。在升级改造过程中，不需要额外配备专用PLC，直接使用现有的电脑就

可以得到满意的效果。同时，电脑的控制功能更为丰富，可以根据现场的需要，增加控制指

令和控制部件，方便对采油过程的细节调整。本实施例没有对采油设备的电控部分做更多

改动，而仅仅是改变了部分机械结构，相对上面两个实施例，其更为节能，接受度更好，尤为

适合在设备升级改造中应用。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部分较佳实施例。任何熟悉本领

域的技术人员均可能利用上述阐述的实施方式加以修改或将其修改为等同的技术方案。因

此，依据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所进行的任何简单修改或等同置换，均属于本实用新型要

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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