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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及

制备方法和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复合抽油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

一种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及制备

方法和应用。抽油杆结构包括：杆体、金属丝结构

层和抗冲击防腐热塑性层；其中，所述杆体分为

刚性层以及缠绕在该刚性层表面的保护层；所述

刚性层由纤维丝复合热固性树脂而成，所述保护

层材质为高强度纤维；所述金属丝结构层由金属

丝绞合在保护层表面形成；所述抗冲击防腐热塑

性层包覆在金属丝结构层表面。本发明设计的抽

油杆具有良好的抗撞击、弯折性能，外部绞合一

层或多层高强金属丝，赋予了抽油杆优良的抗冲

击性能，同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抽油杆的配重，

在运行过程中可保证抽油杆一直处于拉伸状态，

无需使用配重杆，一台作业车即可完成操作，降

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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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杆体制备：

(1)刚性层制备：将纤维丝分纱和展纱后浸润树脂，得到混合纤维丝束；

(2)保护层制备：用高强度纤维进行缠绕包覆所述混合纤维丝束，完成后进行第一次固

化成型,然后进行第二次固化，即得杆体，备用；

2、在杆体上制备金属丝结构层：金属丝绞合在步骤(2)制备的杆体表面，得到杆体/金

属丝复合层；

3、抽油杆制备：采用挤出包覆的方式在步骤2制备的杆体/金属丝复合层

表面包覆熔融的工程塑料，然后进行冷却定型，即完成抗冲击防腐热塑性层的制备，得

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2)中，所述第一次固化成型分为三个阶段，固化温度分别为140-160℃，160-180

℃，180-220℃，固化时间在0.3-1min之间。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2)中，所述第二次固化温度在180-220℃之间，固化时间5-10min，经初始固化后的

再次固化能够进一步提高固化程度，保证复合材料抽油杆的抗拉性能。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2)制备的油杆树脂含量为18-25％。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2)中制备的油杆直径为6-13mm，长度为1-5000m。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2中，绞合初始速度采取低速启动，控制在10mm/min，工艺稳定后提升绞合速度。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3中，所述挤出温度为180-260℃，挤出速度在500-2000mm/min之间。

8.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

杆，其特征在于，结构包括：杆体,其包括刚性层以及缠绕在该刚性层表面的保护层；所述刚

性层由纤维丝复合热固性树脂而成，所述保护层材质为高强度纤维；金属丝结构层,其由金

属丝绞合在保护层表面形成；抗冲击防腐热塑性层；其包覆在金属丝结构层表面。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其特征在于，所述刚性层

中，纤维丝为高模量碳纤维，或者高模量碳纤维混杂玻璃纤维和/或无机陶瓷纤维。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模量

碳纤维包括：T300、T700、T800、T1000、M40、M46、M50、M55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

11.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机陶

瓷纤维包括：氧化铝纤维、碳化硅纤维、碳化硼纤维、玄武岩纤维、石英纤维中的任意一种。

12.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其特征在于，所述刚性层

中，热固性树脂包括：环氧树脂、酚醛树脂、不饱和聚酯树脂、脲醛树脂、热固性聚氨酯树脂、

有机硅树脂、呋喃树脂中的任意一种。

13.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层

的材质包括高强度玻璃纤维、无机陶瓷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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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机陶

瓷纤维包括氧化铝纤维、碳化硅纤维、碳化硼纤维、玄武岩纤维、石英纤维中的任意一种。

15.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丝

绞合方式为：由内到外，相邻层之间顺、逆时针或者逆、顺时针交替绞合。

16.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层

缠绕厚度在0.3-1.5mm之间。

17.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其特征在于，

所述金属丝包括圆形、T字或Z字形结构中的一种或几种。

18.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丝

包括：高强钢丝、高强铝合金丝、铜丝金属丝的一种或多种。

1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丝

直径为1-3mm。

2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丝

绞合填充率在92-97％之间。

21.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丝

结构层的厚度范围为2-10mm。

22.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其特征在于，所述抗冲击

防腐热塑性层的材质为热塑性工程塑料。

23.如权利要求22所述的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其特征在于，所述热塑性

工程塑料包括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尼龙、聚碳酸脂中的任意一种。

24.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其特征在于，所述抗冲击

防腐热塑性层厚度在0.3-5mm。

25.如权利要求23所述的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其特征在于，所述超高分

子量聚乙烯的分子量在100万以上。

26.如权利要求23所述的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其特征在于，所述尼龙为

碳纤维增强尼龙，其中碳纤维含量为10-30％之间。

27.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和/或权利要求8-26任一项所述纤维复合材料

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在采油领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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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及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复合抽油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

杆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本发明背景技术中公开的信息仅仅旨在增加对本发明的总体背景的理解，而不必

然被视为承认或以任何形式暗示该信息构成已经成为本领域一般技术人员所公知的现有

技术。

[0003] 随着我国采油技术的发展，在采油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采油领域对采油工作

效率和废弃油井有效利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钢制抽油杆正逐步被复合材料抽油杆替

代。目前国内采用的复合材料抽油杆主要有玻璃纤维复合材料抽油杆和碳纤维复合材料抽

油杆，例如，专利文献201810700206.3公开了一种耐冲击复合材料抽油杆。所述抽油杆采用

扁带杆状结构；所述耐冲击复合材料抽油杆由内到外依次由中心高刚性复合材料芯层、中

间耐冲击混杂纤维复合材料层以及表面耐热层三部分构成。专利文献201810102726.4公开

了一种具有自主修复功能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抽油杆，所述抽油杆由内到外依次包括碳纤维

单向复合材料芯层、热塑性纤维热熔编织层和短切碳纤维增强热固性树脂耐腐蚀刚性层。

[0004] 然而，本发明人进一步研究发现：尽管这类碳纤维抽油杆柔性效果比较好，但随着

现代采油的可靠性及节能增产要求的不断提高，结构单一的复合材料抽油杆也存在不耐腐

蚀以及抗冲击效果差的问题；而且在运行过程中对井壁的冲击较大，对抽油杆的破坏比较

大，影响其使用推广。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的问题，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及其制

备方法和应用。本发明制备的抽油杆具有优良的抗冲击性能和耐腐蚀；而且在采油过程中

施工方便。

[0006] 本发明第一目的：提供一种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

[0007] 本发明第二目的：提供一种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的制备方法。

[0008] 本发明第三目的：提供所述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及其制备方法的应

用。

[0009]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公开了下述技术方案：

[0010] 首先，本发明公开一种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其结构包括：杆体、金

属丝结构层和抗冲击防腐热塑性层；其中，所述杆体分为刚性层以及缠绕在该刚性层表面

的保护层；所述刚性层由纤维丝复合热固性树脂而成，所述保护层材质为高强度纤维；所述

金属丝结构层由金属丝绞合在保护层表面形成；所述抗冲击防腐热塑性层包覆在金属丝结

构层表面。

[0011] 其次，本发明公开所述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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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0012] 1、杆体制备：

[0013] (1)刚性层制备：将纤维丝分纱和展纱后浸润树脂，得到混合纤维丝束；

[0014] (2)保护层制备：用高强度纤维进行缠绕包覆所述混合纤维丝束，完成后进行第一

次固化成型,然后进行第二次固化，即得杆体，备用。

[0015] 2、在杆体上制备金属丝结构层：金属丝绞合在步骤(2)制备的杆体表面，得到杆

体/金属丝复合层。

[0016] 3、抽油杆制备：采用挤出包覆的方式在步骤2制备的杆体/金属丝复合层表面包覆

熔融的工程塑料，然后进行冷却定型，即完成抗冲击防腐热塑性层的制备，得纤维复合材料

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取得了以下有益效果：

[0018] (1)本发明设计的抽油杆，纤维增强热固性复合材料抽油杆体由纤维增强刚性层

以及外部的高强纤维缠绕抗弯折层组成，提高抽油杆体的抗撞击、弯折性能，外部绞合一层

或多层高强金属丝，赋予了抽油杆优良的抗冲击性能，同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抽油杆的配

重，在运行过程中可保证抽油杆一直处于拉伸状态，无需使用配重杆，一台作业车即可完成

操作，降低成本。

[0019] (2)本发明设计的抽油杆结构，在满足抗拉性能的同时，减小复合材料杆体的截

面，降低成本，所述防腐蚀保护层采用挤出连续成型，一方面保护杆体不受腐蚀，提高其使

用寿命，一方面由于防护层的包覆使内部金属绞合层金属丝之间以及各层之间达到紧密结

合，内层与杆体外部紧密齿合，增加摩擦力，提高抽油杆的整体性。

[0020] (3)本发明采用拉缠绞合包覆复合一体成型的制备方法，可以大大提高复合材料

抽油杆体的整体性，抗冲击性、耐腐蚀性、操作便利，保证了金属抗震层、热塑性防腐层和抽

油杆体的紧密复合，该工艺均在线完成，可连续生产。外层热塑性防腐层采用挤出包覆，可

有效填充外层金属绞合层的孔隙，使金属层和绞合层紧密结合，最终制备成具有柔性绞合

层和热塑性树脂防腐层的复合材料抽油杆。

附图说明

[0021] 构成本发明的一部分的说明书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本发明的示

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

[002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的结构示意图。

[0023] 上述附图中标记分别代表：1-刚性层、2-保护层、3-金属丝结构层、4-抗冲击防腐

热塑性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应该指出，以下详细说明都是例示性的，旨在对本发明提供进一步的说明。除非另

有指明，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常

理解的相同含义。

[0025]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使用的术语仅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方式，而非意图限制根

据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方式。如，在这里所使用的，除非上下文另外明确指出，否则单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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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意图包括复数形式，此外，还应当理解的是，当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术语“包含”和/或“包

括”时，其指明存在特征、步骤、操作、器件、组件和/或它们的组合。

[0026] 正如前文所述，尽管碳纤维抽油杆柔性效果比较好，但结构单一的复合材料抽油

杆也存在不耐腐蚀以及抗冲击效果差的问题；而且在运行过程中对井壁的冲击较大，对抽

油杆的破坏比较大。为此，本发明提供一种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及其制备方

法。

[0027] 在一些典型的实施例中，所述刚性层中，纤维丝为高模量碳纤维，或者高模量碳纤

维混杂玻璃纤维和/或无机陶瓷纤维。

[0028] 进一步地，所述无机陶瓷纤维包括：氧化铝纤维、碳化硅纤维、碳化硼纤维、玄武岩

纤维、石英纤维等中的任意一种。

[0029] 在一些典型的实施例中，所述刚性层中，热固性树脂包括：环氧树脂、酚醛树脂、不

饱和聚酯树脂、脲醛树脂、热固性聚氨酯树脂、有机硅树脂、呋喃树脂等中的任意一种。

[0030] 在一些典型的实施例中，所述保护层的材质包括高强度玻璃纤维、无机陶瓷纤维；

可选地，所述无机陶瓷纤维包括氧化铝纤维、碳化硅纤维、碳化硼纤维、玄武岩纤维、石英纤

维等中的任意一种。

[0031] 在一些典型的实施例中，所述保护层的缠绕方式包括顺时针或逆时针缠绕，或者

顺时针、逆时针交替缠绕；可选地，保护层缠绕厚度在0.3-1.5mm之间。

[0032] 可选地，所述高模量碳纤维包括T300、T700、T800、T1000、M40、M46、M50、M55等中的

任意一种或多种，或强度、模量相当的系列型号碳纤维。

[0033] 在一些典型的实施例中，所述金属丝包括圆形、T字或Z字形结构中的一种或几种。

金属丝结构层的设置有效提高了抽油杆的抗冲击性能，同时在增加抽油杆配重的基础上降

低抽油杆的截面，这可以在满足抽油杆正常采油需求的同时，去掉专用配重杆，不仅优化施

工，一台作业车即可完成操作，而且降低成本。

[0034] 在一些典型的实施例中，所述金属丝包括：高强钢丝、高强铝合金丝、铜丝等金属

丝的一种或多种；组合使用时，使用方式可根据需求进行调整。可选的，所述金属丝直径为

1-3mm。

[0035] 在一些典型的实施例中，所述金属丝绞合方式为：由内到外，相邻层之间顺、逆时

针或者逆、顺时针交替绞合；可选的，所述金属丝绞合填充率在92-97％之间。

[0036] 在一些典型的实施例中，所述金属丝结构层的厚度范围为2-10mm。

[0037] 在一些典型的实施例中，所述抗冲击防腐热塑性层的材质为热塑性工程塑料，优

选为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尼龙、聚碳酸脂等工程塑料中的任意一种。

[0038] 在一些典型的实施例中，所述抗冲击防腐热塑性层厚度在0.3-5mm。

[0039] 在一些典型的实施例中，所述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的分子量在100万以上。

[0040] 在一些典型的实施例中，所述尼龙材料为碳纤维增强尼龙，其中碳纤维含量为10-

30％之间。

[0041] 在一些典型的实施例中，步骤(2)中，所述第一次固化成型分为三个阶段，固化温

度分别为140-160℃，160-180℃，180-220℃，固化时间在0.3-1min之间，浸润树脂后的纤维

丝和外层包覆二维编织保护层，经过三个固化区间，初步对复合材料抽油杆进行固化。

[0042] 在一些典型的实施例中，步骤(2)中，所述第二次固化温度在180-220℃之间，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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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10min，经初始固化后的再次固化能够进一步提高固化程度，保证复合材料抽油杆的

抗拉等性能。

[0043] 在一些典型的实施例中，步骤(2)制备的油杆树脂含量为18-25％，也可以根据需

要适当调整或者选择合适的树脂含量。

[0044] 在一些典型的实施例中，步骤(2)中制备的油杆直径为6-13mm，长度为1-5000m。可

一边制备一遍进行牵引，收卷，将制备好的杆体卷绕成卷。

[0045] 在一些典型的实施例中，步骤2中，绞合初始速度采取低速启动，控制在10mm/min，

工艺稳定后可适当提升绞合速度；绞线节距比10-14之间，每层采用分层紧压。

[0046] 在一些典型的实施例中，步骤3中，所述挤出温度为180-260℃，挤出速度在500-

2000mm/min之间。

[0047] 在一些典型的实施例中，所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及其制备方法还被

用于采油领域中。

[0048] 现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一步进行说明

[0049] 实施例1

[0050] 参考图1，示例一种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其结构包括：杆体、金属丝

结构层和抗冲击防腐热塑性层；其中：

[0051] 所述杆体分为刚性层1以及缠绕在该刚性层表面的保护层2；所述刚性层1直径为

7.0mm,其由T700碳纤维丝复合环氧树脂而成，所述保护层2厚度为0.5mm，其材质为玻璃纤

维增强纱；所述杆体中树脂含量为20％。

[0052] 所述金属丝结构层3由金属丝绞合在保护层表面形成，且绞合三层圆形高强不锈

钢钢丝，其中，内层金属丝顺时针绞合，次外层逆时针绞合，最外层顺时针绞合，金属丝均为

圆形，其直径为1.35mm。所述高强不锈钢钢丝的强度＞500MPa，所述金属丝绞合填充率为

94％，金属丝结构层3的厚度为4mm。

[0053] 所述抗冲击防腐热塑性层4包覆在金属丝结构层表面，所述抗冲击防腐热塑性层4

为3mm厚的碳纤维增强尼龙66，抗冲击防腐热塑性层4的重量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

油杆重量的20％，保证抗冲击防腐热塑性层4厚度均匀，完全贴合金属丝3的表面。

[0054] 本实施例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5] (1)纤维丝从纱架上引出后进行分纱和展纱，然后经胶槽浸润环氧树脂。纱线的运

行速度为800mm/min。

[0056] (2)浸胶后的混合纤维丝束进入预成型装备，然后采用高强度纤维进行螺旋包覆

缠绕包覆后进入模具进行第一次固化成型；第一次固化成型分为三个阶段，固化温度分别

为150℃，180℃，200℃，固化时间均为40s，浸润树脂后的纤维丝和外层包覆二维编织保护

层，经过三个固化区间，初步对复合材料抽油杆进行固化，得到预成型杆体，

[0057] (3)将预成型杆体送入固化炉进行第二次固化，固化温度为220℃，固化时间为

8min，得到杆体；经初始固化后的再次固化能够进一步提高固化程度，保证复合材料抽油杆

的抗拉等性能。

[0058] (4)步骤(3)得到的杆体经在线检测后由收卷盘收卷，备用。

[0059] (5)将步骤(4)制备的抽油杆体送入框绞机进行绞线工序，经放卷，顺时针、逆时

针、顺时针进行三层绞合，牵引，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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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6)将步骤(5)金属丝绞合后得到的抽油杆进行热塑性工程塑料包覆，杆体展放后

通过挤出机模头，使熔融的工程塑料均匀包覆在金属丝表面，出模具后经冷水冷却定型，得

到具有柔性绞合结构及热塑性树脂防腐层的复合材料抽油杆，最后收卷盘绕进行包装。

[0061] 实施例2

[0062] 一种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同实施例1，区别在于：

[0063] 所述刚性层1直径为8mm,其由M40碳纤维混杂高强玄武岩纤维后再复合环氧树脂

而成。所述保护层2厚度为1.5mm，其由玻璃纤维与玄武岩纤维混杂而成；所述杆体中树脂含

量为21％。

[0064] 所述金属丝结构层3由金属丝绞合在保护层表面形成，且绞合三层Z型高强铝合金

丝，其中，内层金属丝顺时针绞合，次外层逆时针绞合，最外层顺时针绞合，所述高强铝合金

丝截面相当于1.5mm直径圆丝。所述高强铝合金丝的强度＞1000MPa，所述金属丝绞合填充

率为95％，金属丝结构层3的厚度为10mm。

[0065] 所述抗冲击防腐热塑性层4为3mm厚的高分子量聚乙烯层，其分子量在300万以上，

抗冲击防腐热塑性层4的重量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重量的18％。

[0066] 本实施例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区别在于：

[0067] (1)纤维丝从纱架上引出后进行分纱和展纱，然后经胶槽浸润环氧树脂。纱线的运

行速度为300mm/min。

[0068] (2)浸胶后的混合纤维丝束进入预成型装备，然后采用高强度纤维进行螺旋包覆

缠绕包覆后进入模具进行第一次固化成型；第一次固化成型分为三个阶段，固化温度分别

为140℃，160℃，180℃，固化时间均为60s。

[0069] (3)将预成型杆体送入固化炉进行第二次固化，固化温度为200℃，固化时间为

10min，得到杆体。

[0070] 实施例3

[0071] 一种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同实施例1，区别在于：

[0072] 所述刚性层1直径为8mm,其由M40碳纤维、高强玻璃纤维混杂玻璃纤维后再复合醛

树脂而成。所述保护层2厚度为2mm，其材质为碳化硅纤维；所述杆体中树脂含量为25％。

[0073] 所述金属丝结构层3由金属丝绞合在保护层表面形成，且绞合两层金属丝，其中，

内层金属丝为圆形铜丝，顺时针绞合，次外层为T型不锈钢钢丝，逆时针绞合；所述铜丝直径

为1.35mm，T型不锈钢钢丝截面相当于1.5mm直径圆丝。所述金属丝的强度均＞500MPa，所述

金属丝绞合填充率为97％，金属丝结构层3的厚度为2mm。

[0074] 所述抗冲击防腐热塑性层4为3.5mm厚聚碳酸酯层，抗冲击防腐热塑性层4的重量

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重量的10％。

[0075] 本实施例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区别在于：

[0076] (1)纤维丝从纱架上引出后进行分纱和展纱，然后经胶槽浸润环氧树脂。纱线的运

行速度为1000mm/min。

[0077] (2)浸胶后的混合纤维丝束进入预成型装备，然后采用高强度纤维进行螺旋包覆

缠绕包覆后进入模具进行第一次固化成型；第一次固化成型分为三个阶段，固化温度分别

为160℃，170℃，220℃，固化时间均18s。

[0078] (3)将预成型杆体送入固化炉进行第二次固化，固化温度为220℃，固化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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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in，得到杆体。

[0079] 实施例4

[0080] 一种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同实施例1，区别在于：

[0081] 所述刚性层1直径为9mm,其由T300碳纤维复合不饱和聚酯树脂而成。所述保护层2

厚度为1mm，其材质为高强度玻璃纤维；所述杆体中树脂含量为18％。

[0082] 所述金属丝结构层3由金属丝绞合在保护层表面形成，且绞合两层金属丝，其中，

内层金属丝为圆形高强不锈钢钢丝，顺时针绞合，次外层为Z型高强铝合金丝，逆时针绞合；

所述钢丝直径为1.35mm，Z型高强铝合金丝截面相当于1.5mm直径圆丝。所述高强不锈钢钢

丝的强度＞1500MPa，所述Z型高强铝合金丝强度＞500MPa，所述金属丝绞合填充率为92％，

金属丝结构层3的厚度为5mm。

[0083] 所述抗冲击防腐热塑性层4为5mm厚碳纤维增强尼龙610，抗冲击防腐热塑性层4的

重量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重量的30％。

[0084] 本实施例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区别在于：

[0085] (1)纤维丝从纱架上引出后进行分纱和展纱，然后经胶槽浸润环氧树脂。纱线的运

行速度为500mm/min。

[0086] (2)浸胶后的混合纤维丝束进入预成型装备，然后采用高强度纤维进行螺旋包覆

缠绕包覆后进入模具进行第一次固化成型；第一次固化成型分为三个阶段，固化温度分别

为150℃，160℃，180℃，固化时间均50s。

[0087] (3)将预成型杆体送入固化炉进行第二次固化，固化温度为180℃，固化时间为

10min，得到杆体。

[0088] 实施例5

[0089] 一种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同实施例1，区别在于：

[0090] 所述刚性层1直径为11mm,其由T1000碳纤维混杂氧化铝纤维、石英纤维后再复合

热固性聚氨酯树脂而成。所述保护层2厚度为0.3mm，其由玻璃纤维与氧化铝纤维混杂而成；

所述杆体中树脂含量为23％。

[0091] 所述金属丝结构层3由金属丝绞合在保护层表面形成，且绞合三层T型不锈钢钢

丝，其中，内层金属丝顺时针绞合，次外层逆时针绞合，最外层顺时针绞合，所述T型不锈钢

钢丝截面相当于1.5mm直径圆丝，其强度＞1000MPa，所述金属丝绞合填充率为93％，金属丝

结构层3的厚度为8mm。

[0092] 所述抗冲击防腐热塑性层4为0.3mm厚的高分子量聚乙烯层，其分子量在100万以

上，抗冲击防腐热塑性层4的重量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重量的22％。

[0093] 本实施例纤维复合材料芯绞合金属丝抽油杆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区别在于：

[0094] (1)纤维丝从纱架上引出后进行分纱和展纱，然后经胶槽浸润环氧树脂。纱线的运

行速度为700mm/min。

[0095] (2)浸胶后的混合纤维丝束进入预成型装备，然后采用高强度纤维进行螺旋包覆

缠绕包覆后进入模具进行第一次固化成型；第一次固化成型分为三个阶段，固化温度分别

为150℃，160℃，190℃，固化时间均为40s。

[0096] (3)将预成型杆体送入固化炉进行第二次固化，固化温度为210℃，固化时间为

8min，得到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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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

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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