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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提高海上工程地质钻探提

升效率的卷扬系统装置，其包括钻塔架、卷扬机

组和组合式天车，所述钻塔架底部设置有钻机，

所述钻塔架包括四条塔腿和位于四条塔腿顶端

的一级工作平台，所述卷扬机组包括主卷扬机及

两个辅助卷扬机，所述组合式天车设置在所述一

级工作平台上且包括主天车及两组辅助滑轮式

天车，所述辅助卷扬机的吊起端设置有半自动挂

脱式提引器，所述卷扬机组电连接有PLC控制器，

所述组合式天车与所述PLC控制器电连接。本发

明具有提高钻探效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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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海上工程地质钻探提升效率的卷扬系统装置，包括钻塔架(1)、卷扬机组

(2)和组合式天车(3)，所述钻塔架(1)底部设置有钻机(4)，其特征在于：所述钻塔架(1)包

括四条塔腿（11）和位于四条塔腿（11）顶端的一级工作平台(12)，所述卷扬机组(2)包括主

卷扬机(21)及两个辅助卷扬机(22)，所述组合式天车(3)设置在所述一级工作平台(12)上

且包括主天车(31)及两组辅助滑轮(221)式天车，所述辅助卷扬机(22)的吊起端设置有半

自动挂脱式提引器，所述卷扬机组(2) 电连接有PLC控制器，所述组合式天车(3)与所述PLC

控制器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海上工程地质钻探提升效率的卷扬系统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主卷扬机(21)包括设置在主天车(31)上的主滑轮(211)和设置在钻机(4)上的

主牵引电机(212)，所述主牵引电机(212)与所述主滑轮(211)之间设置有主牵引绳索

(213)，所述主牵引绳索(213)所在平面与所述主牵引电机(212)垂直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提高海上工程地质钻探提升效率的卷扬系统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辅助卷扬机(22)包括设置在所述辅助滑轮(221)式天车上的辅助滑轮(221)及

设置在所述钻塔架(1)底部的辅助牵引电机(222)，所述辅助牵引电机(222)与所述辅助滑

轮(221)之间设置有辅助牵引绳索(22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提高海上工程地质钻探提升效率的卷扬系统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一级工作平台(12)为方形，所述主天车(31)包括设置在所述一级工作平台

(12)上的一级固定横板(121)，所述一级固定横板(121)设置在所述一级工作平台(12)的边

沿且与该边沿平行，所述主滑轮(211)设置在所述一级固定横板(121)的中心处，所述一级

工作平台(12)上还设置有二级固定横板(122)，所述二级固定横板(122)与所述一级固定横

板(121)平行设置且设置在所述一级工作平台(12)的边沿，所述辅助滑轮(221)式天车包括

设置在所述一级固定横板(121)及所述二级固定横板(122)上方的三级固定横板(123)，所

述辅助滑轮(221)设置在所述三级固定横板(123)上，所述三级固定横板(123)的一端设置

在所述一级固定横板(121)的中心处，所述三级固定横板(123)的另一端设置在所述二级固

定横板(122)的一端，两个所述三级固定横板(123)之间的夹角为30至45度。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提高海上工程地质钻探提升效率的卷扬系统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半自动脱挂式提引器(5)包括提引器主体(51)和提引器吊环(55)，所述提引器

吊环(55)与所述辅助牵引绳锁相连，所述提引器主体(51)包括一级段(52)和位于所述一级

段(52)上方的二级段(53)，所述一级段(52)为实心圆柱体，所述二级段(53)为直径大于所

述一级段(52)的空心圆柱体，所述一级段(52)插入设置在所述提引器吊环(55)内，所述二

级段(53)远离所述一级段(52)的一面设置有容纳开口(531)，所述容纳开口(531)内设置有

用于连接钻杆的辅助挂接件(532)，所述二级段(53)的侧壁设置有用于固定所述辅助挂接

件(532)的锁紧件(53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提高海上工程地质钻探提升效率的卷扬系统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锁紧件(533)包括四个设置在所述二级段(53)侧壁的旋转锁钩(54)，所述二级

段(53)侧壁对应开设有四个安装孔(534)，所述旋转锁钩(54)与所述安装孔(534)之间铰

接，所述旋转锁钩(54)呈阶梯状且包括有逐渐内缩的一级阶梯(541)、二级阶梯(542)和三

级阶梯(543)，所述辅助挂接件(532)表面设置有供所述一级阶梯(541)卡接的卡接环槽

(5321)，所述三级阶梯(543)的末端和所述二级段(53)侧壁的相应位置均开设有定位孔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1088950 A

2



（544），所述三级阶梯(543)与所述二级段(53)侧壁贴合时，所述定位孔（544）内插入设置有

定位销(545)。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提高海上工程地质钻探提升效率的卷扬系统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定位销(545)的一端通过连接绳(535)固定于所述一级段(52)外侧面的上端位

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提高海上工程地质钻探提升效率的卷扬系统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一级段(52)顶端固定连接有直径大于所述二级段(53)的限位盘(521)，所述提

引器吊环(55)下端连接有缓冲件(56)，所述缓冲件(56)两端贯通且内部形成有一级空腔

(561)和位于所述一级空腔(561)下方的二级空腔(562)，所述一级空腔(561)的内径与所述

限位盘(521)直径相同，所述二级空腔(562)的内径为所述二级段(53)直径的1.1至1.2倍，

所述二级空腔(562)靠近所述提引器主体(51)的一端向内延伸形成有抵接环(563)，所述抵

接环(563)的径向厚度与所述二级段(53)直径和所述二级空腔(562)内径之差相同，所述二

级段(53)上套设有硬质弹簧(564)，所述硬质弹簧(564)的一端与所述限位盘(521)靠近所

述提引器主体(51)的端面抵接，所述硬质弹簧(564)的另一端与所述抵接环(563)远离所述

提引器主体(51)的表面抵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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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海上工程地质钻探提升效率的卷扬系统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海上工程地质钻探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提高海上工程地质钻探提升

效率的卷扬系统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海上进行工程地质钻探的作业过程中，非常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如

海上的潮、汐、涌、流、浪等自然现象因素对钻探作业带来的影响很大，从而导致适合钻探的

时间较短。而在海上工程地质钻探的过程中，总的作业时间可以分为钻探的有效时间和进

行辅助工具安装的辅助时间，为提高海上工程地质钻探的效率，需要尽量压缩辅助时间的

占比，将更多的时间用来进行有效钻探，从而有效压缩单孔作业的时间，并有效提高钻探作

业效率。

[0003] 现有技术中，公告号为CN202325270U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波浪补偿分离式

液压钻机，属于海上钻探技术领域，其技术要点包括塔架，其中所述的塔架上活动设有动力

头，动力头与钻具连接，动力头通过钢丝绳分别连接有波浪补偿配重箱和卷扬机；在塔架侧

边设有驱动装置，驱动装置分别与动力头和卷扬机组连接；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结构合理、

使用方便且效果好的波浪补偿分离式液压钻机；用于海上钻探。

[0004] 上述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在实际的钻探过程中，上述液压钻机中所用的

卷扬机有效工作时间占比较小，大量的工作时间中，卷扬机用来单独提拉或下放钻杆、钻具

等，或者处于空载的状态，导致该卷扬机的工作效率较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提高海上工程地质钻探提升效率的卷扬系统装置，具有

提高钻探效率的优点。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提高海上工程地质钻探提升效率的卷扬系统装置，包括钻塔架、卷扬机组和组合

式天车，所述钻塔架底部设置有钻机，所述钻塔架包括四条塔腿和位于四条塔腿顶端的一

级工作平台，所述卷扬机组包括主卷扬机及两个辅助卷扬机，所述组合式天车设置在所述

一级工作平台上且包括主天车及两个辅助滑轮式天车，所述辅助卷扬机的吊起端设置有半

自动挂脱式提引器，所述卷扬机组电连接有PLC控制器，所述组合式天车与所述PLC控制器

电连接。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主卷扬机和两个辅助卷扬机，主卷扬机主要用

于钻机上钻杆的起吊和下放，主卷扬机一般采用较大功率的卷扬机，并且留有足够的备用

余量，用于钻机的正常钻进和套管的起拔。辅助卷扬机可以利用接力方式提升或者下放钻

杆，从而缩短提升或下放钻杆的辅助工作时间，辅助卷扬机的末端设置有半自动挂脱式提

引器，半自动脱挂式提引器可以快速实现钻杆的挂接和脱离。辅助卷扬机一般采用提升或

下放速度较高的卷扬机，可以有效提高钻杆提升和下放的速率。PLC控制器可以预先设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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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或采用手动控制，可以实现主卷扬机和辅助卷扬机的全自动或半自动控制。主卷扬机和

辅助卷扬机共同作用，可以有效提高钻探作业的效率。

[000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主卷扬机包括设置在主天车上的主滑轮和设置在钻机

上的主牵引电机，所述主牵引电机与所述主滑轮之间设置有主牵引绳索，所述主牵引绳索

所在平面与所述主牵引电机垂直设置。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主牵引电机可以将牵引力通过主牵引绳索传递至钻杆

上，主牵引绳索所在平面与主牵引电机垂直设置可以减少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无用的力的分

量，从而有效降低能耗。

[001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辅助卷扬机包括设置在所述辅助滑轮式天车上的辅助

滑轮及设置在所述钻塔架底部的辅助牵引电机，所述辅助牵引电机与所述辅助滑轮之间设

置有辅助牵引绳索，各所述辅助牵引绳索所在平面与其所相连的所述辅助牵引电机垂直设

置。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辅助牵引电机可以将牵引力通过辅助牵引绳索传递至钻

杆上，辅助牵引绳索所在平面与辅助牵引电机垂直设置可以减少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无用的

力的分量，从而有效降低能耗。

[001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一级工作平台为方形，所述主天车包括设置在所述一

级工作平台上的一级固定横板，所述一级固定横板设置在所述一级工作平台的边沿且与该

边沿平行，所述主滑轮设置在所述一级固定横板的中心处，所述一级工作平台上还设置有

二级固定横板，所述二级固定横板与所述一级固定横板平行设置且设置在所述一级工作平

台的边沿，所述辅助滑轮式天车包括设置在所述一级固定横板及所述二级固定横板上方的

三级固定横板，所述辅助滑轮设置在所述三级固定横板上，所述三级固定横板的一端设置

在所述一级固定横板的中心处，所述三级固定横板的另一端设置在所述二级固定横板的一

端，两个所述三级固定横板之间的夹角为30至45度。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一级固定横板用于实现主天车的固定，二级横板以及三

级横板用于实现两个辅助滑轮式天车的固定，两个三级固定横板之间设置有夹角，可以减

少底面处卷扬机组的空间位置占用，使得整体的卷扬系统装置的占地面积减少，更加适用

于不同的工作环境，并使得两个辅助滑轮式天车与主天车轮缘间立体同轴线。

[001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半自动脱挂式提引器包括提引器主体和提引器吊环，

所述提引器吊环与所述辅助牵引绳锁相连，所述提引器主体包括一级段和位于所述一级段

上方的二级段，所述一级段为实心圆柱体，所述二级段为直径大于所述一级段的空心圆柱

体，所述一级段插入设置在所述提引器吊环内，所述二级段远离所述一级段的一面设置有

容纳开口，所述容纳开口内设置有用于连接钻杆的辅助挂接件，所述二级段的侧壁设置有

用于固定所述辅助挂接件的锁紧件。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提引器主体用于实现与钻杆端部之间的快速连接，提引

器吊环用于实现与辅助牵引绳索之间的连接，一级段用于实现提引器主体和提引器吊环之

间的连接。其中，由于钻杆的端部一般具有多种不同的形状，故设置辅助挂接件，辅助挂接

件的一端与钻杆的端部连接，辅助挂接件的另一端与二级段之间配合连接，并通过锁紧件

来实现辅助挂接件在提引器主体上的快速固定。

[0016]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锁紧件包括四个设置在所述二级段侧壁的旋转锁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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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二级段侧壁对应开设有四个安装孔，所述旋转锁钩与所述安装孔之间铰接，所述旋转

锁钩呈阶梯状且包括有逐渐内缩的一级阶梯、二级阶梯和三级阶梯，所述辅助挂接件表面

设置有供所述一级阶梯卡接的卡接环槽，所述三级阶梯的末端和所述二级段侧壁的相应位

置均开设有定位孔，所述三级阶梯与所述二级段侧壁贴合时，所述定位孔内插入设置有定

位销。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旋转锁钩与安装孔之间铰接，故旋转锁钩可以在竖直平

面内旋转，当辅助挂接件与钻杆连接后，工作人员将辅助挂接件远离钻杆的一端插入至二

级段内并持续向二级段内深入，由于辅助挂接件外壁对旋转锁钩具有限位作用，故旋转锁

钩始终处于展开状态；当辅助挂接件的卡接环槽移动至一级阶梯的位置时，一级阶梯可在

卡接环槽内自由转动，工作人员需将旋转锁钩缓慢闭合并使得一级阶梯位于卡接环槽内，

随后释放钻杆，钻杆由于重力下落，下落的同时卡接环槽带动一级阶梯转动并使得旋转锁

钩整体转动。当旋转锁钩转动至完全闭合的状态时，三级阶梯与二级段的外侧面抵接，二级

阶梯与辅助挂接件的外侧面抵接，使得一级阶梯停止转动，从而使得钻杆停止下落，并且实

现在提引器主体内的位置固定，固定后将定位销插入至定位孔中以提高辅助挂接件和提引

器主体之间的连接稳定性。

[0018] 在需要将钻杆与提引器主体之间脱离时，工作人员可将钻杆上提，或将钻杆的下

端固定，将提引器主体下移，即使得提引器主体和辅助挂接件之间发生相对滑动，一级阶梯

的下端受到卡接环槽的限位作用发生旋转，从而使得闭合的旋转锁钩逐渐展开，当旋转锁

钩转动至完全展开的位置时，旋转锁钩与辅助挂接件之间完全脱离，工作人员需将旋转锁

钩的端部压紧使得旋转锁钩与辅助挂接件之间保持完全脱离的状态，即可实现钻杆与提引

器主体之间的快速脱离。

[001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定位销的一端通过连接绳固定于所述一级段外侧面的

上端位置。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连接绳，无需使用定位销时可以实现定位销的

临时固定，减少了定位销丢失的可能性，提高的工作人员工作时的便捷程度。

[002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一级段顶端固定连接有直径大于所述二级段的限位

盘，所述提引器吊环下端连接有缓冲件，所述缓冲件两端贯通且内部形成有一级空腔和位

于所述一级空腔下方的二级空腔，所述一级空腔的内径与所述限位盘直径相同，所述二级

空腔的内径为所述二级段直径的1.1至1.2倍，所述二级空腔靠近所述提引器主体的一端向

内延伸形成有抵接环，所述抵接环的径向厚度与所述二级段直径和所述二级空腔内径之差

相同，所述二级段上套设有硬质弹簧，所述硬质弹簧的一端与所述限位盘靠近所述提引器

主体的端面抵接，所述硬质弹簧的另一端与所述抵接环远离所述提引器主体的表面抵接。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硬质弹簧的设置可以对提引器主体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

轴向上的冲击力起到缓冲的作用，减少轴向的冲击力对一级段产生过大的作用力，从而对

一级段起到保护作用，减少一级段发生断裂的情况发生。

[0023]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通过主卷扬机和辅助卷扬机的设置，能够起到提高钻探效率的效果；

2.通过一级固定横板、二级固定横板和三级固定横板的设置，能够起到实现主天车和

辅助滑轮式天车固定的效果，同时能起到减少卷扬系统装置整体占地面积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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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半自动脱挂式提引器的设置，能够起到实现钻杆快速安装和拆卸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实施例中一种提高海上工程地质钻探提升效率的卷扬系统装置的整体结

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图1中A部的放大示意图。

[0026] 图3是本实施例中半自动脱挂式提引器闭合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是本实施例中半自动脱挂式提引器展开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1、钻塔架；11、塔腿；12、一级工作平台；121、一级固定横板；122、二级固定横

板；123、三级固定横板；2、卷扬机组；21、主卷扬机；211、主滑轮；212、主牵引电机；213、主牵

引绳索；22、辅助卷扬机；221、辅助滑轮；222、辅助牵引电机；223、辅助牵引绳索；3、组合式

天车；31、主天车；32、辅助滑轮式天车；4、钻机；5、半自动脱挂式提引器；51、提引器主体；

52、一级段；521、限位盘；53、二级段；531、容纳开口；532、辅助挂接件；5321、卡接环槽；533、

锁紧件；534、安装孔；535、连接绳；54、旋转锁钩；541、一级阶梯；542、二级阶梯；543、三级阶

梯；544、定位孔；545、定位销；55、提引器吊环；56、缓冲件；561、一级空腔；562、二级空腔；

563、抵接环；564、硬质弹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0] 参照图1和图2，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提高海上工程地质钻探提升效率的卷扬系统

装置，钻塔架1、卷扬机组2和组合式天车3，钻塔架1底部设置有钻机4，钻塔架1包括四条塔

腿11和位于四条塔腿11顶端的一级工作平台12。一级工作平台12为方形，主天车31包括设

置在一级工作平台12上的一级固定横板121，一级固定横板121设置在一级工作平台12的边

沿且与该边沿平行，主滑轮211设置在一级固定横板121的中心处，一级工作平台12上还设

置有二级固定横板122，二级固定横板122与一级固定横板121平行设置且设置在一级工作

平台12的边沿，辅助滑轮221式天车包括设置在一级固定横板121及二级固定横板122上方

的三级固定横板123，辅助滑轮221设置在三级固定横板123上，三级固定横板123的一端设

置在一级固定横板121的中心处，三级固定横板123的另一端设置在二级固定横板122的一

端，两个三级固定横板123之间的夹角为30至45度。本实施例中，两个三级固定横板123之间

的夹角为45度。一级固定横板121用于实现主天车31的固定，二级横板以及三级横板用于实

现两个辅助滑轮221式天车的固定，两个三级固定横板123之间设置有夹角，可以减少底面

处卷扬机组2的空间位置占用，使得整体的卷扬系统装置的占地面积减少，更加适用于不同

的工作环境。

[0031] 参照图1和图2，卷扬机组2包括主卷扬机21及两个辅助卷扬机22，组合式天车3设

置在一级工作平台12上且包括主天车31及两个辅助滑轮221式天车，卷扬机组2电连接有

PLC控制器6，组合式天车3与PLC控制器6电连接。主卷扬机21包括设置在主天车31上的主滑

轮211和设置在钻机上的主牵引电机212，主牵引电机212与主滑轮211之间设置有主牵引绳

索213，主牵引绳索213所在平面与主牵引电机212垂直设置。辅助卷扬机22包括设置在辅助

滑轮221式天车上的辅助滑轮221及设置在钻塔架1底部的辅助牵引电机222，辅助牵引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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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与辅助滑轮221之间设置有辅助牵引绳索223，各辅助牵引绳索223所在平面与其所相连

的辅助牵引电机222垂直设置。主牵引电机212可以将牵引力通过主牵引绳索213传递至钻

杆上，主牵引绳索213所在平面与主牵引电机212垂直设置可以减少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无用

的力的分量，从而有效降低能耗。辅助牵引电机222可以将牵引力通过辅助牵引绳索223传

递至钻杆上，辅助牵引绳索223所在平面与辅助牵引电机222垂直设置可以减少工作过程中

产生的无用的力的分量，从而有效降低能耗。

[0032] 参照图3和图4，半自动脱挂式提引器5包括提引器主体51和提引器吊环55，提引器

吊环55与辅助牵引绳锁相连，提引器主体51包括一级段52和位于一级段52上方的二级段

53，一级段52为实心圆柱体，一级段52顶端固定连接有直径大于二级段53的限位盘521，提

引器吊环55下端连接有缓冲件56，缓冲件56两端贯通且内部形成有一级空腔561和位于一

级空腔561下方的二级空腔562，一级空腔561的内径与限位盘521直径相同，二级空腔562的

内径为二级段53直径的1.1至1.2倍，二级空腔562靠近提引器主体51的一端向内延伸形成

有抵接环563，抵接环563的径向厚度与二级段53直径和二级空腔562内径之差相同，二级段

53上套设有硬质弹簧564，硬质弹簧564的一端与限位盘521靠近提引器主体51的端面抵接，

硬质弹簧564的另一端与抵接环563远离提引器主体51的表面抵接。

[0033] 参照图3和图4，二级段53为直径大于一级段52的空心圆柱体，一级段52插入设置

在提引器吊环55内，二级段53远离一级段52的一面设置有容纳开口531，容纳开口531内设

置有用于连接钻杆的辅助挂接件532，二级段53的侧壁设置有用于固定辅助挂接件532的锁

紧件533。述锁紧件533包括四个设置在二级段53侧壁的旋转锁钩54，二级段53侧壁对应开

设有四个安装孔534，旋转锁钩54与安装孔534之间铰接，旋转锁钩54呈阶梯状且包括有逐

渐内缩的一级阶梯541、二级阶梯542和三级阶梯543，辅助挂接件532表面设置有供一级阶

梯541卡接的卡接环槽5321，三级阶梯543的末端和二级段53侧壁的相应位置均开设有定位

孔，三级阶梯543与二级段53侧壁贴合时，定位孔内插入设置有定位销545。定位销545的一

端通过连接绳535固定于一级段52外侧面的上端位置，通过设置连接绳535，可以减少定位

销545丢失的可能性，同时提高工作人员工作时的便捷程度。

[0034]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通过设置主卷扬机21和两个辅助卷扬机22，主卷扬机21

主要用于钻机4上钻杆的起吊和下放，主卷扬机21一般采用较大功率的卷扬机，并且留有足

够的备用余量，用于钻机4的钻进和套管的起拔。辅助卷扬机22可以利用接力方式提升或者

下放钻杆，从而缩短提升或下放钻杆的辅助工作时间，辅助卷扬机22的末端设置有半自动

挂脱式提引器，半自动脱挂式提引器5可以快速实现钻杆的连接和脱离。辅助卷扬机22一般

采用提升或下放速度较高的卷扬机，可以有效提高钻杆提升和下放的速率。PLC控制器6可

以预先设定程序或采用手动控制，可以实现主卷扬机21和辅助卷扬机22的全自动或半自动

控制。主卷扬机21和辅助卷扬机22共同作用，可以有效提高钻探作业的效率。

[0035] 提引器主体51用于实现与钻杆端部之间的快速连接，提引器吊环55用于实现与辅

助牵引绳索223之间的连接，一级段52用于实现提引器主体51和提引器吊环55之间的连接。

其中，由于钻杆的端部一般具有多种不同的形状，故设置辅助挂接件532，辅助挂接件532的

一端与钻杆的端部连接，辅助挂接件532的另一端与二级段53之间配合连接，并通过锁紧件

533来实现辅助挂接件532在提引器主体51上的快速固定。汽中，锁紧件533的具体工作方式

为，旋转锁钩54与安装孔534之间铰接，故旋转锁钩54可以在竖直平面内旋转，当辅助挂接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111088950 A

8



件532与钻杆连接后，工作人员将辅助挂接件532远离钻杆的一端插入至二级段53内并持续

向二级段53内深入，由于辅助挂接件532外壁对旋转锁钩54具有限位作用，故旋转锁钩54始

终处于展开状态；当辅助挂接件532的卡接环槽5321移动至一级阶梯541的位置时，一级阶

梯541可在卡接环槽5321内自由转动，工作人员需将旋转锁钩54缓慢闭合并使得一级阶梯

541位于卡接环槽5321内，随后释放钻杆，钻杆由于重力下落，下落的同时卡接环槽5321带

动一级阶梯541转动并使得旋转锁钩54整体转动。当旋转锁钩54转动至完全闭合的状态时，

三级阶梯543与二级段53的外侧面抵接，二级阶梯542与辅助挂接件532的外侧面抵接，使得

一级阶梯541停止转动，从而使得钻杆停止下落，并且实现在提引器主体51内的位置固定，

固定后将定位销545插入至定位孔中以提高辅助挂接件532和提引器主体51之间的连接稳

定性。

[0036] 在需要将钻杆与提引器主体51之间脱离时，工作人员可将钻杆上提，或将钻杆的

下端固定，将提引器主体51下移，即使得提引器主体51和辅助挂接件532之间发生相对滑

动，一级阶梯541的下端受到卡接环槽5321的限位作用发生旋转，从而使得闭合的旋转锁钩

54逐渐展开，当旋转锁钩54转动至完全展开的位置时，旋转锁钩54与辅助挂接件532之间完

全脱离，工作人员需将旋转锁钩54的端部压紧使得旋转锁钩54与辅助挂接件532之间保持

完全脱离的状态，即可实现钻杆与提引器主体51之间的快速脱离。

[0037] 硬质弹簧564的设置可以对提引器主体51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轴向上的冲击力起

到缓冲的作用，减少轴向的冲击力对一级段52产生过大的作用力，从而对一级段52起到保

护作用，减少一级段52发生断裂的情况发生。

[0038]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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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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