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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井口无人小修作业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井口无人小修作业系

统，包括井口模块、游动模块、场地模块和控制模

块；所述井口模块安装于待修井口正上方，用于

井口管柱的扶持、上扣、卸扣；所述游动模块安装

在游钩下方，用于管柱的提拉；所述场地模块位

于井口模块的外围，用于管柱的输送和废液的处

理；所述控制模块包括集成控制系统和监控系

统；所述井口模块包括作业平台、与作业平台法

兰连接的防喷器、设置于作业平台上的气动卡

盘、设置于作业平台上气动卡盘侧上方的自动液

压钳、及设置于作业平台上的扶正机械手；所述

作业平台下方设有与场地模块管路连接的废液

收纳伞。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实现井口无人

化和自动化，集成化程度高，结构紧凑，重量轻占

地小就位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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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井口无人小修作业系统，包括井口模块、游动模块、场地模块和控制模块；所述

井口模块安装于待修井口正上方，用于井口管柱的扶持、上扣、卸扣；所述游动模块安装在

游钩下方，用于管柱的提拉；所述场地模块位于井口模块的外围，用于管柱的输送和废液的

处理；所述控制模块包括集成控制系统和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井口模块包括作业平

台、与作业平台法兰连接的防喷器、设置于作业平台上的气动卡盘、设置于作业平台上气动

卡盘侧上方的自动液压钳、及设置于作业平台上的扶正机械手；所述作业平台下方设有废

液收纳伞，所述废液收纳伞通过管路与场地模块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井口无人小修作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游动模块包括与游

钩连接的吊环、分别与吊环和游钩连接的吊环偏转装置、通过吊环与游钩悬挂连接的可翻

转自动吊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井口无人小修作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场地模块包括管柱

输送机、位于管柱输送机一侧用于管柱排列的管架桥、及与作业平台通过管路连接的环保

处理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井口无人小修作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控系统安装在作

业平台上，所述集成控制系统安装在小修作业机操作位的一侧；所述监控系统包括安装在

作业平台上的摄像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井口无人小修作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井口模块俯视外形

为正方形。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井口无人小修作业系统，其特征在于：管柱输送机是一个顶部

具有滑道的升降装置，其滑道的方向对准井口并与扶正机械手的动作方向一致放置；管桥

架是由多个支架和油管组合成的位于地面一定高度的桥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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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井口无人小修作业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油田钻修井机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井口无人小修作业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油田修井作业是油田生产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目的是保证油井正常产能。

修井作业根据复杂程度和作业设备又分为大修作业和小修作业。小修作业主要工作内容是

日常维护性作业，包括检泵、解卡、冲砂洗井、简易打捞等，这些作业都必须通过频繁起下油

管来实现，4名以上工人要在作业机的大钩下反复摘挂吊环，搬抬吊卡，搬抬油管，上卸油管

丝扣。因此，小修作业起下油管的工作是最繁重、危险性最大的工序，工作强度大，环境恶

劣，经常发生安全事故。

[0003] 据统计，小修作业中发生的安全事故占油田安全事故的60％以上；且因常年搬抬

吊卡及油管，很多作业工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腰肌劳损或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严重影响

了工人的生活质量。因以上原因，一线作业工人招聘难、“用工荒”的问题也是目前所有石油

企业面临的难题。

[0004] 近几年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人员安全防护要求的提高，市场急需经济实用的全

自动小修作业设备，更希望实现井口附近无人操作。但由于大型油服公司和石油装备公司

把更多的优势资源运用于海洋钻井平台及勘探、钻井及大修设备的技术研发上，导致小修

作业设备的自动化研发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到目前为止，全国乃至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出

现成熟可靠经济实用的被市场广泛认可的全自动小修作业设备。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井口无人小修作业系统，目的是

实现井口无人化和自动化，集成化程度高，结构紧凑，重量轻占地小就位速度快，尤其适合

作业周期短搬迁频繁的小修作业。

[0006]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井口无人小修作业系统，包括井口模块、游动模块、场地模块和控制模块；所

述井口模块安装于待修井口正上方，用于井口管柱的扶持、上扣、卸扣；所述游动模块安装

在游钩下方，用于管柱的提拉；所述场地模块位于井口模块的外围，用于管柱的输送和废液

的处理；所述控制模块包括集成控制系统和监控系统；所述井口模块包括作业平台、与作业

平台法兰连接的防喷器、设置于作业平台上的气动卡盘、设置于作业平台上气动卡盘侧上

方的自动液压钳、及设置于作业平台上的扶正机械手；所述作业平台下方设有废液收纳伞，

所述废液收纳伞通过管路与场地模块连接。

[0008] 和现有技术相比，本方案设计了井口无人小修作业系统，在井口模块增加了防喷

器并能实现携带防喷器整体运输，提高了安装和输运的效率；井口模块具备收集井口废液

的功能，并与场地模块连接，形成完整的现场废液回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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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基于上述方案，本实用新型还做出了如下改进：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游动模块包括与游钩连接的吊环、分别与吊环和游钩连接的吊环

偏转装置、通过吊环与游钩悬挂连接的可翻转自动吊卡。本技术方案中，自动吊卡具备自动

开合和自动翻转功能，吊环偏摆装置能够使吊环产生摆动，可以将可翻转自动吊卡推离井

口位置，实现对管柱接箍的自动避让；吊卡不与扶正机械手产生任何接触。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场地模块包括管柱输送机、位于管柱输送机一侧用于管柱排列的

管架桥、及与作业平台通过管路连接的环保处理装置。本技术改进中，通过管柱输送机完成

管柱的从井口到地面的输送，通过管桥架实现场地管柱的有序排放；环保处理系统用于实

现井口废液的搜集和初步处理。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监控系统安装在作业平台上，所述集成控制系统安装在小修作业

机操作位的一侧。本技术改进中，控制模块安装在修井作业车的司钻作业位旁，能够通过安

装在作业平台上的摄像头，将现场实时影像投放至集成控制系统的显示屏上实现可视化作

业。

[0013] 进一步地，所述井口模块俯视外形为正方形。本技术改进中，井口模块可以任意

90°旋转，可以有多种场地布置方式，在此过程中不要拆装任何设备即可实现。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集成化程度高，结构紧凑，重量轻占地小就位速度快，尤

其适合作业周期短搬迁频繁的小修作业；可以有多种场地布置方式，对受限作业场地适应

性极强；在实现井口无人化和自动化的基础上依然保留了宽敞的井口空间，不影响特殊工

况下的人工井口作业。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控制模块和井口模块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游动模块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实用新型井口模块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6是本实用新型不同场地状态布置示意图。

[0020] 图中，10、井口模块；20、游离模块；30、场地模块；40、控制模块；50、小修作业机；

60、游钩；70、井口；11、作业平台；12、防喷器；13、气动卡盘；14、自动液压钳；15、扶正机械

手；16、废液收纳伞；17、作业平台法兰；21、吊环；22、可翻转自动吊卡；23、吊环偏转装置；

31、管柱输送机；32、管桥架；33、环保处理装置；41、集成控制系统；42、监控系统。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如图1-3所示，一种井口无人小修作业系统，包括井口模块、游动模块、场地模块和

控制模块；所述井口模块安装于待修井口(70)正上方，用于井口管柱的扶持、上扣、卸扣；所

述游动模块安装在游钩下方，用于管柱的提拉；所述场地模块位于井口模块的外围，用于管

柱的输送和废液的处理；所述控制模块包括集成控制系统和监控系统。

[0022] 所述井口模块(10)包括作业平台(11)、与作业平台(11)法兰连接的防喷器(12)、

设置于作业平台上的气动卡盘(13)、设置于作业平台上气动卡盘侧上方的自动液压钳

(14)、及设置于作业平台上的扶正机械手(15)；所述作业平台(11)下方设有废液收纳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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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废液收纳伞(16)位于作业平台(11)和作业平台法兰(17)之间，通过管路与场地模块

连接。作业平台(11)通过作业平台法兰的底部法兰盘与防喷器(12)顶部法兰连接，并通过

四个支腿支承地面以增强稳固性。所述作业平台(11)具备井口污水收集功能，通过排污管

线将污水输送至环保处理系统(33)进行储存和初步处理。作业平台(11)同时具备可折叠的

拓展平台和位置灵活可变的扶梯，使其可以以多方向安装于井口(70)，增强了设备的场地

适应性。气动卡盘(13)以压缩空气为动力，通过对管柱外壁的咬合来卡持井内管柱。自动液

压钳(14)能够实现自动前移至井口，以液压为动力咬合井口上方的两根管柱并进行相对旋

转，用以完成上扣和卸扣功能。扶正机械手(15)在起油管作业时，用于将起出井口卸扣并分

离的管柱末端推至管柱输送机(31)的滑道上，使其输送至场地上。扶正机械手(15)在下油

管作业时，用于承接和抓住由管柱输送机(31)输送过来的管柱末端，使管柱末端受控并准

确对准井口的管柱，便于进行接下来的对扣、上扣作业。

[0023] 所述游动模块(20)包括与游钩连接的吊环(21)、分别与吊环(21)和游钩(60)连接

的吊环偏转装置(23)、通过吊环与游钩悬挂连接的可翻转自动吊卡(22)。可翻转自动吊卡

(22)具备动力开合功能，用于卡持管柱上端的接箍轴肩。同时可翻转自动吊卡(22)也具有

动力翻转功能，能够使其可以翻转到合适的角度来扣合处于竖直或者倾斜状态下的管柱。

可翻转自动吊卡(22)随游钩(60)的上下运动实现沿井口中心的竖直运动，用于提拉井口管

柱。吊环偏摆装置(23)可以实现吊环(21)的动力摆动，从而达到使可翻转自动吊卡(22)摆

出井口中心的效果。其目的是使可翻转自动吊卡(22)在卡持井口油管时可以自动避让油管

接箍，避免干涉，实现无人工干预的自动卡持。

[0024] 所述场地模块(30)包括管柱输送机(31)、位于管柱输送机(31)一侧用于管柱排列

的管架桥(32)、及与作业平台通过管路连接的环保处理装置(33)。管柱输送机(31)是一个

顶部具有滑道的升降装置，其滑道的方向要对准井口并与扶正机械手(15)的动作方向一致

放置。在起管柱作业时，被卸扣的管柱从其顶端的滑道上滑下，直至管柱完全躺在其滑道

上；随后其升降装置将管柱输送至地面上的管桥架(32)上；反之亦然管桥架(32)是由多个

支架和油管组合成的位于地面一定高度的桥架结构，用于使管柱输送机(31)输送至地面上

的管柱有序排列。环保处理系统(33)可以放置在场地的任意位置，其与作业平台(11)的排

污口连接，收纳井口排出的污水并对其进行初步沉降。沉降后的污水和清水可以分别回收

处理，代替了现场人工挖掘污水池的劳苦工作。

[0025] 集成控制系统(41)安装在司钻作业位置旁边，具备触控屏操作，能够实现各设备

的手动动作和整套系统的联合动作。监控系统包括安装在作业平台(11)上的摄像头，将现

场实时影像投放至集成控制系统(41)的显示屏上实现可视化作业。可以使司钻实现可视化

无死角作业，甚至实现远程作业。

[0026] 所述井口模块(10)俯视外形为正方形；故可以任意90°旋转，可以有多种场地布置

方式，在此过程中不要拆装任何设备即可实现。

[0027] 如图4、5所示，本实用新型针对现场有限的场地条件，具备多种场地布置方式。根

据管柱输送机(31)与小修作业机(50)的相互位置关系，共有2种场地布置方式，分别为图4

所示的管柱输送机(31)与小修作业机(50)顺向布置。图5所示管柱输送机(31)与小修作业

机(50)垂直布置其侧。

[0028] 起管作业：如图1所示，可翻转自动吊卡(22)将井口管柱卡持扣合；打开气动卡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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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通过操作小修作业机(50)使游钩(51)上提从而带动可翻转自动吊卡(22)和管柱一同

上提。当管柱下方的接箍处于自动液压钳(14)所适应的高度时，停止上提并关闭气动卡盘

(13)，使下部的管柱卡持在作业平台(11)上。自动液压钳(14)自动前进，包住管柱完成卸

扣，自动液压钳(14)自动归位。扶正机械手(15)前去井口抓管，随后上提管柱使其与下方管

柱的连接螺纹完全分离。管柱输送机(31)起升，使其顶部滑道运动至井口旁。扶正机械手

(15)将管柱底部移送至管柱输送机(31)的滑道上。下放管柱，如图3所示，管柱沿管柱输送

机(31)滑道下滑，直至管柱完全躺在滑道上。此时可翻转自动吊卡(22)已经随管柱进行了

一定角度的翻转，可翻转自动吊卡(22)打开使其与管柱脱离；管柱输送机(31)下降，将管柱

输送至管桥架(32)上；场地工将管柱排列好。可翻转自动吊卡(22)翻正成初始状态，并通过

吊环偏摆装置(23)完成一定的偏移；下放可翻转自动吊卡(22)，避开管柱的上端到达管柱

接箍轴肩的下端。吊环偏摆装置(23)复位，可翻转自动吊卡(22)套在井口管柱上并实现动

力扣合。至此已经完成了一根管柱的起管作业，若连续处理多根管柱则重复以上步骤。

[0029] 下管作业，与起管作业步骤相逆即可实现。

[0030]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是对本实用新型作其它形式

的限制，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可能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加以变更或改型为等同

变化的等效实施，但是凡是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

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改型，仍属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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