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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and main functions are given of workover and tractor hoist on oilfield based on method
of function partition. On the basis, naming method of workover equipment is given. This has certain significance for gauge naming of workover equipment and promoting management level of
device on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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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按照功能划分的基本方法，给出了油田修井机、通井机的基本功能与主要功能元，在此基础上，给出了
修井设备的命名方法，这对于规范油田修井设备的命名和提升油田设备的管理水平，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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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油田常用的修井作业设备有通井机、修井机等多种类型，在油田的使用习惯中，通井机主要是
指井架与绞车分离，滚筒安装在拖拉机上，井架通过背车运输到作业现场的履带式通井机，并特制驱动
滚筒的部分。修井机泛指井架与滚筒安装在同一台运移设备上，一起运移到作业现场的设备。这里不仅
包含即有起升，又有旋转作业功能的大型修井机，其不仅可以完成修井，而且还可以与其他设备配合，
完成钻井作业。而且也包含品种繁多，主要只能完成起升作业的小型修井机，即普通意义上的通井机[1]。
随着履带式通井机[2]逐渐退出油田作业设备市场和新型修井设备的发展，上述命名习惯已经不能满足油
田现场的需要，给油田管理和设备分类，带来了诸多不便，从作业设备管理现场的实际出发，我们建议，
重新对油田修井设备进行分类，并给出其命名和定义，规范设备的命名，这对于油田设备的采购、管理
和检测，均有重要意义。

2. 油田常用修井作业的分类
我们知道，修井是油田应用最多的增产措施，从修井作业的类型上分，可以分为改变举升设备的工
作参数(换泵)、检泵(杆)、侧钻、钻塞、油井清洗、冲砂、小型钻井等作业类型；上述作业类型中，换泵、
检泵、油井清洗、冲砂等作业，仅主要通过起升作业就能完成，这类作业，也一般有油田厂级负责小修
的作业队进行，油田称为小修作业，是油田量大面广的作业形式[3] [4]，如图 1。侧钻、钻塞、小型钻井
等作业不仅需要提升，而且还需要旋转作业才能完成，这些作业，油田一般通过较大型的作业机械完成，
由油田级的专门大修队伍完成，如图 2 [5]。即：从对作业设备性能的要求上，可以分为主要使用起升作
业就能够完成的作业类型和必须通过起升、旋转两种作业方式才能完成的类型，与之对应，油田所使用
的作业设备，也被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只提供起升能力的修井设备，一种是既提供起升能力，又提供旋
转能力的修井设备。为了区分两种作业的类型所使用的设备，我们建议，把前者称为通井机，后者称为
修井机，前者主要完成油田小修作业，后者主要完成油田的大修作业。

3. 油田常见小修设备的类型划分与命名
按照上述分类方法，目前，只是以完成起升作业为目的油田在用通井机有如图 3~6 四种。图 3 所示
为传统的履带式通井机，其主要特征为滚筒与驱动滚筒的动力系统一起，安装在拖拉机底盘上，行走靠
履带方式，绞车与行走使用同一动力，井架与绞车分离，需要单独的背井架车将其运到现场，组合安装
后，完成修井作业的要求。图 4 所示为通常油田所说的轮式通井机(b)和轮式修井机(a)，其主要特征是都
是使用汽车底盘完成移动，绞车的动力与行走的动力为一体，同为柴油机。油田通常将自带井架的叫做
轮式修井机，不带井架的称为轮式通井机。图 5 所示为油田所述的网电修井机，其特征也是采用汽车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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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Wheeled tractor hoist in operation
图 1. 作业中的轮式通井机

Figure 2. Wheeled workover rig in sidetracking
图 2. 在进行侧钻作业中的轮式修井机

Figure 3. Caterpillar tractor hoist
图 3. 履带式通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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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Figure 4. (a) Wheeled tractor hoist with derrick, (b) wheeled tractor hoist
without derrick
图 4. (a) 携井架的轮式通井机，(b) 不携井架的轮式通井机

Figure 5. Electric tractor hoist
图 5. 网电通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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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Hydraulic tractor hoist
图 6. 液压通井机

盘完成行走功能，自备井架，采用网电驱动电机带动绞车，完成起升功能。图 6 为油田所述的液压修井
机，其特征是采用汽车底盘完成行走功能，通过电机驱动液压缸，完成起升功能，从结构上，省去了井
架与绞车。这四种作业设备，油田习惯称为修井机，其基本功能都只有起升作用，与履带式通井机、轮
式通井机的区别只是其是否自备井架，对于作业的基本功能并无本质的改进。因此，从分类上讲，我们
认为，还是称作通井机更为合适。这样，按照目前油田的通常使用习惯，油田常用的通井机就有履带式、
自背井架轮式、无井架轮式、网电驱动轮式、液压起升轮式等五种，由于无井架轮式通井机目前的油田
应用较少，因此，通常又可简称为履带式、轮式、网电、液压等四种[6] [7]。

4. 通井机的功能分析与主要命名特征
按照前面的叙述，通井机的主要特性是具备起升作业的能力，不具备旋转作业的能力；按照其功能
划分，区分通井机的主要特征如下几点：1) 是否自备井架；2) 运移方式；3) 完成起升的动力方式；4) 是
否配备小型泵组，具有一定的循环和冲砂能力；5) 采用的刹车方式等。按照上述功能特征，据设计方法
学的基本观点，通井机的主要功能和求解的功能元如图 7 所示。
按照上述的功能元求解分类原则，则通井机的标志特征，应该是其完成起升的能力，应该包括起升
的最大重量、长期工作的起升重量，起升的高度三个主要参数。其他辅助参数，应该至少说明井架、行
走、起升方式、驱动起升的动力方式、刹车结构等的组成形式，才能相对全面的给出该通井机的结构，
避免使用和采购上的发生误判。其命名中，应该包含起升方式、行走方式、采用动力等特征。这样，油
田上目前使用如图 5 所示的，实际上是使用轮式行走，用绞车–井架方式完成举升，滚筒采用网电电机
驱动，自备井架，采用钳式刹车系统，不配备小型泵组的通井机，可以命名为自背井架网电电机驱动钳
式刹车轮式通井机，简称为网电通井机。当然，我们也可以设计使用带式刹车的网电通井机，同样，随
着高强度蓄电结构的发展，也不排除将来会有带有发电机的网电通井机等结构形式。只是笼统的把目前
的结构形式，就定义为网电通井机，有可能对将来的命名和技术的发展，带来阻碍。
目前油田使用的通井机，某些参数已经相对固定，如：井架的高度，需要满足最少起升一根油管高
度的需要，即不小于 10 米，井架的高度，一般选择 18 米左右，如果选择了这一通用原则，则可以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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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说明。但对于新设计的通井机，或采用新型起升结构的通井机，如果其最大起升高度有所变化，就应
该在产品的说明书中明确的给出，这对于油田下泵作业时选择设备，具有显著的意义。

5. 修井机的功能分析与主要命名特征
从引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修井机与通井机的主要功能差别，在于增加了旋转功能，为了实现这一
功能，需要新增加底座和旋转两个分功能，目前，能够实现旋转分功能的功能元有转盘、动力水龙头、
顶驱等功能元。这样，常用修井机的功能分类，如图 8 所示。如果对于修井机进行命名，则需要给出起
升、旋转两个系统的能力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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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井机

轮式
车载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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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Function units of tractor hoist
图 7. 通井机的功能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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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Function units of workover
图 8. 修井机的功能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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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1) 将油田常用的修井设备，按照其功能进行重新命名，是可行的，也是符合油田使用、管理习惯的。
2) 在通井机的命名中，应该对通井机的主要功能，进行规范性描述，避免相同名称的通井机，其功
能上有较大的差距。
3) 本文给出的修井设备命名方式，较目前的习惯命名方式，更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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