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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根据采油电控装置的应用现状和油井分布
特点，本项目采用一种基于直流母线供电
的油井群控系统方案，将同一采油区块的
多口油井的抽油机电控终端通过直流母线
统一供电，实现多台抽油机倒发电能量的
互馈共享和循环利用，充分发挥采油区块
多抽油机的群体优势。

Ø多油井各分别配备一台逆变终端，抽油机
冲次根据井下供液情况分别进行调节。整
个区块通过一台变压器集中供电，比分散
配置节约变压器容量约60% 。   



  三、系统主要技术特色
1．基于各油田采油区块多台抽油机集中分布
的特点和群体优势，采用同一网侧整流器通
过公共直流母线为多台抽油机逆变终端供电
的直流互馈型群控配置组态结构和参数设计，
既有利于降低网侧电流谐波污染，又可以提
高功率因数，降低系统造价；

2.直流母线上各电控终端的分时群控策略，可
以使各抽油机的倒发电能量得以互馈共享和
循环利用，既提高了系统节能效率，又可以
避免倒发电能量馈入电网和倒灌冲击； 



  3．降低变压器总容量      
Ø 油井抽油机载荷周期性急剧变化，配电
设计时变压器、供电线路、启动柜、电机
容量一般要远大于油井最大负荷，冗余容
量很大。比如单井有功功率平均15kW以下，
但所配备电机和变压器容量分别为平均有
功的3~5倍甚至更高。



Ø 采用直流互馈集控技术，实现多台抽油
机的分时优化、协调群控，避免多台抽
油机同时起动对电网造成的冲击和电压
跌落，避免大电流峰值叠加，互相错峰
填谷，使变压器冗余容量共享，可以降
低变压器数量约90%、总容量约60%。可
以大幅度节约变压器容量费（胜利油田
28元/kVA·月，中原27元/kVA·月）。







 6．群控系统智能化数字化集成控制软件，提
升油井智能控制管理水平。

Ø 通过群控系统软件的集成化设计，实现井
口数据采集、通讯和电控功能的模块化有
机结合。

Ø 将现代网络化通讯、协调监控与油井群控
相结合，通过监控中心来完成对各油井电
控终端和网电整流器的群组协调和监控管
理。



终端通讯
收发单元

终端保护
单元

终端变频
控制单元

抽油机＃1

电量数据
采集单元

油井远程
监控系统

井群监控数据库服务器

无线通讯管理系统

油田MIS系统

UPS

局域网

终端通讯
收发单元

终端保护
单元

终端变频
控制单元

抽油机＃N

电量数据
采集单元

通讯
单元

整流
滤波

电量数据
采集

WEB服务器

 群控通讯系统方案



 7．直流母线供电宜于解决现场防盗电问题。
Ø 提出了一种从根本上解决交流盗电现象的

有效方法。各抽油机及逆变终端均通过公

共直流母线供电，母线整流及滤波器都就

近接在变压器副边低压侧。抽油机附近的

直流母线电源无法被盗电利用，更无法通

过变压器变压。    



四、系统性能考核指标
1.环境适应性
  工作温度： -40~+80℃ ；
  相对湿度：5~95%无凝露
  防护等级：IP54（防尘、防水等级）
2.电源适应性
  整流器交流输入电压：
   380V±15%, 660V±15%，1140V±15% 
  直流输入额定电压：DC540V，DC920V，DC1600V
  直流母线电压范围：
      420~750Vdc, 720~1200Vdc, 1200~2000Vdc
3.频率调节范围： 0.1~60Hz



4.驱动抽油机适应范围：
     额定电压为380V、660V、1140V的三相异步电
动机、永磁同步电动机；功率范围在5~55kW的游
梁式抽油机、塔式（皮带式）长冲程抽油机等，
全天候连续运行。

5. 吨液生产节电率：15～25％
6. 网侧功率因数：优于0.90

7. 网侧电流谐波：符合国家标准《GB/T 14549-

1993：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8. 执行《中国石化集团胜利石油管理局企业标准

（Q/SH1020 1240-2004）—抽油机电控箱

（柜）》。  



 五、面向抽油机群控节能的多能互补直流微电网
Ø 本技术结合新能源拓展节能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

u多能互补型直流微电网及集散群控系统。将直流母
线抽油机节能群控系统与新能源发电结合，适用于
工矿油区非常规供电：油田抽油机,煤层气井排采,
矿井提升机,多为分区块较集中的馈能性负荷。

u目前各种先进的电控装置，几乎全部可采用直流供
电，都可纳入直流微网：变频器,风电机组,光伏发
电,开关磁阻电动机,直流无刷电机,电动汽车,抽油杆
中频电加热,超声波换能器,油井防蜡仪,等等。通过
直流微电网将上述各种装置贯串连接在一起，充分
发挥直流供电可以大幅度降低线路损耗和电压降落
，输电线路压降小，距离远，容量大等优势。





u 直流互馈型抽油机节能群控系统现场应用目前技术
已经比较成熟，在煤层气排采领域推广应用，其节
能发展潜力巨大。

u 利用现场已有的柴油发电机、煤层气发电机、燃气
轮机、网电和可再生能源，采用基于光/气/柴/蓄/
网等多能互补直流供电的煤层气井排采群控系统。
应用推广优势明显。

u 充分利用高效清洁能源和绿色化可再生能源，将其
与采气区块群控系统相结合，比如当光电不足时由
网电或燃气轮机组自动补充，不影响气井生产。光
伏发电无需逆变和并网环节，直接为群控系统直流
母线供电，既降低了机组成本又提高了系统效率。



u直流互馈型抽油机节能群控系统在煤层气排采区
块直流供电方面具有独到优势。煤层气井大都处
在山区，地形复杂，三相变频控制柜供电距离视
近线长，供电成本高，线路损耗大，电压跌落严
重。尽管针对此问题，井场线路末端升为660V供
电，问题有所改善，但线损仍旧比较严重。



六、项目研究背景与工作基础



Ø所研发的“抽油机专用变频调速控制技术及
装置”，2006年10月通过了由山东省科技
厅组织的技术鉴定，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为抽油机变频群控的研发奠定了良好基础 。

Ø“抽油机专用变频调速控制技术及装置”项
目获奖情况：

v 2007年10月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科技进步二等奖；

v 2007年12月，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v 2008年10月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三等奖；

v 2007年12月，山东省东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Ø 2006年12月申报成功的山东省科技攻关项目 
“抽油机区块变频群控配置组态的研究与系
统开发”。

（项目编号：2006GG2304001）

Ø本项目通过油田现场试验，验证了群控系统
的可行性，为群控系统的进一步规模化实施
奠定了基础。

Ø 2009年教育部中央高校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
助，节能减排科技专项：基于风-网电互补
直流供电的油井节能群控系统研发（编
号:09CX05012A)；



Ø 2010年,山东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编号：
2010GGX10714):基于井下液位跟踪和风-网
电互补直流供电的油井节能群控系统研发。

Ø 2013年，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重点项目
（编号：2013GSF11607):基于直流母线供
电的煤层气井排采群控系统研发。

Ø 直流互馈型抽油机节能群控系统，中国石
油和化学工业科技进步奖，2014.11 

       本技术通过相继逐项递进完成四个有关抽
油机节能群控的省部级科技计划项目凝练整合
而成。



l  



l  



Ø有关群控技
术已取得多
项国家发明
和实用新型
专利。



八、媒体报道情况











 产品应用情况



Ø应用推广优势明显：目前本产品装置已
经在胜利、江汉（清河）、中原、新疆
等油田投用3200余台（低压、中压）。



改造前 改造后

产品应用 Application

该技术在胜利油田东辛采油厂辛50井组首次应用并取得显著效
果

基本情况 电网：油网       井数：16口      机型： 高原机、游梁机 

改造对比



产品应用 Application

北区
单井逆变单元

单井逆变单元中区

单井逆变单元 东区

整流单元
分线箱

分线箱

分线箱

改造前变压器情况 改造后变压器情况



产品应用 Application

辛50井组实施前后能耗情况对比 改造前 改造后

变压器（台）

14

1

总容量（KVA）

690

250

电机功率（KW）

621

单井日耗电（KWh）

155
117

日耗电（KWh）

2477
1867

功率因数

0.4632

0.9994

621

有功功率（KW）

116.7
90.1

无功功率（KW）

124.1

2.5

辛50井组年节约电费41.8万元，平均单井年节约电费2.6万元。

-64% -25%

-23%

-98%

+116%



产品应用 Application

      该技术首次成功应用也受到中石化、胜利油田、中国石油
大学等单位的支持和关注。

       2017年4月中石化集团公司油田部信息
与科技处处长郭万松到辛50区块现场调研技
术应用情况，建议在上游板块推广应用。

       2017年3月中国石油大学领导及产业处
领导调研技术应用情况。



产品应用 Application

       2019年5月国家节能中心、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东营市发改委、胜利油田、中国石
油大学等单位到中石大蓝天石油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技术交流并现场调研直流群控技术应用情况。



产品应用 Application

      中石化胜利油田辛50应用成功后，该技术在胜利油田分
公司东辛采油厂营26区块推广应用。

      该技术在营二现场
应用后，经胜利石油管
理局能源监测站测试得
出直流母线群控系统综
合节电率为21.49%。



产品应用 Application



产品应用 Application

      目前，该技术在胜利油田分公司多个开发单位进行了推广应用。

       该技术已经成为中石化重点推广的节能及监控产品，并被推选为
中石化 “能效倍增计划”十大推广项目之一。

H125区块直线3公里



l  
Ø 本产品装置在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应用



l  
Ø 本产品装置在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应用



l  

Ø 本产品装置在胜利油田孤东采油厂应用



Ø 本产品装置在中原油田的应用（低压、中压）：



产品应用 Application



产品应用 Application1140V中压群控应用



产品应用 Application



l  
Ø 本产品中压装置在中原油田应用



Ø 本产品装置在江汉油田清河采油厂的应用证明



Ø 本产品装置在江汉油田清河采油厂应用



产品应用 Application



产品应用 Application



产品应用 Application



产品应用 Application

2015年鲁胜公司王55区块



产品应用 Application

2016年鲁胜公司王69区块



产品应用 Application

2017年胜利采油厂T128区块



产品应用 Application

2018年东辛采油厂盐227区块



PART 02
油井物联网数据采集及资源

云服务技术

                              











技术方案 Technical advantages

通过标准的RTU模块、网络终
端接口、上位机监控软件及无线
网络通信，将物联网模块、智能
控制模块与各油井逆变终端及单
井能耗计量单元、流量压力温度
检测模块等实现互联，使各抽油
机的供排关系智能分析功能和自
动调整油井冲次得以实现。

基于此此构成的油井实时监测
与管理平台，易于满足现场实时
数据采集、传输与后台监测，实
现与油田网络接轨，具备数据收
发、处理、存储、访问与查询油
井台账和历史数据以及分析呈报
功能。

☑ 油井物联网数据采集方案



技术方案 Technical advantages

                        

油井物联网数据终端可根据网络运行情况选择使用 GPRS、WIFI、光纤或者通过宽带接入油
田信息网络并上传或下载油田生产管理和调度所需信息。通过 RTU 实现实时数据采集和终端存储
功能，并可实现多种远程操作功能。其智能大数据网络配置如下示意图所示。



技术方案 Technical advantages

                        

井口安装流量、压力、温度多参数检测计量装置，其测量数据亦通过 ZIGBEE 网络向终端
控制柜 RTU传送。井口设备电源可通过光伏发电提供。

☑ 油井物联网数据采集方案



技术方案 Technical advantages

                        

本系统拟在抽油机悬绳器处安装载荷位移一体化传感器，并通过 ZIGBEE 网络向终
端控制柜 RTU 传送载荷位移数据，监控中心可根据这些数据绘制示功图。

☑ 油井物联网数据采集方案



技术方案 Technical advantages

                        

  群控系统逆变柜配备有电功图测试分析单元通过实时采集逆变器电参数，实现电能计量、平
衡计算、液量计算、动液面连续监测、故障诊断及预报、系统效率分析等功能。

抽油机井电功图分析系统

☑ 油井物联网数据采集方案



技术方案 Technical advantages

                        

        终端控制柜安装有触摸屏实现人机交互，能够现场显示示功图、电功图、液量趋势、电能参数、平衡
度、冲次等信息。当服务器或网络瘫痪市数据可以通过外界存储设备转存或拷贝，实现数据共享。

☑ 油井物联网数据采集方案



平台结构示意图

数据服务及云资源共享平台



适用于多种浏览器、客户端、手机用户等

数据服务及云资源共享平台



1. 数据采集、数据存储、统计分析、查询、远程维护等；

2. 抽油机井平衡状态指示，并提供平衡调整方向和调整量

的大小；

3. 单井产量分析；

4. 单井供液情况分析，合理生产参数预测；

5. 系统效率、能耗分析及设备维护指导；

6. 故障诊断及预报；

7. 井组产量统计分析，井组供排关系分析和调参；

8. 关联数据：测井、作业等；

9. 多客户端，定制APP，数据交互等。

数据服务及云资源共享平台



PART 03 微网直馈电机特殊工况应用技术
                              



Ø 工矿油区直流微网群控系统可配挂多种直馈负荷

多源互补直流微电网群控系统

直流开关磁
阻电机，直
流无刷电机
，等等



一、项目介绍——开关磁阻电机调速系统



一、项目介绍——开关磁阻电机整体示意图



Ø 由控制器及开关磁阻电动机两

大部分组成

Ø 控制器由嵌入式微处理器、大

规模集成电路、电力电子功率

器件及软件组成

Ø 电动机为定子、转子双凸极结

构，转子由硅钢片叠压而成，

无绕组及永磁体；定子上绕有

集中绕阻。电机可根据需要设

计成不同的相数

开关磁阻电机调速系统的构成

一、项目介绍——开关磁阻电机调速系统的构成



电驱动结构形式

开关磁阻电机及调速系统优势包括：

Ø 总体效率高，节能效果好15-30%
Ø 功率因数高，功率因数可高达0.98
Ø 起动电流小，起动转矩大，特别适合于

需要重载起动和负载变化明显并且频繁
的场合。

Ø 调速范围广。可以在低速下长期运行，
转速从0转到额定转速平滑调节

Ø 可频繁正、反转，频繁起动、停止，
1000次/小时

Ø 电机结构简单、坚固、无永磁材料，使
用时间长达十年

一、项目介绍——电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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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用磁位置传感技术，解决了影响光
线导通的问题，实现了在恶劣的环境
中稳定工作

创新性、持续性

在掌握核心技术的基础
上，在该产品的控制系
统核心技术做了创新。 有功功率输出自适应技术，在程序内

部储存了大量经验数据（主要用于抽
油机），实现更大幅度的节能

3

设备内部加入了EMC滤波技术，避免了
对电网干扰

4

控制系统采用双MPU处理技术，提高
了电机在高速和低速运行的稳定性

一、项目介绍——自主研发核心技术



一、项目介绍——效率高

开关磁阻电机调速系统与变频调速系统相比具有更高的综合系统效率，节电率高



对比项目 Y系列电机 开关磁阻电机

电机额定功率 37KW 37KW

转速 750rmin 750rmin

控制方式 直接启动
智能控制，485通信，远程

控制

有功功率 8.15KW 5.70KW

功率因数 0.25 0.78

节电率 ≥30%

一、项目介绍——开关磁阻电机与Y系列电机节能对比

公司产品在油田抽油机上应用，与Y系列相比节电可达到30%以上



一、项目介绍——国家重点节能技术

本公司开关磁阻电机调速系统节能技术被遴选为国家重点节能技术
                   代表中国开关磁阻电机调速系统行业技术水平



二、行业市场——应用案例

胜利油田 辽河油田

大庆油田 中原油田 吉林油田

华北油田



二、用户报告——中石化检测报告

中石化胜利油田节能中心检测综合节电20.08%



中石油辽河油田节能中心检测综合节电33.18%

二、用户报告——中石油检测报告



二、用户报告——中石油中原油田检测报告

中石化中原油田节能中心检测综合节电33.8%



二、用户报告——中石油大庆油田检测报告

中石油大庆油田节能检测，开关磁阻电机比三相异步+变频器节电15.11%



Ø本系统的三大效益和优势：
1）绿色无污染新能源无需并接工频大电网，

既充分利用，又节约投资；
2）老油区结合新旧动能转换，老旧设备改

造，降低安全隐患90%以上；
3）新产能油井区块减少甲方投资20%以上。

  中石大蓝天（青岛）石油技术公司
                   TEL:13365427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