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P / PCP / ESP
UNICO®举升泵控制系统
UNICO®公司是 1967 年成立，总部设在美国威斯康星
州在中国、英国、德国、日本和委内瑞拉设有分公司，致力
于冶金、有色金属、汽车、包装及石油、天然气和煤层气工
业先进技术和装备开发的专业技术公司。十余年油田，煤层
气田举升泵应用开发经验和提供上万台交流调速举升泵控
制系统实际应用积累，UNICO 成为在各种举升泵控制领域技
术领先知名公司。
UNICO 举升泵控制器是为石油、煤层气举升泵应用特
殊设计制造，技术领先的数字控制技术实现对电机电流、电
压、速度和扭矩的实时精确控制使系统完成对油（气）井况
变化实时快速响应。内含功能丰富性能独特专利技术控制软
件。只需将相应控制软件下装固化在系统内部，控制器即可
分别控制抽油机(SRP)、螺杆泵(PCP) 或潜油电泵(ESP)工作。从热带到北极圈，UNICO 控制器控制各种举升泵工作运
行在各种高产、低产、重油、高注水油田和煤层气田。先进的控制功能使得新油井设备或老油井技术改造均能取得提高
产量，提高能效和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的显著效果。

通用设计配置灵活
UNICO 控制器可以 230-240V,380-415V,560-480V 或 575-600V, 50/60Hz 交流电源供电工作，也可单相电源供电工作。
控制器只需下装相应控制软件不需其它改动即可控制潜油电泵，螺杆泵或抽油机工作以满足油井生命期内生产要求变化。
可以梯形图或功能块编程修改控制逻辑适应特殊或新要求。可灵活编程模拟和开关量输入、输出信号满足先进油井自动
化控制。控制器可根据野外或室内作业选择控制柜。野外控制柜可满足 NEMA 3 (IP64)工作环境。室内作业控制柜可选
地角或壁挂安装。
质量可靠
UNICO 控制器严格按质量标准装配和测试，计算机控制的电路和功能测试确保消除细微的产品缺陷。控制器和主要零备
件有序编号确保产品生命期内跟踪检索。控制器整体经反复运行测试确保满负荷和超负荷无故障运行。完整测试记录和
日后维修记录管理保障产品质量及日后提升。
操作使用方便
控制器自带键盘和显示屏，控制参数按控制逻辑分类编组方便操控。多级密码避免无意修改操作参数。可选电流，电压，
频率，扭矩，速度，位置，压力，流量，温度或状态等参数中 4 个参数在主屏幕画面显示。按时间运行记录故障方便举
升泵系统维护。
方便过程控制
控制器提供 3 路模拟量输入接口并可选接 8 路模拟数据采集接口监控位置，力，流量，压力，温度等操作参数。可选模
拟输出接口控制举升泵和显示运行数据。模拟通道接口可设定高、低限位监控过程控制信号。每路模拟通道可按相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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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单位标定。可以 PID 闭环调节控制油井压力，泵流量或液面。
节能和电源质量设计
控制器设计考虑降低电力费用和提高电源质量，先进泵控技术降低能耗费用，可选配在各种速度和负荷情况运行功率因
数几乎为 1 的系统避免电力部门额外收费。控制器内装扼流圈降低谐波电流和对电网电压影响。选配 12 脉冲整流可消除
各种谐波电流满足 IEEE519 标准要求。能耗监控可记录能耗和检测系统效率。可按电力收费时间段设定泵起停时间。
网络接口
控制器支持多数通讯总线接口和通讯规程方便与可编程控制器，电脑或网络服务器通讯。可经 Modbus RTU 通讯规程与
电脑或经无线通迅和 SCADA 监控系统有效传输交换 16、32 位格式数据及开关量逻辑信号。可选配无线通讯接口对举升
泵进行远程监控。
生成生产报告
UNICO 控制器可方便地综合举升泵现场应用重要分析和诊断信息完整报告，油井参数可以多种语言以数字量或图形形式
显示。报告以 Excel 格式生成以方便用户生成特定报表。与 Case Services 和 Theta Enterprises 井口软件包接口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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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机（SRP）控制器
UNICO®控制器可控制传统型，Class I, Class II, 曲柄型，气动，游梁平衡型，Mark II, Reverse Mark 和皮带抽油机等
各种机械结构抽油机运行。控制器将电机控制，速度优化，逻辑控制，泵充满度控制和抽油杆载荷控制功能综合集成，
使新、旧抽油机设备均达到增产，提高能效和可靠性的效果。
采油（气）生产希望油（气）井生命周期任何时间在设备、井况条件允许，确保效率和安全前提下获得最高产量。在抽
油上下冲程周期运行任何时刻，系统均会受到电机最高转速，电机过热能力，最大功率，齿轮箱最大扭矩，抽油杆最大
载荷力，抽油杆柱下行速度或充满度等诸多制约条件限制。UNICO 抽油机控制器集成系统数学模型控制实时检查评估制
约条件，动态控制保证系统运行平稳，包含所有系统元素的模型控制实时检测井口参数和相关制约条件，按相应控制策
略驱动泵运行。多制约元素优化控制对高气油比，加热抽采，煤层气等流量波动大的生产井极有帮助。
精确的综合系统数学模型控制
UNICO 建立包括驱动器，电机，抽油机，抽油杆柱，抽油泵，流道, 油管，套管，液（气）体和油藏等所有元素系统数
学模型结合油（气）井工况和现场参数实时监控抽油机运行。综合数学模型控制固化在控制器内部。控制器自动辨识确
定电机，抽油机，抽油杆柱和井下抽油泵等系统参数。综合数学模型控制实时采集抽油机系统温度，机械，电气和流体
工况达到比常规控制更精确的抽采控制。
可无传感器运行
UNICO 抽油机控制器采用独特的方法可不需外接光轴或抽油杆角位移和载荷传感器实现光轴，井下泵位置、速度和载荷
的实时精确确定。可经显示屏显示或按时间基准记录保存电机速度，电机扭矩，泵速，泵位置，泵载荷，齿轮箱扭矩，
抽油杆速度，杆位置，杆载荷以及井口和井下示功图等无外接传感器获取的系统变量参数。
泵速控制
实时监测瞬时及平均泵速。由电子限位开关调整曲柄角度以便修整上下冲程和转弯点速度。
可由电位器，键盘，串行通信接口或控制器优化控制调节速度。可选单速、双速和三速控制分别对泵上、下冲程和转弯
点单独调节，可按设定的曲柄运行角度或油杆位置改变速度。电机可恒功率 2 倍于额定转速运行。
皮带抽油机转弯速度调节控制弯道速度曲线提高产量，参照直线至转弯点速度自动计算减速曲线和脱离弯道加速点。
充满度控制
控制器不需外部传感器或控制器可连续精确检测和调节泵充满系数，自动调节上下冲程速度保持最佳充满度和最佳产
量，使泵自动适应油井流量特性变化，消除液面冲击，减小杆柱最大载荷，防止停泵砂渗入，避免采用间抽方式产生应
力变化，减少粘滞摩擦影响提高泵效。如出液量极低，可编程设定泵缓动时间，在缓动时间段内泵以最低速度运行避免
出砂。
抽油杆载荷控制
根据不同结构抽油杆和液体特性计算杆柱载荷和谐振频率，解析修正杆载荷，自动辨识抽油杆摩擦力，连续检测显示光
轴和井下泵载荷，速度和位置。可由外部载荷传感器测量或不外接传感器内部计算杆柱受力。抽油杆载荷限位调节控制
可控制抽油机以最高产量生产，自动调节泵下行速度并控制保持最小杆柱载荷消除抽油杆浮动和控制上冲程最大载荷。
分别实时限位控制抽油杆最大、最小载荷可减小杆柱应力，控制抽油杆最大载荷在设计允许范围内避免峰值载荷减少杆
管磨损，控制抽油杆最小载荷可消除杆弯曲变形也有助于减少杆管磨损。
不需特殊载荷限定，抽油杆载荷减振控制即可减少抽油杆摆动漂移和疲劳应力避免油杆过快磨损和油管过多磨损断裂并
提高泵效。延长设备维修周期。
悬绳器分离控制
自动调节下冲程速度使杆柱负荷最小避免抽油杆浮动，可装一限位开关检测悬绳
器分离自动修正泵速并记录分离事件。
示功图
由电机扭矩反馈和抽油机几何结构参
数替代载荷传感器生成可与个人电脑
连接的井上示功图，不需载荷传感器自
动推算井下抽油泵运行和流量，生成井
上和井下示功图预报帮助分析诊断井
和泵出现的问题。

能耗监控
控制器提供抽油机进线功耗，电机功耗，光轴功耗和泵提升功耗的详细信息。显示累计进线功耗和产量与能耗效率。限
定控制峰值和再生功率可保持最大和再生能量。能流控制可稳定能流，减少齿轮箱应力，不限定泵功率即可提高泵效。
液体流量变化大的井，能流优化控制可控制驱动器和电机运行在最高允许温度范围内获得最高产量。
产量监控和优化
不需外接仪表连续提供出液量估算值。以泵速和泵效推算实际生产率。可重新设置流量计量。提供油井生产情况显示方
便操作并可经串行通信接口与远程监控通讯。产量优化功能自动调节泵速，对于流量和粘度波动大的加热抽采井生产极
为有益。
液位监控
根据泵载荷，流体特性，油管压力和套管压力连续提供液面高度推算值。可输入相对固定的油管和套管压力值，如压力
波动幅度大可接入压力传感器模拟信号。
齿轮箱负荷监控和限定
由限位开关，接近开关或倾角计信号参考曲柄角度，控制器实时提供曲柄轴角度。监控齿轮箱每次上下冲程负荷并限定
过载量避免损坏设备并且不减少泵平均冲次。可监控并报告传动皮带打滑或断裂。调节启动扭矩消除瞬峰电流并消除泵
启动时强冲击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平衡监控
控制器检测平衡效果并提示出现的平衡问题，辅助功能可方便地进行平衡调整减小齿轮箱负荷降低功耗。
自动重新启动
控制器可从故障或间歇断电状态自动恢复使无人操作井连续工作，记录启动/停止事件以便维护。
数据采集
实时采集扭矩、速度、位置以及井上、井下示功图，记录报警、故障和事件方便经操作键盘或上传个人电脑或网络服务
器检查和检索。记录事件包括启动/停止、运行模式变化、上电/断电、过流、悬绳器分离、皮带打滑、平衡故障、低载/
高载等。周期性记录泵充满度和泵速方便趋势分析。
抽油机系统模拟
建有完整抽油机系统和油井元素仿真数学模型，无需系统实际运行只需输入相关设定参数即可真实模拟抽油机系统运
行，方便地全面评估检测各种运行工况。仿真模拟可在现场不启动电机和泵或在办公室内进行。

螺杆泵（CPC）控制器
UNICO®螺杆泵(PCP)控制器提供螺杆泵运行完整控制功能。UNICO 建立包括驱动器，电机，地面设备，抽油杆柱，泵
体，流道，油管，套管，液（气）体和油藏等所有元素系统数学模型结合油（气）井参数和现场参数实时监控螺杆泵运
行。综合数学模型控制固化在控制器内部。控制器自动辨识确定电机，抽油杆柱和抽油泵的系统参数。综合数学模型控
制实时采集温度，机械，电气和流体工况以达到比以往常规控制更精确的抽采控制。大型泵可由一台控制器驱动 2 台电
机。
UNICO 螺杆泵控制器采用独特的方法可不需井上、井下传感器由数学模型控制元素实时精确确定抽油杆速度、扭矩，抽
油泵速、扭矩，流量，液位，吸入压力，排放压力和压差等参数。
根据泵体，流体特性，油管、套管压力连续提供液面高度推算值。可输入相对固定的油管和套管压力值，如压力波动幅
度大可接入相应传感器模拟信号。精确实时辨识套管气体和油泵吸入口压力差可精确控制液面高度高于泵吸入口。泵缓
动控制可控制泵以极低速运行一可编程设定时间以保护泵并控制平均流量并避免出砂。对于各种不同井况，缓动控制可
获得最高产量。调节泵吸入口压力达到最大出液量。在井上选装一流量传感器可自动检
测确定最大出液量并保护不发生停泵故障。煤层气井可选装以气流传感器自动检测确定

液面高度达到最大产气量。当泵载荷降低时，控制提高电
机转速提高产量。
扭矩限定控制电机扭矩避免抽油杆柱断裂。消减粘联打滑
震荡减少抽油杆柱疲劳破坏。监控避免破坏性泵负荷。低
速检测功能在粘泵或流道阻塞等停转情况保护系统。最小
开机扭矩检测识别泵启动出现的问题。低扭矩识别检测断
杆，皮带或砂卡故障。检测泵吸入口和排出口压力差防护
泵超负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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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油电泵（ESP）控制器
UNICO®潜油电泵(ESP)控制器提供潜油电泵运行完整控制功能。控制器综合控制电机和泵运行使新、旧潜油电泵均达到
增产，提高能效和可靠性的效果。
UNICO 建立包括驱动器，变压器，电缆，电机，套管，油管，液（气）体和油藏等所有元素系统数学模型结合油（气）
井参数和现场参数实时监控潜油电泵运行。综合数学模型控制固化在控制器内部。控制器自动辨识确定变压器，电缆，
电机和电泵的系统参数。综合数学模型控制实时采集温度，机械，电气和流体工况以达到比以往常规控制更精确的抽采
控制。多制约元素优化控制对高气油比，加热抽采，煤层气等流量波动大的生产井极有帮助。
UNICO 潜油电泵控制器采用独特的方法可不需井下传感器由数学模型控制元素实时精确确定泵速、扭矩，流量，液位，
吸入压力，排放压力和压差等电泵系统参数。可经显示屏显示或按时间基准记录保存参数。可选不同工程单位显示液面
高度，流量和总产量。
调节泵吸入口压力达到最大出液量。煤层气井可选装一气流传感器自动检测确定液面高度达到最大产气量。
当泵载荷降低时，控制提高电机转速提高产量。对于高含气井，可控制电机运行在最大温度范围内达到最高产量。
根据泵体，流体特性，油管、套管压力连续提供液面高度推算值。可输入相对固定的油管和套管压力值，如压力波动幅
度大可接入压力传感器模拟信号。精确实时辨识套管气体和油泵吸入口压力差可精确控制液面高度高于泵吸入口。调节
泵吸入口压力控制达到最高产量。泵缓动控制可控制泵以极低速运行一可编程设定时间以保护泵并控制平均流量并防止
出砂。对于各种不同井况，缓动控制可获得最高产量。
可人工，遥控或自动控制方式由电位器，键盘，串行通信或自动控制调节泵速。电机可恒功率 2 倍于额定转速运行，在
泵负荷减少（如气体干扰）时段可增加产量。可编程设定起始和运行速度及加减速率。可配置系统优化产能及能效。
不需外接仪表连续提供出液量估算值。以泵速和泵效推算实际生产率。可重新安排流量计量。提供油井生产情况显示方
便操作并可经串行通信接口与远程监控通讯。
扭矩限定控制防止电机和电泵扭矩超限。低速检测功能在粘泵或
流道阻塞等停转情况保护系统。可自动检测砂卡情况并保护泵。
能流优化控制对任何流量均可降低用电费用。循环能量优化控制
可控制泵按产量要求以最高效率抽采进一步降低电力消耗。可设
定泵启、停时间避免用电高峰额外电力收费。显示输入功率，电
机功耗，油杆功耗，泵功耗以及平均效率方便能耗控制。
控制器可从故障或间歇断电状态自动恢复使无人操作井连续工
作，记录启动/停止事件以便维护。自动按顺序启动多台泵避免瞬
时电流过大。
实时采集电机和电泵信息方便生成特性曲线及生产报告。记录报
警、故障和事件方便经操作键盘或上传个人电脑或网络服务器检
查和检索。记录事件包括启动/停止、运行模式变化、上电/断电、
过压、过流、扭矩过低、转速过低等。可选接多路模拟信号通道
记录更多油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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