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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驱动泵 Linear Rod Pump
LRP

LRP (Linear Rod pump)直线驱动泵
有杆泵装备观念的革命
无级调节的速度控制，精巧简捷的机械结构，集成
抽采应用领先控制软件的 LRP 直线驱动泵是远比
传统游梁抽油（水）机紧凑，轻巧，高性价比的抽
采设备。
UNICO 公司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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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技
术公司。自 1967 年成立以来，致力于冶金，有色金
属，汽车，包装及石油和煤层气工业先进技术和装
备开发应用。集十余年顶驱钻机，绞车，抽油机，
螺杆泵，潜油泵应用开发经验和提供上万台交流调
速控制装置在油、煤层气田实际应用积累，UNICO
公司研制开发的 LRP 直线驱动泵系统已在南、北美
洲、欧洲、澳洲及中东地区油田和煤层气田成功应
用。LRP 直线驱动泵系统特有的创新结构设计，嵌
入专利智能化泵控软件的高性能、高可靠交流控制
系统为生产、维护管理和运营带来极大方便和效益。

直接驱动
LRP 直线驱动泵系统利用磁场矢量调速驱动器快速精确控制电机
正、反转运行及伺服定位特性直接驱动由齿轮，齿条行走结构连接
的抽油杆上、下直线运动构成完美的机电一体高性能抽采设备。直
接控制抽油杆上、下直线运动避免了传统游梁式抽油机外形庞大，
笨重，高机械惯量的缺陷。与液压泵相比，采用精确电气控制的直
线驱动泵外形精巧，性能卓越。

简洁设计
直线驱动泵可方便地直接安装于井口。光杆由杆夹固定并沿齿条行
走机构方向自由上下运动。在油泵或抽油杆出现粘联情况，油杆可
驻留在齿条行走机构行程内。交流异步电机连接齿轮箱及小齿轮驱
动齿条行走机构，由控制系统控制电机驱动齿条行走机构上下往复
直线运动。齿条行走机构运动的整个行程在油缸中得到充分润滑。

Rod clamp 杆夹
Rack gear 齿条行走机构

Mechanism enclosure
机体外壳
Pinion gear and shaft
驱动轴及齿轮
Gear box 齿轮箱
Air cylinders
气缸
Oil bath 油缸
Polished rod 光杆
TEFC induction motor
全封闭风冷交流异步电机

LRP 泵性能表
参照 1.25-3.75 英寸直径柱塞及相关 API 76 抽油杆提供若干
规格 LRP 直线驱动泵。最大泵流量和深度与选用的活塞直径
有关。同型号泵流量范围变化与选配电机有关。

Standoff 底部支架

Standard unit

Air-balanced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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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简便

直线驱动泵 Linear Rod Pump
LRP

经济实用

LRP 直线驱动泵结构小巧，重量轻，便于运输和安装，
运输安装成本低。系统可以由轻型卡车运载，用手动或
小型吊装机械安装。2 个工人即可快捷方便进行安装，
系统在几个小时内即可完成全部的安装调试并投入生
产。

○
R

使用 LRP 直线驱动泵系统可降低设备安装，运行和维护费
用，节约的费用可快速回报设备成本。在一些国家，成套
○
R
的 LRP 直线驱动泵系统价格仅是未配电气控制的游梁式
抽油机费用的一小部分。
○
R
直线驱动泵运输和安装费用低。由于 LRP 直线驱动泵可用
螺栓直接安装于井口，不需要混凝土及砂砾垫等基础施
○
R
工，井口作业面积很小。LRP 直线驱动泵系统提高产能和
减少停机检修时间的优点使其成为一个真正可行经济实
用的设备投资方案。

泵可快速直接安装在井口油管或套管

直线驱动泵与环境融为一体

可由皮卡等小型车辆运输

轻便
由于运输方便和可快速安装投入使用，可以方便地将
LRP 直线驱动泵从一口井移动到另一口井以利于临时
安装使用或预探井需要。

煤层气井直线驱动泵

高效率
低惯量设计的 LRP 直线驱动泵使其可采用比传统抽油
机更小的电机和减速箱达到更高功效。由于传统抽油机
相对复杂的工况，通常需安装超大功率电机系统以满足
实际需要。直线驱动泵系统采用可灵活编程的运动模型
实现更高效的冲程。较小功率直线驱动泵系统以低运行
成本即可达到或超过传统抽油机性能。

环境友好
在环境要求敏感的场地，安装 LRP 直线驱动泵是理想的
选择。精巧的机械结构确保运行安静平稳。小巧的外形
轮廓和缩小的占地面积使直线驱动泵与周围环境自然
和谐融为一体。

LRP 直线驱动泵仅由几种长度齿条行走机构，减速箱
(g)，电机(mmmm)和控制器组合构成，应用灵活，备
件需求少。前缀 A 为带气动平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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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先的控制系统

低速运行

LRP 直线驱动泵结合 UNICO 专利技术 SRP 有杆泵控制软
件优化生产效率并实时监控保护整个抽油机系统。综合
精密的数学控制模型达到传统机械方式无法实现的运动
曲线效果。独立精确调节上、下行程的速度优化调节控
制泵的充满度。软降速度控制减少液面冲击影响。自动
阀检测功能检测固定阀和游动阀漏失。控制器能够自动
生成井的数据报告，井口和井下示功图，可以与远程管
理控制系统进行数据交换，配置嵌入式可编程逻辑控制，
具备故障自动重启等诸多功能。

LRP 直线驱动泵系统可以使泵在 1SPM 低泵冲数状态下运行，
无减速轮常规抽油机通常泵速在 4-5 SPM。

变速调节泵冲程/位置

可选择部件：

通过控制软件可很方便地自动完成泵冲程距离和间距
调节。泵运行顶部和底部位置能够独立设置，控制在完
全进入下冲程时泵间隙量最小以达到最大的泵压缩力。

气动平衡器

可配置气动平衡器替代传统笨重的配重平衡

块方式将下冲程积蓄的能量在泵提升行程中释放，可快速获得
更大提升力。

领先的泵速控制

燃气动力系统

因 LRP 直线驱动泵惯量低以及控制电机转速与泵速紧
密耦合，可以更实时精确的控制泵速。减少设备磨损，
延长设备维修周期。例如：可在流面冲击出现前自动将
泵速迅速降低，削弱冲击对泵及杆柱的破坏力。液击发
生后泵速自动迅速恢复以达到潜在的最大生产能力。

可提供 GPL 燃气动力系统利用井口天然气为 LRP 直线驱动泵
系统提供动力。

全球监控系统

在电力供应困难或费用较高地区，UNICO

TM

UNICO 公司 GMC 系统可为用户提供油，气

井完整监控报告服务。报告提供实时生产及工况情况和便于分
析的历史记录，报告自动生成并可以邮件或通讯方式通知报警
和其它情况。便于监控人员观测单井，单油、气田或所有油、
气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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