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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技术在有杆泵抽油系统诊断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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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已被广泛采用的有杆泵抽油系统井下工况诊断技术依据光杆位移随时闻的变化和光杆负荷随时问的变化规律，通过力学分 

析，从而了解整个抽油系统的运行状况。但是在测量光杆位移时，测量仪器的转速异常会使光杆位移的测量值与实际值有较大的 

偏差，光杆示功图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真，且导致计算出的抽油泵示功图严重变形，无法得到准确诊断结果。为此提出了一种对测 

量的光杆位移函数先进行滤波处理的有杆泵抽油系统诊断技术。该诊断技术可以对光杆位移数据进行滤波，优化光杆示功图，减 

少误差，计算出较准确的抽 油泵示功图。在某油田多口抽油井上的应用证明 了该技术具有可靠性和 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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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filter technique to diagnosis of sucker。rod pumping system 

LI Jingyuan CHEN Guochun LI Zifeng I I Huiyun。 

(1．Institute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Yanshan University，Qinhuangdao 066004，China； 

2．Jinxiangtian Science& Technology Limited Company，Beijing 100085，China) 

Abstract：The down hole sucker—rod pumping system diagnosis technology widely used in oil fields is based Oil the relationship of pol— 

ished rod displacement with time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polished rod load with time tO determine the running conditions of the whole 

system．In the survey of rod displacement，the abnormity rotation of dynamometer will cause some errors between the measured val— 

ue and the true value of the polished rod，which further result in some deformation of polished rod dynamometer diagram and serve 

deformation of computed pump dynamometer diagram．A new sucker-rod pumping diagnosis technology was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filtering treatment of measured displacement of polished rod．This diagnosis technology can filtrate displacement data and optimize 

the polished dynamometer diagram tO reduce some errors and accurately compute pump dynamometer diagram．The new technology 

was verified tO be credible and practical with the on—sit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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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人工举升系统中，有杆泵抽油系统的效率 

较高，同时具有可靠性和适应性强等优点，所以应用非 

常广泛。如果对抽油系统的动态参数了解不足 ，可能 

会在抽油过程中发生一些无法预料的事故，从而不能 

及时发现和处理井下问题 。因此研究有杆泵抽油系统 

井下工况诊断技术对进行安全生产、减少事故 的发生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目前对抽油泵工况进行诊断通常是先分析光杆示 

功图，然后计算抽油杆受力和抽油泵示功图。根据这 

些参数 ，定量和定性判别抽油系统的运行状况。由于 

各种干扰，测得的光杆示功图数据往往不准确。常用 

的绕绳测量位移的方法，就时常出现滚轮转速抖动的 

现象，经常使得计算的抽油泵示功图失真。笔者通过 

对位移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傅立叶变换滤波技术对采 

集的位移数据进行处理，可为诊断程序提供较准确的 

光杆位移数据，从而得到满意的诊断结果。 

1 有杆泵抽油系统诊断原理 

首先建立抽油杆柱轴 向振动的微分方程 ，以在地 

面用测量仪器测量 出的光杆位移随时问的变化规律和 

光杆负荷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两条曲线为边界条件，抽 

油振动的周期性为初始条件 ，组成有杆泵抽油系统诊 

断技术的数学模型。文献[4-6，17]中的数学模型不但 

适用于直井 ，也适用于定向井 。用隐式差分求解 ，可以 

计算出抽油泵的排液量 、抽油泵实际冲程 、抽油杆柱上 

任一点的负荷和位移 、示功图、应力、抽油杆与油管的 

接触压力等参数 ，对泵的工况进行判别。 

2 测量数据误差产生的原因 

目前采集光杆的位移和载荷的方法有两种 ：①拉 

绳式。抽油机光杆与悬绳 器之间由方卡子连接，在方 

卡子和悬绳器之问放人载荷传感器，则光杆所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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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都将作用在载荷传感器上。通过测量载荷传感器中 

的电阻应变片的电阻变化，可测量 出载荷 的数值 。用 

拉绳的方法 ，在井 口底下 固定一卷伸的拉绳 ，另一端 固 

定在载荷传感器上，随着抽油机的上下运动，测出光杆 

运动的距离 。这种方法 比较准确，但在测量过程中，测 

量仪器的绕绳器会出现瞬时不转动的情况，导致测量误 

差。②加速度式。新测量方法去掉了有线连接，在载荷 

传感器中直接加 CPU测量载荷 的变化，而位移 的测 

量则是通过测量光杆 的加速度并二次积分推导 出来 

的，然后将测量的位移和载荷数据通过天线发射出去 。 

这种测量方法没有第一种准确 ，本身存在误差 ，特别是 

位移误差较大。笔者研究的对象是用拉绳式电子示功 

仪得到的数据。 

3 光杆位移滤波处理技术 

消除信号中的噪声称为滤波。滤波处理从其实现 

的方式可分为硬件滤波和软件滤波。硬件滤波器也称 

为模拟滤波器。软件滤波器是通过一定的软件算法滤 

除一定频率的干扰信号，这种滤波也称为数字滤波器 。 

目前数字滤波器已经成为测量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 

部分 ，利用它可以从数字信号中提取所需要的信息 ，抑 

制不需要 的信息 。软件滤波器对于油井采集数据 

处理是一个重要领域 ，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为了减少位移数据 的误差 ，采用傅立叶低通滤波 

器技术 ，其数学表达式为 

I L，(￡)一．．．UO+∑[ cos(n )+ sin(n )] I 2 n一=l 

u 一 I U()(t)COS( t)dt l 
l 一 I U(】(￡)sin( t)dt 
L 』p J 0 

式中：U ( )为滤波前的光杆位移 函数 ；U (￡)为滤波 

后的光杆位移函数 ； 一2丌／T ，为角速度 ；T。为抽油 

周期； 一0，1，2，⋯， ，其中 为项数，项数越多，越接 

近滤波前光杆位移 函数 ；t为时间。 

4 应用实例 

4．1 实例 I 

测试 日期：2007年 12月 5日。油管内径为0．062m， 

光杆冲程为 5 m，冲数为 3．5次／min，摩擦 系数 为 

0．02，油的密度为 882．4 kg／m ，油的等效黏度为 0．03 

Pa·S，抽油泵直径为 0．044 m，抽油杆组合参数 ：(外径 

0．025m，K级钢级 ，608．04m)+(外径 0．022 m，K级 

钢级 ，895．70m)+(外径 0．019 m，K 级钢级 ，694．51 

m)。表 1为部分井 眼轨迹数据 。表 2为部分光杆示 

功图数据 。 

表 1 油井测斜 数据 

Table 1 Data of well trajectory 

表 2 示功图数据 

Table 2 Data of dynamometer diagram 

滤波前、后地面示功图如 图 1所示 。滤波前 的抽 

油泵示功图左下角有一个向下 的突 出，且在其他下行 

程点 ，泵一直处于拉仲状态 ，无法解释。滤波以后就成 

为常见示功图的一种——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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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5II1 ／d，诊断结果为撞击凡尔座 ，滤波后 的产液量 

为 15．262 In ／d，诊 断 结 果 为 充 气 ，实 际产 液量 为 

16．79 m ／d；在 实例 Ⅱ中，滤 波前 的产 液量 为 7．438 

ITI ／d，诊断结果未知，滤波后 的产液量为 5．555 ITI ／d， i-0q 

诊断结果为充气 ，实际产液量为 5．03 m ／d。通过 以 

上诊断数据可以看出，滤波后 的诊断结果与实测值相 

差不大，比较吻合 。 

5 结 论 

数字滤波器采用傅立叶变换的方法对采集的数据 

进行处理。数字滤波器的调整只须对计算项数进行调 

整，处理精度和可靠性较高。 

用数字滤波器对电子示 功仪采集 的数据进行处 

理，可以改善数据的整体可信度，提高有杆泵抽油系统 

诊断技术的准确性 。现场试验证明，采用数字滤波技 

术可以压制测量过程中的数据异常，提高诊 断结果的 

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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