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力公司成功开发石油顶驱液压系统

顶部驱动钻井装置（TOP DRIVE DRILLING SYSTEM,简称 TDS）是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新型钻井技术，是旋转钻井技术的一项重大突破，用以取代转盘钻台

面驱动装置的新型石油钻井装置, 由于它显著提高了钻井作业的能力和效率,

被誉为近代钻井装备的 3大技术成果之一。受到世界各国石油公司的高度重视，

已成为石油钻井先进装备的代表。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国石油消费

量迅速增长，给石油钻井机械设备如顶驱等制造了大量的市场机会。

1、顶驱结构及钻井作业优点

顶部驱动装置从井架上部空间直接旋转钻杆，沿专用导轨向下送进，完成钻

杆旋转钻进，循环钻井液，接立柱，上卸扣和倒划眼等多种钻井操作。

作为当前最新的钻井方式，有许多不同于方钻杆钻井的优点，顶部驱动钻井

装置是旋转钻柱和接卸钻杆立根更为有效的方法，该装置可起下 28m 立柱，减少

了钻井时三分之一的上卸扣操作；它可以在不影响现有设备的条件下提供比转盘

更大的旋转动力，可以连续起下钻、循环、旋转和下套管，还可以使被卡钻杆倒

划眼。

节省时间、提高效率的同时，意味着减小故障率，降低钻井风险，增加人员

和设备安全。

2、国内外顶驱的发展现状

自 1981 年首台顶驱钻井系统在美国 Varco 公司问世以来，经过不断的改

进和发展，顶部驱动钻井装置已在海洋和陆地多种钻机上得到了广泛推广和应

用，技术发展比较快。顶部驱动钻井装置在 AC-SCR-DC 电驱动的基础上，又开

发了更先进的交流变频电驱动（AC-SCR-AC）顶驱，Varco 公司、Tesco 公司等已

基本形成了 AC 变频电驱动顶驱系列。我国也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了顶部驱

动钻井装置的研制工作。

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跟踪这一世界先进技术，1993 年列入原中国

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重点科研计划，由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北京石油机械研究

所、宝鸡石油机械厂及大港石油管理局等单位联合承担试制开发 DQ-60D 型顶驱

钻井系统，最大钩载 4500kN，动力水龙头最大扭矩 40kN·m，采用空心轴直流

电机驱动。打破了国外关于空心电动机的垄断，解决了一批机、电、液、气一体

化的技术难题，于 1997 年 4 月样机安装在塔里木 60501 钻井队钻机上进行工业

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可以制造顶部驱动钻井装置的国家。

2004 年，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再次与北京石油机械厂合作研制开发了

我国首台 DQ70BS 交流变频顶驱钻井装置，代表了国内顶驱最新的技术成果和发

展方向，其部分指标和性能达到了国际水平。

3、液压顶驱的特点及发展现状

目前按顶驱的主传动系统区分,有液压顶驱和电动顶驱两大类, 国外都有应

用且各有千秋; 其中液压顶驱多数用于小型钻机上而电动顶驱主要用于大型钻

机或海洋钻机上,一般以 3000 m 钻深为界限；主要原因是大功率电动机外形尺

寸较大, 电动顶驱难以将本体(即井架上的工作体) 尺寸做得很小, 电动顶驱工

作高度一般在 5m 以上, 因此作为 3000m 以下钻机的顶驱井架空间难以容纳。而



液压顶驱由于液压马达外形尺寸很小, 液压顶驱的本体尺寸能够满足小型井架

的需要, 该类顶驱的工作高度一般在5 m以下, 这样以来, 液压顶驱就可以在小

钻机和修井机上使用。

( 1) 液压驱动是一种较好的驱动型式。根据加拿大Tesco 公司和美国Varco

公司给出的顶驱钻井特性曲线, 对Tesco公司、Varco公司液压驱动顶驱和AC变频

永磁电动机传动顶驱的钻井特性计算结果, 并取相同驱动型式顶驱钻井参数的

平均值；表明AC变频感应电动机传动顶驱全程调节使用范围的功率利用率最高为

76.7%; 液压驱动顶驱为71.8%; AC/SCR/DC 电驱动顶驱为67.2% ; AC变频永磁电

动机传动顶驱为50%。其中液压驱动顶驱功率利用率比AC变频感应电动机传动顶

驱小4.9%, 但比AC/SCR/DC电驱动顶驱高4.6%, 比AC变频永磁电动机传动顶驱高

21.8% 。

( 2) 液压驱动钻机向全液压驱动型式发展。加拿大Tesco公司套管钻机、挪

威MH公司Ram Rig钻机和意大利新型钻机等多采用全液压驱动型式。

近年来德国Wirth 公司也研制出5种规格系列钻机,有全液压驱动、DC电驱动

和AC电驱动等3种型式, 由用户自选。全液压驱动的优点是: 钻机用同一动力源,

功率利用率高, 钻井成本低。

( 3) 液压驱功钻机更适合于采用新的钻井工艺。如套管钻井新工艺, 采用

全液压驱动套管钻机是最合适最经济的。

( 4) 液压驱动钻机向全新模式钻机发展。如Ram Rig钻机绞车和提升系统超

出了常规钻机模式, 采用液压驱动, 体积小, 质量轻, 成本低, 使绞车和提升

系统结构更简单。

( 5) 液压驱动钻机向多个小功率液压马达传动发展。挪威MH公司生产的海

洋2013kW 液压驱动单轴绞车, 采用多个小功率液压马达通过滚筒两侧的内齿轮

传动滚筒轴, 用4个小功率液压马达传动转盘, 用2 个液压马达传动顶驱。德国

Wirth 公司用多个液压马达传动绞车, 用2个液压马达传动转盘。加拿大Tesco

公司采用2 个液压马达传动顶驱。

液压顶部驱动钻井装置能在较大范围内实现无级调速和自动恒功率调节、恒

钻压自动钻进, 具有运行平稳、无冲击、运动惯量小、易于防止过载、操纵性好

等优点, 因此, 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美国和挪威等以液压技术见长的钻井装

备制造公司生产出多种规格的液压顶驱。

挪威 MH（Maritime Hydraulics）公司从 1984 年开始研制海上钻井平台用

的 DDM 系列重型顶部驱动钻井装置，如 DDM-650 型顶部驱动钻并装置。DDM-650

型顶部驱动钻井系统额定载荷为 6500kN，最高工作转速为 290r/min，交流电动

机功率为 760kW，利用变频调速（直流电动机功率为 740kW）。液压动力装置

550kW，油压 16MPa，流量 1600 L/min。

近年来，挪威 MH 公司利用本公司擅长的液压技术又研制了液压驱动顶部驱

动钻井系统，目前已发展成为三种系列产品，最大载荷为 5000kN，液压驱动，

工作扭矩为 55KN·m，最大为 63.5KN·m，工作转速为 130～230r/min，液压动

力压力为 33MPa，流量 1600 L/min。

为适应陆地钻井的要求，MH 公司又研制了 PTD 系列的轻便式顶部驱动钻井

装置，全部采用液压驱动。



加拿大 Tesco 公司生产了 HMIS 475、HCI 750、HCI 1205 和 HS 750 / 1100

四种型号的液压顶驱。HMIS 475 型液压顶驱为结构紧凑的轻便型顶驱, 适用于

小井架, 具有浅井钻机和修井机所要求的工作特性和管子处理功能; HCI750 型

和 H CI 1205 型液压顶驱为多用途、高性能顶驱, 结构设计紧凑, 适用于大多

数安装双桅杆式和三桅杆式井架的陆地钻机以及海洋钻机; HS 750 /1100 型液

压顶驱为该公司最初设计的轻便式液压顶驱, 适用于大多数钻机作业。

美国 NOV 公司目前生产 TD120P、T D150P、TD250P 和 TD350P 4 种规格中小

型液压顶驱, 其主要结构特点是: 采用液压驱动方式, 两台定排量活塞式液压

马达同时驱动钻柱旋转进行钻井作业。液压系统由柴油机、液压泵、液压管线、

热交换器、油箱和控制系统等组成。NOV 公司的液压顶驱质量小、结构紧凑、安

装方便、操作安全, 其核心就是已被工业界充分验证的、最耐用的 Bowen 动力水

龙头。

4、爱力集团北京公司开发成功顶驱液压系统

2005 年底，由爱力公司和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及渤海石油装备制造有限

公司历经三年，共同成功研制开发了 DQ20Y 液压顶驱；其中爱力集团分工负责静

液压主驱动系统的设计和制造；

DQ20Y1 顶驱装置主要用于老井加深、开窗侧钻、煤层气等钻井作业，具有

结构简单，控制方便，整机性能可靠等特性，应用前景广阔。

( 1)技术原理及应用

DQ20Y1 顶驱装置采用静液压驱动控制。主传动部分为闭式伺服变量柱塞泵

驱动液压马达及行星减速机构成；提升系统采用双负荷通道，回转头动静密封采

用进口密封件；管子处理装置 360 度回转，直线式背钳；IBOP 液压控制；电控

系统采用现场总线 PLC 逻辑控制，系统控制与监测完备，具有故障诊断、报警、

安全互锁等功能。

三、性能指标

最大钩载 1350kN(150 吨)

额定扭矩 25kN·m

卸扣扭矩 55kN·m（最大值）

背钳夹持范围 2⅞″～ 5 ″ 钻杆

转速范围 0-160 r/min

IBOP 工作压力 35 MPa

主通道直径 Φ64mm

液压系统工作压力 主系统 35MPa，辅助系统 16MPa

液压系统流量 主系统 387 l/min 辅助系统 40 l/min

主体重量 5 吨

主体尺寸 4200×1200×1000（mm）

该顶驱设计上的创造性、先进性包括：

1.采用静液压闭式传动，采用沃尔沃柴油发动机带萨澳伺服变量控制泵，驱

动林德两档变量液压马达，并配备一个可换档行星减速器与主减速箱连接，可实

现多挡速比/输出扭矩的操作，在同等功率条件下，转速范围宽，扭矩储备大，



能满足钻井工艺要求，结构简单，控制方便，提高了整机使用的可靠性。

2. 直线浮动式背钳能提供上卸扣旋转时的反扭矩，浮动装置能有效缓冲钻

进中背钳的震动，钳体可上提拆卸保护接头，并可在钻具未卸开时更换钳牙且无

需将钳牙体卸下，活门结构使主负荷通道各部件（IBOP;IBOP 控制装置；保护接

头）拆装十分方便。结构简单，操作灵活，运行安全效率高。

3.由液压主系统取代传统的液压大钳的上卸扣功能，液压闭式传动的难点在

于扭矩限定控制，因此设计上采用了电液相结合的控制方式。通过液压阀组实现

多级压力控制，并通过传感器、PLC 系统对主泵流量的控制和压力保护，有效的

实现了对顶驱输出扭矩的精确控制。

4.对开式防松装置，结构简单实用，径向、轴向均可分离。快捷的安装方式，

极大的方便了 IBOP 及保护接头的拆卸，可承受最大 64kN.m 的反扭矩，防钻柱

松动效果非常好。



DQ20Y1 液压顶驱先后通过了 2007 年山西晋城、2008 年河北文安，以及近年

包括内蒙等地的钻井施工的考验，完全达到了设计指标；

2009年 10月24日，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科技评估中心主持的DQ20Y1

顶部驱动钻井装置鉴定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中国石油集团公司专家及各大油田技

术专家，对 DQ20Y1 顶部驱动钻井装置进行了成果鉴定。

这是我国第一台适用于 2000 米钻机和修井机，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液压

顶驱装置。该装置填补了国内 2000 米顶驱装置设计制造技术的空白，可适应油

气钻井和煤层气开发的需要。现在，我们正在积极准备开发具备更高钻井能力的

DQ30Y 液压顶驱的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