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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 1980

WOM隆重庆祝向石油天然气行业提供精细打造、设计精良的压力与流量控制设备的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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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头。WOM热切期盼在全球最宝贵资源之一的安全生产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很荣
幸的是，我们的商业伙伴相信我们交付优质产品的承诺。我们同样感激为集团公司成功做

出贡献的每一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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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wide.Oilfield.Machine,.Inc..(国际油田机械有限公司，简称WOM).是一家压力与流量控制
设备的跨国制造商，其全球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其制造、销售与服务机构遍布全球。自公
司成立伊始，WOM秉承创新理念及

工程卓越，不断提升工艺压力与流量控制设备的可靠性，以及降低它们的维护成本。1985
年，WOM为石油天然气行业的高压闸阀引入了突破性的.Magnum.Dual-Seal（麦格纳姆双密封）
设计。在WOM和独立检测机构进行全面及严格的测试之后，Magnum闸阀的优越设计得到证实，
成为了业内高可靠性和低维护阀技术的黄金标准。WOM持续扩充产品系列、提高生产能力及增加
客户服务/支持中心，以便为客户提供世界级压力及流量控制整套解决方案的一条龙服务。

WOM拥有积极进取的产品开发方案，使得全球石油天然气、石化及能源公司能依靠其设备，在支
持其运营的同时，亦保护其雇员与环境。WOM的所有产品均符合ISO和API的性能，其设计目的即
是超越质量要求。完整的纵向集成、结合管理有序的供应链，保证客户能按计划收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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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服务和支持

美国休斯顿  ▪ 英国阿伯丁▪ 印度普纳 ▪ 阿联酋迪拜  ▪ 新加坡  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  ▪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  韩国首尔

本目录简要介绍了WOM的产品线，有关各产品及产品系列的更多详细信息，见本文各产品说明。请访问WOM的网站
www.womusa.com下载各产品或系统的文件。

WOM的本地代表可帮助客户选择正确的设备，以符合产品应用对可靠性和操作要求，保证项目的成功运营。

WOM. 的首要目标是满足客户需求。WOM的工程技术与服务中心分布世界各地，致力于满足客
户的运营需求，包括技术/操作问题解答，满足客户设计要求，设备维护呼叫服务等。WOM拥有
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可用备件库存量，这些备件可被快速地运输到需要的地方。经工厂实训的技术
人员由WOM服务中心调度，为客户的现有设备提供全面的现场评估、修复及升级服务。因认识
到客户运营任务的关键性，世界级WOM服务机构和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检修技术人员为现场
的WOM设备和系统提供全天候、无假日的支持服务。WOM的全面服务方案在提升了设备安全
性的同时，亦降低了停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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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石油天然气行业超过               年！39



WOM.集团公司通过提供世界级发展生存之道的团体，并在社会各界，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社会上，都设定最高标准，在其运营的地方做出改变，..
确保下一代健康、安定和繁荣的生活环境。

愿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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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石油天然气行业提供持续可靠的产品，持续为客户设计
与开发创新元素，降低最终用户的维护成本，提高整体的
安全性和生产效率，实现客户的“愿景”。

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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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 政策旨在通过遵守监管标准和最佳实践，为员工和客户提供安全、
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从而维持“健康、安全和环保方案。HSEH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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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政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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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的首要目标是为客户提供满足客户需要的产品与服
务，并为客户带来价值。这一准则将为我们雇员创造有酬
工作，为股东带来收益。WOM致力于雇佣训练有素、充
满热情的员工，有效贯彻该管理系统，为客户提供最好的
产品和/或服务。

WOM质量政策如下：

· 以安全、持续及经济的方式运营。
· 保持遵守质量管理系统文件，包括适用的行业法     
令、标准和/或规范及客户提出的要求。
· 保持遵守法定及监管要求。
· 通过实施本手册和支持程序的要求，防止在设计和  生
产的任何阶段出现不合规的行为。
· 确保客户满意。
· 培养一个持续改进的环境。
· 在全公司上下传达该政策，并确保所有员工了解该 政
策。
· 通过实施该管理政策，积极追求降低系统风险。
·监测并定期地审查该管理系统，包括规定的目标及 该
政策的适宜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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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配备气动或液动执行机构，是管汇和采油树应用的理想选择。

拥有专利的
Magnum 麦格纳姆闸阀

•可用尺寸范围：1-13/16”.到.9”不
等
•工作压力级别从.2,000.到.20,000.psi
•全径通管密封
•双向密封
....•主（上游）密封
....•二级（下游）密封
•扭矩更低
....•带T字槽的浮动闸门
....•对中阀杆螺纹
....•闸门和阀座的高光洁度
....•对闸门和阀座的平衡施力
•寿命更长
....•最少污染物接触
....•最低润滑脂损耗
•橡胶辅助金属对金属密封或无橡胶密
封
•防压差锁定
•使用寿命延长，维护需求降至最低要
求

特点和优势

WOM.Magnum.闸阀

Magnum.闸阀采用的设计已成为.WOM.产品系列的基石，在石
油和天然气行业是无可匹敌的质量和无法超越的使用寿命的代名
词。

Magnum闸阀提供众多材料选择，适用于如CO2和H2S应用等苛刻
环境。它已在北海、墨西哥湾岸区、中东、南美、北美、非洲、新加
坡、中国以及全球的钻井船和钻井平台证明了自己的多功能用途，并
受到了业内最知名公司的信任。



T字槽闸阀配备独立的阀杆螺母，
使闸板可以浮动，在保持闸板
与阀座密封的同时，阀杆不会弯
曲，需要较低的扭矩即可开关阀
门

Compatible with Elasto-
meric &

Non-Elastomeric Seals

.

闸板在关的位置
上游主密封压住闸板，防止外物

进入阀腔。

闸板在开的位置
如果上游主密封失效，下游二级
密封开始起作用，防止外物进入

孔道内。

闸板在开的位置
上游和下游的主密封压住闸门，
防止外物进入阀腔和孔道内。

零渗漏
.

该双向阀的核心是MAGNUM的“Sure.Seal”（真密封）。这种简单的闸门/阀座组件
无需再使用闸板导轨、阀座裙缘和弹簧。而管路压力推动阀座组件紧贴浮动的闸板，
形成了真正的上游密封。

Magnum.设计的优势

T-SLOT.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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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范围：1-13/16”至9”（可定制更大尺寸）
工作压力：2,000.psi.至.20,000.psi

材料级别 本体 阀盖 垫环 闸板 阀座 阀杆 阀座护套 T型螺母 平衡杆

AA 4130 4130 碳钢镀镉 4140 HF 4140 HF 4130 17-4H 4130

BB 4130 4130 316/304 SS 410 HF 410 QPQ, 410 HF 17-4PH 410 410

CC 410 410 316/304 SS 410 HF 410 QPQ, 410 HF 410 410

DD-0.5* 4130 4130 316 SS 4140 HF 4140 HF 17-4 PH QPQ 17-4 PH 4130

DD-1.5 4130 4130 316 SS 4140 HF 4140 HF 4140 QPQ 410 4130

DD-NL 4130 4130 316 SS 4140 HF 4140 HF 4140 QPQ 410 4130

DD-360 4130 4130 316 SS 4140 HF 4140 HF 4140 QPQ 410 4130

EE-0.5*                        4130 4130 316 SS 410 HF 410 HF 17-4 PH QPQ 17-4 PH 410

EE-1.5 4130 4130 316 SS 410 HF 410 HF 410 410 410

EE-360 4130 4130 316 SS 410 HF 410 HF 410 410

4130 4130 316 SS 410 HF 410 HF 410 410

EE-NL 
(-200 至 2500F)

EE-NL 
(-200 至 3500F)

4130 4130 316 SS 410 HF 410 HF 410 410

FF-1.5 410 410 316 SS 410 HF 410 HF 410 410 410

HH-NL
(-200 至 2500F) 因科镍合金 825 因科镍合金

725 HF
因科镍合金 

725 HF
因科镍合金

 725
因科镍合金

725
因科镍合金
 725 QPQ

FF-360 410 410 316 SS 410 HF 410 HF 410 410

FF-NL
(-200 至 3500F) 410 410 316 SS 410 HF 410 HF 410 410

FF-NL
(-200 至 2500F) 410 410 316 SS 410 HF 410 HF 410 410

HH-NL
(-200 至 2500F) 因科镍合金 825 因科镍合金

 718 HF
因科镍合金

 718 HF
因科镍合金
 718 QPQ

PSI 2000 30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MPa 13,8 20,7 34,5 69,0 103,5 138,0

Working Pressure Ra�ng Chart

413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因科镍合金
718

因科镍合金
 725 

This Chart is based on API 6A 20th Edi�on & Nace MR 0175 Second Edi�on
All Sub-Sea valve Stems shall be Inconel. 

For -50°F Temperature, there is no change with the valve materials
* Trim DD-0.5 & EE-0.5 is only for use in Mud Valves, Pump Savers, Standpipe Manifolds, & Cement Manifolds 
⁽²⁾ For EE/FF (0.5 to NL) Trims:

       Use 410 Gates & Inconel Skirted Seats with #4 Colmonoy for (3-1/16"-15K, 20K), (4-1/16"-10K, 15K), (5 1/8"-10K), (6", 6-1/8, 6-3/8", 7 -1/16", 7-3/8"-10K)
       Use Inconel Gates & Inconel Seats for (4-1/16"-20K):   Select Inconel 718 for EE/FF (1.5,360,NL) (P+U)   ,   Select Inconel 725 for EE/FF-NL (P+X) 

17-4 PH

4130 w/所有与
流体接触区均
配备因科镍合
金625嵌体

4130 w/所有
与流体接触区
均配备因科镍
合金625嵌体

4130 w/所有
与流体接触区
均配备因科镍
合金625嵌体

4130 w/所有与
流体接触区均
配备因科镍合
金625嵌体

因科镍合金
 718 

因科镍合金
 718 

因科镍合金
725

因科镍合金
725

因科镍合金
 718 

因科镍合金
 718 

因科镍合金
 718 

因科镍合金
 718 

注：
·该表基于API.6A第20版和Nace.MR.0175第二版制成。
·所有海底阀杆材料均为因科镍合金。
·阀材料在.-50℉温度下不会发生变化。
·材料显示仅供参考，随时可能更改。
·可提供特殊内件和材质，如本体和阀盖采用双相不锈钢，将因科镍合金硬质表面用于闸板和阀座，
以及将因科镍合金用于阀杆。
·缩写：SS.–.不锈钢；QPQ.-.淬火抛光淬火；HF.–.钨铬钴合金/科尔莫诺伊合金，W/HF.–.耐磨堆
焊。
·如需要，可提供-75℉.（-59℃）材质。
·如需要，可提供钢丝绳安全阀和防火安全阀。
·如需要，可提供高温阀（450℉）（232℃）。
·可用耐磨堆焊科尔莫诺伊合金制作QPQ阀座。
·因科镍合金725阀杆的可替换材料。
·HH级材质可替换双相不锈钢。

闸阀标准阀内件材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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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发

WOM一流的研发设施允许进行室内测试，极大加快了新产品的研发和合格检测。该实验室包括
用于极端温度测试的环境舱和用于室温测试的测试亭。环境舱采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温度可
从-100°F到600°F。WOM已成功在-20°F至450°F的温度范围下对3-1/16”-20,000. PSI. Mag-
num闸阀和.3-1/16”-15,000.PSI.200M型闸阀完成了高温高压API.6A.PR2测试。

实验室还包括一间先进的控制室，在这里可以远程监控测试，提供了远离实际产品测试的安全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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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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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esting



 

WV200.型闸阀.

200M.型闸阀.

200M 型闸阀

•.可用尺寸范围：1-13/16”到.7-1/16”不等
•.额定工作压力从2,000.psi.到.15,000.psi
•.锻造的阀体阀盖，保证最高的机械完整性
•.双向流向设计提供多样功能，并延长了使用寿
命
•.阀盖上安装有润滑脂注入嘴，防止阀体渗入。
•.轴承盖黄油嘴可实现良好的轴承润滑
•.提供标准法兰连接端口、对接焊缝端口和整体
式阀门
•.可以配备气动或液动执行机构
•.200M.闸阀已经过450ºF下的.API.6A.耐火测
试，可适用于.HPHT.服务

特点和优势

WV 200 型闸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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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尺寸范围：2-1/16”到.3-1/8”

•.额定工作压力为.5,000.psi

•.单件浮动平板闸门减少了高压时的偏差和束缚

•.结构锻造的阀体和阀盖

•.双向密封

•.金属对金属密封阀门/阀座、阀座/阀体和阀体/阀盖接
口

•.低扭矩要求，减少操作疲劳

•.具有成本效益的闸阀，可提供可靠的下游密封能力。

. 特点和优势



WOM 海底产品部

WOM.海底产品部是.WOM.的一个关注于为WOM的全球客户提
供定制的海底产品方案的专业部门。WOM海底产品部位于德州
休斯顿，是. WOM. 迅速成长的部门。最近，该部门的运营面积
已扩展到. 10,000. 平方英尺，足以使3套深水隔水管系统同时工
作。WOM.海底产品部的业务已紧密地整合到了.WOM.过去35
年建立的成熟基础设施中。正因为如此，WOM. 海底产品部可
以方便、快速地获取支持其业务的设施和人员，同时专注于海
底作业产品的创新，并向客户提供维护、修改、安装、维修与
整修和存储服务.。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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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亚太(WOM. AP). 前称为. Magnum. Subsea. Systems.
(MSS)，专门设计和交付符合客户技术要求的可靠海底系统，
提供项目和现场支持服务，保证成功的安装和海底设备的
调试。WOM. AP. 也已经与WOM. SEA. 合并（并称为. WOM.
AP），仅通过一次联系便可以向客户提供前端工程与设计
（FEED）研究、项目管理服务及现场支持与整修、重新设计
和再认证服务.。

TMTM

WOM 亚太部



18 WOM.Magnum.双体闸板阀用于封盖.Macondo.油井（墨西哥湾）



特点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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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闸阀

•.根据API.6A和17D的要求设计、建造和测试
•在海底13,200英尺进行过测试
•防爆裂压缩密封和自紧式非橡胶唇封
•金属对金属密封—阀座到闸板
•Magnum.“Dual-Seal”（“真密封”）阀座设计密封上游和下游
•通过Magnum.“Dual-Seal”阀座设计密封“通管”，实现在阀门工作时可以卸下并更换阀
盖。这样最大程度降低了维护时间和减少了客户的库存成本
•闸板和阀座面为硬面，采用科尔莫诺伊合金4、5和75合金，抛光至1-2.RMS。这是为了耐磨和
确保工作扭矩较低。还提供碳化钨、钨铬钴合金和其它硬质表面材料的产品
•提供“与流体接触区”的堆焊层
•“T”型槽阀杆和闸板连接允许闸板在阀座之间“浮动”，但
不会导致阀杆在压力下不对中。

Magnum.海底双体闸板阀



气动故障保险执行机构

液动故障保险执行机构

执行机构

故障保险气动和液动执行机构

•.WOM.的气动和液动执行机构系根据API.6A标准制造和测试

•.单锻造组合顶盖及缸体，便于简单的在线维护

•.快速断开机构实现快速拆卸，而不干扰阀体/阀盖连接。

•立即接触到阀杆填料

•.可提供防爆裂压缩密封和自紧式非橡胶唇封

•.工厂预设偏差，避免现场调整

特点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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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的.Magnum.海底执行机构设计拥有“真正故
障保险”能力，无需管路压力或液动控制压力即可协
助关闭阀门。Magnum海底执行机构的一项独特功
能是“双重保险”设计，它采用弹簧回力的单作用故
障保险液动执行机构。除了遥控潜水器机械装置，-
Magnum海底执行机构还提供额外的接口，用于适
应遥控潜水器的液压操作。

Magnum Subsea Actuator
•.Magnum海底执行机构的设计、制造和
测试符.合API.6A和17D的要求
•.Magnum海底执行机构设计和测试水深..
13,200英尺
•.提供防爆裂压缩密封和自紧式非橡胶唇
封
•.压力平衡系统可维持0psi的压差
•.工厂预设偏差，避免现场漂移调整。

特点和优势

驱动器本体完全包含了压缩式弹簧

快速断开机构实现快速拆卸，而不干扰阀体/阀盖
连接。立即接触到阀杆填料。

Magnum“保险密封”结构为受压自紧，用于上游/下游
密封，均衡闸板两侧的管线压力。

工厂预设通径规消除了现场调整的需要。

T形槽阀杆及闸板连接使闸板在阀座之间“浮动”，且阀
杆不会出现偏离。

闸板及阀座表面为硬面并进行了抛光，使其具备耐磨性
及低工作扭矩。

在全开位置全径直通导管流动

单锻造组合顶盖及缸体，便于简单的在线维护。

采用故障保险执行机构的.Magnum.海底闸阀



Magnum Mud Gate Valve

Skirted DUAL-SEAL TM 

Seat Assembly
(Magnum Gate Valve)

 旨在提供泥浆、水泥、水力压裂和注水服务，处理高压和波动压力以及磨蚀。

泥浆闸阀

Model 600 Mud Valve
The. Model. 600型泥浆阀专为提高采收率注腐蚀性CO2及注
水驱应用而设计的。其常用于诸如高压拌合管线、立管管汇、
井口、采油管汇及开采集输系统中。

•.可用尺寸范围：1-13/16”到5-1/18”
•.工作压力从5,000psi到7,500psi
•.浮动大闸板设计
•.大负荷滚柱轴承
•.阀座总成设计有“锁住壳体”，确保阀座精确对正
•.可为螺纹、焊接及法兰端部连接
•.明杆式设计，带有目视位置指示器镜。
•.可替换的阀杆填料

特点和优势

•.可用尺寸范围：1-13/16”到5”不等
•.额定工作压力从3,000.psi至15,000.psi
•.采用WOM专利Magnum.Dual.Seal™.麦格纳姆双密
封系统
•.直通导管密封消除了桨式闸板泥浆阀中出现的湍流问
题
•.裙式阀座总成防止污染物进入阀腔
•.只有在阀门开启与关闭时，阀腔才承受管线压力
•.与类似阀门相比，储脂性更好，接触管线污染物更
少，使用寿命更长
•.可以很容易地在线检修，而且所有内部组件可以进行
检查与替换
•.所有泥浆阀都满足或超过了API.6A的要求

Features and Benefits

600型泥浆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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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尺寸范围：1-13/16”到7-1/16”
•.工作压力从2,000.psi到20,000.psi
•.在没有控制压力时单点保护的理想选择，可作为辅助主
阀安装在采油树、出油管、总管阀、集油管线、输油管和
传输管线上
•.自动操作系统，使用管路压力作为控制压力启动执行机
构
•.高压、低压导阀连续感应管线压力。异常压力变化使导
阀从安全阀中排出控制压力，关闭阀门
•.扶正阀杆螺纹与T形螺母及T形槽闸板相结合，减少了开
关阀门所需的总扭矩。
•.可用科尔莫诺伊合金4、5与75，碳化钨，钨铬钴合金及
其它硬质表面材料。
•.与弹性体辅助金属-金属密封圈或非弹性密封件兼容

特点和优势

管线压力驱动地面安全阀

WOM.管线压力驱动地面安全闸板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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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型旋塞阀

700型旋塞阀
700型旋塞阀是一种锥形密封、无润滑、90度旋转快
速操作的旋塞阀。其体腔呈锥形，以确保密封座安装
统一，使密封在全量程压力下都很可靠。该旋塞阀操
作力矩低、能抗严重磨蚀和腐蚀。

WOM为700型旋塞阀提供几种端部连接类型，如由
壬、锥形管螺纹、API法兰、工具接头螺纹、毂、焊
接端和金属对金属翼片等。WOM阀所有型号均可配
备由客户选择的终端连接方式，以符合客户特定使用
需求。



Dual-Seal（双密封）球阀
WOM的双密封球阀是石油与天然气、管道、石油化工和加工行业中，在阀门的上游和下游面均
有两处独立密封的唯一球阀。如果一级密封在操作中损坏，二级密封会自动启用。一级密封的
完整性可以在阀门仍处于在线时进行检查。这样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停机时间，因为在阀门出现故
障前就可以将更换阀门带到现场。WOM的双密封球阀还可以通过配置在阀门的下游加入三级密
封，提供业内其它球阀无可匹敌的可靠性和保护。

1 2 3

1

Ball

Body

Ball

Body

2

Ball

Body

3

可提供经碳化钨耐磨堆焊处理
的主金属对金属密封

可在阀座槽或其它密封区域内
堆焊耐腐蚀合金（CRA）

三级密封：O. 形环尺寸为二级
密封的内径，起到三级密封的
作用

拥有专利的

两个阀门型号，均采用拥有专利 Dual-Seal 双密封阀座技术：
•. 30型.–.在外部的上耳轴和下耳轴拴接
•. 40型.–.拥有专利的内部分离耳轴块–允许在装配阀门前安装阀杆。

 二级密封

.一级密封
Dual-Seal provides an extra 
level of sealing protection  

from lea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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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密封的作用是作为防污环清洁球体和保护二级密封
•.所有阀门都是双重截断双重排放.(DBB)
•.能够防止在阀体内形成堆积，消除了热风焊盘的需要
•.所有球阀均经过ISO.15848-1逸散性排放测试
•.所有阀门均根据ISO.15484-1：2006经过逸散性排放认证
•.30型提供2”-36”的尺寸，ASME压力等级150-900
•.40型提供2”-12”的尺寸，ASME压力等级150-1500，工作压力为285.psi.至.3705.psi
•.防火符合ISO、API.6FA或API.607的要求
•.40型尺寸范围为2-1/16”到7-1/16”，API.6A额定工作压力范围从2000.–.3000.psi。
•.一体停止装置设置，确保精准的90度旋转
•.40型拥有专利的分离块采用由阀体内部插入的阀杆，可以有效地防止阀杆喷出
•.在液体工况下，热膨胀不需要通过外部卸压。阀门内部会自动卸压
•.可选配的三级密封提供额外保护，并能控制热膨胀释放
•.可选配的金属对金属主阀座适用于严重的工况
•. 设计用于替代主管线应用中的直通型闸阀

30和40型球阀的特点和优势



Dual-Seal 双密封球阀阀内件材质

注：
1.. 所有球阀阀座槽内可堆焊C.R.A（耐腐蚀合金）
2.. 上阀杆密封为自激式氟橡胶密封，配备有额外的备用氟橡胶O形环
3.. 可根据温度范围和应用条件确定O形环的材料
4.. 螺栓连接部分可以选用氟碳涂层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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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的结构
•..提供主密封及二级密封的.Dual-Seal™.双密封技术
•..可提供冲洗口，用于冲洗阀体内的污染物
•..可在钻机上修理，或反转阀门安装新密封件
•..整体关闭设置，实现开/关精确定位
•..可实现自动液压功能

无逸散性排放
ISO规范15848-1：2006(E)，在2,220.psi条件下，阀门在1,500次全压开启后，逸散性排放

量不得超过50.ppm。
Dual-Seal球阀在配备标准阀杆密封的条件下通过了这个测试。

环形防喷器

Dual-Seal双密封球阀

分流器系统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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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专利的Magnum闸阀是所有WOM井口系统的关键
组件，可提供最可靠的长期密封和最低的使用寿命周期成
本。WOM可设计、制造和供应各种尺寸及适应各种工作压力
和阀内件条件的井口和采油树系统。WC-22井口系统是在地
面和海上提供周到服务的标准设备。WC-22井口系统可以用
于2,000. psi至20,000. psi的压力条件采用适用于高压环境的金
属对金属密封技术。

井口及采油树系统

典型WOM采油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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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口及采油树系统 井口产品

 套管头

套管四通

WOM提供诸多套管头设计，保证了我们的设备能够兼容任何采用行业
标准的系统。套管头兼容WC-21、WC-22和WC-29套管挂和芯轴式套管
挂。WOM的套管头可以用于陆地和海上环境、一般和酸性介质，并可
用于常规或特殊的井口系统中。

WC-22.BTS.BP.套管头

•. .根据API6A制造，可提供从11”至21-1/4”的标称法兰尺寸，可承受多达
10,000.psi的额定压力
•. 可提供螺纹、载丝法兰和法兰出口选择
•. 可带两个顶丝/全套锁紧螺钉或无顶丝的形式
•. 可选的底部安装可提供为内螺纹、SOW（承焊）或卡瓦锁定几种模式
•. 经PSL-1至3认证
•. PR-1和PR-2认证
•. 可用内件材料级别D：D-NL、EE-NL、FF-NL及HH-NL
•. 对于20”.-.30”导管，可选用套管头底板总成

特点和优势

WC-29.SL.MS.ET.套管头

WC-29.SL.MS.ET.Casing.Head

WOM套管四通专用于配合WC-21、WC-22和WC-29卡瓦式套管挂以及
芯轴式套管挂。WOM的套管头可以用于陆地和海上环境、一般和酸性
介质，并可用于传统或特殊的井口系统中。

•. 可提供11”至13-5/8”的标称法兰尺寸和最多15,000.psi的额定压力
•. 根据API.6A规格制造，或定制满足客户要求。
•. 提供可满足客户要求的出口选配件
•. 可带两个顶丝/全套锁紧螺钉或无顶丝的形式
•. 对于高压高温（HTHP）应用可选的整体式双FS-密封、P-密封、及金属-金属密
封

Features and Benefits

WC-22.FS.BP.套管四通

WC-22.FS.BP.Casing.Head.S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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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bing Head Spools

油管悬挂器

.WOM的油管四通采用直孔设计，可用于单层完井和多层完井。此
设计能接受所有WTC系列油管悬挂器，可以轻松从单层完井转换至
多层完井。

•. 可提供7-1/16”至11”的标称法兰尺寸和最多20,000.psi的额定压力
•. 提供可满足客户要求的出口
•. 可兼容WC-21、WC22和WC29套管卡瓦悬挂器及油管悬挂器
•. 可提供全套锁紧螺钉
•. 可配套选用整体式单或双井下控制线（DHCL）
•. 对于高温高压应用底部配套可选整体式双FS-密封，P-密封，及可互换金属-
金属密封

特点和优势

WTC-MS1-ET Tubing Head Spool

WTC-FS-ET.油管四通

WOM油管悬挂器使得在无防喷器情况下，可以安装/拆卸采油
树。WOM油管悬挂器特色为由环空压缩橡胶密封或可选压缩环压
缩激发的环空金属-金属密封。.

•. .可用公称尺寸：7-1/16”.-.11”，可用压力等级：20000ps
•. .根据API-6A规范制造，不锈钢或因康镍合金阀体材料，可定制
•. .带有多橡胶密封的加长颈管或可选的适用于高温高压应用金属-金属密
封
•. .由压缩环激发的环空压缩橡胶密封或可选的环空金属-金属密封
•. .可带内部或外部下入与收回螺纹接口
•. .可配套标准型“H”型背压阀（BPV）
•. .可带API或优质底部内螺纹
•. .可配套带或不带连续及非连续的井下控制线（DHCL）

Features and Benefits

WOM.WTC.系列油管悬挂器

油管四通



油管头适配器
WOM油管头适配器适合于常规及特殊井口系
统，陆地与海洋，一般工况及酸性工况应用。专
为在油管孔之内容纳压力与流体而设计。WOM
油管头适配器根据具体项目可完全定制。任选件
包括连续或及非连续的井下控制线入口配套，及
整体式手动或动力驱动的下主阀。

•. 底部可用载丝法兰或法兰，尺寸：7-1/16”.-.11”；顶部可用载丝法兰或法兰，尺寸：2-1/16”.-.4-1/16”，二者压力等
级：20000.psi。
•. .PSL-1.-.3G认证
•. .PR-1认证
•. .可用内件材料等级：DD-NL、EE-NL、FF-NL及HH-NL
•. .可配套S-密封或金属-金属密封.
•. .可配套带或不带连续及非连续的井下控制线（DHCL）入口
•. .可带手动或动力驱动的下主阀。

特点和优势

.WOM油管头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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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设计SP3阶段井口系统

WOM的SP™紧凑型井口为研发的单体紧凑型井口系统，以适应不同工作压力与井身结构的要
求。SPTM井口使用最少数量的组件，所有这些组件在系统内均是可互换的，这样就减少了安装时间、
降低了可能出现的渗漏通道以及降低了总成本。

•. .紧凑型设计节省空间，并允许以较低的成本使用在较小的平台
上
•. .公称尺寸9”、11”、13-5/8”或18-3/4；压力等级：5000.
psi或10000.psi
•. .适用2或3级悬挂器系统
•. .壳体上接头上的“WQ”型快速联接器
•. .套管程序灵活，可以很容易地在现场更换
•. .槽形芯轴式悬挂器，利于水泥浆液有效的流动
•. .芯轴式悬挂器提供完全防喷器控制，消除了防喷器组下面进行
的作业，提高了安全性。
•. 悬挂器内部锁定
•. 各尺寸芯轴悬挂器相同的密封
•. 橡胶密封及金属密封总成可互换.
•. 设计基于实地验证和经全面测试的技术
•. 安全性增强，管壁穿透最小
•. 紧急情况下可冷切
•. 设计旨在满足API.6A、最新版PSL.1-4、额定温度
0o-350℉oF，材质级别AA-HH，满足NACE要求。

特点和优势

单体 (SP™) 井口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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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 (SP™) 井口系统 多层完井 (WMC™) 井口系统

.WOM.WMC™井口系统结合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井口系统，使
其具备了从单导管达到多产层的能力。

•. WMCTM井口系统为WOM经实地验证的SPTM井口，为多层
完井项目提供紧凑、安全及可靠的解决方案
•. .系统中连接较少，显著降低了钻井时间
•. .降低的外壳尺寸，容许更小型平台的使用要求
•. .各种套管分离方法可满足具体钻井要求
•. .整体金属对金属（MTM）密封完井可用
•. .适用于2合1和3合1配置
•. .单井口可配置为9”、11”或13-5/8”公称尺寸，压力等级
为10000.psi，温度范围为-75℉到250℉
•. .制造符合API规范6A标准，可进行规定来满足资料分类，温
度等级，及此规范的PSL水

特点和优势

多层完井(WMC™)井口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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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汇系统

WOM致力于各种地面和海上应用管汇的制造。根据实际应用，WOM的管汇系统可包括WOM. Magnum闸阀、止回
阀、节流阀和WOM执行机构。WOM管汇设计完全满足各种行业要求，可在高达20,000.psi的H2S环境中使用。可提供
配备控制面板和仪表的橇装和全自动包。

油嘴管汇
WOM的油嘴管汇采用了Magnum闸阀，这种闸阀设定了行业关于可靠性的标准。所有管汇系统在出厂前均要接受功
能与压力等级测试。WOM为海上钻机的有限空间提供五阀矩形和四阀菱形模式的节流管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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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固井管汇
WOM水泥固井管汇的工作压力可高达20,000. psi。每个系统均配备有Magnum麦格纳姆闸阀或700型闸阀，可用于重泥
浆和高压环境。WOM可根据客户要求设计和生产水泥固井管汇。

WOM立管管汇配备有Magnum泥浆闸阀或600型泥浆闸阀，最高压力等级为10,000. psi。焊接、法兰连接、毂及高压接
头和由壬等端口可根据客户要求建造。所有系统的设计、制造和认证均依据认可的油田标准进行。

立管管汇



WOM生产地面和海上作业中通用环形和闸板型防喷器。
WOM通过ISO9001认证。

设计符合NACE MR-01-75抗硫化物应力开裂材料标准。

防喷器

典型WOM.WGK环形
及WU闸板型防喷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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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型防喷器是当今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防喷器。它简单、紧凑的设计使其很适合海上与陆上
作业。WOM的WU型闸板防喷器操作系统设计旨在为井筒中钻杆或套管周围提供快速和可靠的密
封。密封方式为受压自紧密封，即使不再施加关闭压力也能保持密封。WOM的WU防喷器已应用
于世界各地，如美国、阿尔及利亚、科威特、阿联酋、印度、中国和阿曼。

•. 尺寸范围：7”-5K至26”-3K
•. 闸板密封体积大，且能自给。其不能被流体流动移位
•. 由于活塞面积大，操作压力稳定
•. 闸板更换快速且简单
•. 通过液压操作的锁定机械装置可保持闸板关闭，而不用施加驱动压力
•. 密封和排气孔会防止井压泄入操作油缸
•. 所有运行部件，以及闸板和密封件可现场更换，因此可提供一套完全已修复的防喷器

特点和优势

闸板型WU防喷器

WU闸板防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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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功率（SP）串联增压器*

WOM的新型超大功率（SP）-串联增压器*的设计旨在提高闸板防喷器的剪切力。与传统
剪切增压器相比，WOM的超大功率（SP）- 串联增压器具有更多优势与优点。

•. 可在任何尺寸的闸板防喷器上使用，例如但不限于7-1/16”、13-5/8”、18¾”、21¼”。
•. 具备剪切深钻所需的更大与更重钻杆的能力，在深钻情况下，油气生产井或极端酸性环境下需
要加重厚壁钻杆。
•. 带有大口径侧门的超大功率串联增压器具有大约一百万磅力的刚性电源，能够在任何极端井况
与恶劣环境下剪切钻杆。
•. 与传统串联增压器相比，超大功率增压器提供两倍的剪切力。.
•. 超大功率串联增压器使用内部液压流动通道用于液压操作，而不必使用外部管道，消除在处
理、存储及运输中若使用外部管道可能造成的损毁。
•. 对标准密封件快速简便的现场更换。
•. 超大功率串联增压器使用与大口径活塞及轴密封相同的密封件。
•. 坚固稳定的设计。各个零件均在公司内部设计，满足和/或超越国家石油工业规范与标准。
•. 只需要三个主要组件：外壳、活塞与端盖；使组装与拆卸速度更快，维修率低。
•. 消除了在传统串联增压器中使用间隔器、连接器和其它部件的需要。
•. 比传统增压器重量轻。
•. .现有WU防喷器及其它OEM防喷器可利用SP大功率串联增压器改造，提供额外的剪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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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应用可能需要外部液压管路。
•. 可在更小尺寸的闸板防喷器中使用，降低了尺
寸、重量及总成本。
•. WOM已成功完成对13.5/8”10000.psi防喷器的
剪切试验。试验由认可的质量保证人员按照API-
16A指南认证。此类防喷器利用大功率串联剪切增压
器剪切下列钻杆。
•. 钻杆外径5”，等级S-135，PPF.25.6，关闭压力2300-psi
•. 钻杆外径5½”，等级S-135，PPF.24.7，关闭压力2200-psi
•. 钻杆外径6.5/8”，等级S-135，PPF.25.2，关闭压力1500-psi
•. 钻杆外径6.5/8”，等级S-135，PPF.27.6，关闭压力2,400-psi
•. 按照API-53上述测试标准与管理规则满足钻杆剪切液压关闭压力的要求，此液压关闭压力为额定
液压最大压力的90%。

（测试图表与测试数据可根据要求提供）

*专利申请中



WGK环形防喷器



WGK环形防喷器操作简便、性能可靠。活塞
与胶芯是仅有的活动部件，以保证最小的磨
损。WGK环形防喷器更安全、更高效，需要更
少的维护和停机时间。WOM提供WGK螺纹型和
WGK闩锁型环形防喷器。

•. 可用尺寸范围：7”-5K至21”-3K
•. 锥形碗式设计的活塞关闭胶芯简单且有效
•. 这种设计可以增强万能防喷器胶芯重新开启至全井径的能
力。
•. 靠测量活塞冲程，可以达到胶芯的最长寿命。无需拆卸，
即可测量显示剩余胶芯寿命，以保证最久且最安全地使用胶
芯
•. 密封状态下，管柱可以旋转，工具接头可以起下，而不会
破坏密封件
•. 可选配的不同橡胶成分的胶芯，使得使用更加灵活

特点和优势

WGK环形防喷器

WOM.WGK.防喷器（螺纹型）

WOM WGK BOP (Screw Type)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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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隔水管系统配有紧急关断(ESD)控制系统。在紧急情况下，系统将对流动头、EDP（紧急断开
包）阀门和LRP（下部隔水管包）的阀门进行受控关闭操作。深水隔水管组件、流动头、EDP、LRP
和油嘴管汇将对井进行隔离和保护。深水隔水管系统的附加组件为HPU（液压动力装置）和脐带电
缆卷取装置。

•. 紧凑、轻量级的模块系统设计
•. 极大的重量和空间优势
•. 不必一定依靠导向索也可运行
•. 可以在更小、更便宜的船只上安全地修井
•. 提供两层安全保护
•. 能够在更换工具时隔离钻井孔压力
•. 能够切割2-7/8”连续油管来关井
•. 在低压气体测试中，WOM.“Sure-Seal”（真密封）已证明可以在切断
后成功密封井。
•. 可以与水平或垂直井采油树树交互
•. 在海上作业，快速适配采油树下入工具TRT及/或井口连接器
•. 系统可以针对隔水管或开阔水面钢缆作业进行配置
•. 在所有井控阀实现完整金属对金属孔径密封
•. 能够剪切连续油管和钢缆/钢丝
•. 所有承压阀门和组件均评定为可承受全部工作压力（通径和环空）
•. 可以部署在专门的修井船或随机船只–-模块化
•. 船上液压设备（SPM、调节器、海底蓄能器）可实现直接液压或MUX控
制系统交互
•. IWOCS控制管路的通过能力，消除了使用闸床或上船运行IWOCS脐带的
需要

Features and Benefits

WOM.的深水隔水管系统-DRS（也称为海底修
井系统SIS）在Cal.Dive.的(Helix).Q-4000上的

安装

深水隔水管系统



 深水隔水管系统

深水隔水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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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隔水管部署摘要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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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隔水管部署摘要图表

WOM深水立管系统（DRS）从2003年提供服务，至2015年
已几乎在干预系统的所有方面运作过。该系统已在实时井下压
力达9000.PSI、水深超过9000英尺的环境下运行过。本图表显
示了WOM的深水立管系统（DRS）在一些主要公司和水深环
境下完成的干预项目



.紧急断开包特点

SUBSEA INTERVENTION
SYSTEM

SUBSEA 
DUAL 
BLOCK
ACTUATOR

SUBSEA 
MAGNUM 

GATE VALVE

SUBSEA DUAL-SEAL 
BALL VALVE

SLIM 
BORE DRILLING
PACKAGE

SURFACE 
BOP STACK

SUBSEA
SHUT-OFF DEVICE

Emergency 
Disconnect Package

Lower.Riser.Package

•. .该装置的组成：
•. 7-3/8”10k保护阀体块
•. 液压套爪连接器
•. 2”孔径环形插座
•. 2-1/16”10k手动环形阀
•. 遥控潜水器干预控制面板
•. 海底蓄能器
•. 液力耦合器移动插板总成
•. IWOCS通过能力
•. EH/MUX设备
•. 控件和辅助设备
•. 框架

当连接下部隔水管包(LRP)时，紧急断开包(EDP)形成干预系统的上半部分。当用于正常基于隔水管的
操作时，EDP可起到断开包的作用，并为井筒和环空增加额外的压力屏障。此隔水管的接口在此包该
部分的RTV（防护阀）隔离阀顶部完成。EDP组件包括EDP连接器、RTV阀体块与EDP环空阀。此设备
组装和固定在一个合适框架中，包括控制系统、压力补偿系统、脐带终端和环空终端、蓄能器、调节
器和辅助设备。

 下部隔水管包（LRP）
下部隔水管包(LRP)在采油树或井口的紧上方形成独立
的井控屏障。LRP通过毂连接重新进入芯轴与EDP相连
接。LRP包含有双阀块组件，可促进井孔密封机制。下
部切断阀(LCV)能切断油管，而上部切断阀(UCV)能切
断钢丝/钢缆。安装在LRP上的环形阀完善了接触带有重
复屏障的井的所有区域能力。此设备系组装和固定在一
合适的框架中，包括控制系统、压力补偿系统、脐带终
端和环形终端、蓄能、调节器和辅助设备

该装置的组成：
•. 液压连接器.....................................
•. 环形交叉阀布置.............................
•. 液压控制耦合器板.........................
•. 支撑和保护框架...........................
•. IWOCS.通过能力....................
•. 框架

•. 7-3/8”.10k.双阀块
•. 13-5/8”.10K.毂连接重新进入芯轴.................................
•. 海底蓄能器
•. 遥控潜水器干预板.....................
•. 控件和辅助设备.....

深水隔水管包

Emergency.Dis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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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隔水管轻型井干预系统

.在WOM的系统模块设计概念中，基础构件允许诸多相同的设备用于隔水管型和无隔水管的干预系统。
隔水管型系的许多特点均植入于了无隔水管系统中，即控制选件、LRP包双屏障、钢缆和电缆的完整切
断能力、IWOCS通过能力等等。

WOM的无隔水管轻型井干预(RLWI)系统旨在进行所有类型的钢缆作业，如电缆和钢丝作业。此系统允
许进行不同长度下井仪器串的作业，可以包括或不包括将井产流体循环到修井船的功能。系统很灵活，
可以在所有海底树配置中执行采油和注入井操作。

深水隔水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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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树

WOM为浅水和深水应用均提供采油和注入
海底树，可承受最高压力15,000. psi，并符
合API.17D规格。

垂直树系统
•.提供单孔和双孔配置
•.使用WOM专利Magnum闸阀块构造的
单孔配置提供最大至5”的公称孔径
•.双孔配置包括环空进入阀以监控环空压
力
•.双孔配置提供最大为5”的采油孔和最大
2”的环空孔

水平树系统
.•..水平安装初级阀可以确保在不拆移井底树的情况下可轻
松回收油管和修井作业.
•.提供最大5”的采油孔和最大2”的环空孔
•.油管悬挂器采用金属对金属密封
•.导向漏斗允许不安装引导缆即可运行
•.提供可选的防护结构

Mudline Suspension Tree
•.潜水员辅助的泥线悬挂树如配合WOM的MLS井口，则可以成为浅水
完井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
•.提供最大5”的采油孔和最大2”的环空孔
•.利用WOM的双密封液压和手动闸阀
•.油管悬挂器按要求的油管配置，具有井下控制功能
•.WOM的WQ机械式连接器可减少安装/拆卸时间
•.提供可选的防护结构

WOM.的单孔垂直海底树

WOM.的泥线悬挂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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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要的专业领域之一包括设计和建造海底管汇、PLET和PLEM。我们向客户提供详细的工程设计
和项目管理，保证成功完成这些建造。可靠的Magnum海底闸阀和执行机构已多次应用于海底管汇
和输油管道终端(PLET)，包括在北海安装的East.Sterling管汇和安装在安哥拉海上的Chevron.PLET。

•.WOM提供定制的工程设计海底管汇以及项目管理支持，保证成功完成这些项目

•.海底管汇可以使用多井回接、流量计、节流阀、止回阀、控制系统和入口及出口出油管连接系统进
行配置

•.可选的绝缘系统
•.阴极保护系统



50

WOM的海底连接使用通过液压促动的
套爪组件或锁定环，连接到毂并生成
预负荷。在凸轮环上的自动锁定锥体
可以使连接器维护预负荷，而无需外
部锁定压力

•..井口/XT连接器
•.隔水管接头/EDP/LRP连接器
•.出油管/钻孔器连接器

海底连接系统

WOM18¾-10K连接器接受弯曲负荷测试WOM的7-5K出油管连接器

.井围护装置(WellCap)是在进行干预修井、轻
型完井和修井时，现有海底树或井口发生不可
控制流动时使用。

Wellcap可布置在任何满足重量和负荷要求的
半潜式钻井平台、钻井船或单船体船只上。这
样可允许系统安装在自喷井上，通孔打开且没
有阻碍地让井产流体流过WellCap。

•.双闸板组件
•.轻量级组件，可用电缆、钻杆或隔水管安装
•.遥控潜水器控制操作和船上的蓄能器，去除
了用外部电源关井的需求
•.通过水上或SAM的电缆沟道可以为蓄能器充
压
•.两个双体阀门起到故障保险的作用，并在闸
板下提供放空和循环

 井围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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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的小井眼钻井包是一个13-5/8”全通径、模块化
井控包，旨在用于海上钻井、完井和油井维修（干预）
，特别是当钻机/通海井很小时。SBDP安全、经济，并
经过QMI、CE和API认证

•.可在10,000英尺水深最大工作压力1.0,000.psi
•.模块化简单设计方便组装、部署和常规维护
•.冗余液压、声学和机械控制可提供积极反馈，保证了
可靠性和安全性。
•.标准化的组件方便了操作和维护，并简化了物流和备
用零件库存

小井眼钻井包

海底关闭装置

.在防喷器和控件出现故障时，提供紧急备用井
控

•.能够切断并密封钢缆和连续油管
•.提供可选的井口连接器和芯轴结构设计
•.通过必要的涂层和阴极保，可配置适用于导
向索应用和无导向索应用
•.控件是隔离形式的标准防喷器控制系统，并
配备备用遥控潜水器干预接口，提高了冗余性
和安全性



WOM的Magnum泥浆泵保护阀使用安装简单的爆破片，无需特殊工
具即可拆卸和更换。WOM的泥浆泵保护阀可用尺寸范围从2-1/16”到
3-1/16”，额定压力从5,000psi到15,000.psi，比标准的行业爆破/释放
阀更精确。WOM的泥浆泵保护阀在3,500.psi以下提供稳定的+/-5%重
复性，在超过3,500.psi时提供精确的+/-3%重复性，性能突出。

配备有高压法兰连接端口的WOM泥浆
泵保护阀

•.比爆破/释放阀的准确度高4倍
•.快速安装阀盖组合
•.使用优质高压锻造材料制造
•.提供众多端部连接
•.已配置可以处理H2S和卤水作业
•.可以方便、快速更换新爆破片
•.可与现有的爆破/释放阀完全互换

特点和优势

.WOM提供用于防止高压和/或高温泥浆管线、节流和压井管汇、采油树注入和压井管线回流的升降
式止回阀。WOM的止回阀提供1-13/16”至4-1/16”的尺寸大小（按要求可提供更大尺寸）、3,000.
psi至20,000.psi的额定工作压力。端部连接可以为法兰、对头焊接、毂连接，或组合端部连接，从
而适应客户的规格要求。

标准型“R”止回阀 锁开型止回阀

泥浆泵保护阀

止回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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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额定压力从2,000.psi至15,000.psi的固定油嘴和可调节流阀
•.提供入口和出口法兰从2-1/16”至5-1/8”的固定油嘴和可调节流阀
•.提供带堵塞和笼套或一个外部套筒内件的控制节流阀。此类节流阀设计目的
是在其工作范围内，提供精确的流量控制。
•.在高压钻井时，WOM钻井节流阀有着更长的使用寿命，让客户更加节省成
本，特别是存在大量磨蚀流体时。
•.钻井节流阀可提供尺寸为1-3/4”，压力等级为5000至15000.PSI。
•.圆盘式节流阀设计用于控压钻井包，能够承受高污染介质和高压差工况。
•.圆盘式节流阀可用尺寸为1”，1.5”，和3”，.最大工作压力5000至15000.
PSI。

特点和优势

节流阀

.WOM制造各种低维护的节流阀。所有的节流阀均依据API.6A标准制造，
阀材料级别、温度级别和连接端口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WOM钻井节流阀

泥浆泵保护阀

止回阀

WOM’s.Positive.ChokeWOM’s.Hydraulic.Drilling.Choke



控制和仪表

先进控制系统
WOM的先进控制系统受知识产权保护并在申请专利中

■.应用..
•. 节流压井系统..
•. 缓冲管汇控制.
•. 控压钻井（MPD）
•. MPD联锁系统..
•. PRV控制系统.
•. 单点节流控制系统..
•. ESD系统.
•. 井口控制系统..
•. 流动头控制系统..............
•. 液体密封监测系统............

■.PLC/人机界面特点
•. 尺寸15”/19”
•. 宽屏TFT显示屏
•. 1600万像素
•. 精通界面，MPI/profibus .DP界面
•. 面板安装设计
•. 带冗余模块的双电源供电
•. DP/DP耦合器
•. 查看控制器状态的PLC面板集成显示器
•. 司钻界面
•. 数据记录及传输

 节流控制/缓冲管汇系统

.管汇仪表面板

 远程面板

.......就地表盘

....©2016.Worldwide.Oilfield .Machine,.Inc..版权所有。专利申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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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和仪表

行业标准

WOM控制系统软件配备智能，可将井控制管机械化。软件的诊断配置存在于WOM.PLC/
人机界面内。该软件（PLC/人机界面）使用西门子全集成自动化门户网站资料编写，包含
以下特点：

•. 集成系统诊断
•. 快速错误定位及分析
•. 在全集成自动化、人机界面、网络服务器和PLC中央处理器上，错误信息同步可视

使用WOM控制系统软件有6个显著不同特点。

•. 警报/诊断处理
•. 校准
•. 数据记录
•. 联锁阀
•. 动态评估
•. 批量质量标准监测

·API.16C.会标许可证
·DNV.–.OS.–.E101
·ABS.CDS
·ATEX
·IECEx
·CSA
·Norsok

先进控制系统软件

 MPD联锁系统

远程面板

就地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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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钻井节流控制面板

■.配置/选项
•. 独立/钻台安装
•. 隐蔽液压动力单元
•. 远程墙上安装

■.符合API.16C钻井标准
•. .紧急操作规定
•. 氮气连接
•. 手泵
•. 钻井仪表气源连接
•. 节流压力
•. 立管压力
•. 节流阀位置指示器
•. PSC
•. 主泵和备用泵
•. 蓄能器
•. 提高节流阀速度
•. 减缓节流阀运行
•. 应急电源
.
■.节流阀速度控制

■.30秒内关闭全开节流阀的动力源

■.不锈钢机柜类型316.SS

■.316.SS内部硬管

■.适用于区域1和区域2

控制和仪表

钻台安装就地面板

.墙上安装的远程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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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和仪表

 紧急关闭系统（ESD

.若发生油气逸散或其它安全事件，WOM紧急关闭系统会提供快速
作用的功能性安全关机。该系统位于钻台上，设计目的是为了驱动
安装在或靠近流动头上的SSV地面安全阀。其控制面板包括：

•. .一个紧急关闭系统就地控制；安装于控制面板的表面
•. 最多五（5）个紧急关闭系统远程控制站
•. 高先导压力设定点；先导设备
•. 低先导压力设定点；先导设备
•. 易熔塞
•. 1套100英尺长，工作压力为6000psi的液压软管
•. 远程控制点的空气管，100英尺

经要求可使用自定义配置

紧急关闭系统

流动头控制面板

.WOM的流动头控制面板位于钻台上，控制该装置可远程关闭油
井。该系统可为驱动下列最多（2）个双作用液压门和两个故障安全
驱动阀：

..■两（2）个液压操作的故障安全驱动阀

..■一（1）个液压操作抽汲阀

..■一（1）个液压操作主阀

经要求可使用自定义配置

流动头控制系统



.Magnum技术中心(MTC)设计并制造用于测试和采油以及控制压力
钻井的完整设备包，提供丰富的地面和海上测试设备，这些设备均
力求紧凑、部署简单。作为WOM集团的一部分，MTC可以全面使
用WOM的资源和工程设计能力，并自由在所有测试设备中自由使用
Magnum阀门。MTC的测试设备完全经过行业和政府标准认证，由
丰富的经验和客户支持提供后备力量，适用于几乎任何测试应用。

测试设备

A WOM Group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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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罐砂滤器 – 3 1/16” 10K psi

.10,000psi.WP双罐砂滤器成套设备安装于20英尺CSC.&DNV2.7-12集装箱和防撞框架上，并配备有防爆照明组件和吊索组
件。容器设计为由内向外的流动采用了.API.法兰入口、出口和排放接口，且排放接口带有快速拆装的由壬连接。

....容器入口、出口和旁通管汇为过滤容器入口和出口提供双阻隔和双泄放以及旁通管线上单独的阻隔，需使用9个API.
3-1/16”.10,000psi.WOM.200M法兰闸阀。.容器排放管汇作为单独的阻隔，需使用2个API.2-1/16”.10,000psi.WOM.
200M法兰闸阀和1个API.2-1/16”.10,000psi.WOM法兰可调式节流阀。
入口和出口连接为带盲板的3”1502F.x.M./.排放连接为带盲板的2”1502M./.冲洗系统连接为带盲板的.2”1502F。
技术细节

•.对于DP额定值为2000psi的容器，内滤网尺寸可选择。.
•.带有AutoClave/NPT针阀及油管的容器泄压系统。.
•.6点位容器冲洗系统（2个位于入口侧，4个位于出口侧），并带有AutoClave/NPT针阀和½”不锈钢油管，接自入口处的
2”冲洗头和2”1502直通单向阀。.
•.带有AutoClave/NPT针阀和油管的电子ΔP测量系统。包括可选项向数据采集系统(DAS)输出。.
•.上游和下游模块的压力表，配有AutoClave/.NPT针阀。.
•.承液盘位于带有格栅的滑撬底座上，上部工作平台有可进入顶部的爬梯，框架顶部有折叠式安全扶手，且每个容器的框架
顶部都有集成扩展框架，以便在提出过滤器滤网时，可利用具有2000公斤提升能力的提升绞车进行操作。
•.DVR./.COC的设计符合ASME.VIII.Div.2,.API.6A以及Nace.MR01.75标准。.
•.三层船用漆系统，面漆可由客户指定。.
•.工作温度范围为-20至250华氏度。.
•.设计容量为35.MMSCFD/.5,000.BOPD。
•.制造标准：ASME.VIII.Div.2./.API.6A./.DD-NL./.PSL3./.P+U./.NACE.MR01-75./.ISO-.CSC./.DNV.2.7-1./.Eexd.Zone.1.
Elec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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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阀

WOM的测试阀充分利用了Magnum设计，提供双向、通
管、上游和下游密封。WOM的地面安全阀(SSV)和钢缆切断
闸阀配备保护框架，保证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WOM的SSV
和钢缆切断闸阀能够在任何条件下可靠地关闭和切断，受到
行业众多油田公司的信任。

SSV和钢缆切断闸门均符合API标准，可以配合多种连接端
口，包括由壬、Graylock毂、API.16A毂或API.6A法兰。

SSV可以在紧急关断系统中，通过手动操作的液压泵或液压
控制单元进行配置。

钢缆切断闸阀能够切割直径最多为7/32”的电缆或钢丝，
可以单点切断，保证切断后的密封可靠。

流动头
•.WOM的模块流动头使用油管旋转头旋转工具串，而无需旋转流动头本身。
•.WOM的整体流动头系统配有向下安装的节流阀和压井管线出口，满足了最小化的空间要求。
•.流动头可以提高任何连接类型，制造、组装和测试后提供到现场作为整体设备使用。
•.WOM同时提供模块流动头和整体流动头系统。
•.包括可拆卸的防撞框架，为阀门和执行机构提供
保护。
•.所有阀门均是采用硬表面的单件平板闸阀。



用户定制及制造

使用寿命和最小化的维护。

成品部件有时不能满足客户对独特压
力条件的控制要求。为了解决这些可
能遇到的问题，WOM为陆地、海上
和海底应用提供用户定制系统。所有
WOM的定制设备采油设备均尽可能
利用Magnum技术，争取在每个产
品包中均提供最高的可靠性。WOM
的定制设备包符合并超越客户和行业
监管机构的准则。所有定制包均使用
相同的API和ISO认证设施和方法制
造，而WOM的标准产品亦使用这些
设施和方法制造。

这些系统的基本构件是Magnum闸
阀。该阀门设计的多功能性、适应性
和可靠性确保其易于与其它部件容易
组合，以实现更高的安全性、更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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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UM FORGE AND MACHINE WORKS

麦格纳姆锻造加工厂生产不同配置的锻件，以满足客户的任何
要求。麦格纳姆锻造加工厂坚持采用严格的质量控制程序，以
符合行业标准要求。工厂有能力快速提供价格优惠的产品。

•.热处理及4,700加仑（18,000升）淬火槽
•.数控机床/刻锻模机
•.超声波测试
•.夏比冲击试验
•.物理及冶金实验室
•.16吨气动闭式锻锤
•.热处理炉
•.切割车间
•.合金钢
•.因科内尔铬镍铁合金
•.双相及超极双相

•.中央车床
•.磁粉检测
•.化学实验室
•.自由锻造和模锻造
•.车底式炉和Bofco式炉
•.加工车间
•.低碳钢及中碳钢

麦格纳姆锻造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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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ion Table

麦格纳姆锻造加工厂 全球服务和支持

作为优质产品制造商，WOM通过遍布全球的服务中心提供其所有产品的厂家授权服务。重点服务如
北美、欧洲、远东、中东和东南亚等地的钻井、完井和开采项目。
WOM为客户提供卓越的系统、工程设计、制造及全球范围的服务与支持。WOM的所有产品均符合
ISO和API标准与质量要求。WOM提供即期交货和可靠的售后服务。

. 除了制造和整修，WOM还提供
针对完整系列设备的现场服务支
持。WOM的高度专业化技师团队在
安装、维护和维修WOM设备方面拥
有数十年的经验，并可以去往全球任
何需要他们的地方进行部署。检修工
作可能造成停机时间，而为了最大程
度地减少成本，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
WOM的内部服务部门快速、有效地
诊断并维修WOM制造的任何设备部
件。

在将已维修的流动头返回给客户前，WOM员工在我们的海底设施中测试该装置

修理及更新
为了帮助降低已用阀门的总购置成本，WOM为
各大品牌闸阀提供全面的再制造工艺。用Mag-
numDual-Seal™部件“Magnum化”您现有的
阀门存货。

该服务可为客户提供先进的Magnum密封技
术：零渗漏，扭矩更低，关键部件寿命更长，上
下游直通型密封。

经WOM再制造工艺翻新的所有闸阀经测试均符
合OEM规范，并提供整两年的有限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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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位 置

.Worldwide.Oilfield.Machine,.Inc.
总部/美国
11809.Canemont.Street.Houston,.Texas.77035.USA.
电话：+1.(713).729-9200
传真：+1.(713).729-7321

.Worldwide.Oilfield.Machine.Ltd..–.英国
7.St.Machar.Road.Aberdeen.AB24.2UU.Scotland,.UK

.电话：+44.(01224).484400
传真：+44.(01224).489740

.Worldwide.Oilfield.Machine,.Inc..11625.Fairmont.St.
Houston,.Texas.77035.USA
电话：+1.(713).721-5200
传真：+1.(713).721-5205

.Worldwide.Oilfield.Machine.–.海底产品部
11400.Tanner.Rd.
Houston,.TX.77041
电话：+1.(713).937-8323
传真：+1.(713).937-8574

.Worldwide.Oilfield.Machine.Pvt..Ltd.–.印度
Gat.No..778,.at.Post.Velu.Pune.Satara.Rd.
Tal..Bhor,.Dist..Pune.412.205..India
电话.1：+91-8308210300
电话.2：+91-8308215300

.Worldwide.Oilfield.Machine,.Inc.–.土库曼斯坦
Yimpash.Business.Centre.Turkmenbashy.Shayoly.54.
O@ce.#308.3rd.Floor
Ashgabat.Turkmenistan.744000
电话.1：+99-365.820130
电话.2：+99-365.309757

.Worldwide.Oilfield.Machine,.Inc..5800.Cunningham
Houston,.Texas.77041.USA
电话：+1.(713).937-0795
传真：+1.(713).937-8574

Worldwide Oilfield Machine, Inc
4707 SCR 1210 
Midland, Texas 79706 – 305349
电话 +1 (832) 908-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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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omusa.com

Worldwide.Oilfield.Machine,.M.E..–.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
Jebel.Ali.Free.Zone.(JAFZA).South,
Plot#.S61302,.Near.Gate#12,.P.O..Box:.
32478
Dubai.(UAE)
电话：+971-4.81.63.600
传真：+971-4.81.63.601

Magnum.技术中心
Plot.#.S61301,.Jebel.Ali.Free.zone.(South).
Dubai.(UAE)
电话：+971-4.88.06.911
传真：+971-4.81.63.601

.PT.Worldwide.Oilfield.Machine.–.印度尼西亚
#11-08.One.Pacific.Place
Sudirman.Central.Business.District
Jl..Jenderal.Sudirman.Kav..52-53,.Jakarta.
12190
电话：+65.6690.1792

Worldwide.Oilfield.Machine.Asia.Pacific.Pte..Ltd..–.新加坡
17.Gul.Way
Singapore.629194
电话：+65.6863.3533
传真：+65.6558.7562

Worldwide.Oilfield.Machine.–.韩国
#1012,.481-10,.Byucksan.Digital.Vally-II,.Gasandong,.
GumchonGu,
Seoul,.Korea.153-803
电话：+82.2.854.6806

全球服务中心
.加拿大
.墨西哥
.巴西
.阿根廷
.特立尼达拉和多巴哥
.挪威
.法国
.阿尔及利亚

.埃及

.阿曼

.科威特

.缅甸

.中国

.日本

.吉隆坡

.澳大利亚

Worldwide Oilfield Machine, Brasil LTDA
Rua Lady Esteves da Conceição 119 
Macae, RJ, 27933-420, BRAZIL
电话: +55 22 3081-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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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算表



条款及条件
WORLDWIDE.OILFIELD.MACHINE.INC.,.USA.的本订单受本协议所有条款及
条件的约束，包括关于免除间接损害责任的规定，接受本订单表示买方同意
所有条款及条件。双方协议只在以下条款及条件下生效。
1..协议控制：买方同意本协议及其所包含的条款及条件，且本协议及其所包
含的条款和条件对WorldwideOilfieldMachine,INC(“WOM”)所有设备
的销售和服务生效。可能包含于买方订单或由买方提供的任何其它文档中的
任何额外或不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询问、规格、订单、验收或确认书，均
不控制设备和服务的销售，除非WOM管理委员会以书面形式接受。
2..付款：截止到交货日期（包含从我方仓库交货）和截止到装船日期（包
含直接装船）开具厂商发票。买方应全额支付买方采购设备和服务所开具的
发票上的合计费用，不作任何扣减或抵销。所有发票均为净价，除非以书面
形式另行特别约定，应在自装船日期起的30天内以美国法定货币支付。逾
期金额将产生每月1.5%的利息（或法律允许的最高利率，以较低者为准）
。第一天逾期日期开始直到全部偿还完毕。若买方出现以下情况：(i)未能收
货，(ii)超出其与WOM的信贷限额，(iii)逾期付款，(iv)中止付款，(v)与贷方
达成协议或在WOM看来可能出现财政困难，或(vi)停止交易，那么WOM可
在不承担责任或对其其它权利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停止运送中的设备和服务
并推迟或取消与买方签订合同下更多的设备和服务，或要求为此类服务提供
预付款或满意的支付担保，同时，延缓行使权利或先行支付不应影响WOM
的权利。对任何订单或规格书及所有销售和订单支付条款的接受均应得到
WOM信贷部的批准，除非收到付款或担保或WOM信贷部满意的条款及条
件，WOM可在任何时候拒绝任何装船或交货或进行任何工作。
3..价格：本协议规定的价格以本协议截止日期的实际价格为准。报价有效期
到期后，价格可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
下根据截止装船日期的实际价格发生变化。本协议的2个价格仅适用于本协
议所述订单确认书，不适用于任何其它订单。若买方从WOM采购替代或辅
助设备或备用零件，在接受本销货要约时创建的合同条款及条件应适用，与
最初按照合同采购此类替代或辅助设备或备用零件相同。联邦、州、市或
其它政府机构和/或任何外国税收实体现在或在此之后根据所包含材料、商
品、服务的销售或使用、或本次交易或分配的任何部分的总收入、或包含的
材料、商品或服务的总价值或以这些作为衡量方式征收的税或WOM进行经
营活动的任何国家的类似税、可能要求WOM支付或征收的与本订单包含商
品相关的所有营业税、使用特许权税及类似税，均应由买方承担，除非法律
另行规定。WOM不承担货运费、运输费、保险费、装运费、滞留费或类似
费用，除非以书面形式约定，并由买方和WOM授权代表在报价时签字。与
部件、零件和产品进口或出口相关的费用应由买方支付，包括但不限于发票
领事签证手续费、提单或任何国家或目的地法律要求的其它文件的盖章费以
及与此相关的、未包含在报价或销售价格中的任何此类其它费用。
4..不可抗力：WOM不对因任何现在或在此之后生效的政府法律或法规导致
的不履行和/或延迟履行、或对WOM供应商导致的、或不可抗力、火灾、洪
水、风、怠工、罢工或其它劳务问题、事故、必要的机械维修、恶劣天气条
件或不受WOM控制的其它原因，包括海关、关税和/或货币汇率变化，导致
的延迟负责。若出现上述情况，WOM应有权分配并重新安排为买方提供的
设备和/或服务的生产、交货和/或取消的时间，WOM的自行决定应视为合
理且可行，且WOM不对可能导致的任何未履行、或从属或附带损失负责。
5..交货：销售地点为离岸装运地，除非买方和WOM达成的书面约定另有明
确的说明和约定,在材料交付给承运方时将损失风险转移给买方。在收到设
备和/或服务后的三十(30)天内，若对不合格品、数量短缺、装运错误或费
用错误进行索赔，买方应以书面形式通知WOM。未进行此类通知应构成决
定性证据证明WOM已经圆满履行合同，买方已经接受设备和/或服务，并
放弃拒收设备和/或服务的权利。只有在得到WOM事先书面授权的情况下才
可将设备退回。WOM的责任限于更换不合格设备或服务或允许该设备和/或
服务发票价值范围内的赊销，具体由WOM选择。接受用于赊销的所有材料
遵循WOM正常补进存货的收费。自装船日期起一年后，不接受任何材料赊
销。WOM规定的交货日期仅为大概日期，以工厂运转正常为基础。WOM
不应对因延迟、运输或任何其它原因导致的损失、损坏或任何性质的费用
负责。WOM应有合理的机会和途径对根据本款提出的索赔的真实情况进行
调查。
6..取消：买方的订单不可取消，除非事先获得WOM的书面同意。若取
消，WOM应有权依法弥补其遭受的任何及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截止取
消之日WOM的成本和承担的其它保证、WOM的附带损失、WOM完全履行
本合同获得的利润。
7..违约：若根据本协议或买方与WOM的其它协议，到期时买方未付款，或
根据WOM的判断，买方的支付能力受损或不符合要求，WOM可在没有事
先通知或要求且不违反合同的情况下推迟装运、取消未装船的订单余货、中
止履行任何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第8款下的维修、更换或调查义务）
和/或收回已交付设备的直接所有权，直到买方支付设备和/或服务的全部购
买价格，或直到买方提供经WOM判断令其满意的担保。WOM因中止履行
或收回出售货品或取消而产生的费用应由买方支付。WOM可出售收回的设
备，收益用于弥补未付余额及销售、收回和取消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买方应
支付剩余的不足金额。WOM有权在任何时候检查和获得设备所有权，不受
买方约束。
8..担保权益：WOM特此保留所有设备的担保权益，直到全额支付设备的采
购价格。买方应随时执行和递交融资报告以及WOM可能不时要求提供的其

它文件，用于证明WOM对设备的权益。
9..保修：在该产品在规定的服务和压力范围内使用的前提下，WOM保证其设
备和/服务在材料和工艺上没有缺陷。对于本保修条款下的任何索赔，买方必须
在其发现声称缺陷后的三十(30)天内以书面形式提出索赔，在任何情况下均不
得晚于自交货日期起的二十四(24)个月。若买方未按照要求将不合格情况通知
WOM，则买方不得按照本保修条款获得补偿。本保证不适用于以下情况的设
备：1.)滥用、过失或事故，或2.)已经被修改或篡改，或3.)在没有WOM明确书
面同意的情况下已经进行校正工作。与设备和/或服务相关的、WOM的唯一义
务及买方的排他性补救措施应限制为根据本保修条款更换设备和/或服务，或将
不合格设备/服务的发票金额计入买方帐户，具体由WOM选择。WOM不做与
设备/服务相关的其它保证。明示、暗示或法定的任何其它类型的保证均不适
用，例如针对特定用途的适销性或适合性保证。WOM不推荐在买方要求下在
WOM工厂以外的地方进行改造、特殊镀层、涂层修补、焊接或高温处理，也
不对此承担任何责任。对于非WOM制造但包含在WOM方案中的产品以及应用
于WOM产品上的特殊电镀、涂层或热处理，WOM不以任何形式提供保证，
但仅提供制造商的质保（若有）。无论是在其技术资料中，还是对具体询问的
回应或其它文件中，与使用WOM提供的设备和/或服务相关的任何建议或意见
是以认为可靠的数据为基础的；然而，设备和/或服务及信息是供拥有行业内必
要技能和专有技术的买方使用的，因此，相关建议或意见用于帮助买方自行确
定设备和/或服务是否适合其特定用途，并应认为买方已自行做决定并承担相关
风险。环境的变化或程序或用途的改变可能导致不令人满意的结果。
10..责任范围：WOM对于任何性质索赔（包括因WOM的过失引起的索赔）的
责任，或对于因使用设备和/或服务而产生的、与之相关的或由起导致的损失
或损害的严格责任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超过设备和/或服务或引起索赔部分的
采购价格。
在任何情况下，WOM均不对从属、间接、特殊、惩罚性或附带损失或利润损
失承担责任，无论这些损失可预见还是不可预见，基于因违约或未做到明示或
暗示保证、违反合同、不实陈述、疏忽、严格侵权责任、未采取补救措施以达
到基本目的而引起的买方或任何其它方的索赔还是可引起法律或衡平诉讼的其
它形式（例如：合同、侵权行为或其它）都是如此。
11..赔偿：买方免除并应保护和补偿WOM，使WOM（及其高层人员、董事、
代理和员工）（合称“接受赔偿者”）免受任何及所有损失、责任、诉讼、损
害、索赔、传唤及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合理律师费）（合称“索赔”），无论
索赔是基于合同或侵权行为（包括严格责任）、来自第三方（包括买方或政府
机构的任何员工）索赔、基于WOM按照买方指示采取的行动还是因提供产品
或服务引起都是如此。该补偿不应包括WOM自身重大过失或故意不良行为导
致的任何损失、责任、索赔和费用。明示过失：本协议中提出的关于赔偿、免
除和假定的规定应适用，无论相关损失、成本、费用和损害完全或部分因为受
补偿方主动、被动或共同过失、严格责任或其它错误引起。买方和WOM承认
本陈述符合明示过失原则并且显而易见。
12..建议：WOM或其代表向买方或其代表提供的与买方使用任何设备和/或服
务相关的说明或建议或协助不应构成WOM放弃本协议的任何规定，或影响本
协议确定的WOM的责任，或认为提供本协议规定以外的额外保证。
13..弃权：WOM放弃违背本协议的任何规定不应被认为放弃任何其它将来违反
相同规定或其它规定的权利。
14..转让：买方仅可依据并购、收购及所有或基本所有资产的出售、公司重组
或其它类似交易将本协议转让，前提是根据本协议提供的任何设备和/或服务
的使用范围不会扩展到买方的业务范围之外，且其拥有多数股权的子公司和
代理承担且能够承担买方的所有责任（包括财务）。WOM可将本协议转让给
WOM标的物权益的继承人。WOM可将其在本协议下的请求赔偿权转让或将
本协议的抵押权益或此类支付全授予第三方。WOM可依照本合同通过代理和
分包商履行义务。
15..工程技术与服务：WOM可根据客户需要提供与其产品相关的工程和/或技
术信息及其使用方法。若提供和/或要求提供机密和/或专利材料和/或信息，应
在提供此类材料和/或信息之前要求买方签署保密协议。如果买方拒绝签署提
供的保密协议，那么WOM应提供较为普通的工程和/或技术信息和/或不包含
机密和/或专有资料的此类信息。此外，提供的任何此类信息、服务或协助，无
论是否收费，应仅作为参考咨询。在这方面，WOM和买方均不对另一方或第
三方的作为或不作为承担任何责任。请注意，WOM提供英文版的设备操作手
册。但是WOM可根据客户需要收费提供其它语言的相同操作手册。
16..其它：(a)WOM和买方为独立主体。本协议任何条款均不应理解为使一方
成为另一方的代理、员工、特许经营人、合资公司或法定代表。(b)本协议将受
德克萨斯州法律管辖并根据克萨斯州法律解读，不包括法律原则冲突，并且双
方认同德克萨斯州联邦哈里斯县联邦和州法院的管辖，放弃反对不方便法院原
则。(c)除了在为收取根据本协议应付但未付的费用而进行的诉讼中判与WOM
的金额以外，WOM有权获得的合理律师费。(d)本协议构成WOM和买方就标
的物签订之协议的所有条款、条件和表述的全面、完整说明，并且取代之前所
有书面文件或理解。(e)若本协议的任何规定（全部或部分）无法强制履行，将
不会影响本协议其它规定的有效性。本协议的第2、7、9、10、11、13、14款
在本协议到期或终止后依然有效。(f)只有采取书面形式并且在请求执行一方的
另一方签字的情况下，本协议的弃权、修正或其它修改方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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