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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下传送新技术

通过钻大斜度井或使井眼通过多个目的层能够大幅度提高油

气井产能。在这些井中，储层评价仪器和修井工具的常规传送方

法已不再实用。为了应对复杂井眼轨迹带来的挑战，服务公司开

发了多种进入和评价这类复杂井眼的创新技术。

Matthew Billingham
法国Roissy-en-France

Ahmed M. El-Toukhy
澳大利亚珀斯

Mohamed K. Hashem
沙特阿美公司
沙特阿拉伯宰赫兰

Mohamed Hassaan
卡塔尔多哈

Maria Lorente
Todor Sheiretov
美国得克萨斯州Sugar Land

Matthew Loth
法国Clamart

《油田新技术》2011 年夏季刊：23 卷，第 2 期。
©2011 斯伦贝谢版权所有。

B lue  St reak，EcoScope，FMI，Litho -Density，
MaxTRAC，Multi Express，SFL，TLC 和 TuffTRAC
等是斯伦贝谢公司的商标。

IntelliServ 是 National Oilwell Varco 的商标。

1.  D r i l l ing  and  P roduct ion Out look。Spea rs  & 
Associates ：图尔萨（2011 年 6 月）：17。

2. 关于水平井钻井实践的更多信息，请参
见 ：Bennetzen B，Fuller J，Isevcan E，Krepp 
T，Meehan R，Mohammed N，Poupeau J-F 和

Sonowal K ：“大位移井”，《油田新技术》，22
卷，第 3 期（2010 年秋季刊）：4-15。

电缆向前推送不动了！当无法将

测井仪器下到井底，特别是在大斜度

井中，很多沮丧的电缆测井工程师都

会发出如此感叹。不过，新型传送技

术的问世已经克服这一难题，至少在

某些方面如此。采用新型传送方法，

在大斜度井和长水平井等这类传统测

井方法无能为力的环境中能有效进行

评价、完井和修井作业。

在大多数井为直井的年代，将测

井仪器下到井底然后再回收到地面是

一件相对简单的任务。通过配有电缆

卷筒的卡车驱动绞车起下测井仪器，

测井仪器靠重力下到井底。电缆也用

于与测井仪器通讯，提供电力，并将

井下环境信息传输到地面。这种传送

方法能够用于裸眼井测井、套管井评

价以及进行机械作业，包括射孔等。

但如今重力已不再是将仪器下到井底

的唯一方法，电缆也不再是将井下数

据传输到地面的唯一途径；仪器传

送、数据传输和设备部署方法多种多

样。

传送技术和方法的这一转变在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大斜度井的需

求。以前，TD（总井深）是一口井钻

到地下的最深点，而现在，水平井的

测深往往远超过其真垂深（TVD）。

2010年，全球共完钻了16000多口水平

井 [1]。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另外几千口

从相当远的地面起钻点定向钻到目的

层的定向井和那些钻穿水平距离相隔

甚远的多个目的层的定向井。

利用现有技术，钻井工程师们能

够钻出非常复杂的井眼轨迹，以至于

很难将井下仪器传送到目的层。这些

井都需要随钻井给出评价信息，还需

要通过某些途径进入储层，以便将来

进行储层评价和井下作业[2]。

目前已经研发出很多技术，用

来解决复杂井眼轨迹带来的难题。过

去工程师们仅需考虑采用哪种仪器，

而今他们还必须考虑在油井寿命期内

如何以最佳方式评价和进入储层并执

行修井作业。庆幸的是，过去那种单

纯依赖重力提拉系在电缆上的测井仪

器进行测井的方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

方法、设备和技术所取代。目前岩石

物理师和石油工程师们有太多的方法

可供选择。本文回顾了其中的一些方

法，并介绍了最近引入的技术，有了

这些技术，资料采集方法更加灵活多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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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送方法。

传送方法

传送不只包括上提和下放井下仪

器的机械机构。其主要目的是应对井

眼环境造成的难题。这些难题涉及到

如何部署地面仪器、克服摩阻、应对

遇到的障碍以及适应未知的井下条件

等。工程师们在布署井下仪器时考虑

的主要因素包括灵活性和适应性，但

所选用的仪器也往往决定了使用的传

送方法。

传送方法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电缆传送和钻杆传送（上表）。通过

相互结合，这两种传送类型还可组合

成混合传送方法。各种方法均有优点

和缺点，因此基本上不存在最完美的

方法。

电缆传送仪器使用历史较长。第

一次电法测井是在1927年9月5日在法

国阿尔萨斯的Pechelbronn油田通过电

缆下入井中完成的。下入深度为300米
（980英尺），地下测井数据是在用

人工操作的绞车慢慢起出测井仪器过

程中通过人工绘出的（下一页，右上

图）。 此后50年间，测井行业一直利

用电缆传送测井仪器，甚至随着测井

仪器的不断改进，要求高速度传输特

别复杂的测井数据时，还是利用电缆

传送 [3]。这期间地面采集设备也发展

得越来越复杂。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

代引入随钻测井（LWD）仪器之后测

井方法才发生了重大改变。

随钻测井仪器是底部钻具组合

（BHA）上的一个组成部分。早期的

测井非常简单，包括自然伽马、电阻

率测井，后来增加了孔隙度测井。测

井仪器借助于利用循环钻井泥浆传输

的系列压力脉冲向井下传送命令，并

将测量的数据传送地面。压力脉冲被

编成代码，包含有关井眼条件、BHA
状态和钻头钻遇地层等的信息。

泥浆脉冲遥测装置传输数据的速

度比测井电缆的传输速度要低几个数

量级。但鉴于钻井作业时间比较长，

泥浆脉冲遥测法一般能满足测井要

求。其他可用的传送方法还有很多，

例如电磁遥测法常用来代替泥浆脉冲

法用于空气钻井或泡沫钻井的数据传

输。最近还开发了有线钻杆传送技

术，即将电缆嵌入钻杆用来传输测量

数据。

有线钻杆传输速度高达每秒

57000位，而泥浆脉冲遥测仅为每秒

10位。商用传输系统，如IntelliServ 
Broadband Network，目前已投入使

用，但该技术还没有代替泥浆脉冲传

送方法成为服务公司和作业公司的首

选方法。

无论使用上述哪种传输方法，都

能实时采集近钻头数据。这种能力不

仅有利于找到替代电缆测井的其他方

法，还引发了旋转导向钻井系统应用

的变革，开辟了水平井和大位移井钻

井的新时代 [4]。通过随钻测井仪器提

供的实时信息，定向钻井人员能够遥

控指引钻头到特定目的层，精确校正

井眼轨迹。

随着井眼轨迹从垂直转向水平，

很多情况下LWD数据都能够取代传统

电缆测井数据进行地层评价。同时，

LWD数据的质量和测量范围也不断提

高、扩大，各种复杂的随钻测井仪器

也已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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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井技术的诞生。第一次测井作业是 1 9 2 7年在法国阿尔萨斯的
Pechelbronn油田通过一个类似于图中所示手工操作的绞车进行的。作业人
员通过缠绕在滚筒上的导电电缆将测井仪器下到井中，同时在地面记录电
阻率测量数据。然后手工绘制出电阻率-井深曲线，从此诞生了测井技术
这一全新的行业。

^ 随钻测井仪器。EcoScope多功能LWD仪器代表了发生在钻杆传送测井仪器领域的技术进步。这款
紧凑的仪器可提供三组合电缆测井的基本测量结果：电阻率、密度孔隙度、中子孔隙度和自然伽马
以及中子俘获能谱。利用脉冲中子发生器（PNG）产生的中子，俘获能谱提供了关键的岩性和矿物
信息。同时也采集地层评价数据以及有关钻井作业的信息，包括仪器受到的冲击、震动、随钻环空
压力和仪器倾斜度等。

3. 关于电缆测井系统的最新进展，请参见：
Alden M，Arif F，Billingham M，Grønnerød N，
Harvey S，Richards ME 和 West C ：“井下传送技

术新进展”，《油田新技术》，16 卷，第 3 期（2004
年秋季刊）：30-43。

4. 关于旋转导向钻井更多的信息，请参见：
Williams M：“旋转导向钻井新技术的应用”，《油

田新技术》，16 卷，第 1 期（2004 年春季刊）： 
4-9。

5. 日本石油天然气与金属国有公司（JOGMEC），
其前身是日本国家石油公司（JNOC），和斯伦
贝谢联合开展了一项开发 LWD 技术的科研项
目。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减少对传统化学源的
使用需求。基于脉冲中子发射器（PNG）的
EcoScope 系统使用的技术正是这次合作的研
究结果。EcoScope 系统彻底改变了 LWD 技术，
钻铤内的 PNG 和整套测量工具是其关键组成
部分。

2 MHz 400 kHz

例如，体积紧凑的EcoScope多功

能LWD仪器能够提供电阻率测井、孔

隙度测井、方位密度测井、超声波井

径测量、能谱俘获测井和方位自然伽

马测井（右下图） [5]。该仪器没有使

用化学中子源，而是采用由涡轮机提

供动力的中子发生器，而涡轮机由循

环泥浆驱动。该仪器还配有各种传感

器，提供相关信息，以改善钻井作业

质量。

测井公司可提供各种先进的随钻

测井作业，如地震测井、声波测井、

磁共振测井。长期以来只能通过电缆

测井进行的压力测量和取样，如今通

过LWD仪器也能顺利执行。

对于开发测井评价程序的工程师

来说，在决定采用何种系统时要考虑

的因素远不止测量技术。例如，LWD
仪器适应的温度和压力极限通常较

低。而且，因为LWD仪器是为特定范

围的井眼直径设计的，所以有尺寸限

制，而电缆测井仪器的使用范围则大

得多。另外，钻井过程中长时间部署

LWD仪器所需成本也相对较高。

尽管电缆测井和LWD之间的差距

越来越小，但还是有些服务无法随钻

提供。其中包括高速传输数据的服务

如FMI地层微成像仪，要求强动力的

工具如井壁取心工具及其他尚未融合

到LWD平台的技术。

钻机搬迁钻下一口井时，LWD仪
器就不能继续用于数据传输。LWD仪

器并不适用于套管井。仍然需要用电

缆测井仪器来评价储层，虽然将电缆

测井仪器下到水平井和大斜度井的井

底比较困难。这种情况下，传送测井

仪器的替代方法应运而生。

新测井平台

因为钻杆是刚性的，而且很重，

因此钻杆通过大斜度和复杂井眼没有

问题。但在复杂井眼中通过电缆传送

测井仪器就比较困难了。过去，如果

测井仪器因为井况无法下到总井深，

工程师们总是会想些办法绕过障碍。

作业公司曾在仪器末端焊上链条，希

望链条堆放到一定程度时突然下落，

从而将仪器拉到井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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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测井条件。在LWD仪器广泛应用之前，业界用TLC系统通过钻杆传
送电缆仪器。测井仪器通过一个配有湿式连接装置的交叉适配器连接到钻
杆上，然后被下到套管底。同时，与测井电缆相连的一个配套接头通过螺
纹连接至一个侧入短节，并沿钻柱泵入井下，最后与井下接头接合。一旦
接通了通讯和电源，测井仪器就被推入裸眼井段，并下到井底。在侧入短
节之上电缆暴露在外面，所以不允许其从套管底退出，以免损坏电缆，下
入过程中也必须特别小心，避免挤毁电缆。连接到钻杆端部的测井仪器在
裸眼井中也面临被损坏的风险。大多数电缆测井仪器都可用该系统进行测
井作业。

^ 输送器传送测井。特殊测井仪器可通过保护
输送器送到钻杆中（左）。到达预定深度后，
测井仪器从钻杆底部弹出（右）。然后起钻并
开始采集数据，采集的数据储存在存储器中。
到达地面后，数据被读出，并合并到深度-时
间参考测井曲线上。然后根据合并后的数据得
出基于深度的常规测井曲线。测井仪器的直径
必须要小，才能被放入输送器中。譬如21/4英寸
Multi Express测井提供三组合仪器串及可选声波
测井仪器。这种输送器传送系统允许在仪器入
井和测井时流体循环和钻杆旋转。

加重杆、降低摩阻的轮子和滚

子曾被用来辅助工具下行。斯伦贝谢

的工程师甚至还设计了一种铰接式底

鼻，能够从地面操纵，定位工具搁浅

或井眼出现大范围冲刷的位置。这些

用于克服几何形状和井眼不规则问题

的方法一般成功率较低。

在LWD仪器被广泛接受之前，业

界使用各种方法将钻杆底端的常规裸

眼井测井仪器传送至井底，其中包括

恶劣测井条件TLC系统。首先，测井仪

器在去掉电缆后被连接到钻杆底端，

然后被推到套管底部。之后，将专门

设计的接头连接到测井电缆上并从钻

杆内部泵送下去（左上图）。  锁在

井下仪器串上的湿式连接装置为测井

仪器提供电力，并与测井仪器进行通

讯。最后，通过钻杆把测井仪器推进

裸眼段，并推送到井底。 

经 过 改 进 后 的 随 打 捞 测 井

（LWF）技术利用的概念类似于TLC系
统。如果常规电缆测井仪器在测井过

程中遇卡，可用一个固定在钻杆底端

的抓斗实施穿心打捞。被切断的电缆

在地面重新接上后，再次向井底仪器

供电并保持通讯，随后在钻杆和测井

仪器提出井中的过程中采集数据。这

种作业在需要关键资料但井况复杂无

法测井的情况下已经被成功实施。

目前TLC和LWF都在使用，能在其

他方法无效的情况下成功采集到必要

的测井资料，但是，起下仪器和测井

的过程很慢。也许最大问题是作业人

员在TLC作业过程中无法很好地控制

钻杆底端的测井仪器。在将仪器下入

井中时，司钻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损

坏测井电缆和仪器。与钻杆和BHA相
比，测井仪器相对脆弱，容易被挤毁

或损坏。因此工程师们设计了专用硬

件和保护设备，作为附件专门用来保

护测井仪器，但推送仪器时仍然存在

损坏风险。

电缆夹子

CSES上的
测井电缆

电缆侧
入短节

(CSES)
封隔型密封总成

单向阀

测井串套管鞋

水平裸眼段

钻杆

钻杆外测
井电缆

钻杆内
测井电缆

测井车

湿连接适配器

钻杆接头

部署前 部署后

弹射器

部署头

部署头

Multi Express
仪器

Multi Express
仪器

同心护套

接收器和
套管鞋

接收器和
套管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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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ti Express平台。这款紧凑、重量较轻的Multi-Express平台可提供自然伽马-中子（热中子和超热中子）、岩性-密度、声
波、温度、球形聚焦电阻率和感应电阻率测井组合仪器。另外，声波测井仪器还配备水泥胶结测井选项，遥测套筒中包括
一个套管接箍仪器。

即使有保护硬件，裸眼井测井仪

器也可能遇到裸眼桥堵段和较大的冲

蚀井段，因此不能将仪器推到井底。

这种情况下，司钻总是尝试通过旋转

钻杆通过障碍，而当测井仪器连接到

TLC上作业时这种方法不可实施。

最近对TLC系统进行改进，利用

钻杆传送测井仪器。主要区别是用一

个传送器保护测井仪器，一起下入井

中，无需测井电缆（前一页，右上

图）。钻柱到达测井深度后，现场工

程师利用一种弹出机构部署靠电池供

电的测井仪器。测井仪器从钻杆下面

伸出，边起钻杆，边采集井下数据，

并将采集数据储存在存储器中。钻杆

位移和相应时间被记录下来。在地

面，利用笔记本电脑回收从井下采集

的基于时间的数据，并与基于钻杆位

移的深度数据合并，绘出常规深度测

井曲线。这种测井方法无需测井车支

持。

因为测井仪器要装入钻杆内，因

此其直径必须小于常规测井设备。最

近投入使用的Multi Express小直径多

次传送地层评价平台就是一种可利用

保护性钻杆传送器部署的一套多功能

测井仪器。这套仪器的直径是21/4英

寸（5.7厘米），装配在外径为5英寸

（12.7厘米）的钻杆传送器中，且有

足够的间隙用于泥浆循环。泥浆能够

循环是保证钻杆顺利下入井眼的一个

重要特征，特别是在容易积聚钻屑的

长水平裸眼井段。

Multi Express平台包括感应、岩性

-密度、热中子和超热中子孔隙度以及

阵列声波测井仪器（上图）。感应测

井仪器采集两个探测深度的数据（即

深电阻率和中电阻率），其中的可选

仪器部分能采集浅SFL球形聚焦电阻率

数据。密度仪器上有一个活动极板，

能够保证与井壁的良好接触。紧凑遥

测-中子-自然伽马组合部分既能采集

热中子也能采集超热中子孔隙度数

据。该仪器上装有一个套管接箍定位

器，用于深度比对，可结合水泥胶结

测井使用。声波测井仪器可在裸眼井

中采集井眼补偿声波资料，也可在套

管井中进行水泥胶结测井。

在开发这一仪器平台的过程中，

工程师们重点考虑的问题是尽量减小

仪器的长度和重量。由感应、密度和

中子三种测井仪器组合成三组合仪器

串，其中每种仪器的长度接近3米（10
英尺），全部装配后总长9.75米（32英
尺）。另外还可以装配上4.3米（14.4
英尺）长的声波测井仪器。M u l t i 
Express系列仪器可以由一个人操作；

最重的仪器仅40.8公斤（90磅）重。

Multi Express仪器特别适合在小

井眼、浅井和空气钻井的井中进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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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用传送系统。Blue Streak测井车是一款独立的测井设备，配有桅式井架、电缆和采集系统。常
规裸眼井测井设备通常采用多芯粗电缆提供电力，控制井下仪器和采集数据。Multi Express仪器使
用小直径单芯电缆进行测井，需要的配套绞车和滚筒尺寸小。存储模式的 Multi Express仪器利用钻
杆传送器传送，可用钢丝设备进行作业（插图），无需地面供电就能完成测井作业。

^ 连续油管装置。连续油管装置包括四个基本组件：存放和传送连续油管的滚筒（直径为1－3.25英
寸）、起下油管的注入头、控制室和电源组。还可配置单芯电缆，用于电缆测井和射孔作业。

井。该仪器平台包括上述测井仪器，

还有温度仪器，后者可在煤层气井和

空气钻井致密气井中提供重要的测量

数据。这种类型的井因为井场小，钻

机从一个井场快速搬迁到另一个井

场，因此难以用常规测井设备进行评

价。

测井工程师利用配备一体化桅式

井架的测井专用卡车（如Blue Streak
高效测井车）在井场能够进行裸眼井

测井和水泥胶结测井（左图）。使用

这种小型独立的测井设备就无需钻机

和修井机。一般用单芯电缆（只有一

根导线的测井电缆）替代常规测井仪

器系统常用的多芯电缆。

因为配置了记录数据用的存储

器，Multi Express测井仪器可以用无导

线电缆送到井中。因此可以用钢丝传

送测井仪器进行裸眼井测井，但目前

还没有配套的地面读出器。只有等到

仪器回收到地面，读出存储的信息后

才能确定数据采集情况和采集质量。

连续油管

除LWD作业和TLC作业外，钻杆

传送方法还包括连续油管（CT）测

井（左下图）。这是一套可靠的仪器

部署系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投

入使用，常用于生产测井（PL）和射

孔。连续油管装置可在油管中加入一

根电缆，用来向井下仪器供电，并将

采集的数据实时传输到地面。如果没

有电缆，可用存储模式测井，等仪

器回收到地面后再读出采集的数据。

与常规油管传输射孔（TCP）作业一

样，可在地面施加压力引爆射孔枪以

便开始射孔，但配置了一体化电缆后

控制更方便，使工程师可在地面接通

电源按顺序引爆射孔枪。

使用CT的最大局限因素是在水平

段大约900米（3000英尺）时油管停

止前进。这是因为油管从卷筒上释放

下来后呈螺旋形，致使套管和油管间

的摩阻增加。当摩阻达到临界点时，

更多套管被挤入井中，但管串末端却

不能继续被推入井眼更深处。可采用

下列几种方法突破这一限制：使用CT
拉直器减轻油管的剩余弯度，降低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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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井生产测井。通过生产测井，可提供水平井流动剖面，并可识别在产层。但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将测井仪器传送到水平井总井深还是一个难题。早期做法之一是采用双油管完井装置：一根
油管柱用于液体循环和流通，另一根油管柱用于将测井仪器下入井底。将刚性尾管固定到测井仪器
上，通过向尾管顶端的抽汲皮碗施加液压来推动仪器。尽管利用这种方法采集到了必要的数据，但
在多数井中并不可行。（根据Joly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10）。

6. AL-Amer AA，AL-Dossary BA，AL-Furaidan YA 和
Hashem MK ：“Tractoring － A New Era in Horizontal 
Logging for Ghawar Field，Saudi Arabia”，SPE 
93260，发表在第 14 届 SPE 中东石油和天然气
展览暨会暨大会上，巴林麦纳麦：2005 年 3
月 12-15 日。

7 .  Moore  NB，Krueger  E，B loom D，Mock PW
和 Veselka A ：“Delivering Perforation Strings 
in Extended-Reach Wells With Coiled Tubing and 
Hydraulic Tractor”，SPE 94208，发表在 SPE/ICoTA
连续油管大会暨展览会上，美国得克萨斯州
Woodlands，2005 年 4 月 12-13 日。 

8. Moore 等人，参考文献 7。

9. Fitz DE，Guzmán-Garcia A，Sunder R，Billingham 
M 和 Smolensky V ：“Pushing the Envelope for 
Production Logging in Extended Reach Horizontal 
Wells in Chayvo Field，Sakhalin，Russia － New 
Conveyance and Flow Profiling Approach”，SPE 
103589，发表在 SPE 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技术
大会暨展览会上，莫斯科，2006 年 10 月 3-6 日。

10. Joly EL，Dormigny AM，Catala GN，Pincon FP 和
Louis AJP ：“New Production Logging Technique for 
Horizontal Wells”，SPE 14463，发表在 SPE 技术
年会暨展览会上，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1985 年 9 月 22-25 日。

11. Hallundbæk J，Haukvik J，Østvang K 和 Skeie 
T ：“Wireline Well Tractor ：Case Histories”，OTC 
8535，发表在海上技术大会上，休斯敦，1997
年 5 月 5-8 日。

阻；向油管中充填氮气增加油管的浮

力；使用摩阻降低器延长油管伸长能

力；采用大直径油管，这样能够有效

延长油管下入深度，但需要更大的地

面设备[6]。

埃克森美孚公司在开发俄罗斯

萨哈林岛海上Chayvo油田时试验应用

了液压驱动连续油管爬行器，以扩大

作业深度 [7]。该油田位于海上，但钻

井和生产设施在陆上。因此，埃克森

美孚的工程师需要增加连续油管的作

业范围。尽管很多设备都是连续油管

装置的标准件，但工程师们还是进行

了几项改进，使滚筒能够适用于外径

为23/8英寸、长度为35006英尺（10670
米）的连续油管。

这一液压连续油管爬行器靠油管

和环空间的压差驱动和控制。作业前

对该套装置进行了试验，表明拉力可

达9700磅（43148公斤），作业速度为

950英尺/小时（290米/小时）。作业

过程中，用生产测井仪器成功测量了

31938英尺（9735米）的井，用33/8英寸

（8.57厘米）的套管射孔枪对1050英尺

（320米）的井段进行了射孔[8]。

尽管此次作业获得成功，但工

程师们发现使用连续油管进行多次生

产测井并不可行。油管磨损严重，作

业成本高，低流速下采集的数据质量

较差，最后在该油田不得不放弃使用

连续油管技术进行生产测井 [9]。鉴于

此，还需要开发出一套能替代连续油

管装置的方法用于此类油田的日常作

业。

绕过弯处

1988年，Elf Aquitane公司首次尝

试用生产测井仪器对一口水平套管井

进行测井[10]。当时该作业公司正在开

发意大利海上Rospo Mare试验项目，

旨在开采卡斯特地层中的稠油。该公

司钻了三口试验井：一口直井、一口

大角度斜井和一口水平井。直井和斜

井钻穿了大约30米（100英尺）厚的

地层，水平井钻遇了600多米（1970英
尺）的产层。和常规生产井相比，这

口水平井获得了惊人的产量，使得作

业公司迫切需要了解其泄油机理。正

电缆

油管柱

油管柱

泵入端 返回端

抽汲皮碗

尾管

套管
套管鞋

扶正器

7英寸割缝衬管 生产测井仪器

确全面了解生产剖面将会大大影响该

油田的未来开发计划。

Elf 的工程师和斯伦贝谢的油田

作业人员一起精心设计了一套方法，

将生产测井仪器下至生产层段进行测

量，获得了流动剖面。他们在该井安

装了一套双油管完井管柱，可使流体

在一根管柱内循环，在另一根管柱中

产液。生产测井仪器被固定到刚性的

尾管上，该尾管上装有抽汲皮碗，用

于驱动尾管移动（上图）。施加在尾

管顶部的压力迫使测井仪器离开油管

底部，最终达到水平段末端。须用一

根600米（1970英尺）长的尾管才确保

测井仪器到达总井深，同时保证尾管

顶端仍在油管内。经过在陆上一口水

平试验井试验应用后，该技术被成功

应用到Elf的海上油井，从而为进一步

油田开发提供了重要信息。

之所以采用这么复杂的设计来

运行生产测井仪器，是因为水平井和

大角度井的评价、完井和修井作业难

度很大。很少有作业公司只是为了采

集生产测井数据而花大价钱装配双油

管，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没有

多少可选方法。

如何使测井仪器进入水平井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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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行器类型。服务公司开发了多种不同结构的井下爬行器。连续驱动型爬行器（左）包括轮式、轨道式、甚至螺旋前进式爬行器。往复式爬行器
（右）利用锁定装置，模仿尺蠖的运动，通过锚定、伸展、释放和再锚定等移动向前爬行。

^ 在井眼中爬行。工程师根据攀岩装备原理设计出了往复式夹持机构MaxTRAC爬行器。装在伸展臂上的凸轮（插图）旋转到位后，
抓紧套管内壁或井壁。凸轮锁定稳妥后，爬行器可向前移动，但基本上无法后退。

难题直到电缆连续油管设备问世后才

首次得到解决。埃克森美孚在Chayvo
油田发现，利用连续油管进行生产测

井不仅费用昂贵，而且数据质量也会

受到影响。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发的井

下电缆爬行器可成功替代连续油管。

采用这种方法使得套管井评价和水平

井井下作业更加灵活、高效，并且成

本较低。在Elf利用泵送方法进行测井

实验后不到10年，作业公司便普遍在

水平井和大角度井中使用爬行器进行

大部分井下作业[11]。

井下爬行器

尽管早期已有试验应用记录，但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井下爬行器

才在油田现场得到成功应用。1996年，

在挪威一口水平井中首次使用了爬行

器进行井下仪器传送作业[12]。与连续油

管修井作业的高成本相比，井下爬行



272011 年夏季刊

^ 尺蠖式移动。MaxTRAC往复式系统最少采用两个同步的爬行组件，最多可组合四个。后夹持组件锁定（红色）后，推动仪器向前移动，直至其完全
伸展，而此时处于自由状态的前锚（黑色）开始移动到位并锁定。随后，后锚释放，前面的组件向前拉动整个装置。爬行器前行后，后锚再次锁定，
推动仪器串前行。重复上述运动，直至将测井仪器传送到总井深或指定深度。

器的成功开发大大改变了北海作业公

司进行油田规划和管理的方法[13]。

1996以前，修井作业基本上都是

利用连续油管进行。到2009年，某作

业公司所实施的80%左右的修井作业

都改为由电缆爬行器完成[14]。这样一

来不仅降低了成本，还增加了作业次

数，扩大了修井范围。

服务公司提供多种井下爬行器，

包括旋转轮式、机动轨道式和螺旋前

进式设计（前一页，上图）。与之对

应，斯伦贝谢的工程师开发了一套往

复式夹持机构，用于MaxTRAC井下爬

行器系统（前一页，下图）。这款直

径为21/8英寸（5.4厘米）的工具最大

拉力接近4448牛（1000磅力），同时

施加到套管或井壁上的最大作用力达

13335牛（3000磅力）。在2224牛（500
磅力）的拉力下，前进速度为每小时

可670米（2200英尺），适用井眼尺寸

为2.44－11.3英寸（6.20－28.7厘米）。

该爬行器能够在下入过程中进行测

井，在某些情况下，在用电缆回收的

过程中也可进行测井。

这款往复式夹持系统采用凸轮

抓牢套管内壁或井壁。这种设计类似

于攀岩过程中用来固定绳索的装置：

一旦凸轮抓牢后，向后的拉力使其扩

张，从而更加稳妥地固定住。仪器

向前推动容易，但基本上无法向后

拉动。这种爬行器至少需要两个夹持

节，但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加。在每个

动力冲程中，仪器模仿尺蠖向前移动

（上图）。

12. Hallundbæk J ：“Well Tractors for Highly Deviated 
and Horizontal Wells”，SPE 28871，发表在 SPE
欧洲石油大会上，伦敦，1994 年 10 月 25-27 日。

13. Schwanitz B 和 Henriques K ：“The Development of 
Wireline-Tractor Technology”，The Way Ahead，5卷，
第 2 期（2009 年）：18-20。

14. Schwanitz 和 Henriques，参考文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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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前设计。开始作业前，利用爬行器作业设计软件根据现有井数据识别作业限制因素，做出继续/停止作业的关键决策。爬行器作业的同时，根据
井下数据对设计进行更新。井剖面数据（左）包括井斜和狗腿度（衡量单位距离上井轨迹变化速度的参数）。地面模拟的电缆张力表明张力是否超过
安全操作极限（右上）。还对作用在爬行器上的力进行模拟（左下），以确保不超过爬行器的极限。根据客户提供的井斜资料生成了一个3D剖面，帮
助直观显示井眼几何形状（右下）。图中给出了井眼轨迹（红色）与真垂深（蓝色），地面位置（洋红色）以及向北偏移距（绿色）的关系。

^ MaxTRAC-TuffTRAC记录。

MaxTRAC已成功应用于很多裸眼

井和套管井中，并且在TuffTRAC套管

井爬行器的帮助下，已经创造了多项

作业记录（上表）。如果仪器断电，

装有夹持凸轮的伸展臂就会自动缩

回，便于回收仪器。

工程师在进行爬行器作业设计时

除了考虑仪器断电情况外，还须考虑

其它一些因素。随着连续向前移动，

设备最终会达到一个临界点，超过这

一临界点，测井装置就无法通过电缆

回收工具。为保证能将爬行器成功回

收到地面，现场工程师可使用作业规

划软件模拟井下各种力（下图）。利

用井眼轨迹倾斜度、推力、摩阻和作

业变化等信息，模拟软件提供继续/停
止作业的决策（下一页，右上图）。

该规划软件还能决定所需驱动节的数

量，帮助确定仪器被卡井下时电缆释

放的薄弱点。现场工程师可利用实时

数据对模型进行细微调整。

尽管井下爬行器最初专为套管井

井下作业设计，但作业公司在各种裸

眼井服务中也使用了MaxTRAC爬行器

系统。例如，FMI仪器常与爬行器系

统结合使用进行裂缝识别。就水平井

缝隙性储层而言，单靠LWD方法很难

进行评价，因为缝隙成像所需的数据

密度很高。利用FMI仪器能识别水平

井段上的最佳生产层段。MaxTRAC也
被用在裸眼井完井时部署生产测井仪

器，及在裸眼井和套管井中部署Multi 
Express仪器等。 



292011 年夏季刊

^ 裸眼井爬行器测井。MaxTRAC爬行器抓持机构在软地层失去牵引作用。沙特阿美和斯伦贝谢的工
程师合作改进了设计，使之能有效应用到裸眼井测井中。添加了一个带鞍型和楔形组件的弓形弹簧
（插图）之后 ，使抓持力的分布更加均匀；最终，爬行器在地层UCS低于5000 psi井中的作业取得了
成功。

^ 关键决策。根据作业规划软件提供的曲线图，MaxTRAC爬行器前行
时其张力（红色曲线）远低于最大安全拉力（绿色虚线）。但在2000米
（6560英尺）之后，回收测井仪器过程中的电缆张力（紫色曲线）接近非
安全条件。如果仪器超过最大安全拉力极限，万一仪器被卡住，则无法
从薄弱点断开，也无法从仪器上释放电缆。新方案是不把仪器一直下到
总井深，而是保持张力在安全操作范围内。根据现有数据的不确定性，
该规划软件给出模拟张力的高、低范围，然后随着仪器接近临界安全
点，利用井下数据不断对模型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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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眼井应用实例

沙特阿美公司在爬行器技术的开

发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15]。在世界上

最大的陆上油田－Ghawar油田，工程

师们越来越倾向于钻水平井、大位移

井和多分支井，这已经成为现行油田

开发计划的组成部分。使用连续油管

装置的费用高，并且很难将诊断和监

测仪器传送到复杂的完井位置，于是

沙特阿美公司开始寻求其他方法[16]。 
对各种井下爬行器进行广泛试验

后，沙特阿美公司认为利用爬行器技

术能够进行有效的修井作业。该公司

认为爬行器能有效进行水平井测井，

其深入范围远超常规连续油管设备，

同时成本显著降低，操作更加安全。

相比之下，连续油管设备的动迁和部

署都比较复杂[17]。

沙特阿美公司从2004年开始将爬

行器用于裸眼井测井，但初期应用经

历并不如在套管井中那样乐观。沙特

阿美和斯伦贝谢的工程师们认为，只

要地层的无侧限抗压强度（UCS）大

于5000 psi（34.5 MPa），MaxTRAC系
统上的凸轮就能成功抓紧到地层。无

侧限抗压强度低于上述值时，凸轮就

可能戳入地层，失去抓持力。工程师

们与油田作业人员一起开发了一种使

抓持力分布更均匀的组件，以便最大

程度地提高在软地层上的抓持力（右

下图）[18]。

新设计的抓持装置首先在一口配

有61/8英寸完井装置的井眼中进行试

验，地层的UCS较高。用生产测井仪

器串对5072英尺（1546米）的水平裸

眼井段成功进行了测井。随后又在高

UCS地层的8口裸眼井中成功进行了测

15. AL-Amer 等人，参考文献 6。

16. AL-Amer 等人，参考文献 6。

17. AL-Amer 等人，参考文献 6。

18. Hashem MK，Al-Dossari SM，Seifert D，Hassaan 
M 和 Foubert B ：“An Innovative Tractor Design for 
Logging Openhole Soft Formation Horizontal Wells”，
SPE 111347，发表在 SPE 北非会议暨展览会上，
摩洛哥 Marrakech，2008 年 3 月 12-14 日。

井，然后工程师开始尝试在软地层中

作业。该软地层试验井包括7553英尺

（2300米）的水平段，采用生产测井

仪器进行了测井，以确定出油点，并

建立水平段上的流动剖面。作业最终

取得了成功，并用新装置对该井进行

了评价。

裸眼井爬行器并不适合所有井，

特别是那些有较长冲蚀段或形状不规

则的井眼。但沙特阿美公司认为使用

裸眼井爬行器比用常规连续油管测井

能显著降低成本。爬行器深入井下的

距离比使用连续油管设备长得多，需

要的现场作业人员和硬件设施更少。

目前，裸眼井爬行器不仅在沙特阿拉

伯使用，在中东其他几个地区也得到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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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ffTRAC的拉力。TuffTRAC爬行器最多可使用8个驱动轮（右）。 最大拉力可达106757牛（24000磅力）。比较而言，图中所示皮卡的最大牵引力
为44927牛（10100磅力）。

^ 合格性测试。TuffTRAC爬行器的设计能承受射孔作业的巨大冲击。仪器
被固定到装有射孔弹的套管射孔枪上，套管枪从地面激发（如图所示），
没有对仪器造成重大损坏。这一量身定制且经过合格性测试的坚固系统已
在油田获得成功应用。

TuffTRAC爬行器

测井并不是在水平井中进行的

唯一作业内容。首次完井作业常用钻

机或修井机传送TCP射孔枪，可以穿

越非常长的距离。但在钻机搬离井场

后，很难进行水平井补救射孔作业。

连续油管设备可完成这项任务，但有

深度限制。爬行器工具可用于传送并

定位射孔枪，但井下设备遭受到的冲

击力（高达20000 gn）会损坏敏感电子

和机械元器件。

在认识到射孔作业需要使用更加

坚固的爬行器后，斯伦贝谢的工程师

设计了TuffTRAC套管井作业爬行器，

靠机械驱动轮向前移动（上图）。

与MaxTRAC爬行器相比，TuffTRAC更
大、更坚固、设计更简单，并且井下

电子元件很少。最大行进速度为975米
/小时（3200英尺/小时），最大拉力

为10676牛（2400磅力）。这一爬行器

主要针对射孔和水泥胶结质量评价而

设计。TuffTRAC还能控制牵引运动，

能在爬行器向前行进时动态调整抓持

力。

TuffTRAC目前是唯一一种适用于

射孔作业且能反向移动的爬行器。在

射孔枪易被岩屑卡住的水平井段，这

种爬行器的优势更加明显。因为井斜

较大，使得拉力无法有效传送到仪器

上，因此地面施加的张力不足以释放

射孔枪，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不止一

次。通过反向移动，爬行器将射孔枪

释放，随后无需成本高昂的打捞作业

就将射孔枪回收到了地面。

尽管射孔作业可能损坏电子和

机械元器件，但TuffTRAC爬行器的实

际应用表明，经过精心设计的系统能

够减轻高破坏力炸药的不利影响（左

图）。通过极限条件试验，已证明这

款新型爬行器完全适合于油田应用。

皮  卡 TuffTRAC（8驱动轮）

2560公斤（5645磅） 277公斤（610磅）重量

0 4448牛（1000磅力）/轮附加径向力

640公斤（1411磅） 522公斤（1152磅）单轮重量

76厘米（~30英寸） 7.6厘米（3英寸）轮尺寸

44927牛（10100磅力） 106757牛（24000磅力）牵引能力

4448牛（~1000磅力） 10676牛（2400磅力）牵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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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注水井剖面。作业者分两个阶段完成了该井的射孔作业。总射孔层段厚度约1250米。孔距约
7米，共射开180个孔。其中只有一炮未能激发。前后共下井12次，爬行器穿越距离共计867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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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海一口最初以两层合采完

井的生产井中，最后只采出了水。工

程师下入TuffTRAC系统来打两个水泥

塞，先后四次起下73.1米（240英尺）

长、27/8英寸的高密度射孔枪，起下六

次来调整防砂筛管。单就这次井下作

业而言，爬行器穿越距离就长达22500
米（73819英尺），期间未发生一次

事故。通过这次作业，恢复了油层生

产，同时避免了昂贵的修井和重新完

井作业。 
在北海另一口水平井注水项

目中，作业公司需射开大约1250米
（4100英尺）的储层段。目标之一是

在65/8英寸的厚壁衬管上完成特殊射

孔，每7米（23英寸）射一个孔。该计

划要求分两个阶段射开两个独立的层

段（上图）。每层段射90个孔，两阶

段共180个孔。

因为后勤支持困难，成本高，

通过连续油管设备用TCP枪射孔比较

困难－180个孔至少需要1250米（4101
英尺）长的枪串。针对这类下井受限

的情况，美国得克萨斯州斯伦贝谢

Rosharon完井中心（SRC）的工程师开

发了一款编码开关射孔系统，该系统

采用无线电安全引爆器，单次下井最

多可传送40个单发射孔枪。该系统须

地面电源传送信号，激发每发炮。因

为TuffTRAC爬行器能够与编码开关系

统结合使用，油田工程师可单次下入

传送20个单发射孔枪以完成第一阶段

层段射孔，单次下入传送33个单发射

孔枪以完成第二阶段层段射孔。整个

作业期间，爬行器共下井12次，穿越

总距离达8670米（28450英尺）。

虽然可用连续油管进行射孔作

业，但用超过1250米的枪串射开180个
孔既不经济，也不高效。另外还可采

用常规开关射孔枪系统通过多次下井

完成射孔（需多达60趟）。而利用新

技术大大减少了下井次数，减轻设备

磨损，减少人员现场作业时间。

改变带来机会

能够打开新局面的技术往往也

会带来更好的作业方法，并提供更广

的选择范围。例如，在很多发展中国

家，电话服务提供商不再继续投资有

线电话基础设施，取而代之的是蜂窝

移动电话系统。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

不只是消除了使用有线电话的不便，

更可使消费者使用智能手机和无线上

网等服务等。

同样，LWD改变了作业公司的钻

井方式。存储式测井改变了数据采集

的方式，同时提供了更多机会。在不

久的将来，有线钻杆将会提供更多的

机会。

无线井下通讯可能很快在石油

与天然气行业得到普及，已经有商用

系统通过无线电波与井下仪器进行通

信。目前，无线系统还存在深度和数

据限制，但不使用电缆和电线对井下

设备进行控制并接收数据将会给作业

公司和服务公司带来新的机会并拓展

新的应用领域。

LWD仪器、连续油管和井下爬行

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钻井、完井和生

产机会。油气服务行业将继续开发新

方法，以降低成本，减少设备和现场

作业人员需求。

随着传送技术的不断发展，将进

一步增加改善油气生产动态的机会，

而且，总体而言新一代技术比老一代

技术更高效。如果不能推动电缆，可

以考虑采用拉动的方法。或许将来可

能简单到根本不需要使用电缆进行作

业。                                                        －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