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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钢丝新技术

长期以来修井技术一直依靠机械系统和液压系统传送井下工

具，完成测量工作。因此，很多井下作业的结果（其深度通常是

近似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操作人员的经验和工具的有效设计。

数字钢丝的开发成功有效克服了上述因素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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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油气井中进行钢丝作业的历

史已经超过 75 年，但一直以来作业

方法基本上没发生多大变化。油田

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将井下工具固定

到钢丝的末端进行基本的井下作业 ；

钢丝与电线中使用的导电电缆或用

于重型机械作业的辫缆是有区别的。

借助钢丝完成的井下作业可能非常

简单，如将内径规下到井底，也可

能是较为复杂的井筒维修和生产优

化措施，如起下阀门和堵头。井下

作业还包括清理妨碍井下生产的杂

物，如生产过程中产出的砂子或形

成的石蜡。最近在钢丝上安装了电

子存储器，用来收集井下瞬时压力

测量或生产测井数据。

因其经济合算、性能可靠、作业

效率高、后勤管理要求简单，钢丝

一直是修井作业的主要手段。使用

小型设备能相对容易地将钢丝运输

并布署到任何地方、任何规模的井

场上。钢丝可用于各种类型井的作业，

包括高温高压井、含硫气井、大斜

度井和自流井。在空间或重量受限

的井场，钢丝作业常常是唯一可行

的修井手段。

但钢丝结构简单也是造成其具

有各种缺点的主要原因。工程师设

计钢丝的最初目的就是进行基本的

机械作业。起初，绝对深度并不是

井下作业的主要考虑因素。司钻不

能将工具部署在准确的深度上，因

此很难确定工具在井下的确切位置。

对于某些作业，特别是射孔或安装

隔离工具，必须知道工具的精确位置。

同样，为确保敏感仪器和其他一些工

具在起下作业过程中不被损坏，有

时必须清楚向井下传递多大的力（这

个力的变化范围必须很小）。而通过

钢丝根本不可能确定工具的精确下

放深度或向井下传递力的大小。

所有管柱、电线和电缆在起下过

程中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拉伸。但

钢丝的拉伸程度比任何其他井下传

送方法都大得多。因此，通过井下

机械装置测量、在地面显示出的数

据可能不能代表井下工具的精确位

置。实际上，地面显示的数据并不是

井下工具深度测量值，而是电缆卷

到滚筒上或是从滚筒上释放的长度。

因此，钢丝深度测量系统的标准精

度约为 30 厘米 /300 米（1 英尺 /1000
英尺）[1]。对于深度精度要求位于完

井管柱上某个固定点附近几英尺范

围内的钢丝作业来说，这一精度通

常已经足够。在没有井下标记的井中，

这一误差范围则可能无法接受。工

程师设计了各种系统来对钢丝的拉

伸及其他变量进行校正，但这样的

校正措施只是基于估算数据，一般

复杂作业要求的精度要高于这些系

统能够提供的结果。

另外，井斜可能会造成地面指

重读数出现很大误差 ；这些读数是

反映向井下所施加力的唯一指示。

通常情况下，井下力用测力计测量，

测力计两端分别连接至井口和滑轮，

钢丝通过滑轮从滚筒连接到防喷管

顶部（上图）。随着井斜越来越大、

斜井数量越来越多，不精确指重读

数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误差也越

来越大。

^ 钢丝作业的基本装配。测力计连接至滑轮，由缠绕在滑轮上的钢丝张力启
动。钢丝从滚筒连接至滑轮，通过滑轮钢丝向上转一个锐角，然后经过第二

个滑轮转向 180°进入防喷盒，之后通过防喷管进入井筒。采油树上面的电

缆阀含有对立的闸板（图中未显示），无需移除钢丝就能关闭，从而相互密封，

因此是防喷盒密封失效时的替代密封方法。

1 . King J，Beagrie B 和 Billingham M ：“An Improved 
Method of Slickline Perforating”，SPE 81536， 发
表在第 13 届 SPE 中东石油展览暨大会上，巴
林，2003 年 4 月 5-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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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供电的测井仪器。PS Platform 是依靠电池供电的测井系列，提供存储式和地面读数两种工作方式。GHOST
气体持率光学传感仪（左上）采用四个蓝宝石光学探针测量气体和液体持率、气泡 / 液泡计数、平均井径和方位。

Gradiomanometer 比重剖面仪器（上部左起第二个）测量井筒流体的平均密度和井斜，据此可得到油 / 水 / 气持率。

FloView 持率测量仪器指示的液泡计数（上中）识别流体流入位置、水持率和液泡计数，并且包括扶正器和平均井径测

量。UNIGAGE 压力计系统（上部右起第二个）包含一个石英晶体压力计，可提供高分辨率压力测量结果。双向涡轮流

量计（右上）能够双向测量油管内流体流速。基本测量探头（左下）提供用于对比的自然伽马（GR）和套管接箍定位

数据，以及温度和压力测量数据。流量 - 井径成像仪器（右下）的四个相互独立的探针分别测量平均流体速度、水持率、

烃持率和液泡计数。它还测量双轴 X-Y 井径和相对方位。井斜和加速度测量提供测量流体密度的井斜校正。

深度和指重不精确可能导致作

业时间延长，在完井条件较为复杂

的井中，还会引起作业问题。例如，

在钢丝射孔作业中，将射孔枪置于目

标深度之上或之下几英尺处，可能

导致产出不同的流体（油、气或水）。

工程人员在近些年对传统钢丝

设备进行了多次改进。大多数改进

都是针对依靠钢丝传送的井下工具，

而非钢丝本身。靠电池供电的井下电

子工具进行数据采集并将采集数据

存储在存储器中，已经克服了钢丝

在启动和井下作业方面的一些缺陷。

但是，一旦这些工具在井下部署后，

它们不能提供实时井下数据，操作

员无法改变作业条件，如激活触发

器的深度或温度条件。因此，电池

供电的井下工具不能解决时间和效

率方面的缺点，这也是很多常规钢

丝作业中面临的问题。

为克服上述缺点，业界数十年来

不断进行大胆的尝试，希望能够依靠

钢丝在井下工具和地面之间实现双

向通讯。采用这一方案作业人员可

实时获得精确的工具深度、工具状态、

井下受力、钢丝拉力以及温度和压

力等井筒数据。

尽管努力了很多年，制造商还是

未能开发出使用钢丝和井下设备的

可行方案。直至斯伦贝谢旗下的地

质服务公司（Geoservices）的工程

人员推出 DSL 数字钢丝服务，钢丝

作业才出现实质性变革。

本文介绍了以配置电池供电和

存储功能传感器的工具方式对钢丝

作业进行的改进，这些改进的目的

是扩大钢丝作业的应用范围，包括

为射孔和生产测井进行精确的深度

测量。本文还对DSL技术进行了讨论，

这是一项技术突破，而不仅仅是对钢

丝进行简单的改进。使用钢丝遥测

技术，再加上集成了存储式遥测接

口的电池供电电子工具，DSL 可使命

令和数据在地面和井下之间自由传

递，不会对钢丝的机械完整性产生

任何影响。这些技术显著增强了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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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的性能，能实时提供精确的深度

对比、工具状态信息和工具控制情况；

这对于依靠钢丝传送方法提供精确、

高效、低风险的机械、补救和测量

作业来说至关重要。

改进钢丝作业

深度精度一直是限制使用常规

测量装置进行钢丝作业范围的主要

因素。影响深度精度的主要因素包

括弹性拉伸、温度、浮力、钢丝和

工具串与井壁之间的摩擦力、提升

和测量轮的精度。钢丝尺寸和材质

也可能影响最终测量读数。最常用

的钢丝直径是 0.092、0.1080.125 英寸

（2.34、2.74 和 3.18 毫米）。钢丝用材

包括碳钢、不锈钢合金和镍 - 钴合金，

具体决定于其应用条件 [2]。

弹性拉伸是影响钢丝深度精度

最主要的因素，其大小是钢丝张力

和弹性模量的函数 [3]。钢丝长度测量

结果会因为测量轮直径超标或校验

不精确而上下浮动。测量轮直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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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铠装电缆。用于电缆作业的电缆包括多个铠装
绝缘导体。在本例中，一层半导体保护套包裹了

7 根绝缘导体。其外面以相反方向缠绕内外两层

铠皮。

^ 简单的压力控制。钢丝的防喷盒（橘色）是一
个相对简单的套筒，内衬聚合物填料，在钢丝从

井口出来、通过加压防喷器和防喷盒进入大气、

提升到并越过滑轮时起到压力密封圈的作用。被

收紧时，压紧螺母（红色）使得填料紧靠电缆，

从而提高密封力。钢丝进入井中时也通过相同的

密封机制保持压力。

2. Lar imore  DR 和 Kerr  WL ：“ Improved  Depth 
Control for Slickline Increases Efficiency in Wireline 
Serv i ces”，Jou rnal  o f  Canad ian  Pe t roleum 
Technology， 36 卷， 第 8 期（1997 年 8 月 ）：
36–42。

3. 弹性模量是纵向应力与纵向应变之比。

4. Larimore 和 Kerr，参考文献 2。

5. 压力窗是一个预设条件，设定只有在压力大
于地面压力时才能激发工具。

6. Goodman KR，Bertoja MJ 和 Staats RJ ：“Intelligent 
Electronic Firing Heads ：Advancements in Efficiency，
Flexibility，and Safety”，SPE 103085， 发 表 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会上，美国得克萨斯州 San 
Antonio，2006 年 9 月 24–27 日。

7. 钢丝震击采用一个称为震击器的井下机械装
置向另一个井下组件施加冲击力。震击器的
下端连接到井下工具或其他组件上，上端可
以自由移动。可以向上打开震击器，然后迅
速下放，利用工具串重量向下端施加冲击力。
反之，也可高速收回钢丝，从而向震击器的
下端施加向上的冲击力。

生变化可能源于轮子的磨损、碎屑

物堆积或测量轮的加工或校验温度

与作业温度不一致。

在井深 3000 米（10000 英尺）处测

量误差可能超过 0.6 米（2.0 英尺）[4]。

随着钢丝逐渐入井，井中的温度差异

也会影响钢丝的长度。除非井中的温

度梯度保持不变，或对温度和测量结

果的变化进行深度校正，否则很难对

这一变量进行补偿校正。此外，浮力、

摩擦力和提升力这些与井筒参数（如

流体粘度、流体速度、流体类型、井斜、

扭曲程度和井眼几何形状）有关的各

种因素也会影响地面测量的张力值。

深度较浅时测量误差较小，但随

着深度增加误差会逐渐增加，而且

越来越突出。近年来为解决这个问题，

工程师开发了电子测量装置，试图

通过自动校正消除钢丝拉伸产生的

误差。

钢丝的另一个局限因素在于启

动井下工具的机械手段。工程师开

发了电池供电的工具来解决这一问

题。这些工具用存储器储存井下数据，

回收到地面后再从中下载数据，工

具是靠计时器或通过预先设定的电

缆移动程序激发信号，从而执行井

下钢丝作业。在补救作业中使用了

存储装置，例如射孔和安装井下装

置，在测量服务如生产测井中也使

用了存储装置。和电缆数据传输相比，

存储器具有成本优势和容易接入的

优势。

电池供电的电子点火器能安全

激发用于油管及套管切割和射孔的

炸药，而且机电坐放工具能取代爆

炸装置。电子点火头也受到业界欢迎，

因为如果正确选择了限定激发条件

的压力窗口，可在将其回收到地面

的过程中利用程序自动解除电子点

火头 [5]。上述问题在以前采用机械或

液压驱动点火头时曾经遇到过。

在炸药运输受限或环境复杂的

地区，使用非炸药、电子激发的坐放

工具也受到业界的欢迎。在传统装

置上增加了点火延迟或压力窗功能

以提高安全性。但与此同时也增加

了作业的复杂性并降低了精度，因

为井下条件如温度和压力发生变化，

另一个原因是井下工具在井下移动

需要时间。而电子点火头不受上述

因素的影响，不但能提高精度，也

增强了可控性 [6]。

因为有了电池供电的井下工具，

很多过去利用电缆或连续油管进行

的作业现在都可利用钢丝进行作业。

这些服务包括压力、温度、自然伽

马（GR）传感器、套管接箍定位器

（CCL）、流量计、井径仪、气泡 / 液
泡计数器、工具方位仪、水持率测

量仪和气持率测量仪等（前一页图）。

尽管已经有了上述较大改进，工

程师们仍然继续努力，争取在改善

钢丝功能方面取得更大进步，即通

过钢丝能实时传输和接收井下工具

的信号，目标是获得与电缆遥测通

讯同样的多功能性和精确性，同时

不损失钢丝自身的优势。

例如，因为钢丝是单组件装置，

本身能实现自然平衡，因此适用于

如震击等作业。而用电缆进行震击

作业则可能会破坏导体和电缆铠装

之间的绝缘体 [7]。电缆包括内外两层

防护钢丝，围绕中心导体分别从相

反方向缠绕成铠装（上图）。这在电

缆内部会产生一个扭力，必须对该

扭力进行控制以避免损坏电缆，特

别是在深井或斜度较大的井中。扭

力破坏电缆的方式可能是使外铠装

或钢丝重叠起来，并很快磨损、断裂，

然后悬挂到压力控制设备上。如果

叠加到一起的钢丝断裂，进入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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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确认点火结果。地面显示的各种记录表明在 03:29:00 前射孔枪激发产生的瞬时效果。震击波曲线（红色）表明负加速度超
过 100 gn ；钢丝头张力（紫色）从近 80 磅力（356 N）增加到 120 磅力（534 N）以上；压力（蓝色）从 1364 psi（9.4MPa）下降到

约 1220 psi（8.4 MPa）。射孔枪激发后工具立即发生移动，在 CCL 曲线（绿色）上可以明显看到工具移动，在 CCL 线圈上产生了电压。

激发后电缆和射孔枪的震动程度反映在钢丝头张力和压力曲线上。射孔枪激发后，出现温度下降（橘色），表明有温度较低的流

体从环空进入油管。上述指标都可以验证射孔枪已经按照指令成功激发。

压力控制设备后就会散开，需要较

长时间才能将滞留其中的钢丝清理

出来。

钢丝防喷器顶部的密封机制也

比辫缆或电缆的同类组件有优势。钢

丝的防喷盒比辫缆或电缆的润滑脂

管组件简单得多。防喷盒的橡胶密

封件即使有电缆从中通过也能够保

持压力密封（前一页，下图）。

因此，和辫缆控制油脂流量的

注入管总成相比，钢丝的防喷盒更

容易装配。在整个作业过程中，润

滑辫缆的油脂需要在大于井口压力

的条件下通过注入管注入。在压力

条件下执行电缆作业需要辅助设备，

如注脂泵和油脂供应装置，这对后

勤工作和环境都产生影响。此外，

因为通过注脂管移动电缆可能会破

坏油脂密封，辫缆起下井速度只能

限制在每小时 1200 － 1300 米（4000
－ 10000 英尺）左右。相比之下，机

械钢丝工具可以以较快速度起下井，

不会失去压力密封，从而节省宝贵

的钻机时间。

实时与深度问题

虽然数十年来工程师们一直未

能开发出真正的钢丝遥测系统，但

他们成功开发出了使用同轴电缆的

电力遥测钢丝链接。然而，因为电

缆牺牲了拉伸强度和耐用性，而这

对钢丝作业来说非常重要，因此这

项技术最终还是被放弃。

开发一种合适的绝缘体是开发

钢丝遥测系统的难点，而工程师们

面临的更大挑战是找到将绝缘材料

粘合到电缆上的有效方法。2002 年，

Geoservices 的工程师们开始在以前

开发的 MWD 电磁技术基础上研究遥

测系统。但遥测系统不是主要问题，

真正的挑战是找到一种绝缘材料，并

采用有效的方法将绝缘材料粘合到

电缆上，使其能够承受钢丝作业的恶

劣条件。最初，研究团队测试了 7 种

聚合物，根据它们的绝缘性能，列

出候选绝缘材料。然而在井下条件下，

这些涂层并不能坚固地粘结到钢丝

上。

经过多年努力，研究人员开发出

了一种复杂的钢丝涂料，并制定了

精确的粘合程序。制出的成品连续、

均匀，整个长度上直径精确到 0.002
英尺（0.05 毫米）以内 [8]。应用到标

准直径为 0.108 英寸和 0.125 英寸（2.74
毫米和 3.25 毫米）的不锈钢合金钢

丝上，增加了涂层后的钢丝外径分

别 为 0.138 英 寸 和 0.153 英 寸（3.51
毫米和 3.89 毫米）。

最终的 LIVE 数字钢丝保留了原

钢丝结构的所有优势。该系统仍然

利用电池给井下工具供电，钢丝的

作用相当于遥测传输而不是电传输。

因为工程师将其设计成电子遥测系

统，而不是电传输，所以他们降低

了对绝缘性能的要求，从而加快了

开发进程。另一个优势是无需通过

钢丝输电。这一特点消除了对电线

传输的稳定性、相关配件如加重杆

重量和从何处将电线接到工具串上

等方面的担忧。但对绝缘材料与电

线的结合材料的机械要求仍然很突

出 ；用标准钢丝设备部署的电线必

须能够经受住卷上、卷下电线滚筒、

绕行滑轮、通过压力控制设备的严

酷考验。也必须能够承受井下恶劣

多变的环境，出离井口进入防喷盒时，

还会受到从井口压力到大气压力之

间压差产生的瞬时泄压的影响。

2009年，上述问题均得到了解决，

并在非洲、法国、意大利和印度尼

西亚成功进行了首批商业作业。从

此在法国、印度尼西亚、中国、美

国和沙特阿拉伯开展了各种数字钢

丝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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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EM-Line Goes LIVE”，GeoWorld—The Geoservices 
Group Magazine，54 卷（2010 年 12 月）：4–7 日。

9. 打孔器是射孔装置，目的是在保证射穿内油管
柱时不会破坏周围的套管。

^ 数控释放。如果钢丝作业工具卡在井下，从地面发出信号分离 DCR 工具，
使作业人员可把工具的上段以及全部钢丝提出井眼，只留下朝上的内外打捞

颈面（下）。根据 DCR 工具在井中的位置，或其他影响因素，作业人员用电

缆线或连续油管，以及带套爪的打捞工具拴住内打捞面（左），或带套爪的

套筒式打捞工具（右）拴住外打捞面，把被卡工具取出井眼。

LIVE 工具串的核心部分包括一

个计算机底板管理控制器（BMC），
其功能包括在井下进行遥测处理 ；实

时传递震动、钢丝张力、偏斜度和

移动情况的地面读数 ；确认钢丝作

业如射孔是否成功（前一页图）。地

面设备包括全套钢丝系统，由电脑、

收发器、压力控制设备和数字钢丝

组成。

可选核心井下设备包括一个深

度对比短节，在钢丝作业过程中实

时进行 CCL 和 GR 测量，确保深度准

确，井下测量还可包括数字压力 - 温
度计。

LIVE 数字钢丝服务归类于典型

修井服务类，可分成机械、补救和测

量服务。机械 LIVE Act 数字钢丝服

务包括常规工具，和标准钢丝部署

方式一样。补救服务工具包括 LIVE 
Set 坐放工具（非炸药类水力坐封桥

塞和定位器），LIVE Seal 密封工具（使

用非弹性密封材料进行单孔完井），

和 LIVE Perf 射孔、打眼和管柱切割

工具 [9]。测量服务包括 LIVE PL 综合

生产测井仪器。上述工具与核心设

备及可选工具结合使用，进行实时

测量和控制。

另外，通过增加数字 D-Jar 井下

可调震击器，LIVE 系列工具延展了

传统工具的能力和要求。数字 D-Jar
井下可调震击器通过接受命令向井

下不断激发和传递精确的震击力。使

用传统水力或机械震击器时，操作人

员根据经验和指重计确定井下的震

击结果。而 D-Jar 工具能直接控制并

高效进行震击作业，无需收回到地

面来调节震击力。依靠电缆的弹性

不断向上震击，同时通过电激发的

机械发射功能传递震击动作，如此

完成可控高效的震击。作业期间在

地面测量并监视井下张力和震击力，

如此可以选择最佳震击力，同时不

会在工具串或震击组件上产生不必

要的应力。工程师通过调整电缆张

力确定震击力。必要时电缆张力可

重新调整，也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数控释放工具（DCR）是另一种

可以加到任何钢丝作业的 LIVE 工具。

如果工具串在井下被卡住，不能解卡，

传统方法是采用刀杆在尽量靠近工

具串的位置切割。留在井中的部分

也许需要进行多次打捞、切割和回

收作业，有时作业人员还尝试用辫

缆设法拴住被卡住的工具，将其回

收到地面。如果电缆在需要回收的

物体上面，或打捞颈遭到破坏，问

题会很麻烦。作业人员经常需要进

行多次尝试，确定被卡工具顶部的

碎屑特性和数量，然后设法清理掉，

才能用辫缆拴住被卡工具，将其取

出井外。而 DCR 工具可以在工具头

部或其附近对工具串进行可控分离，

不留下切断的电缆，只留下限定的

内外打捞颈接口（上图）。

LIVE Set 数字钢丝坐放工具用于

坐放套管和油管堵塞器、水泥限位

器类装置，而且不需要借助传统的

炸药辅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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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et 电动液压坐放工具。D-Set 电液单元包含三个主要组件：高温锂电池、电子元件封装和液压
动力单元（HPU）。锂电池提供动力，电子元件封装将直流电转化成三相交流电，向液压动力单元

的电机供电，同时向液压电路传递命令。电池和电子元件封装通过压力屏障与液压动力单元隔离开。

液压动力单元由电机、微型液压泵和电磁阀组成，直径 54 毫米（2.1 英寸），长 510 毫米（20.1 英寸）。

43 毫米（1.7 英寸）小直径的泵能产生近 6 吨（60 千牛）的力。在液压动力单元内，无刷电机与一

个固定排量的微型液压轴向活塞泵（图中未显示）连接。要求低扭力如工具下行时，电机高速运转；

需要高扭力如坐放工具或剪切固定螺栓时，电机转为低速运行。液压泵输出动力通过地面控制的电

磁阀送到工具的机械部分（图中未显示）。

^ 无切面坐放。利用 GeoLock 心轴，可以在无内坐放切面的情况下将井下工具坐放到光滑管柱上。
下放工具时，卡瓦和密封圈（下部插图）处于收缩状态，使心轴外径减到最小，便于心轴通过油管。

一旦工具下行到预期深度，通过 LIVE D-Set 数字坐放工具或爆炸坐放工具压紧工具，使锥形筒移到

卡瓦和密封圈的后面，将工具坐放到位。这使密封圈向油管壁膨胀（上部插图）。用电动或液压工

具拴住锥形筒，使其归位，密封圈和卡瓦回到原始位置，可将心轴回收。

通过地面控制的 D-Set 数字电液

坐放工具，可将井下装置部署到指定

深度（上图）。作为靠电池供电的电

液动力系统，这一工具能够产生高

达 25 吨（249 千牛）的力—足以成

功坐放永久性桥塞、封隔器及其他

装置。微型液压泵能够在一个小封

装里利用有限的动力产生这样的力。

工程师通过井下 GR 和 CCL 精确控制

工具深度。D-Set 工具利用电池供电

的电液泵产生动力，通过推拉、移

动或敲击动作来坐放井下装置。在

坐放过程中，特征电机电流、工具

串冲击以及钢丝头部的张力等数据

都被传输到地面，以验证坐放过程

中的每个步骤是否完善。

可回收的锁紧心轴是钢丝工具

盒中最全能的工具之一，可用于单眼

修井措施或坐放短节遭破坏的完井

作业。传统钢丝锁紧心轴采用橡胶密

封圈，向外挤压油管壁，形成安全

压力封闭。橡胶密封圈靠内心轴促动，

这一内心轴在橡胶圈的后面向下移

动，同时迫使卡瓦移出，卡住油管。

工程师通过这些锁紧心轴将桥塞、压

力和温度传感器及其他工具送到油

管或套管中没有坐放短节的位置。

和传统锁紧心轴不同，LIVE Seal 
GeoLock 数字密封工具采用的是非橡

胶运动密封机构，工具坐定后该密

封机构不会变形（左下图）。因此可

长期用于气井、高温高压井（外压

型橡胶密封圈在这类环境中往往失

效），而且用标准钢丝提拉工具很容

易取回。利用锚定和密封装置能最

大程度地增加心轴的过流面积，起

下井时能缩小心轴的外径。

GeoLock 心轴采用 D-Set 坐放工

具下入井中，还有扶正、锚定和密

封系列工具。工程师在地面通过整

个密封序列的时间图监测整个坐放

过程。工具和心轴采用的是经过校

准的剪切片代替剪切销，一旦工具

座封后，能保证形成无内部限制的

完全开放型冲洗管。

数字钢丝系统还包括 LIVE Perf
射孔工具。利用这些专业工具，操

作人员能可靠且安全地切割要回收

的管柱，在油管上打孔，以及在指

定深度进行射孔。

这项作业使用 D-Trig 数字启动装

置，该装置可通过地面控制既能激发

爆炸类装置，也可激发非爆炸类装置。

像其他 DSL 设备一样，该装置采用

深度对比短节实时 GR 或 CCL 数据实

现精确的深度控制。它配备多个防

故障安全系统，并与业界大多数射孔、

冲压和坐放技术兼容。

D-Trig 启动装置代表钢丝触发机

构的重要进步，因为当它与深度对

比短节工具一起部署井下时，可与

地面读出的 GR 和 CCL 实时对比（下

一页图）。该工具可激发斯伦贝谢所

有过油管射孔器、有枪身射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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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触发器。D-Trig 装置由冗余双微处理器控制，并集成了多个安全系统。工具收到来自地面的
信号后，产生脉冲，激发切刀或爆炸工具的起爆器（图中未显示）。D-Trig 装置中的电池既能激发

第三方爆炸桥丝起爆器，也能激发斯伦贝谢的 Secure 起爆器。底板管理控制器上安装了一块独立

的小电池（图中未显示），向电子元件短节中的电子元件供电。这一设计允许在激发电池和起爆器

之间放置一个安全保险丝（图中未显示），为作业增加一层安全保障。此外，在起爆器和 D-Trig 工

具之间还安置了一个安全短节，其中包括一个安全压力开关，在工具处于大气压力下时它能自动使

起爆器接地。图中显示的 D-Trig 装置通过弹簧式单针阳螺纹接头通电后插入起爆器。

^ 与现有设备配合使用。工程师在每个产层应用多通道模块能够通过一条液压控制线（绿色线）控
制所有 FCV。因此，作业者便可利用现有的井口设备而不必购买更为昂贵的传统三产层 IC 系统所必

需的穿过多条管线的井口装置。

套管和油管切刀及一些第三方系统。

D-Trig 也可用于启动爆炸坐放工具。

D-Trig 触发系统和底板管理控制

器（BMC）及其他设备如石英压力

计结合使用提高了井下激发检测精

度。在将工具回收到地面之前，作业

人员能准确识别激发不到位等情况。

在底板管理控制器上，通过震击检

测和钢丝头张力变化可证明井下装

置是否被有效激发。这一点也可以

通过井下压力和温度测量结果证实。

D-Trig 工具的另一个安全特征是

安装了一根保险丝，它能在一定条

件下熔断，如微处理器间不同步、电

子元件的时钟频率漂移、低BMC电压、

通讯时间间隔太长 ；也可在操作人

员的指令下熔断。

当工程师用爆炸桥丝点火器或

爆炸箔点火器替换高爆炸药后，系

统就不会因以下几种因素提前起爆 ：

•射频辐射

•外加电流阴极保护

•电焊

•高张力电线

LIVE PL 生产测井服务的推出改

变了行业对电池供电的存储器仪器

或电缆测井仪器的依赖。生产测井是

诊断井筒健康状况的有力工具，生

产测井提供的数据真实反映了生产

或注水过程中井筒中流体的特征和

变化情况 ；基于生产测井记录，工

程师也可以确定哪些层贡献了流体。

但是如果井的地面位置因空间、重量

和进出道路受限，不适合使用大型

电缆系统，获得生产测井数据唯一

的方法就是利用电池供电的存储器

钢丝工具。LIVE PL 工具给业界提供

了另一种可选方法，比起存储器工具，

它提供的深度对比更为精确。另外，

该工具在将测井数据实时传输到地

面的同时，还能将数据储存到存储

器内。

此外，当工程师用数字钢丝进行

瞬时压力恢复试验时，他们能实时

监测井下压力和温度，并检测何时

达到最大井底压力（BHP）。实时获

得这些信息就能减少关井时间。因

此可根据这些数据有效进行储层监

测，更新地质模型，诊断井况，如

是否存在水源以及确定水源的位置。

合二为一

将实时井下测量与传统钢丝作

业相结合具有诸多好处。例如，某

操作人员发现原来的井筒设计图有

误差，如果工程师选择按原计划进

行油管射孔，根据设计图上标出的

深度，并且没有 CCL 和 GR 对比数据

的情况下，工程师尝试在设计图上

表明是目标油管接头的位置射穿一

个耐磨接头肯定会失败。在该实例中，

根据地面观察到的实时 GR 和 CCL 数

据立即进行了调整，使工程师在不

额外增加时间的情况下完成作业计

划，更重要的是没有出现任何误差。

除了在风险管理、作业效率和精

度方面的优势外，LIVE 数字钢丝服

务也使得工程师使用一套数字钢丝

系统和作业队伍就可进行某些类型

的作业，而这些作业以前需要使用

一套电缆系统和作业队伍以及一套

传统钢丝系统和作业队伍才能完成。

例如，工程师经常使用地面读数的

常规电缆设备来收集实时测量数据，

同时使用钢丝设备在同一口井中执

行机械作业。当一口井中有四个产层，

在其中某个产层执行这样的干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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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装置测井作业。一般情况下，作业公司使用钢丝设备做测井准备：下内径规、
安装桥塞、锁定从地面控制的井下安全阀（SSV）。然后通过电缆设备采集生产

测井数据。一次典型的常规作业需要针对每个产层测量静态压力梯度、生产降

压、关井压力和温度，用常规钢丝 + 电缆测井，作业公司需要 168 小时才能完

成所有工作。而使用 DSL 装置能同时完成常规钢丝和电缆地面读出作业，作业

公司节省了 10 多个小时的作业时间，同时不需要额外配备测井人员和设备。

业时，传统工作方式是先用钢丝设备

进行测井准备工作 ：下内径规、安

装堵头以及移动滑套等。然后用另

外一套电缆设备进行生产测井。因此，

设备和人员的动迁可能导致后勤工

作繁重、复杂，增加成本和潜在风险，

作业时间延长。由于 LIVE 数字钢丝

服务能执行全部工作，只需一套设

备和一支队伍，使后勤和人力需求

减少了一半，降低了风险，同时显

著缩短了总体钻机时间（上图）。

ATP 石油与天然气公司的工程师

力求实现上述效率，在美国路易斯

安那州近海的尤金岛 71 区块选择了

DSL 服务。在自升式钻井船的甲板上

进行层间隔离和再完井作业，首先

坐放过油管铸铁桥塞，然后在 27/8 英

寸油管内注入 50 英尺（15 米）厚的

水泥，以封堵下面 12790 － 12875 英

尺（3898 － 3924 米）深处的枯竭层段。

下面的层段被成功封堵后，作业

公司计划用每英尺六孔的射孔枪射

开 12668－ 12678英尺（3861－ 3864米）

的较浅层段（下一页图）。因为这一

较浅的目标砂岩很薄，所以深度的

精度和准确度非常重要，可利用 CCL
和 GR 高效获得深度实时信息，而这

些以前只能通过电缆作业来实现。因

为这项作业的其他部分如挤注水泥，

需要钢丝工具，因此以前需要两队人

员进行多次安装作业，多次在甲板上

移动设备。而使用装有 LIVE Perf 工
具的 LIVE 深度对比组合设备，只需

要一套设备和一队人员就完成了回

堵和射孔作业。因为节约了钻机时间，

总成本也因此比原来的预算降低了 8
万美元。

在这一实例中，作业公司缩短了

动迁电缆 / 钢丝设备及在井场和在甲

板上移动这些设备的时间，不需要第

二支队伍，没有产生相关的待工成本，

因此实现成本节约。在其他案例中，

也许会节约更多成本，因为只需要

部署一支队伍时，对空间和重量的

要求就会减少，这样作业公司就能

部署一个费用较低、甲板承载能力

较小的吊船。在某些情况下，因为

钢丝设备的体积相对小，重量相对轻，

因此作业人员可将设备直接放置到

一些无法承受较大较重的电缆设备

的平台甲板上。如此安排可能完全

消除服务船只的费用，从而显著节

约成本。

成本的降低与作业时间密切关

联，可能会迅速成倍降低，具体取决

于环境条件。例如，在相对较浅的

水域，可借助吊船甲板进行修井作业，

日费从 4000 美元到 40000 美元不等，

具体价格取决于吊船的水深能力和

甲板空间。但是，如果在水深超出

吊船深度能力的水域工作，比如在

西非和墨西哥湾近海相对平静、水

深 60 米（200 英尺）左右的浅海地区，

如果能缩短作业时间，作业成本会

大幅降低。在北海等条件比较恶劣

的海域，截止深度甚至更浅。

在较深水域作业时，作业公司

可采用半潜式或动态定位钻井装置，

其成本比自升式钻井船高得多。在深

水和超深水作业时，作业公司必须

使用专门设计的深水钻井装置，相

应日费在 100 万美元左右。将钢丝作

业和电缆作业时间缩短几天、甚至

几个小时都能迅速大幅降低成本。

在墨西哥湾 Green Canyon 深水

区，Nexen 石油美国公司租用了深水

钻机 Ocean Saratoga 对距离路易斯

安那州海岸约 100 英里（160 公里）

处 900 英尺（275 米）深水下的一口

井进行封堵和弃井作业。通常，封

堵和弃井作业阶段需要用钢丝进行

准备工作，然后对油管进行打孔及

切割，这时就需要用电缆进行精确

1

2

3

4

5

6

7

10

SSV



252011 年冬季刊

^ 井身结构示意图。作业者（ATP 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决定封堵尤金岛 71 区
块的 C 砂岩储层，并上移射开 B 砂岩层。因为 B 砂岩层只有 10 英尺（3 米）厚，

深度精度特别重要。对于如此精度，通常需要采用电测设备进行射孔。针对

这一作业，作业队只使用了 LIVE 数字钢丝先在 B 砂岩层下面的油管柱内下

入铸铁桥塞，在桥塞上面注入50英尺厚的水泥塞，然后很精确地在套管上射孔，

射开 B 砂岩层。除非特别标明，图中所有深度都是测量深度（MD）。

的深度对比。针对这一案例，Nexen
公司的工程师采用了数字钢丝使用

一套钢丝设备进行封堵和弃井作业。

在这一高成本环境的作业中，他们

的目标是通过降低设备装卸次数来

提高作业效率，节省巨大成本。

在 10030 英尺（3057 米）深处，

工程师成功使用数字钢丝进行了深

度对比及随后的油管打孔作业。从地

面实时显示的工具冲击测量数据表

明打孔器激发很成功。作业公司从

这次平稳、深度对比精确的打孔作

业中体会到了数字钢丝的价值，显

著降低了费用。节省的其中一部分

费用是作业公司不必支付两支作业

队伍的待工费，因为如果发生不可

预见的作业延迟，总会造成钻机闲

置数日。

用数字钢丝代替电缆进行这样

的修井作业也能降低作业风险，因

为压力控制设备相对简单。压力控

制过程中，如果必须切割电缆，切

割钢丝比切割可能通过井口的电缆

容易得多。

未来展望

在诸如墨西哥湾和北海等作业

环境越来越复杂的地区，作业公司都

在主动寻找控制成本的方法。数字钢

丝一方面体现了钢丝的强度和结构

简单的特点，另一方面保留了电缆的

多功能特点，在当今复杂地区作业中

能发挥重大作用。在北海和墨西哥湾，

随着油井不断老化，监管机构势必

要求大型作业平台退役，毫无疑问，

数字钢丝非常合适封堵和弃井作业，

这对作业公司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工程师很可能采用数字钢丝技

术作为完井策略的一部分。数字钢丝

保留了行业所熟悉的钢丝操作简单

和灵活的特点，因此与近年来的其他

革新技术相比，它更容易被业界接受。

其他革新技术如智能完井或单孔井，

其复杂程度使得其问世数年后还不

能被业界接受，主要原因是作业公司

担心在失败造成的高成本与潜在效

益之间能否取得平衡。智能完井或

单孔井安装失败也许会毁掉整口井，

而且几乎可以肯定需要大量资金进

行修井，同时还会延迟生产。相比

而言，数字钢丝作业失败可能导致

的最坏结果就是损失作业时间，但

可以用继续通过电缆完成作业。

在 BP 公司 Macondo 井发生井

喷事故后，作业公司都希望抓住任

何安全优势，这意味着数字钢丝的

好处可能不仅仅是节约成本和时间。

因为数字钢丝使得一支队伍和一套

设备便可完成以往需要两支队伍和

两套设备才能完成的工作，因此可

显著减轻人员和设备动迁的后勤支

持压力，从而提高安全性，降低环

境风险。在运输困难的偏远地区以

及空间、重量和环保要求苛刻的海

上地区，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某些海上作业，选择使用数

字钢丝还有一些简单但却重要且实

用的优势。例如，目前行业正在开

发几项海底油井无立管修井作业方

法。在这方面钢丝可能比电缆有优势，

因为在海底无立管作业过程中油封

问题不容易控制。在这种特殊环境

条件下，钢丝式防喷盒和数字钢丝

结合使用可能是使深水无立管修井

成为主流作业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技术升级对于已经长时间投入

应用的这一服务来说可谓姗姗来迟 ；

数字钢丝服务可能很快从技术试验

阶段进入实际应用阶段。�     － R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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