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潜泵技术新进展

电潜泵技术的革新使油公司受益匪浅，也使泵在恶劣环境下的

可靠性、性能和耐用性得到大大增强。从制造到监控，先进的泵系

统正在帮助油公司优化开采，与此同时有效地保护在井下举升技术

方面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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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举升技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

革新史－革新常常是产品系列逐渐发

展的结果，但有时是重新设计的结果。

这些变化导致了人工举升方面的改进，

尤其是电潜泵（ESP）的改进 [1]。性能

和耐用性方面的新记录正在拓宽电潜

泵的应用范围。设计和制造方面的进

展使电潜泵在恶劣的井下环境下的应

用更可靠，使电潜泵适用于更深地层

的服务，增加了其天然气处理能力，并

使其对固相和磨蚀更有抵抗力。

电潜泵依靠产出液的运动给电机

散热。这一要求曾经将电潜泵的内部

工作温度限制在 400 ˚F（204 ˚C）左右；

目前，某些型号的泵可在高达 550 ˚F
（288 ˚C）的温度下工作。利用产出液冷

却电潜泵电机对电机出现过热前电潜

泵抽出天然气的量也产生了影响。随

着天然气处理组件的发展，目前，带有

轴流泵的电潜泵可处理含量高达 75%
的游离气。其他方面（如陶瓷、冶金和

合成橡胶）的改进使得电潜泵系统对

出砂造成的磨蚀更具有抵抗力。通过

拓宽现代电潜泵系统的工作温度范围，

提高其气体处理能力和抗磨蚀能力，

现在这些先进的泵可以安装在那些以

前被认为超出电潜泵应用范围的井中。

为了保护其在人工举升方面的投

资，同时获得最大收益，油公司需要对

电潜泵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控。随着传

感器技术的发展，作业者可以对泵、井

和油藏的动态进行微调。在俄克拉何马

城，一个在斯伦贝谢卓越生产中心工作

的多学科专家组对井下传感器读数进行

全天候的监控和分析。泵监控人员、油

藏 -生产工程师与作业者一起对泵和油

田的发展趋势进行评价。这些趋势可提

前就井下或地面问题向电潜泵专家发出

警告，通常警告很及时，所以有时间采

取纠正措施。此外，通过在启动或关闭

泵的过程中监控井下数据，油藏 -生产

工程师可提供压力瞬变分析，有助于作

业者评价油藏动态。

本文叙述了在电潜泵设计、地面和

井下仪器以及集中监测设备等方面的新

进展，这些新进展有助于作业者优化泵

及油田的动态。通过加拿大和北海等地

的实例说明电潜泵成功应用范围在不断

扩大。

改进泵设计

关键作业常常需要在周末、节假

日、午夜或恶劣天气时进行，这似乎已

经成了一个永久不变的规律。在强暴风

雨、风沙或暴风雪气候条件下，工作人

员要安装泵面临很大的困难，这些地面

条件对泵本身来说也是非常恶劣的。然

而，开发出来的一系列新型泵能够适用

于这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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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西伯利亚油田寒冷的冬天。为了适应这种条件，泵组件的设计必须要能经受得住急剧的温

度变化。泵组装好后下入井筒深处，使其经历从冰点以下的地表温度到超高的井下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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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电气连接方式。重新设计的接头（左）无需在现场用绝缘胶布包住电气连接（右），从而降低
了仪器污染或人为差错的几率。

REDA Maximus 电潜泵最初是为安

装在恶劣环境中（如俄罗斯恶劣的冬季

气候）而设计的，可适应地面和井下的

极限温度，而这样的极限温度过去常常

会给泵的安装带来灾难，有时甚至会在

早期引起泵失效（左图）。

REDA Maximus 电潜泵是作为一个

模块化系统进行开发的，并不是一系列

小型设计改进的结果，其设计强化了可

靠性，增强了使用效率和井下电潜泵系

统的性能。Maximus系统由集成元件构

成，集成元件使用了比以前型号更少而

且更简单的机械连接。此系统提供了一

系列的配置选项。想在每口井中应用标

准系统的作业者可安装 ProMotor 整体

电机、保护器和传感器。对于需要更多

灵活性和定制应用设计的系统来说，

Maximus电机和Maximus保护器可使作

业者选择适合特定应用的保护器。与特

定井要求的电机功率和电压相结合，这

些保护器能发挥最佳作用。

电气连接以及充油组件之间的连接

在设计上具有很强的集成性。Maximus
电机使用了一种新型的电潜泵电机插头

设计，不必像一般情况下井场所做的那

样用绝缘胶布包住电气接线（左下图）。

在井场进行连接的充油组件，如电机和

保护器，使用特定的电潜泵法兰连接来

避免这些组件在现场连接时把气泡封闭

在里面。

Maximus的设计还免去了需要在现

场进行的一些关键安装作业。在运输到

现场之前，将Maximus电机、保护器或

ProMotor集成设备充满油，将保护器垫

上垫片，确保其有适当的轴距。这些工

序以前是在井场进行的，但现在是在室

内 REDA 服务设施的可控环境下进行，

消除了在困难的现场条件下不能正确进

行填充或垫上垫片的风险（下一页图）。

这一过程减少了介电油在井场的暴露机

会，从而降低了沉积物、砂或灰尘对其

造成的污染[2]。在服务质量上的改善也

简化了Maximus设备的安装过程，与以

前的电潜泵技术相比，钻机占用时间大

大缩短。



>可控环境下的组装。组件为组装式螺栓连接，这样可使关键的安装步
骤在车间进行，而不是在现场进行。

332006/2007 年冬季刊

2. 介电油是电气设备使用的一种绝缘油。介电

油既是电的不良导体，同时也是静电场的有
效载体，可在高电压下抗击穿，在电潜泵中
用于保护电气组件不被井筒中腐蚀性成分侵

蚀。

3. 电潜泵行程短是指在作业前90天中就发生故障。

Maximus技术免去了常规电潜泵安

装过程中所必需的敏感和关键的组装操

作，因此降低了受潜在环境问题和人为

失误影响的可能性。在应用中，泵早期、

短期运转故障常常是由于安装问题或人

为失误造成的。而事实证明，Maximus
电潜泵系统大大降低了作业和设备问

题，尤其是短期运行故障[3]。

另一个问题是径向轴承上的磨损造

成电潜泵电机和保护器寿命的缩短。这

些轴承在电潜泵电机机油降解时被磨

损。为了延长 Maximus 电潜泵的寿命，

所有径向轴承加固了在自动润滑衬套中

运行的轴套。

振动对泵寿命的影响也很大。当电

机轴振动时，增加了轴周围密封垫的磨

损，最终造成井中的产出液泄漏到保护

器中。井筒中的流体可从保护器渗透过

轴封，并渗透进电机，这样它们就会污

染电机油，改变其介电、水力和润滑性

质，从而最终导致泵电机的失效。由于

保护器顶部轴承会受泵吸入口振动以及

产出液磨蚀的影响，因此使用抗磨性氧

化锆轴承。

油公司可通过监控保护器的性能指

标和改变保护器的电机速度来预防泵振

动损坏的发生。Maximus电机具有一个

带有仪表的底座，可直接连接 Phoenix
人工举升井下监控系统，这样作业者就

可以跟踪电潜泵和油藏的动态。

井下监控

通过监控电潜泵性能，作业者可以

在电潜泵出现问题时及时发现。在许多

情况下，电潜泵性能是逐渐下降的。如

果作业者意识到出现了问题，就会有足

够的时间进行主动干预。Phoenix 传感

器可连续提供稳定的实时泵测量值。通

过跟踪井下泵的特性，作业者可确定泵

特性与正常趋势之间的偏离情况，然后

采取措施延长泵寿命并提高产能。这些

泵测量值对油层动态的评价、压力瞬变

分析所需有价值信息的提供、向井流动

动态的监控以及产能趋势的预测也很重

要[4]。

4. 有关井下监控技术更多的信息，请参见：Al-
Asimi M，Butler G，Brown G，Hartog A，Clancy
T，Cosad C，Fitzgerald J，Ingham J，Navarro J，
Gabb A，Kimminau S，Smith J 和 Stephenson K：
“油井和油藏监测技术新进展”，《油田新技
术》，14卷，第4期（2002/2003年冬季刊）：14-35。

有多种用于井下测量和响应的

Phoenix 传感器，包括：

● 漏电传感器：保护电气系统不受超

高泵温的影响、电机线圈绝缘材料

不被破坏以及相接地绝缘不损失。

● 出口压力传感器：保护泵不受闭合

阀关闭以及重液段塞引起的高压的

影响。

● 进口压力传感器：保护泵不受由低

液面引起的低压、被堵塞入口引起

的停泵以及气锁的影响。

● 进口温度传感器：保护泵不受高温

入口再循环和高产出液温度造成的

过热的影响。

● 电机机油和绕组温度传感器：保护

电机不受低流量条件、高电机负载

和冷却不良（由结垢造成）引起的

高温的影响。

● 电机和泵振动传感器：保护泵不受

振动影响和大量产出固相和过量机

械磨损造成的机械损坏。

每个测量参数可设计为在给定的阈

值松开电气开关，这样可立即关闭电

机，从而保护电机不被进一步损坏。在

许多装置中，作业者可远程调整泵参

数，以便对出现的问题进行修正。因此，

如果发出警报，作业者可以调整泵速以

降低振动，或增加泵速使更多冷却液通

过电机，或利用回压将固相从系统中清

除。



> 变速驱动装置（VSD）。这些地面设备对加拿大5口井的电流进行调整和调节。变速驱动装置将当地
电力公司或专用发电站发出的电力送到位于井下的电潜泵。变速驱动装置对泵性能的远程控制非常关

键。

5. 在这些电潜泵系统中，频率与速度成正比。
作业者也可以通过改变频率来改变泵速。

6. Bates R，Cosad C，Fielder L，Kosmala A，Hudson
S，Romero G 和 Shanmugam V：“把握生产井的
脉搏－电潜泵监控技术”，《油田新技术》，16
卷，第 2 期（2004 年夏季刊）：16-25。

7. 有关稠油开采更多的信息，请参见：
Alboudwarej H，Felix J，Taylor S，Badry R，
Bremner C，Brough B，Skeates C，Baker A，Palmer
D，Pattison K，Beshry M，Krawchuk P，Brow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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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vo R，Canas Triana JA，Hathcock R，Koerner K，
Hughes T，Kundu D，Lopez de Cardenas J 和 West
C：“稠油油藏评价与开发”，《油田新技术》，
18 卷，第 2 期（2006 年夏季刊）：34-53。

8. SOR是生产一个单位体积的原油所需要蒸汽体
积的量度。在 SAGD 井中，SOR 值一般介于 2
－ 5 之间。SOR 越低，蒸汽的利用效率就越
高。由于生产蒸汽会发生一定的燃料成本，
因此蒸汽利用效率会对项目的经济效果产生

影响。

9. Solanki S，Karpuk B，Bowman R 和 Rowatt D：
“Steam Assisted Gravity Drainage with Electric

Submersible Pumping Systems”， 发表在2005 SPE
墨西哥湾沿岸分会电潜泵专题讨论会上，得
克萨斯州 Woodlands，2005 年 4 月 27-29 日。

10. 有关偏远地区油田开发更多的信息，请参见：
Amin A，Riding M，Shepler R，Smedstad E 和
Ratulowski J：“海上油田生产－从储层到处理

设施”，《油田新技术》，17 卷，第 1 期（2005
年春季刊）：4-17。

地面控制

电潜泵由三相感应电机驱动，并由

地面电源供电。电源可以调整，从而可

根据油藏条件的变化对泵的性能进行微

调。通过泵性能与不断变化的油井条件

之间的匹配，作业者可提高电潜泵系统

的效率和使用寿命。

SpeedStar 变速驱动装置是一种地

面控制设备，可使作业者远程调整送入

井下的电力（右图）。变速驱动装置

（VSD）是一种电子装置，可为感应电机

合成三相可变电压和可变频率电源。

VSD的输出滤波器生成一种近似于正弦

的输出电压和电流，可避免泵振动，提

高电机效率。VSD还配有一个瞬时电压

电涌抑制器，可免于遭受电气设备所供

电的功率剧变或雷击对系统的损坏。

SpeedStar 变速驱动装置可使作业

者通过调整传送到电机的频率（借此来

调节电压）来控制电潜泵电机速度[5]。

变速驱动装置可提供整个速度范围内的

等转距。与固定的电机速度相比，配有

变速驱动装置的电潜泵可提供更宽范围

的泵量。因为能够对电机速度和转距进

行微调，所以当井况发生变化时，无需

更换泵，从而减少停机时间和生产成

本。

在一些油井中，作业者可以 1赫兹

的增幅改变电机工作频率，从而降低泵

的振动。通过改变新井或改造井的泵

速，变速驱动装置有助于确定井的最佳

流速，从而避免停泵及循环的问题。为

了在关键的启动操作中进行软启动，变

速驱动装置用于降低电机电压，并缓解

全速、满负荷条件下启动电机所引起的

张力。这些措施有助于延长泵的寿命，

尤其是那些频繁关闭井中泵的寿命[6]。

扩大应用范围

REDA Hotline 高温电潜泵系统是电

潜泵应用扩大传统装置应用范围的范

例。这种电潜泵系统是为井底温度

（BHT）高的井或产液含油量高、流体速

度低并含有乳化或气态流体的井设计

的。这些条件会对那些依靠流经电潜泵

的产出液带走电机所产生热量的系统组

件造成损伤。

冷却不充分会对电机内部的油产生

不利影响，常常会导致系统失灵或过早

毁损。标准电潜泵管柱的额定温度已经

从250 ̊ F（121 ̊ C）提高到了400 ̊ F（204 ̊ C）。
原Hotline系统的关键组件，尤其是其电

机、电力电缆、泵和充油电机保护器额定

温度为 475 ˚F（246 ˚C）。与用于高温环境

下的常规电潜泵相比，此系统的使用寿

命大大延长了。

随着石油工业的不断发展，对高温

电潜泵系统的需求在不断增长（下一页

图）。全球大部分石油资源集中在稠油、

超稠原油以及沥青中，所以油公司正在

寻找开采这些稠油油藏的有效方法[7]。

一些油公司开始转向使用蒸汽辅助重力

驱油（SAGD）方法。SAGD法利用两口

相互平行的水平井，两者之间垂向相距

约5米（16英尺）。注入上面一口井的蒸

汽穿过周围的地层，加热重油砂层，在

注入井上方形成了一个高温区，即所谓

的蒸汽室。传入油砂层中的热量降低了

原油和沥青的粘度。重力迫使原油、沥

青和冷凝水蒸汽向下运动，这样下面一

口井生产出的就是这些含有大约 25%
－ 40% 水的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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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250°F
121°C

1960

300°F
149°C

1980

350°F
177°C

1990

475°F
246°C

2000

550°F
288°C

>电潜泵额定温度随时代的变化情况。新型电潜泵的应用逐渐拓宽温度范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

额定温度一直稳步提高，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

以前在这些高温井中是采用气举方

法把流体泵送到地面的（请参见“气举

方法的技术创新”，第44页）。随着电潜

泵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作业者

用电潜泵替换了气举系统。向电潜泵的

转换促进了Hotline系统的进一步改进，

从而促成了Hotline 550电潜泵系统的开

发。该系统用于蒸汽驱方式开采的高温

井。由于以前电潜泵受工作温度的限

制，因此，它们在 SAGD井中的使用被

认为是革命性的应用。

Hotline 550的设计考虑了泵所用不

同材料的不同伸缩率，组件内部工作温

度的额定值为 550 ˚F（288 ˚C）。工作温

度代表的是系统组件的内部温度。由于

泵、电机、入口和保护器的机械与电损

耗产生热量，所以工作温度一般高于采

出液的温度。像其它电潜泵一样，这种

泵也是靠采出液散热。

Hotline 550泵电机受一种特殊的金

属波纹管系统和轴封机理保护，它们会

在热井液与内部机油之间形成一道屏障

－这些特性在以前的电潜泵中从未使用

过。金属波纹管能够补偿泵电机内原油

膨胀的影响。其他电潜泵－依靠合成橡

胶袋和迷宫式保护器－会发生泄漏，

导致采出的井液渗透入电机，污染电

机内的机油（请参见“电潜泵保护器”，

下一页）。

其他组件，如供电电缆、轴承、轴

封、绕组绝缘层和机油，是用特殊材料

重新设计和制造而成，可抗高温，同时

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Hotline 系统在加拿大得到了广泛

应用。在加拿大西部的三个油田中，

EnCana油气合伙公司利用SAGD技术对

10.5˚－ 13˚API的沥青和重油进行开采。

Foster Greek，Christina Lake和Senlac油
田上的油气井的产层是非固结砂岩层，

井底压力为2－3 MPa（290－435 psi），
井底生产温度为180˚C－209˚C（356˚F－
408˚F）。2002年，EnCana开始试验应用

电潜泵系统，准备替代气举方法。

SAGD井的经济情况很大程度上受

蒸汽生产和开采成本的影响。在总开

采成本中，蒸汽占其中的 35% － 55%，

每口井每年可达数百万美元。这些成

本与蒸汽 / 油比（SOR）成正比，因此

SAGD作业者尽力优化油层压力，以获

得低蒸汽 / 油比和高产量[8]。

通过降低油藏的地层压力可获得较

低的蒸汽 /油比。低油藏压力可使蒸汽

将较高的潜热带入地层，驱动原油。然

而，降低油藏压力也会降低气举效率，

甚至使得气举无法实行。在压力较低的

情况下，必须用泵将流体举升到地面。

EnCana 成功地在 Foster Creek 油田

的两口井对Hotline电潜泵进行了现场试

验，其使用寿命分别为645天和309天[9]。

209˚C 的温度和多次关井说明 Hotline 系

统可以解决不正常情况和热循环。继这

些现场试验之后，EnCana 用 Hotline 550
电潜泵取代了 Foster Creek 油田的 11 口
井、Senlac油田的3口井和Christina Lake
油田的 1口井中的气举系统。EnCana公
司还在 Foster Creek 油田的 5 口井和

S e n l a c 油田的 3 口井中初次安装了

Hotline 电潜泵。

随着油层压力下降至低于气举所需

压力，作业者的生产数据表明蒸汽 / 油
比下降了约20％。因此，EnCana将蒸汽

传输到新井中，从而提高新井所在油田

的总产量。斯伦贝谢已经在加拿大的

SAGD井中安装了60多套Hotline电潜泵

系统，它们都在204˚C（400˚F）以上的井

底温度环境中运行。运行时间最长的

Hotline电潜泵安装于 2004年 2月，截至

2007年 1月还在运行，运行时间超过了

1070天；运行时间最长的Hotline 550电
潜泵安装于 2004年 6月，已经持续运行

了 940 多天。

水下应用

随着可靠性方面的改进，电潜泵对

海上油田的生产做出了很大贡献。由于

原油储量较少或位于偏远地区，有些海

上油田无法支持它们自己的生产专用基

础设施。为了获得开发，这些油藏必须

要回接到已有的基础设施上[10]。电潜泵

在开采这些储量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



  保护器设计的发
展。电潜泵保护器
对保持电潜泵电机

的完整性非常重
要。虽然应用比较
多，但对SAGD井来

说，正压密封弹性
袋状装置没有足够
的抗拉强度或耐温

性。迷宫式保护器
利用弯曲路径限制
井液进入，但却不

适于在 SAGD 常见
的水平井中安装。
正压金属波纹管可

适应介电油的压力
均衡和膨胀。

36 油田新技术

>

电潜泵保护器

在电潜泵管柱中，保护器位于泵

和电机之间。保护器有众多功能：

● 支撑电潜泵产生的上冲力或下冲

力：这些力分布在保护器推力轴承

周围的很大范围内。因此，轴承的

额定值必须要高于泵所产生的最大

推力。

● 耦合电机对泵产生的转距：保护器

的轴必须能提供不超过其屈服强度

的全部转距。这些转距有可能会导

致断轴。

● 避免井液进入电机：保护器转移机

油与环空内产出液之间的压力，避

免两种液体混合。

● 提供流体来调节机油的热膨胀：泵

装置使电潜泵面临地面至泵挂深度

之间的温度升高。在作业过程中，

内热使温度进一步升高。温度的升

高导致介电油膨胀。保护器可调节

这种膨胀，使膨胀后过量的油从电

机转移到保护器，将同体积的井液

从保护器中驱替出来并送至井筒。

电机关闭时，随着电机的冷却，机

油体积减小，保护器则提供干净机

油回流到电机，同时保持机油与井

液分开。如果在没有保护器的情况

下关闭电机，则在电机冷却的过程

中，机油体积减小，形成真空，随

后真空会被井液充填。

一般来说，保护器可分为三种：

迷宫式、袋状和波纹管式设计（右上

图）。迷宫式设计利用井液与机油的

比重差来分开二者，尽管二者直接接

触。若利用迷宫式保护器进行工作，

井液比重须大于机油比重，而且装置

必须在井内垂直或近似垂直安装。在气

油比高的井中，井液比重可能会低于机

油比重。

袋状保护器可能更适用于斜井。此

类保护器利用高温高性能弹性袋将外面

的井液与内部干净的机油分开。袋状保

护器可通过变形来适应机油的热体积变

化。不过，其额定值仅为400˚F。而且由

于袋状保护器带有弹性密封，如果在井

下接触化学性质不配伍的液体或气体

（例如，硫化氢），袋状保护器容易被磨

损并被破坏。暴露在高温中也可使袋子

和密封变硬，引起弹性损失，最终导致

失效。

弹性袋状和迷宫式保护器通常

在额定的井底条件下可充分发挥作

用。波纹管式保护器更适用于恶劣

的井底条件。在恶劣的井底条件中，

保护器易受高温、磨料、强腐蚀性井

处理化学药品、二氧化碳或硫化氢

的影响。保护器内充满了在高温下

保持粘度的原油，并使用金属波纹

管调节原油的热膨胀和收缩。利用

所选的材料将热应力降到最低，波

纹管式保护器的额定内部油温高达

475˚F。波纹管保护器还适用于硫化

氢浓度为 30% 的环境，具体取决于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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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net E2

Gannet E1 Gannet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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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nnet 油田布局。Gannet E 海底油田的两口井利用电潜泵进行开采。两口井中所采出的重油混合，将该油
田所采原油回接到 Gannet A 平台。通过 Gannet A 平台上变速驱动装置供应的电力通过水下电力电缆传输到海
底电潜泵。（根据 Harris 等人的结果改编，参考文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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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acFarlane JS：“Gannet E：The World’s Longest
Subsea ESP Tie-Back”，SPE 38534，发表在 SPE
欧洲海上会议上，阿伯丁，1997年9月9-12日。

12. Harris G，Lowe P 和 Holweg P：“Technical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for Subsea ESPs in the North
Sea：Two Wells Tied Back 15 km to the Shell Gannet
Platform with Flow Commingled into a Single Flowline”，
发表在 SPE 墨西哥湾沿岸分会第 19 届电潜泵
年度专题研讨会上，休斯敦，2001年4月25-27日。

1 9 7 3 年在北海英国海域发现

Gannet油田之后，壳牌英国勘探开发公

司（壳牌英国有限公司与埃索英国勘探

与生产有限公司合资企业的作业者）将

几个卫星油藏连接到 Gannet 设施上。

Gannet 油田位于阿伯丁以西 180 公里

（112英里）处，水深 95米（311英尺）。

水下卫星油田Gannet B、C、D、E、F和
G产自第三纪浊积砂岩，深度为1768米
－ 2728米（5800英尺－ 8950英尺）。这

些卫星油田被回接到位于中央位置的

Gannet A 生产平台（上图）。

Gannet E 油田使用电潜泵进行开

采，并将开采出的油气送至Gannet A平

台[11]。此油田距离Gannet A平台14公里

（ 8.7 英里）。Gannet E 油田发现于 1982
年，最初被命名为Guillemot C油田，计

划从 G u i l l e m o t 油藏群开发。后来，

Guillemot A油藏被并入附近一个油田的

开发计划，Guillemot C和D油藏的开发

就陷入了困境。1994年，这些油田所采

油气归入Gannet平台，它们也分别被重

新命名为 Gannet E 和 F。
G a n n e t  E 油田开采的是重度为

20˚API 的稠油，油藏粘度为 17 厘泊

（0.017帕·秒），气油比为 110英尺 3/桶
（19.8米 3/米 3）。据估计，原始石油地质

储量为 1.32亿桶（2000万米 3），采收率

为 43%。油田分两阶段开发。最高产量

为 14000 桶 / 日（2225 米 3/ 日）。重质稠

油的运输和处理特点以及低油藏压力，

使得人工举升成为启动油井和将其流体

开采并输送到Gannet A平台的必要条件。

由于电潜泵的生产能力和流体处理

能力优于其他系统，所以优先选择了电

潜泵。但是，作业者担心许多电潜泵常

见的短使用寿命问题对项目的经济效益

产生不利影响。壳牌勘探与生产公司需

要的是能使用两年的电潜泵。为了评估

向电潜泵送电的海底电缆，作业者进行

了测试，从而导致模拟仪器的开发，可

对不同长度电缆的系统稳定性进行预测

（请参见“电潜泵电力模拟延长运行寿

命”，下一页）。作业者还希望泵能够应

对在其使用期间所发生的油藏及流体的

变化。在第一阶段，钻进2800英尺（853
米）水平井，采集了流体样品，然后进

行了生产试验，并最终完成了泵设计。

第一口Gannet E井用预制滤砂管和

电潜泵完井，成为北海英国大陆架第一

次使用电潜泵技术进行海底开发的项

目，同时，创造了电潜泵海底回接距离

最长的纪录[12]。泵悬挂在Y型工具上，可

使电缆旁通，从而在需要拆泵时在泵下

方座放水泥塞。Phoenix 井底压力计用

于监控泵吸入情况。从平台上对这些情

况进行监控，所得数据被传输到位于阿

伯丁的壳牌公司和位于苏格兰Inverurie
的斯伦贝谢公司。这种安排可使电潜泵

专家实时监控泵性能，并可根据井下条

件的变化调整泵设置。

1998年1月在第一阶段井首次进行

了开采。电潜泵工作了17个月之后，由

于尾管与抛光座圈之间出现问题需要修

井。井的产量为 19000桶 /日（3019米 3/
日），泵所需功率为 900 马力。

                                       （下接第 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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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潜泵电力模拟延长运行寿命

为了延长运行寿命，斯伦贝谢电

潜泵工程师开发出了一种电模拟模

型，用于评价各种井底情况下的电气

故障。位于苏格兰 Inverurie的斯伦贝

谢装配、维修与测试（ART）中心的专

家对模型进行了试验，在地面变速驱

动装置（VSD）与井底电潜泵电机之间

用约20千米（12英里）长的电缆连接。

该模型表明电潜泵电机的一般故

障形式为电器短路，这种情况常常是

由电机线圈、电缆及穿越器所用电线

周围的绝缘层被击穿造成的。这种绝

缘击穿的产生机理如下：

● 井筒产出液污染了泵的绝缘机油。

● 电机温度高。电机温度是环境温

度、电机负载、流体组分和流经电

机的流体速度的函数。

● 在变速驱动装置与电潜泵之间传输

的电力谐波引起的电压应力。电以

正弦波形式沿电缆传输。沿电缆来

回传输的正弦波可能会被反射，从

变速驱动装置移动到电潜泵，然后

再回到变速驱动装置。像海浪一

样，正弦电波可相互作用生成超过

井下电机、电缆或穿越器电额定功

率的放大波。这些放大波很容易达

到峰值，超过变速驱动装置额定电

压输出的三倍。这种经过放大的电

压会降低电潜泵电线的绝缘性能，

最终会导致系统短路。

通过选择正确类型的保护器或通过

改变管线和电机上的负载，可解决采出

液污染及电机温度高的问题。但是要解

决谐波问题则需要对井下系统有全面的

了解。每个变速驱动装置都会产生一定

的输出谐波，大多数电潜泵电力电缆的

长度则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棘手。输出

谐波的幅度取决于整个电气系统： 电

潜泵电机、井下电缆和井口穿越器；在

海底井中，输出谐波的幅度还取决于湿

啮合连接、海底电缆和变压器。如果更

换此系统中的某个组件，那么谐波也会

随之改变。

根据对电潜泵系统组件的试验结

果，Inverurie的斯伦贝谢工程师开发出

了一种计算电潜泵电路性能的模型。

在与Inverurie的同事紧密配合下，位于

加拿大艾伯塔省的斯伦贝谢埃德蒙顿

产品中心（EPC）的电力系统工程师开

发出了模拟软件，可显示电流和电压

的整体谐波，为整个系统生成谐波信

号（下一页图）。特殊电潜泵应用和作

业条件会影响特定系统所允许的谐波

级别。模型还可模拟对组件变化的敏

感性，预测校正措施产生的结果。其

中，校正措施包括添加滤波器、改变变

速驱动装置的载波频率或改变所用变

速驱动装置的类型。

模拟电潜泵电气系统的另一个重

要原因是确定启动电潜泵电机所需的

电量，以及系统的固有限制。如果电机

电力不足，会危及电潜泵的启动。由于

大多数井需要数千英尺长的电力电缆

将电力从地面变速驱动装置传送到井

下电潜泵，所以在通过整条电缆后，电

压会大大下降。因此，在电潜泵系统的

设计和运行中，必须要将电压降的影

响考虑在内。

EPC的电力系统工程师使用相同的

模拟软件来模拟电潜泵电机的启动。此

模拟程序包有助于电潜泵工程师确定整

条电缆中的电压降。然后，他们可以计

算出所需的电机终端电压，将之与系统

的电压限制相比较，从而实现电机的成

功启动。此外还可确定驱动装置的启动

频率和电压增压设定值。此模拟有助于

电潜泵专家评价变速驱动装置的能力，

确定此能力是否足以支撑常规的泵作业

和系统启动。



>电压、电流与谐波。模拟软件绘制出井下电机输出电压和电流的波形，用以说明由瞬时电压谐波（上）引起的叠加在波形上
的噪声脉冲的影响。峰值谐波出现在 2.2千赫及 2.2千赫的倍数附近；因此也可在 4.4、6.6和 8.8千赫看到峰值谐波。这些峰值与

变速驱动装置的载波频率一致。根据EPC工作人员的分析，建议采用负载滤波器，避免系统受到谐波引起的潜在损害。使用负
载滤波器之后，大部分噪音被消除，产生了更加平滑的正弦波，而且谐波大幅度下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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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监测油田动态。用户和PCoE工程师可通过安全的Web访问 espWatcher系统，从而可在任

何时刻监测泵或油田的动态。espWatcher系统可监测每台泵的各种参数（左）。在Web界面（右）
上显示的图使用的是彩色编码系统，可迅速识别油田中存在问题的井。绿色代表在允许范围内工
作的井。黄色表示油井的有些特定测量值已经偏离了允许范围，但却仍然在工作。红色表示已被

关闭的井。电潜泵和油藏工程师通常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发出黄色警报的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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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口井的安装、作业和修井经

验被用于下一口井的计划和施工，第

二口井是在开发的第二阶段钻井和完

井的。第二口井的设计最接近原型，此

井在 2001 年 1 月完井。通过海底管汇，

两口井的液流混合进入单出油管线，

产量为 30000 桶 /日（4767 米 3/ 日）。该

油田电潜泵的运行寿命平均为 2.3 年，

最长的运行寿命为 1390 天。

从这个创记录的电潜泵回接经历

获得的经验将会有助于壳牌勘探与生

产公司扩大从偏远油田向北海和其它

地区的现有基础设施长距离泵送油气

的机会。这将有助于延长现有设施的

寿命，并会影响到许多以前认为无经

济效益油藏的开采策略。

改善井动态

泵和油藏动态随时间不断变化。在

安装电潜泵时，需要合理设置关键参数

（如泵速或电流频率），让泵性能在当时

的储层条件下处于最佳状态。但是，随

着时间的推移，气侵或含水率有可能上

升，储层压力有可能下降，或者其他条

件有可能变化，造成举升系统效率降

低。这些因素不仅会对泵的性能产生不

利影响，而且其中有些变化可能会对电

潜泵造成实际损害。

因此，在开采油藏时，要对泵的设

定值进行监测和调整，保证举升系统的

效率达到最高。作业者收集大量的泵 /
生产记录数据，以便对泵的动态进行监

测。但有时这些数据量太大，让作业者

也无所适从。大多数作业者都没有时间

或资源对其油田上每口井的泵活动情况

进行监控。

从作业者的角度来讲，目的可能并

非连续监测所有泵，而是确定泵的最佳

设定值、需要改动的设定值以及改动设

定值的时间。而斯伦贝谢卓越生产中心

（PCoE）提供的高级电潜泵举升服务考

虑到了这些因素，能够帮助作业者提高

泵和油田的效率。PCoE 监测与诊断工

程师对整个电潜泵系统进行评价，以优

化生产。举升系统的每个组成部分（从

泵到井筒，再到油藏）都可微调。

电潜泵 espWatcher 监控系统可为

PCoE 的电潜泵和油藏诊断专家提供有

价值的信息。这些专家可根据从井中获

得的数据为作业者提出帮助他们提高产

量的建议。espWatcher软件可每隔一分

钟监测一次泵和井的动态，一天24小时

不间断[13]。不仅如此，espWatcher软件

的算法还可过滤并按优先顺位排列其所

收到的数据。根据这一信息，并依据油

井是在特定的动态范围内作业、动态范

围外作业还是关井来将每口井的状态划

分为绿色、黄色或红色。

这一基于网络的系统有助于作业者

和 PCoE 的工作人员远程监控油井情况

（上图）。当此半自动监测系统检测到参

数在作业者设定的范围之外时，会发出

黄色警报，警告 PCoE 工作人员要密切

观察发出警报的那口井，并让工作人员

重点关注那些表现不佳的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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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井内发生的问题。俄克拉何马某油田的评价表列出了诊断范围和补救措
施，可提高产量或节约作业成本。值得注意的是，该油田的大多数井仅仅需要
局部调整就可使产量增加。通过调整需要改变电力和泵速的那些井，作业者就

可将油田产量提高几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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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有仪器的井能够不断地从井

下传感器和地面监测仪获得大量实时

数据。其中很多数据为常规数据，可提

供有价值的趋势信息。其他数据则比

较特殊，可指出参数的直接变化，因此

需要仔细研究。还有些数据是瞬时数

据，提供了关于油藏动态的宝贵信息。

在泵关闭或再次启动时可产生瞬

时数据。引起这些常见事件发生的原

因包括泵循环、修井或由灯火管制、

节电或雷击引起的供电中断。在这些

瞬时事件发生期间获得的压力测量值

可提供关于油层动态的有用信息[14]。

即使泵没有运转，泵传感器仍然可能

会记录储层随后发生的变化。泵关闭

之后，油层压力上升，提供了即时数

据，可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用以评价

油藏。泵重新启动后，传感器会获得油

藏的压降资料。运用不稳定压力分析

方法对压力恢复或压降数据进行解释，

从而确定油藏的产液能力。这一分析

可为油藏生产率提高方法的确定提供

信息。还可以从这些数据中获得关于

油藏外边界的其他详细信息，表明封

闭断层的存在、来自邻井生产的干扰

或压力注入的恒压边界。

根据PCoE的经验，57%的电潜泵井

可从举升系统的优化中获益，优化内容

包括进行简单调整，如增加泵速，从而

使入口压力降低，增加产量。50% 的井

可通过压裂增产降低表皮污染或通过补

充射孔从油藏优化中获益。这些对泵和

油藏动态的反应对油井动态有着极大的

影响。根据 PCoE 所得结果，这些变化

可将产量提高近 20%。

PCoE 补救建议包括对产量增长幅

度的预测。这些预测有助于作业者评价

采取 PCoE 建议措施的风险与收益之间

的关系。预测结果也有助于 PCoE 对其

自己的业绩进行跟踪，帮助 PCoE 管理

层判断补救措施是否有效，如果无效，

那么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优化井

动态（上图）。

PCoE 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要帮助作

业者认识到在一些有时仅开采 2 － 8%
原油的井中采取油井补救措施的好处。

例如，在俄克拉何马某油井中，当

espWatcher软件向PCoE发出需要增加

入口压力警报时，PCoE 监控人员对问

题进行了调查并向客户发出提示。

13. Bates 等人，参考文献 6。

14. 有关运用瞬时数据模拟油藏条件变化更多的

信息，请参见：Corbett C：“Advances in Real-Time
Simulation”，The Leading Edge，23 卷，第 8 期
（2004 年 8 月）：802-803，807。还可参见：

Bradford RN，Parker M，Corbett C，Proano E，
Heim RN，Sonleitner C和Paddock D：“Construction
of Geologic Models for Analysis of Real-Time Incidental
Transients in a Full-Field Simulation Model”，发表
在AAPG国际会议暨展览会上，墨西哥Cancun，
2004 年 10 月 26 日。



> 高入口压力。降低入口压力未能达到原来预期的产量增长。

15. 压头可与压力互换使用，一般情况下，压头
被认为是将流体泵送到一定高度所需要能量

的大小。在泵系统中，工程师必须充分考虑
此基本定义的各种变化，然后计算出高程水
头或静水头、压力水头、流速水头和摩擦水

头的影响，以提高泵的性能。

16. 表皮是指井筒周围由于钻井或射孔过程中的
地层损害和泥浆滤液侵入，或由于油井的增
产措施造成的渗透率降低或提高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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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泵运行曲线。泵运行曲线是专门为每个泵绘制的，描述泵驱替液体的能力。图中为不同产量下的压
头排量（蓝色曲线）、泵效（绿色虚曲线）和制动功率（红色点曲线）。此动态曲线图中最重要的部分

是压头－排量曲线，其表示的是某一特定泵的总动压头与流量之间的关系。在流量给定的情况下，泵
只能提升一定量的压头，反之亦然。泵运行曲线中的黄色区域表示此泵效率最高的工作范围。本例
中，工作点（红点）表明，在 60 赫兹频率下，该 185 级泵在最佳范围内工作。

鉴于油井在井底压力为 300 － 400
psi （2.07 － 2.76 MPa）的条件下生产，

他们意识到存在增产潜力，因此建议增

加泵速，从而降低入口压力，提高产液

量。PCoE工程师建议将电频率增加1赫
兹。尽管电频率的增加降低了入口压

力，但同时它也意外地降低了产量（下

图）。

这就促使 PCoE 工作人员通过仔细

研究安装在油田的每个泵的动态曲线来

检查泵的效率（底图）。这些曲线图给

出了泵马力、效率、排量、压头与泵最

佳工作范围之间的关系[15]。由于泵已经

在最佳状态下工作，所以 PCoE 专家建

议作业者采集压力恢复数据（下一页，

上图）。PCoE油藏工程师从压力恢复分

析中推断出油藏压力，并计算出平均渗

透率为 60 毫达西，表皮系数为 4[16]。

表皮污染导致近井筒压力下降和渗

透率降低。发现问题所在之后，PCoE油

藏工程师开始寻找量化表皮系数上升对

产量影响的方法。工程师首先建立了井

下压力与流量之间的关系模型。运用此

模型，他们可以预测出表皮污染问题解

决后产量的增长情况（下一页，下图）。

模型表明存在增产潜力，因此，作业者

起泵、酸化油井，然后更换泵。此补救

措施使作业者获得了大约350 桶/日（56
米 3）的产液增量，每年增加了 2550 桶
（405 米 3）的原油产量。

除了寻找提高产量的办法之外，

PCoE 工程师还在寻找延长泵寿命和缩

短故障时间的方法。为了预测可能缩短

运行寿命的问题，PCoE工程师对工作特

性数据进行了评价，并建议尽早干预以

推迟泵开始发生故障的时间。有时PCoE
工程师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延长运行寿

命与提高产量之间进行权衡。这两者并

非总是一致，作业者必须根据油田的经

济情况来选择采取哪一种行动方案。

运用 PCoE 举升系统诊断程序，电

潜泵专家可跟踪泵效及其随时间逐渐降

低的情况。跟踪对预测泵最终发生故障

的时间非常有用。通过分析单个泵的性

能和预测故障情况，PCoE 工程师可及

时通知作业者对井进行评价，并为公司

作出最佳决策。在许多情况下，电潜泵

一直工作到出现故障为止，然后作业者

更换新泵。在其他情况下，经济情况决

定要在故障出现前进行干预和更换，从

而减小产量下降的影响。对泵老化情况

的跟踪也可让 PCoE 工程师监控产量下

降情况，有助于作业者确定何时进行主

动干预最经济。如果不能做到以上这

些，那么至少 PCoE 的及时通知可使作

业者提前定购要更换的泵并预定修井设

备，从而将停工时间降至最短。



>  瞬态压力诊断图。在压力瞬变测量的基础上，PCoE运用此图来解释油藏动态。此双对数曲线图表
明实测储层压力（绿点）与压力导数（红点）随时间变化的情况。计算机生成的导数将流量变化与
压力点迭加，之后，实测点与计算点在模拟的动态曲线（实线）中拟合。在此模型中，导数曲线有

向下的趋势，并在压力动态从井筒储存流动阶段转变到径向流动阶段时趋于平缓。此曲线的径向流
部分对渗透率和表皮因子的确定非常重要。在径向流过程中，压力与压力导数数据之间的距离是近
井地层污染的一个指标，距离越大表明表皮污染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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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增产潜能。井底压力与地面产量图（左）说明在给定的井底流压下油层的产量情况。在表皮因子为 4 的情况下，红色线可证明模型的正确性，并
将 100 psi（0.69 MPa）的实测入口压力与 1200 桶 / 日（191 米 3/ 日）的实测产量相拟合。然后，PCoE 工程师可使用此模型预测增产潜能。蓝色曲线表明
表皮因子为0时对井底压力和地面产量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向井流动动态关系（IPR）。该模型预测，若完全清除表皮，则在相同的井底流压条件下，产

量可能会上升到约 1600 桶 / 日（254 米 3/ 日）。压力与流量关系图（右）说明产量在酸化后提高到了 1550 桶 / 日（246 米 3/ 日）。

位于俄克拉何马的 PCoE 监控的油

井有500多口，范围涉及加拿大、美国、

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

另外，在北京和阿伯丁也设立了这样的

油井和油藏监控中心。

回到未来

1916年，一位23岁的俄罗斯发明家

Armais Arutunoff发明了第一台可以在水

里工作并可以驱动泵的电机。1921 年，

他创立了 REDA（Russ ian  E lec t r ic
Dynamo of Arutunoff）公司。1923 年移

民到美国后，他将第一套电潜泵系统安

装在了俄克拉何马的油田。

现如今，新一代REDA制造、设计、

现场服务和维修中心遍布俄罗斯各地。

最近在秋明新建了REDA电潜泵制造厂，

占地面积为10000米2（107642英尺2），于

2005 年启用，预计每年生产约 800 套电

潜泵。

自 1916 年起，REDA 系列电潜泵一

直在向前发展，现在可以在陆上和海上

应用中处理大液量、高气油比、高温和

磨蚀性流体。设计方面的改进使其在西

伯利亚恶劣条件下的稳定性增强，安装

效率提高，而这些必然会使下一代电潜

泵更出色。                                      — M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