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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筒的高温高压对工程师设计开发地层评价工具提出了挑
战。使用电机和泵进行测压取样的工具需要较大的驱动功率，并
因此而产生极大的热量，该热量要比一般岩石物性测量仪器所产
生的热量多得多。采用传统方法已无法解决这些工具遇到的温度
和压力问题。最近的技术创新使得在极端井况下获取井下压力数
据和取样成为可能，并可进行探边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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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找新的油气资源，许多勘

探与生产公司都在挑战设备和服务极

限的环境下进行油气井钻探作业。作

业公司正瞩目于那些几乎未曾进行过

勘探或者不久前还被认为无法开采的

地方。他们在钻探中遇到的温度和压

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这些极端的

井况对井下仪器和设备应用极限提出

了挑战。

服务公司在继续开发应对极端井

况的解决方案；但是，井下工具开发

者在实际中会遇到一些特殊问题 [1]。

例如在采集地层压力和流体样品及进

行井下延长测压时，其所需要的井下

工具不但要具有应对高温高压的设计，

而且还需经受操作时间的考验，因为

操作时间决定了内部产生热量的多少。

这些井下工具还需经受长时间暴露在

潜在破坏性环境下的考验。

测压和取样工具使用大功率电机

提供动力，电机产生的热量滞留在工

具内。为完成测压和地层流体取样，

这些工具可能要长时间暴露在高温高

压环境中，并在井下保持静止状态。

这些工具上的压力计和传感器必须在

高温下保持稳定状态，同时还需保证

测量精度。其他测量项目也可能需要

压力计在井下停留数小时，甚至几天，

持续暴露在极端环境条件下。常规采

用的耐受井筒高温的方法在这些情况

下的应用都变得无效。

本文介绍了两种可耐受高温高压

操作环境的大功率测压和取样工具。

此外，最近推出的一种井下压力计已

证实可在高温下正常使用很多小时。

来自北海、泰国和印度的实例展示了

这些技术进展的实际应用情况。

一个重要的小众市场

恶劣环境的典型特点是高温高压。

高温高压井通常是指温度或者压力超

过临界值，但也有少数井温度和压力

都超过临界值。高温高压这一术语适

用于任何被认为是高温或者高压环境

的井。虽然至今尚没有一个普遍认可

的工业标准，但业内使用各种不同的

标准用来定义高温高压。无论采用哪

种标准，当今的大多数井都不属于极

端井况，既不是高压，也不是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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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lling and Production。Global Drilling Re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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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al Focus：2012 Forecast—U.S. Dr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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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刊）：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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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端温度或压力。斯伦贝谢工程师对世界各地油气井的温度和压力数据进行了一项内部研究。在
四年时间内，没有高温超过 350oF（177oC）而同时高压也超过 20000 psi（138 MPa）的情况出现，这

一温度和压力限值通常是电缆测井仪器的限值。有些极高压力的井却没出现高温，反之亦然。此外，

温度超过 350oF 的井数比压力超过 20000 psi 的井数要多。

^ 高温环境下的钻井活动。高温环境下的勘探与开发钻井活动只出现在个别地区。虽然在墨西哥湾、北海以及印度和东南亚近海地区有较多的钻井活动，
但大多数的极端井都分布在陆上。地热井虽然温度很高，但数量并不是很大。

2012 年，全世界将钻大约 107000
口油气井 [2]。而据一项由斯伦贝谢工

程师进行的研究估算，这些井中大约

有 1600 口将被划分为高温高压井，约

占全球总数的 1.5%。大多数高温高压

井的温度超出了设定限值；只有少数

井真正出现异常高压（左图）。该项

研究还表明，高温高压市场主要出现

在两个国家 ：美国（60%）和泰国（20%）

（下图）。

需要注意的是在该分析中地热井

未包括在总数之内。由于地热井井底

温度极高，其作业的复杂性在油气勘

探中极为少见 [3]。此外，同油气井的

数量相比，地热井的数量是很少的。

高温高压市场规模目前可能还相

对较小，但是业界普遍认为在钻或计

划开钻的高温高压油气井的数量将快

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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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根据一份关于近海极端井

况油气井的报告显示，自 1982 至 2012
年的 30 年间，各作业公司在全球共钻

了 415 口海上高温高压井（上图）[4]。

而根据预测，在 2012 到 2016 年的四年

内总数将翻一番，仅巴西近海地区就

将至少增加 238 口深井。至 2020 年，

近海高温高压井的总数预计将超过

1200 口—近海极端井数量在十年内就

将增加两倍。该报告的分析强调了未

来十年里对高温高压环境下作业设备

的需求。但是这一分析存在的问题是，

其分析结果会因不同的高温高压定义

而不同。

定义问题

作业公司和服务公司经常用不同

标准来划分高温高压井。作业公司着

眼于高压、高温对钻井、建井作业和

地面设备的影响，而服务公司则集中

在这些极端环境会给其产品、设备和

服务带来怎样的影响。差异似乎不大，

但工程设计方法却常常不同。

为统一高温高压井的定义，美国

石油学会最近发布了高温高压井设备

推荐规范，将压力高于 15000 psi（103 
MPa）、温度在 350oF 以上的井定义为

高温高压井 [5]。这一推荐规范主要适

用于与设备设计规范、合格材料和井

控设备测试以及完井硬件等相关的工

程标准。

该报告还包括了设计验证和确

认、材料选择和制造工艺控制等内容，

这些内容都是为保证用于石油天然气

行业的设备能胜任高温高压环境而制

定的。划分高温高压的三条标准如下：

•   决定完井和井控设备的预期压力估

     计在 15000 psi 以上

•   预期关井压力超过 15000 psi
•   流动温度超过 350oF

满足以上三条标准之一的井即被

认为是高温高压井。虽然该报告还给

出了定义高温高压井的具体指导原则，

并提出了设备认证的条款，但其并未

针对性地解决井下电子设备问题或井

下工具的认证问题。

^ 近海高温高压环境钻井活动。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高温高压井（特别是近海高温高压井）的钻井活动将加速。未来四年在近海地区钻的高温高压
井数量（绿色）预计将是此前三十年总和（蓝色）的两倍以上。到 2020 年（粉色），近海高温高压井的总数预计将增加两倍。（根据 Simmons & 
Company 国际公司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4。已获使用许可） 。

3.  据一项近期的研究估计，2011年之前全球已
钻大约4000口地热井。请参见：Sanyal SK和
Morrow JW：“Success and the Learning Curve 
Effect in Geothermal Well Drilling—A Worldwide 
Survey”，论文SGP-TR-194，发表于第37届地
热储层工程研讨会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
坦福，2012年1月30日—2月1日。

4.  这些调查结果记录在Simmons & Company国际
公司2012年为Quest Energy准备的分析报告
上。在该报告中，高温高压分别被定义为压
力大于10000 psi（69 MPa），温度高于300oF
（150oC）。同期陆上钻的高温高压井数量远
高于近海高温高压井数。

5.  美国石油学会：“Protocol for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of HPHT Equipment”，华盛顿特区：
美国石油学会，Technical Report PER15K-1，
2012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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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定义能够反映物理和技术极

限的限值，斯伦贝谢制订了一套高温

高压分类系统，该系统表述了通用组

件如弹料密封和电子设备等的稳定极

限值（上图）[6]。其他服务公司和作

业公司都使用其各自的定义，但都与

斯伦贝谢的定义准则大同小异。

特殊设计

油气井是高压还是高温决定了工

程设计方法的不同，因为耐高压和耐

高温采用的技术不同。对于高压井，

解决方案通常是设计具有能够经得住

极端荷载的密封部件的设备。外露表

面可能有一定的损坏风险，但是除非

发生密封损坏，否则内部的电子设备

是得到保护的。如果发生密封损坏，

将造成灾难性后果（左下图）。

而要使敏感的井下电子设备不受

高温的影响，通常采用的是罩住电子

设备的保护方法，使之免受高温暴露

环境所产生的热量蓄积的影响。最常

用的是杜瓦瓶—带有双重绝热设计的

金属外罩，它可以在足够长的时间内

保护电子元件，使之能够完成数据采

集和其他操作（右下图）。杜瓦瓶具

有极低的导热系数和热扩散系数，以

确保瓶内温升十分缓慢。

在斯伦贝谢为高温高压环境设计

的 Xtreme 井下系列仪器中，杜瓦瓶已

成为不可缺少的组件 [7]。Xtreme 平台

可提供常规测量结果，用于岩石物性

分析。不幸的是，用于保护电子设备

免受井筒内热量影响的装置将自身产

生的热量滞留在仪器外壳内。这部分

热量会使内部温度超过仪器的额定温

度。所以在高温高压环境使用杜瓦瓶

时，测井工程师要同时监测时间和温

度两个参数，以避免因高温造成严重

的仪器损坏。

使用大功率井下电机和泵等工具

（如测压和采样工具）会产生极大热

量—这一热量要比大多数其他评估工

具所产生的热量多得多。这些工具产

生的热量会使杜瓦瓶内部的温度很快

升高到电子元件的额定温度以上。因

此，在使用功率大、发热多的工具时，

仅凭杜瓦瓶无法提供完成既定作业任

务所需的时间。

而不产生过多热量并且能耗较低

的工具如井下压力计，则可在极端条

件下连续数小时甚至数天采集数据。

对于在高温高压井中进行长时间测量

而言，杜瓦瓶不是这类工具最终的解

决方案。

^ 高温高压（HPHT）分类系统。该分类系统由斯伦贝谢工程师提出，是以表示服
务公司常用组件的稳定极限值的压力和温度边界为基础。常用组件包括电子器件

和密封部件。HPHT-hc 确定的环境在油气井中不太可能出现，尽管有些地热井的

温度超过 500oF。

^ 工具破损后的情况。该工具在环境压力稍高于其额定压力时就出现了破
损。破损始于其螺纹环连接处，此处是压力密封最脆弱的地方。造成破损

的原因是井筒内钻井泥浆突然涌入，致使破损处上下的工具损坏。

^ 用于隔热的杜瓦瓶。高温环境下保护敏感电子设备最常用的方法是采
用杜瓦瓶（上）。杜瓦瓶（下）是由金属外壳和玻璃衬里构成，这一结

构起到了真空层的作用，因为玻璃和空气都是热的不良导体。与两端的

热绝缘体一起，将电子线路部分隔离。瓶内电子元件产生的热量被滞留

在工具内，并因此能够造成工具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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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杜瓦瓶内部自产热量和高

温下长时间操作的问题，工程师经常

将设计重点转向电路板。为延长井下

测量和数据采集的时间，工程师采取

的措施包括提高操作效率、分析电子

元件产生的热量，尽量使用额定温度

高于平均水平的电子元件（上图）。

采购能承受高温的电子元件已变

得越来越困难。因为电子工业受消费

品市场驱使，生产消费品使用的塑料

电子元件；这种塑料元件在中高温条

件下，如温度高于 125oC（257oF）时，

就已无法使用。塑料元件通常由硅片、

外封塑料构成，无法承受过高温度；

在高温下，其外部塑料可能会比包在

里面的电子元件先失去作用。此外，

制造商还给塑料电子元件添加化学阻

燃剂，其中含有高温挥发成分，而且

极具腐蚀性。

针对高温环境，斯伦贝谢的工程

师已掌握了不使用外包塑料而只用硅

片的方法。这些硅片和其他元件一起

被直接连接到耐热陶瓷多层电路板上，

其连接导线细如发丝（下图）。在某

些情况下，工程师还开发出了用于特

殊用途的专有硅片，这些硅片是程序

化成套硅片，并符合超过市售产品耐

温限度的高温规范。

^ 热成像。红外图像显示出局部热点区域和过载的电子元件（左）。电路板上相同元件所受到的热负荷不一定相同（右）。用热成像技术可识别出较
大的热负荷差异，因此可能需要对电路板进行重新设计。解决办法包括改变电路板布局以重新分配热负荷，或加装散热片将热量从目标区域导出。

^ 针对极端高温的特殊设计。为确保工具能在极端高温下工作，工程师使用直接依托在底层陶瓷和金属上的电子元件（中）。陶瓷组件可以与多芯片
模块（MCM）组合（左）。通过特殊制造技术可改善元件的可靠性，如采用小质量连接导线（右），有些连接导线细如发丝。

6.   DeBruijn等人，参考文献1。

7.  关于Xtreme测井仪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DeBruijn等人，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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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故障电子元件进行广泛分析，

对原有设计进行了创新。电子元件的

故障可能发生在高温下，但是实际故

障根源常常是机械故障（上图）。机

械故障最常见的两个原因是腐蚀和振

动。

腐蚀会造成麻烦，这是因为高温

会加快化学腐蚀过程，特别是因湿度

和来自电路板制造材料挥发性气体造

成的腐蚀。如空间允许，应在工具内

放入干燥剂，以吸收掉挥发的化学物

质和湿气。

能够延长操作时间的技术减轻了

高温的影响，但这些技术只是为工具

在高温下操作提供了更长一点的操作

时间，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同样，冲

击和振动也无法避免，但是较好的工

具设计可以提高连接件和部件之间的

机械整体性。将电路板固定在特殊设

计的安装轨上和使用减震器都可提高

工具的可靠性。设计完成后，再通过

加载热负荷和机械负荷的方式，进行

全面严格的测试，以确认设计的有效

性或找出其不足并加以改进。

极端井况工具设计

自 1989 年推出以来，模块式地层

动态测试器（MDT）一直是流体采样

的工业标准方法。多年来，已有许多

采样和井下分析工具加入到这个基础

平台上。随着新功能与服务的推出，

为提高测试仪器的性能和可靠性，已

对其进行了多项改进；然而，其基本

设计以及电子线路部分和硬件的设计

并没改变。

MDT 仪器推出后，斯伦贝谢工程

师一直在设计能承受高水平冲击和振

动的仪器，因为冲击和振动是大多数

电子元件发生故障的主要原因。由于

随钻测井仪器需要在极端恶劣环境下

操作，因此需要建立更高的工业标准。

工程师已将随钻测井的各项技术整合

到电缆测井仪器上，新设计的电缆测

井仪器尽量达到随钻测井标准。

MDT 仪器要达到新的标准，不能

只靠简单的升级，而必须全面重新设

计。新设计的仪器命名为 MDT Forte
模块式地层动态测试器。对 MDT Forte
仪器的电子系统进行了重新设计，并

安装在坚固的底座上（下一页，上图）。

工程师对 MDT Forte 仪器进行了严格

的技术鉴定。

MDT Forte 平台的温度鉴定流程

包括元件的热老化、从 –40oC 到 200oC
（–40oF 到 392oF）的热循环和在 –55oC
（–67oF）下冷藏。冲击和振动鉴定包

括通过旋转固定在实验设备上的电路

板，对不同轴向上该电路板进行数千

次冲击试验；振动试验为 10 到 450 赫

兹的晃动。工程师还进行了压力循环、

振动传递和横向冲击传递试验。上述

电路板试验通过后，再对仪器整体进

行温度和冲击鉴定。工程师还进行了

低温和高温下的长时间试验，包括在

210oC （410oF）下操作 100 小时，同时

对整个仪器实施冲击（下一页，下图）。

上述试验证实了新设计除能承受

热冲击外，还能经受机械冲击和振动，

从而满足鉴定标准的要求，而其上一

代产品则无法满足。MDT Forte 平台的

耐温和耐压分别为 177oC（350oF）和

172 MPa（25000 psi）。

^ 电子元件故障模式。电子元件发生故障时，其故障模式根源常常是冲击和振动引起的机械故障造成。连接处可能先形成裂缝（左），最终在载荷的
反复作用下断裂。在测井仪器内的密闭环境下，电路板和其他元件可能释放出腐蚀性化学物质。而高温会加剧这些化学物质的腐蚀性，使之对敏感的

电子元件造成损坏（右上）。如打开仪器进行维护和修理，空气中的湿气也可能造成麻烦。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可将干燥剂放入仪器内，以吸收湿气

和挥发性化学物质，保护电子设备免受侵蚀（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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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接下来专注于开发一种比

MDT Forte 平台更可靠，并且也能承受

高温高压的仪器，最终开发出了 MDT 
Forte-HT 高温坚固型仪器。其耐温和

耐压分别为 204oC（400oF）和 207 MPa
（30000 psi）。

为 达 到 MDT Forte-HT 仪 器 207 
MPa 耐压，工程师采用了创新的密封

技术，在密封圈中应用了碳纳米管。

这种密封件结构具有承受井下操作中

热解和快速减压的能力；而传统的弹

性体密封无法做到这一点。这种密封

还能在海底深水低温作业中保持完整

的承压能力。

工程师还将 MDT 使用的压力计

升级为新一代石英压力计，能在 207 

MPa 和 200oC 条件下工作 100 小时。

工程师开发出了高温 InSitu Density 储

层流体密度传感器。这种传感器能监

测流体密度，帮助提高流体样品的质

量。根据流体密度测量结果可发现高

温高压条件下的组分和流体梯度—这

也是首次在高温高压环境下获得这些

测量数据。

^ 设计制造更好、坚固的仪器。原设计如上一代 MDT 仪器（左），使用附着在中心轴上的分散原件和电路板。新设计则将电路板牢固固定在结实的安
装轨上，如 MDT Forte 仪器所采用的方式（右）。该方法使敏感的电子元件免受冲击和振动的影响，并有助于散热。许多设计改进都来自开发随钻测

井仪器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新一代仪器设计在可能的情况下都达到随钻测井仪器的冲击和振动标准。

^ 概念验证。MDT Forte 仪器平台（下）按照与随钻测井仪器类似的冲击和振动标准设计。使用实验室设备进行仪器鉴定试验（左上），被测仪器边经
受反复的机械冲击，边经历温度循环变化的过程。在每个试验循环周期中（右上），温度都提高到被测仪器承受的极限值，并保持 50 小时。之后再回

到环境温度，让被测仪器在四个轴向上经受 50 次 250 gn 冲击。然后重复进行上述循环实验。这些实验帮助找出设计的不足并对设计概念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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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T Forte-HT 仪器的双封隔器模

块也升级到 210oC。该模块利用目标层

上下的密封元件隔离地层，以进行采

样（左图）。膨胀式封隔器的隔离长

度在 1—3.4 米（3.3—11.2 英尺）之间。

提高 MDT 仪器的额定温度、压

力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泵出模块最具

代表性。泵出模块对确保地层流体样

品的可靠性十分重要，它利用容积泵

将可能被钻井泥浆滤液污染的地层流

体不断送入井筒直至样品再无杂质。

当流体样品合格后，进行采样并回收

以备分析。

现有四种新型泵出输送装置，满

足一系列规格，从标准版到超超高压

版（左下表）。工程师设计出了效率

更高、发热量更低、抗堵塞的新型泵，

可以更高效率处理泥浆固相。新型泵

增大了流动面积，降低了对 O 型密封

圈的侵蚀，砂处理能力也得到提高。

泵出模块与 Quicksilver Probe 仪器可

兼容 [8]。  

解决采样难题

高温高压条件下的测压和取样面

临的难题远非能够采集流体和压力数

据这么简单。为避免内部和外部热量

损坏仪器，必须尽量缩短采样时间；

但是，为确保仪器采集和实验室分析

的流体样品具有代表性，又必须尽量

降低样品污染。在最近的一次测试中，

北海的一家作业公司使用 MDT Forte-
HT 仪器串成功进行了测试，其中包括

两个泵出工具、一套 Quicksilver Probe
仪器和井下流体分析模块等。

该井使用油基泥浆（OBM）钻井，

储层压力超过 17000 psi（117 MPa）。

作业者不但要面对井下高压，还要面

对 347oF—370oF（175oC—188oC） 的 井

底高温。样品质量对于准确评价储层

流体至关重要，但是井底高温限制了

采样时间。采样必须快速进行，但地

层流体需要足够长的流动时间才能尽

量减小泥浆滤液的污染。

^ MDT Forte-HT 仪器附件。工程师设计出了与 MDT Forte-HT 仪器串较高额
定温度相配套的模块和工具。该膨胀式封隔器耐温高达 210oC。

^ MDT 四种泵出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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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M 滤液的存在影响储层流体的

实验室分析结果，并可能使 H2S 测量

数据失真，因为滤液可能会吸收储层

流体中的 H2S。工程师使用泵出模块

首先清除被滤液污染的地层流体，可

提高流体样品的质量和测量结果的可

靠性。Quicksilver Probe 设备采用聚焦

采样技术，极大地缩短了清除被污染

流体并达到合格纯净度所需的时间。

与传统探针相比，其采样时间减少一

半之多。

对于上文提及的这口井，这家北

海作业公司在一趟入井中即收集了几

个高质量 PVT 样品（上图）。所有样

品滤液污染均在 2% 或更低水平。井

下流体分析提供了流体组分、CO2 含

量、油气比和荧光分析结果。

因为作业公司担心 H2S 的影响，

因此对 MDT 仪器配置进行了调整，以

进行反向低冲击采样。这一技术最大

限度地减少了工具硬件和 OBM 滤液对

H2S 的吸收。低冲击采样技术保持泵

出模块活塞腔内的压力与井筒压力相

近，使采样过程的压降最小。该项技

术比在大气压下将地层流体吸入活塞

腔的技术效果更好。反向低冲击采样

技术将流体直接导入采样瓶而不必流

经泵出模块。这项技术减少了金属硬

件吸收 H2S 的机会。同时采取的其他

防吸收措施还包括：将暴露的部件换

成 INCONEL 合金部件，部件上涂上

抑制 H2S 吸附的化合物等。在工具管

线中还包括了特别设计的金属条（H2S
浓度取样片），以监测 H2S 浓度。

^ 极端井况下的高质量采样。应用反向低冲击采样技术，北海的一家作业公司使用 MDT Forte-HT 仪器，
在井筒温度接近 370oF 的条件下，成功确定流体接触面和流体组分。采样由 Quicksilver Probe 完成，泥

浆滤液污染低于 2%。该作业公司还希望了解 CO2 含量（第 1 道，紫色，上），该结果显示在流体组

分分析中。组分道中测点 5 处的蓝色表示水接触面。在采样图（中）所示的时间间隔中，液流由烃及

少量 CO2 构成。2750 秒时的油气比变化（下，绿色）与反向低冲击采样的方向变化有关。液流中 H2S
的准确含量被特别设计的取样片测出。由于泥浆滤液含量低，样品未受污染影响。反向低冲击采样最

大限度地减少了仪器金属部件对 H2S 的吸附作用。

8. 关于Quicksilver Probe装置的更多信息，请参
见：Akkurt R，Bowcock M，Davies J，Del Campo 
C，Hill B，Joshi S，Kundu D，Kumar S，O

,
Keefe 

M，Samir M，Tarvin J，Weinheber P，Williams 
S和Zeybek  M：“井下流体取样和分析新

方法”，《油田新技术》，18卷，第4期
（2006/2007年冬季刊）：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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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温度和压力条件下在井下测

得的流体性质通过实验室分析得到验

证。MDT Forte-HT 仪 器 与 Quicksilver 
Probe 装置结合利用，实现了作业者

取得无污染储层流体样品、测定 CO2

浓度和监测 H2S 的作业目标。

仅测储层压力

作业公司并不总是能够取得流

体样品或进行复杂的井下流体分析。

这些任务在低渗地层中尤其困难，因

为低渗地层样品要么难以获取，要么

需要较长采样时间。然而，准确的压

力和流体流度数据对于了解这类储层

是很重要的 [9]。这些数据对于建立流

体梯度和确定流体接触面都是至关

重要的。斯伦贝谢工程师开发出了

PressureXpress 随测储层压力系统，

该系统通常可在不到一分钟内测得井

下压力和流体流度，解决了仅有压力

数据不能满足要求的问题。

虽然原设计仪器的耐温只有

150oC（300oF），但该系统可快速进行

多次测量，使其在高温下成功操作的

可能性大为提高。然而，额定温度较

低和没有杜瓦瓶保护电子元件严重制

约了该系统在高温高压环境下的应用。

为应对高温高压操作的挑战，工程师

开发出了更为坚固的新型仪器。

为升级 PressureXpress 仪器设计，

工程师将主要改进集中在电子线路和

压力计上。石英压力计测压非常准确，

但需要对测量数据进行温度校正。温

度校正与测量电子元件有关，与储层

温度无关。

为进行井下压力测量，Pressure 
Xpress 和 Pressure Xpress-HT 高 温 储

层压力系统使用了 Quartzdyne 压力计。

与传统石英压力计不同，Quartzdyne
石英压力计有三个单独的晶体：一个

量压力，一个测温度，第三个作为参

考（左上图）[10]。当三个晶体的温度

相同时，测量结果极为准确，可靠操

作温度高达 225oC（437oF）。但是，该

压力计对突然的压力和温度变化十分

敏感。当暴露在温度、压力迅速变化

的环境时，如通过电缆入井时，需先

稳定后再进行测量。

PressureXpress-HT 仪 器 带 有 两

个杜瓦瓶—一个用于压力计，另一个

用于电子线路部分—将压力传感器与

井筒隔离开来，也将其他电子设备与

压力计隔离开来。与无杜瓦瓶情况和

电子设备与压力计同装在一个杜瓦瓶

中的情况相比，这种配置方式的测量

数据更加稳定（左图）。基于 MDT 
Forte-HT 仪器设计的诸多经验教训，

对 PressureXpress-HT 仪器的电子元件

部分也进行了升级。

^ Quartzdyne 压力传感器。三个石英晶体谐振器（一个温度传感器、一个压力传感器和一个参考晶
体）组成了 Quartzdyne 传感器。波纹管装置压力入口处的压力升高会引起压力晶体信号频率提高。

温度升高引起温度晶体信号频率降低。温度传感器的信号被用于补偿温度影响。参考晶体将来自其

他两晶体的频率计数输出信号简化，并将自身输出信号与其他两晶体（温度和压力传感器）的输出

信号相混合，进而将其频率由 MHz 降至 kHz 范围。这一设计的传感器能耗低、稳定性高、耐冲击，

并具有较高分辨率。该传感器的压力分辨率可达 0.01 psi（70 Pa），温度分辨率达 0.001oC（0.002oF）。

^ PressureXpress 仪器压力计隔热。PressureXpress-HT 仪器将压力计和其他电子元件分别隔离在两
个杜瓦瓶中，保护压力计不受外部井筒温度和内部电子设备所产生热量的影响。有杜瓦瓶的传感器

（红色）和无杜瓦瓶的传感器（蓝色）的测量结果对比，表明应用杜瓦瓶的压力计具有更高的准确

性和稳定性。无杜瓦瓶的传感器输出信号在大约 150 秒后稳定在输入压力（3391.99 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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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it

对 PressureXpress-HT 仪 器 的 改

进使其耐温提高到 232oC（450oF），

可连续工作 14 小时。在压差高达 55 
MPa（8000 psi）时，也可获得压力和

流度数据；可检测到低至 0.3 mD/cP 的

预测试流度。虽然增加了杜瓦瓶，该

仪器的直径依然很小。探针部分直径

为 10.3 厘米（4.05 英寸），而仪器主

体部分直径则仅为 9.8厘米（3.9英寸）。

泰国湾应用实例

由于地温梯度较高，泰国湾南部

地区是世界上油气开采环境最为恶劣

的地区之一（右图）。泰国湾的 Arthit
油田离岸约 230 公里（143 英里）。

PTT 勘探与生产公司（PTTEP）在 1999
年发现该油田。该油田的储层断块发

育、复杂，井底温度为 320oF（160oC）
到 500oF（260oC）[11]。

生产储层是晚始新世至渐新世晚

期低渗地层。对于低渗地层，即使只

测量压力和流度数据，也可能需要较

长的采样时间。

大多数井筒直径较小，常使用

6 1/8 英寸钻头钻进，限制了测量仪器

的尺寸和选择范围。由于井筒尺寸小，

PTTEP 以往使用 SRFT 小井眼重复式地

层测试器采集压力和取样数据。虽然

该仪器的额定温度仅为 177oC（350oF），

但它是该油田小尺寸井筒可用的少数

仪器之一。需要测量的数据包括地层

压力、流体梯度和 CO2 含量。这些数

据中，只有 CO2 含量需要流体采样。

压力数据用来确定流体接触面、流体

流度、砂岩压力对比、储层连通性、

分隔情况和射孔设计等。这些数据也

用来识别衰竭层。

2009 年， 一 种 杜 瓦 瓶 式

PressureXpress 仪器被引入泰国。除

了 CO2 含量外，该仪器可获得 PTTEP
需要的全部数据。然而，该仪器未包含

保护压力计的专用杜瓦瓶，因此在操作

中由于内部温度上升，引起压力计不稳

定。之后增加了杜瓦瓶部分后，其配置

与 PressureXpress-HT 仪器类似。

PressureXpress 仪器的成功改进

促使斯伦贝谢工程师开发出完全升级

版的 PressureXpress-HT 仪器，并在泰

国湾进行了现场实验应用。该仪器包

括已升级的高温电子设备和专为该仪

器开发的杜瓦瓶，并可以与其他评估

仪器组合使用，首趟入井便可使用。

而 SRFT 仪器不能组合使用，且需要再

次入井才能进行取样。

PTTEP 将 PressureXpress-HT 和

SRFT 的操作和测量结果进行了对比，

前者所需钻机时间明显缩短。仪器从

设置到收回仅需不到一分钟的操作时

间，与 SRFT 仪器 2—3 分钟相比，效

率大为提高。

PressureXpress-HT 仪 器 不 仅 设

置和收回时间比上一代仪器短，而

且其性能和数据质量也得到提高。

PressureXpress-HT 仪器与 SRFT 仪器

数据的直接对比也表明前者数据的稳

定性和准确性更高。

^ 泰国湾温度趋势。泰国湾储层温度从北部的相对中等到南部的极高温度
500oF（260oC）。高温储层油田（如 Arthit 油田）的开发对井下使用的设备

提出了挑战。（根据 Daungkaew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11）。

9.  流体流度是指流体流经岩石的难易程度。流
度是岩石渗透率与流体动态粘度的比值。

10.更多关于Quartzdyne技术的信息，请参见：
http://www.quartzdyne.com/quartz.php（2012年8
月7日浏览）。

11.Daungkaew S，Yimyam N，Avant C，Hill J，
Sintoovongse K，Nguyen-Thuyet A，Slapal M，
Ayan C，Osman K，Wanwises J，Heath G，
Salilasiri S，Kongkanoi C，Prapasanobon N，
Vattanapakanchai T，Sirimongkolkitti A，Ngo H
和Kuntawang K：“Extending Formation Tester 
Performance to a Higher Temperature Limit”，论
文IPTC 14263，发表在国际石油技术大会上，
泰国曼谷，2012年2月7-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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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FT
在泰国湾的一口井中，新型仪器

提供的数据清晰地辨别出气 / 水接触

面，而 SRFT 仪器的数据分散且不确定

（左图）。

将预测试数据与 PressureXpress-
HT 仪器首次应用后的结果进行对比，

结果表明 PressureXpress-HT 仪器效率

更高、性能更好（左下表）。几次作

业后，其性能继续提高。在一口邻井中，

压力测试成功率达 76%，且无不稳定

测试、无密封失效情况。

该仪器可与其他测井仪器组合使

用。因其设置和收回速度快且石英压

力计所需稳定时间短，PTTEP 每次作

业平均省时 157—167 分钟，这就意味

着可直接节省钻机费用。由于该仪器

的设置和收回速度快，在该仪器因温

升必须提出井筒前，PTTEP 可以进行

更多的测试。

PressureXpress-HT 仪器的成功应

用说明了新设计可以满足极端井况的

要求。该设计通过绝热层保护电子元

件，并尽量减少内部产生的热量。由

于 PressureXpress 仪器不能采集 CO2

样品或测量 CO2 含量，PTTEP 继续用

SRFT 仪器采集流体样品。在流体特性

已知的开发井中，常常不需要进行流

体采样，PressureXpress-HT 仪器提供

的压力数据便可用于油藏管理和建模。

压力信息帮助工程师更好地了解井筒

以及整个油藏的动态特性。

时间和温度

为了解油藏边界和确定油田开采

潜力，工程师经常要进行持续时间较

长的压力瞬变试验。关井和压力恢复

试验有助于准确地确定油藏潜力。这

些试验可提供所测试井的许多数据，

包括油藏体积、渗透厚度和油藏边界

以及表皮效应等。

长期生产计划的关键决策需要使

用这些数据。虽然一些能够反映油井

生产的数据可在地面上测得，但为获

得最佳结果，需要在尽量靠近产层的

井下进行测量。

^ 稳定的压力测量结果。工程师根据流体压力梯度识别流体接触面。这一信息改善了常规测井评价
结果。例如，在 X,115 英尺附近电阻率增高（第 4 道）可解释为气 / 水接触面（GWC）。密度 - 中
子孔隙度数据（第 3 道）在确定流体接触面时几乎没什么帮助。然而，根据 PressureXpress-HT 仪

器测得的压力数据（第 1 道，蓝色圆点），在 X,120 英尺附近压力曲线的斜率发生变化，由此可以

断定此处是气 / 水接触面。而 SRFT 数据（黑色圆点）则不能建立起这样的趋势关系。工程师还根

据 PressureXpress-HT 流体流度测量数据（第 2 道）识别出了渗透层。（根据 Daungkaew 等人的资

料修改，参考文献 11）。

^ PressureXpress-HT 现场测量结果与 SRFT 数据的对比。第一次测试（A-1 井）中，PressureXpress-
HT 进行了多次测试，成功率都高于 SRFT 仪器。在 A-2 井中，只使用 PressureXpress-HT 仪器进行了

测试。本测试测压成功率达 76%，考虑到井下情况和地层特性，工程师认为这样的结果非常不错。

（根据 Daungkaew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11）。

A-1 井

PressureXpress-HT
数据

测试次数 有效 无流体 致密 不稳定 密封失效 过压

37 18(49%) 2(5%) 10(27%) 2(5%) 4(11%) 1(13%)
SRFT 数据 测试次数 有效 无流体 致密 不稳定 密封失效 过压

10 2(20%) 2(20%) 1(10%) 1(10%) 4(40%) 0
A-2 井

PressureXpress-HT
数据

测试次数 有效 无流体 致密 不稳定 密封失效 过压

29 22(76%) 6(21%) 1(3%) 0 0 0

现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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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m

石英压力计是井下测量精确度的

行业标准。因为石英的弹性特征明确，

因此这些压力计都使用石英作为主动

传感元件。石英在受到外力时发生形

变，对施加的负荷有精准、可重复的

响应。测量结果须经校准，以补偿温

度对传感元件和相关电子设备的影响。

但是在高温高压环境下，作业者无法

进行长时间试井，因为井下环境状况

使得无法使用石英压力计进行测量。

为满足石油行业对精准、牢固、

耐高温高压的井下装置的需求，斯伦

贝谢工程师开发出了 Signature 石英压

力计（右图）。该装置不仅能承受高

温高压环境—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

任务—其测得数据还能满足准确性和

稳定性标准。在开发 Signature 的过程

中，工程师集中解决了两个问题：电

子设备和电池。

工程师选择陶瓷电子元件用于高

温，因为塑料件不能经受高温下的长

时间测试操作。Signature 压力计的大

部分电子功能被整合到高温专用集成

电路（ASIC）上，最大限度地减小了

元件尺寸和能耗。降低能耗是个挑战，

因为高温下能耗会剧增，往往会超出

电池的供电能力。

将电子元件并入专用集成电路，

减少了元件数量、连接点数和潜在事

故诱因。由于电子设备主要故障模式

是机械故障，因此该设计开发过程中

的侧重点是可靠性和牢固性。

电子电路集成到一个多芯片模块

（MCM）中。现已有许多种 MCM，

但 Signature 压力计是将经过高温严格

测试的电子元件装在共烧的陶瓷基片

上（右图）[12]。这一技术保证了机械

刚性和密闭性。

^ Signature 压力计。压力计外径仅 25 毫米（1 英寸），重量 1.7 公斤（3.8
磅），额定压力和温度分别为 207 MPa 和 210oC。压力计全量程准确度在

0.015% 之内，分辨率为 7 Pa（0.001 psi）。

^ 极端井况设计。Signature 压力计使用的电子元件（金色）直接做在陶瓷基片上（棕色）。传统仪
器则使用安装在电路板上的塑料元件。Signature 压力计的能耗低，以延长电池使用时间，因为对于

依赖于井下电池的高温作业来说，能耗是一个主要限制因素。

12. 共烧是制造多层陶瓷芯片的制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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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承受长时间高温的电子元件依

然需要动力进行作业。因为锂的熔点

为 181oC（358oF），所以传统工业标准

的锂电池不能在高温下长时间使用。

斯伦贝谢的电池专家开发出了含有镁

的锂电池，使电池结构得到加强，操

作温度达到 210oC。虽然电池使用时间

仍然是制约高温操作的主要因素，但

设计的这款电池可在 210oC 下为仪器

提供 12 天的动力，在 205oC（400oF）
下仪器操作 37 天。

为尽量延长测试时间和电池使用

时间，电子设备的设计也使作业期间

能耗最小。即便是电池电量耗尽，测

量数据依然可储存在存储器中，不会

丢失延长测试期间的信息。

Signature 石英压力计有三种型

号：标准石英、高压石英计和高温高

压石英压力计。三种型号外径均为

25 毫米（1 英寸），但其电子设备、

内存大小和电池各不相同。高压版

最高额定压力为 207 MPa，额定温度

177oC。高温高压版额定压力相同，但

最高温度是 210oC。受高温环境的影

响，高温高压版的数据存储能力是在

最高温度下，间隔一秒记录数据，可

存储 12 天；而其他两种型号则可存储

50 天 [13]。

对于 Signature 石英压力计，其

压力和温度数据的准确度和分辨率

是业内最高的。高压版和高温高压

版的压力准确度在全量程 207 MPa 内

达 0.015%， 分 辨 率 优 于 70 Pa（0.01 
psi）。现场结果已证实分辨率优于 7 
Pa（0.001 psi）。温度准确度为 0.2oC

（0.4oF），分辨率为 0.001oC（0.002oF）。

孟加拉湾应用实例

高温高压版 Signature 石英压力

计最近在古吉拉特邦石油公司（GSPC）
作业的一口井中进行了应用 [14]。GSPC
是印度唯一的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

该公司在 Krishna-Godavari 盆地发现大

储量的天然气资源。该盆地一直延伸

到印度近海的孟加拉湾。2005 年 GSPC
在最初的发现报告里称天然气资源潜

力为 5660 亿米 3（20 万亿英尺 3），是

当时印度发现的最大天然气资源（上

图）[15]。

发现井在大约 5500 米（18050 英

尺）钻遇800米（2600英尺）的含气砂岩。

储层温度超过 204oC。此处的复杂断块

地垒和地堑构造是下白垩纪砂岩，经

历了广泛的构造断裂作用。虽然地震

数据已指明了勘探目标，但储层的深

度和复杂性使工程师考虑进行钻杆测

试（DST），以更好地了解储藏潜力。

^ 孟加拉湾的盆地。2005年，GSPC在印度近海的Godavari盆地发现巨量天然气资源。该盆地井深约 5500米（18050
英尺），井底温度超过 200oC。（根据 Khan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14）。

13. 标准版和高压版Signature压力计的储存容量
是16 MB，高温高压版是4 MB。

14. Khan ZA，Behera BK，Kumar V和Sims P：
“Solving the Challenges of Time，Temperature and 
Pressure”，World Oil，233卷，第5期（2012年
5月刊）：75–78。

15. “ India
,
s Gujarat Petroleum Strikes Record 

Gas Find”，Spirit of Chennai，http://www.
spiritofchennai.com/news/ national-news/a0272.htm
（2012年6月6日浏览）。

16. Khan等人，参考文献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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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储层内建立稳定流体流动，

工程师设计的 DST 包括 15 天内连续

三次的压降和压力恢复测试。井下压

力预估高于 95 MPa（13800 psi），全

井深处的温度超过 210oC。全面的辅测

系统包括五个不同的电子记录装置。

Signature 石英压力计是工程师认为唯

一可用在 210oC 环境的测量仪。

为取得最准确的数据，测量仪应

放在井下离生产层最近的位置进行测

量，以避免天然气可压缩性对测量结

果的影响。限于温度、压力条件，五

款记录装置中有三款放在 Signature 压

力计位置上方 1000多米（3280英尺）处，

尽管这种部署方式并非最优。

作业公司在整整 15 天内连续进

行了三次压力瞬变测试。前两次测试

遇到问题（与测量仪无关），导致测

试失败，第三次得以按计划成功实施。

收回测试装置时，发现只有一款

测量仪尚能正常操作，即 Signature 石

英压力计（上图）。其他测量仪在进

行最终测试前已经失效，因此未能记

录任何可用的数据。Signature 压力计

取得的数据质量很高，7 Pa 的压力波

动都有记录，因此认为不必进行二次

确认测试。GSPC 工程师估计，由于不

需要进行后续测试，大约节省了 100
万美元的费用 [16]。

未来的发展

油气服务公司曾一度担心他们开

发承受极限井况的井下工具的能力。

而电子设备制造商则将重心从坚固元

件转向在环境温度下作业的低能耗元

件，使得服务公司只能自力更生。然而，

如今设计工程师正在以创新的测压采

样工具和井下测量仪器应对极限操作

环境的挑战。

服务公司已展现出能够应对井下

恶劣钻井环境的能力。尽管近年来井

下产品系列在不断扩大，但其仍局限

于初始的评价服务方面。作业公司评

价生产井所需的一些测量数据则依然

止步于低温和低压的数据。测压和采

样工具也曾停留在低温低压的水平。

由于已证明这些服务可以在极端井

况下进行，地质师、工程师和地球

物理师会经常把极端井况下的测量

数据当做全面评价和了解储层必不

可少的根据。

极端的井况需要极端的解决方

案。虽然高温高压井可能为数相对不

多，但其蕴藏的油气资源量可能巨大。

由于业界在研究与工程技术方面的巨

大努力，作业公司在钻井、地层评价

和储层特征描述等方面将拥有越来越

多的解决方案。                                 —TS

^ 延长压力测试。GSPC 进行了延长压力测试，包括 15 天内连续三次的压降和压力恢复测试。为数据安全和冗
余保护，井下同时使用五款测量仪。前两次测试中遇到操作问题，测试结果由于压力数据受到干扰而导致失

败（蓝色）。第三次测试正常进行。收回测量仪后，发现除一款仪器正常外，其余均在进行第三次测试（唯

一成功的测试）前就已失效。获得的唯一可用数据来自高温高压版 Signature 压力计。（根据 Khan 等人的资

料修改，参考文献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