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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一些含气量不稳定的生产井 ,使用现有计量站的计量工艺技术进行计量比较困难的现状 ,研制了

生产井站多参数地面测试仪。 现场试验表明 ,利用该仪器能够同时录取流量、含水、井温、进站压力等参数 ,地面接

收仪自动采集信号 ,将流量、含水、压力、温度显示于屏幕 ,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提高了劳动效率 ,具有良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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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计量站计量工艺技术多以两相分离器为主

体 ,靠人工或浮子连杆调节阀控制液面。在原油粘度

较大、气量不稳定的情况下 ,量油误差较大。低产间

歇出油的生产井 ,由于不能连续计量 ,误差更大。现

有计量站不能对油井含水进行连续测量 ,而仅靠取

样化验 ,使得油井管理水平不能满足现代化管理的

需要。国外 KOS公司生产的三相计量系统由于造价

昂贵、仪器标定复杂 ,难以在国内广泛应用。为此 ,研

制了生产井站多参数地面测试仪。

生产井站多参数地面测试仪能够同时录取流

量、含水、井温、进站压力等参数 ,测量范围大、精度

高、操作简便 ,适于生产井站的应用。

一、结构原理

生产井站多参数地面测试仪由一次仪表和单片

机接收仪两部分组成。一次仪表由组合流量计、压力

变送器、温度变送器、含水测量筒、含水变送器以及

管阀附件组成 (见图 )。

1.组合流量计　由重量流量计与容积式流量计

组合而成。 当气体含量较大、气液比大于 3、气液能

够分离时 ,重量式流量计将气液分离后计量出液体

的流量 ,传输到单片机测量仪 ;磁耦合弹性容积流量

计也有信号输出 ,但由于气体体积膨胀造成较大测

量误差 ,该信号不被采纳。 当气液比小于 3,以及气

体不能在缓冲器中分离时 , 重量式流量计的称重机

生产井站多参数地面测试仪示意图

构不能正常运行 ,该部分无流量信号产生 ,磁耦合弹

性容积流量计所测量的介质中气体较少 ,误差在允

许范围内 ,其流量信号传输至单片机测量仪 ,经计算

处理 ,显示并打印。

2.压力变送器　采用隔离式扩散硅传感器作为

测量元件 ,配以独特的放大电路 ,采用标准的二线制

传输方式 ,属安全防爆标准设计 ,适于井站等特殊场

所安装。 介质在通过压力、温度变送器时 ,变送器将

温度、压力物理量转换成与之相对应的 4～ 20mA

电流信号 ,经安全栅传输到单片机测量仪。

3.含水传感器　采用差压平衡原理 ,测量筒内

流动的油水混合物。由于其密度不同 ,在测量窗两点

间产生压差 ,传感器内的平衡管中有初始状态的油

水混合物 ,它们不随外界流体的流动而流动 ,但外界

流体的压力可通过 2个贮存室传递给平衡管 ,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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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传递到平衡管内部 ,引起分离液柱高度的变化。当

含水率一定时 ,平衡管中油水柱的压差之和与介质

在取样口间的压差相平衡。 感应式传感器检测平衡

管油水液柱的高度变化 ,并将之转换成线性的脉冲

信号 ,传输到单片机测量仪。

4.单片机测量仪　由 8031主芯片、程序存储

器、数据存储器、 A /D转换、宽温液晶显示屏、触摸

键、直流电源、微型打印机等组成。在提供给流量、压

力、温度、含水等一次仪表直流电源的同时 ,各传感

器输出的电流、脉冲信号 ,通过 A /D转换输入 8031

主芯片 ,经过数据处理后 ,存入数据存储器 ,并接受

键盘的指令 ,将测量结果显示并打印。

二、主要技术指标

( 1)流量测量范围: 0～ 300m
3
/d,± 5% F· S;

( 2)含水测量范围: 0～ 100% , ± 5% F· S;

( 3)温度测量范围: 0～ 150℃ ,± 0. 5% F· S;

( 4)压力测量范围: 0～ 1. 6M Pa,± 0. 5% F· S;

( 5)介质粘度范围: 0～ 2000mPa· s;

( 6)适用环境温度: - 20～ + 80℃。

三、技术特点

1.组合流量计测量范围为 0～ 300m
3
/d,能够适

应不稳定含气油井 ,与常规流量计相比 ,节省了消气

器、过滤器等辅助设备。

2.差压平衡式含水传感器利用压力传递方式 ,

解决了探头被原油粘连的问题 ,提高了测量精度。

3.该测试仪器体积小 ,易于安装 ,既适用于计量

站进行多井计量 ,也可安装于单井进行重点监测。

四、现场应用情况与效益分析

1.现场应用情况　生产井站多参数地面测试仪

选择任 26计、任 20计 2个井站作为试验现场 ,任

20计管辖任 233、任 234、任 335、任 337、任 345、任

347、任 387共 7口油井 ,其中 4口 70mm泵、 2口

 83mm泵、 1口电潜泵 ,流量范围 40～ 260m
3
/d。任

347井气油比为 7. 7,其余无气油比记录 ,含水率

80% ～ 98%。任 26计共管辖 6口油井 ,即任 239、任

338、任 341、任 343、任 243、任 471井 ,流量范围 60

～ 130m
3
/d,气油比无测量记录。从分离器压液面分

析得知 ,部分油井含气不稳定 ,含水率均在 90%以

上 ,油压 0. 5M Pa,油井温度 50～ 80℃。 任 26计、任

20计现有计量工艺流程是两相分离器、腰轮流量计

量油 ,部分油井液面控制困难。

多参数地面测试仪在现场试验中 ,对任 26计、

任 20计共计 13口油井的流量、含水、压力、温度等

参数进行了自动连续测量 ,从而计量出单井的产液

量及油井压力、油井温度。

井站多参数测量时间: 单井为 1h ,原计量流程

单井计量时间 1h,以下流量试验结果为同时间内测

量数据 ,含水值为当日化验结果。

任 26计、任 20计现场试验结果见表。

　　 2.应用效果　生产井站多参数地面测试仪应用

在任 26计、任 20计。两个站共管理油井 13口 ,流量

范围在 40～ 200m
3 /d内 , 油井含水 60% ～ 90% , 单

任 26计、任 20计多参数地面测试仪测试结果表

站 号 井 号
日产油 /m3 日产水 /m3 含水 /% 油压 /M Pa 温度 /℃

多参数 原计量 多参数 原计量 多参数 原计量 多参数 原计量 多参数 原计量

任 26计

任 243

任 338

任 341

任 343

任 239

任 471

2. 32

6. 57

3. 49

4. 80

1. 5

8. 7

2. 30

6. 50

3. 50

4. 1

1. 2

9. 6

57. 1

94. 6

93. 7

127. 6

56. 9

86. 9

56. 5

93. 9

94. 8

125. 9

57. 5

85. 0

96. 1

94. 6

96. 5

96. 4

99. 1

90. 0

96. 1

94. 4

96. 4

96. 8

97. 9

89. 8

0. 49

0. 48

0. 49

0. 51

0. 50

0. 50

0. 48

0. 48

0. 48

0. 50

0. 49

0. 50

62. 47

65. 68

59. 76

58. 24

53. 86

62. 76

63. 3

67. 4

60. 3

57. 3

53. 2

62. 4

任 20计

任 233

任 234

任 335

任 337

任 345

任 347

任 387

3. 0

2. 8

7. 4

2. 37

3. 62

15. 3

44. 2

2. 2

2. 3

6. 8

2. 4

3. 8

14. 6

40. 6

46. 5

132. 6

112. 3

143. 6

131. 8

118. 9

210. 3

45. 1

134. 2

110. 1

141. 5

133. 7

117. 5

212. 6

93. 9

7. 9

93. 8

98. 4

97. 4

88. 7

82. 8

95. 3

98. 3

94. 2

98. 3

97. 2

88. 9

84. 0

0. 496

0. 484

0. 503

0. 497

0. 501

0. 467

1. 23

0. 49

0. 47

0. 50

0. 50

0. 50

0. 46

1. 19

54. 47

70. 43

53. 76

67. 92

64. 34

61. 02

82. 46

54. 3

70. 1

56. 9

68. 3

63. 6

62. 7

8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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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含气不稳定。现有计量工艺为玻璃管分离器及腰

轮流量计 ,单井计量费工费时 ,给日常管理增加了许

多困难。使用多参数测试仪之后 ,液量计量可不进分

离器而直接由组合流量计计量 ,含水传感器同时测

量出该时间内的平均含水率 ,操作工可在工作间同

时观察油井温度及压力的变化。 产液量测量结果与

腰轮流量计吻合较好 ,含水率与化验室化验结果在

累计时间内误差较小。 生产井站多参数地面测试仪

经过每天的单井计量测量 ,油、水液量测量结果与两

相分离器、腰轮流量计吻合较好 ,含水率与当日取样

化验基本相符 ,与月报统计符合较好。压力、温度准

确度均优于机械压力表及玻璃温度计。

3.效益分析　井站多参数地面测试技术的经济

效益及社会效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井站多参数地面测试仪在流量测量上采用

组合流量计 ,它与传统的两相分离器或腰轮流量计

相比 ,节约了消气器、过滤器等辅助设备 ,从而减少

了投资成本。 差压平衡式含水传感器通过 2个测量

室与油水介质进行压力传递 ,避免探头与原油的接

触 ,防止探头的结垢、结蜡 ,从而使含水仪维护周期

比同类仪器延长 2～ 3倍 ,降低了仪器的运行费用。

( 2)井站多参数地面测试仪具有自动测量的功

能 ,易于操作 ,与传统计量工艺相比 ,有效地降低了

工人的劳动强度 ,能使现有计量站在人员不便的情

况下 ,投入更大的劳动力 ,实施单井现场管理 ,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 ,减少停机时间 ,提高油井生产时效。

( 3)该项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地提高科学管理

水平。井站多参数测试仪集测量流量、含水、温度、压

力为一体 ,对于重点井可实施长时间连续跟踪测试 ,

为油井生产动态管理提供准确的资料 ,并对措施井

的效果进行综合评判 ,同时正确地评价单井的产油

量 ,也为目前的分队计量、单井承包提供公正合理的

标准 ,提高了科学管理水平。

( 4)井站多参数测试仪结构设计合理、体积小、

易安装 ,安装费用较低 ,由原有计量站改造投入较

少。测量的参数 ,可任意组合使用 ,既可应用于计量

站 ,也可根据现场需要用于单井测量。该仪器研制过

程中 ,通过优化设计方案 ,采用新工艺、新技术 ,在保

证技术性能的前提下 ,提高了产品的标准化程度 ,从

而降低了制造成本 ,与同类产品相比有较好的性能

价格比 ,提高了油田开发综合效益。

五、结论

生产井站多参数地面测试技术方案设计合理 ,

组合流量计测量范围宽 ,能够适应不稳定含气油井

的计量要求。 与现有计量工艺相比 ,能够节省消气

器、过滤器等辅助设备。差压平衡式含水传感器采用

压力传递方式 ,提高了含水传感器的使用寿命。该技

术集流量、含水、压力、温度测量于一体 ,测量时自动

录取数据 ,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提高了工作效

率 ,具有良好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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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7井钻井现场手记》出版

最近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钻井技术新

书《 BS— 7井钻井现场手记 海洋钻井技术在陆

地油田的初步应用》 (作者郭永峰 )。

此书以现场手记的形式介绍了作者 1998年在

大港油田板深 7井施工现场所撰写的 38篇“情况反

映” ,是我国第一本介绍海洋石油钻井技术在陆地油

田初步应用的技术书籍 ;板深 7井的钻探成功 ,导致

了大港油田千米桥地区大型气田的发现。

此书写法独特 ,文字生动 ,描述具体 ,给人以身

临其境的感觉 ;内容涉及钻井设计与施工、钻井液、

地质、录井、测井、固井、油藏、试油、机械、井场管理

等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适合于石油钻井

界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和工人阅读、参

考。

(国华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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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PRODUCING METHOD PIPE STRING WITH
LAYER BY LAYER

by Zhang Jian, Liu Zhongyun, Song Bin, Cong Hongliang , Li Guang

Abstract　 The pipe string o f pr oducing method with lay er by laye r wa s designed acco rding to the pr oblem tha t efficiency

o f mechanical w ater plugging and success ra tio is low in moderate- high wa ter cut stag e in field development. U sing tw o

types switch ma tching with packer examina tion and sealing by itself, th e sealing property of the packer testing and th e sta tus

o f on- off o f the switch testing o f this pipe string w ere implemented w ith once pipe. This can achiev e separa te lay er recover y

la yer by lay er and oil prospecting w ate r plugging. The str uctur e, techno lo g y theo ry and pa rameter of this pipe w ere

int roduced. By 35 w ells field testing , the efficiency is 94. 3% and the adding up incr ea se pr oductiv ity is 16 290 t.

Subject heading　 separa te laye r recovery　 w ate r locating　 mechanica l　 w ater plugg ing　 pipe string　 r esea rch　
application

WELL COMPLETION TECHNOLOGY ASSOCIATE WITH OVER- HIGH PRESSURE

PERFORATION AND OIL WELL STIMULATION
by Wang Yuanming, Chen Yuxiang

Abstract　Well completion tech no lo gy associa te with ove r- high pressure per fo ra tion and o il w ell stimula tion is a new

technolog y developing in abroad. The basic theo ry and th e status of the technolog y ar e nar ra ted. Th e pro cess of the opera tion

is introduced. Th e over- high pressure per fo ration technolog y can associa te w ith acidi zing o r frac turing , which can be used in

carbona te reserv oir and low pressure and low permeability pools. The techno log y can reduce operation far e and improve

productivity index. The over- high pressur e perfo ration technolog y also can associa te with sand cont rol techno log y , which

can be used in unconso lidated sandstone reserv oir. This technolog y can r educe po llution and improve sand contro l effects.

From the pressure buildup curv e of 16 w ells who used over- high pressure , the skin fac tor of 14 w ells is nega tiv e.

Subject heading　high pressure　 perfo ra tion　 f racturing　 acidizing　 w ell completion

NEW HIGH PRESSURE CLOSED SYSTEM CABLE PERFORATION EQUIPMENT
AND IT 'S FIELD TESTING TECHNOLOGY

by Tong Shibin, Luo Hongwei, Xu Wei

Abstract　 Th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studying with th e new high pressure clo sed sy stem perfo ra tion was expound. The

constitute and effect, the technolog y principle, the main technical targ et and top tech no lo gy we re expound also. This setting

w as constituted by high- pressur e lubrica tor , blowout prevente r, injec tion oily pump, clo sed gate v alv e and conversion tie-

in. The high- pressur e cable closed perfo ra tion equipment can be used in a ll kind of oil and gas w ells with pressure. It can be

used in fishing dow nhole fish and in bridge plugg ing in f racturing with pr essur e. Th e se tting can prevent blow out efficiency

and can prevent envir onment pollution.

Subject heading　high pressure　 closed sy stem　 cable telemetr y system　 per fora tion　 equipment　 application

FRACTURING TECHNOLOGY WITH ALTERATION DISCHARGE CAPACITY AND
IT 'S FIELD APPLICATION

by Wei Bing , Chen Ping , Zhang M ian, Gao Hongping , Hao Xiang lan

Abstract　 A frac turing technolog y with a lteration discharg e capaci ty was put fo rwa rd, it 's mechanism and applica tion

condition was probed. It was acknow ledged that thr ough the instantaneous altera tion o f dischar ge capacity , the proppant

could be send to deeper and the fra cturing could be suppor ted longer at the sam e time th e height of frac turing w as contro lled.

The near w ellbo r e a rea oil resistance fo rce wa s decreased af ter the cuneifo rm sand body was fo rce with quickly enhanced sand

fluid ra tio.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 f 13 w ells in Changqing Oil Field indica ted tha t the crude output wa s incr ea sed 83. 31

percent. This tech no lo gy ha s a sample field ope rato r step and a rema rkable incr ea se productiv ity benefit. The technolog y is a

va lid increase productivity measure in thin lay er with smaller st ress producing fo rma tion and intercala tion and in reserv oir

with bo ttom w ater.

Subject heading　 variable quantity　discharg e capacity　 fracturing　 applica tion　 condition　 effect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MULTI- PARAMETER GROUND TESTING
TECHNOLOGY IN PRODUCTION WELL AND STATION

by Xiao Bing , Fan Buxiao , Qi Xuezh eng , Zhao Henian, Wang Xing zun

Abstract　 The multi- pa rame ter surface testing instr um ent o f pr oducing well and sta tion was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that some w ells with instability ga s content and gaging techno lo g y o f mea suring station now is mo re difficulty. Field

testing indicate tha t using this instr ument can mat ricula te flow , wa ter cut , w ell tempe ratur e and inflow station pr ess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surface receiv er can acquisitio n pa rame ter automatism and can show flow, wa ter cut , pressure and

tempera ture on screen. The techno lo g y can lighten labo r intensity of wo rker s and improve labo r efficiency. It has a bet ter

economic benefit and socie ty benefit.

Subject heading　producing　 acquisitio n station　 multiva ria te　 flow　 wa ter cut　 w ell tempera ture　 pressure　 testing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