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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现有柱塞气举控制系统功能单一，缺乏系统优化功能，仅依靠理论模型输入参数的缺点，设计了多模式优化下

的柱塞气举排水采气控制系统。该系统以 STM32 单片机为核心，通过实时采集油压、套压和柱塞到达井口的时间，经单片机优

化处理后控制气动薄膜阀的开关。现场应用结果表明，该系统保证了气井制度调整的实时性，达到了良好的气井排液效果，提

高了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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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isting control systems for plunger lift are characterized by single function with missing of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capacities. In addition, these systems require inputting parameters depending only on theoretical models. Accordingly, innovative control 

systems for water drainage and gas production with plunger lift have been designed under multi-mode optimization. With STM32 single 

chip computer as the core, the newly-developed system is capable of capturing tubing pressure, casing pressure and travelling time of 

the plunger to wellhead in real time. Upon processing and optimization by the single chip computer, the system may effectively control 

pneumatic diaphragm valve. On-site application results show the innovative system can adjust production systems of gas producers in 

real time to achieve desirable fluid drainage performance and to enhance working efficiency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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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塞气举是一种用于气井见水初期的排水采气

工艺［1］。柱塞气举排水采气技术中柱塞作为气体与

液体之间的机械界面，依靠气井自身能量，推动柱塞

以一种循环方式在油管内上下移动，实现周期性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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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2］，可有效防止液体滑脱和气体上窜，提高间歇举

升效率［3］。该技术被作为主体技术在哈萨克斯坦阿

克纠宾油田广泛应用，国内四川、吐哈等地油田也进

行了一定数量的应用。但在这些油田的应用都缺乏

系统优化功能，只能进行简单的定时开关井模式［4］，

使得柱塞气举工作效率低下，操作人员劳动增加，操

作和管理成本升高。因此功能单一、数字化水平低

已成为该技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5］。从柱塞气举应

用需求和工艺特点出发，研究设计了多模式优化下

的柱塞气举排水采气控制系统，有效提高了柱塞气

举排水采气效率。

1　柱塞气举控制系统原理
Principles of the control system for plunger 
lift

柱塞气举控制功能可实现对气井制度的及时调

整，保证气井排液效果，提高管理效率［6］。通过安装

在气井井口的柱塞气举控制器实时采集柱塞到达传

感器、油管和套管压力信号的变化情况，经控制器优

化处理后，控制电磁阀开关，达到驱动气源实现薄膜

阀开关来控制柱塞气举井运行的目的。控制器将气

井生产数据和柱塞运行周期等信息存储到 EEPROM
中，以便技术人员对运行制度进行分析。柱塞控制

器通过 RS485 与远程数据服务器通讯，将生产数据

和柱塞运行周期上传到服务器，方便执行远程操作。

图 1 为柱塞气举控制系统原理框图。

柱塞
控制器 电磁阀

驱动气源柱塞到达传感器

油压压力计

套压压力计

RS485

远程数据服务器EEPROM

时钟芯片

薄膜阀

液晶显示 输入设备

图 1　柱塞气举控制系统原理框图
Fig. 1 Block chart for principles of the control system for 

plunger lift

2　系统硬件设计
System hardware design

柱塞到达传感器采用霍尔传感器，当检测到柱

塞到达井口时，传感器输出高电平信号。柱塞控制

器捕捉到该信号后，产生中断服务程序存储时钟芯

片当前时间到 EEPROM 中。压力计采用数字式压

力计，其输出为 4~20 mA 电流信号，系统采用采集

型隔离模块 T1433P 将电流信号转换成 1~5 V 直流

电压输出，经 AD 转换后送控制器处理与运算后得

到油压和套压值。系统所选电磁阀为三通电磁阀，

当需要执行关井操作时，控制器输出高电平信号，控

制继电器关闭从而关闭电磁阀，使得驱动气源不能

进入薄膜阀［7］；当需要执行开井操作时，控制器输

出低电平信号，控制继电器导通从而开启电磁阀，使

得驱动气源进入薄膜阀。系统选用 RS485 与远程数

据服务器进行通讯，实时将工作参数上传给服务器；

EEPROM 选用 24C02，时钟芯片选用 DS1302，液晶

显示选用 12864 液晶屏。

3　模式优化
Mode optimization

为了有效减少柱塞上行的理论时间与实际时间

的差距，提高举升效率，系统设计了时间优化模式和

压力优化模式。现场操作人员可从按键输入灵活选

择优化模式类型。

3.1　时间优化模式

Time optimization mode
时间优化模式下，将系统工作时间分为 3 部分：

等待到达时间、续流时间、关井时间。等待到达时间

即从关井时刻开始到柱塞到达井口的时间，此时间

段以排液为主；续流时间即柱塞到达井口进行采气

的时间。控制器根据柱塞在井筒运行数学模型自行

计算等待到达时间、续流时间、关井时间的初始值，

鉴于气井工况的复杂性，系统设置有按键输入，方便

用户对等待到达时间、续流时间、关井时间的初始值

进行微调。控制器根据采集到的到达传感器信号进

行时间优化。

设等待到达时间为 t1，续流时间为 t2，关井时间为

t3，强制关井时间为 t4，柱塞理论上行时间为 t5，柱塞实

际上升时间为 t6，柱塞理论上升速度为 250 m/min，井
深为 s。其中，t 5=s/250，t1=2t5，t4=2t1。为了准确进行

时间优化，系统设置有优化比率的选项，优化比率 op

分别为 1∶1，2∶1，3∶1。
时间优化模式下可选择仅对续流时间进行优

化，仅对关井时间进行优化和对续流、关井时间同时

进行优化。当 t1 倒计时到 0 时，系统进入续流阶段。

此时判断 t6 与 t1 的关系，如果 t6 ＞ t1，说明柱塞在等

待到达时间内没有到达井口，系统转入强制关井阶

段，以提高井底压力，恢复井底能量；如果 t6 ＜ t1，

说明柱塞运行状态正常，在规定的时间内可到达井

口。如果 t6 ＞ t5，说明柱塞过缓到达，表明续流时间

过长或关井时间过短，则 t2、t3 调整为 t2'、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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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t6<t5，说明柱塞过快到达，表明续流时间过短或

关井时间过长，则 t2、t3 调整为 t2'、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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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程序实时检测 t6，t5 的关系，运用式（1）和
式（2）对续流时间和关井时间进行调整，从而达到优

化控制柱塞到达时间的目的。具体算法流程如图 2

所示。

3.2　压力优化模式

Pressure optimization mode
柱塞一个运行周期可以分为 3 个阶段：（1）等待

到达阶段：井底压力充足，推动柱塞向井口运动，井

口油压和套压下降［8］；当柱塞推动液体到达井口

时，因为排水油压迅速上升而出现峰值，油、套压力

处于平衡状态；（2）续流阶段：系统处于开井状态，在

采气的同时，井口油压下降到最低值，套压基本维持

不变［9］；（3）压力恢复阶段：当气井续流阶段结束之

后，系统进入关井状态，柱塞自行下落到井底，井口

油套压都不断升高，直到压力恢复到预定值进入下

一周期。柱塞气举周期运行规律如图 3 所示。

等待到达时间t1倒计时结束

判断等待到达时间t1＞柱塞
实际到达时间t6

判断t6＞t5

如果仅关井 如果仅续流 续流和关井 如果仅关井 如果仅续流 续流和关井

Y N
Y

N
强制关井 强制关井是否结束

Y
N

增大t3 减小t2 增大t3
减小t2

减小t3 增大t2 减小t3
增大t2

续流阶段

判断t2是否结束

Y
N

关井阶段

判断t3是否结束

Y
N

结束

图 2　时间优化模式流程
Fig. 2 Process flow for time optimization

通过分析柱塞气举周期运行规律，确立需要

根据气井生产中套压实际数据作为制度设立的

依据［10］。如图 3 所示，某井开井时刻的套压值在

2.947~3.358 MPa 之间，关井时刻的套压微升值在

0.019~0.067 MPa 之间。因此系统确定开井时套压

值 p1 为 3.3 MPa，关井时微升压力值 p2=pn-pm 约为

0.03 MPa。设 p3 为控制器实测套压值，p4 为控制

器实测油压值，控制器实时采集油套压值，并进行

比较，当 p3= p4 时，此时压力用 p5 表示。当 p3≥3.3 
MPa 时，控制器控制电磁阀导通，执行开井操作；当

p3≤p5+0.03 MPa 时，控制器控制电磁阀关闭，执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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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柱塞气举周期运行规律
Fig. 3 Patterns for periodical operations of the plunger l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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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操作。具体算法流程图如 4 所示。
开始

电磁阀关闭

Y

N

执行开井操作

实时采集p3,p4,记录p5的值

Y
执行关井操作

N

结束

扫描p3，判断

p3≥33.3 MPa?

p3≤p5+0.03 MPa?

图 4　压力优化模式流程图
Fig. 4 Process flow for pressure optimization

4　现场试验
Field tests

选择哈 34-18 井进行柱塞气举排水采气的多模

式优化，该井深 3 496 m，平均地层压力 15 MPa，油
管内径 62 mm，试验前平均油套压差约 2.8 MPa，产
气量为 0.34×104 m3/d。应用柱塞气举排水采气控

制系统后，该井生产平均油套压差仅为 0.4 MPa，产
气量由 0.34×104 m3/d 提高至 0.57×104 m3/d，柱塞

运行平均速度为 247 m/min，柱塞能在等待到达阶段

平稳运行至井口，并且在续流状态下可以稳定在柱

塞气举井口防喷管上部，多模式优化下的柱塞气举

控制系统运行效果明显，很好地控制了柱塞上行速

度。哈 34-18 井柱塞气举多模式优化设计运行结果

如表 1 所示。

表 1　哈 34-18 井柱塞气举多模式优化设计运行结果
Table 1 Performances of multi-mode design optimization for plunger lift in Well Ha-34-18

开井时刻
开井套压 /

MPa
开井油压 /

MPa
开井时间 /

h
关井时间 /

h
微升压力 /

MPa
生产周期 /

h
柱塞速度 /

m·min-1

2015-08-13 10：28：40 3.415 3.278 0.89 0.45 0.031 1.34 370.3

2015-08-13 11：48：44 3.321 2.932 1 2 0.029 3 257.1

2015-08-13 14：48：44 3.401 3.004 1 2 0.028 3 249.8

2015-08-13 17：48：44 3.395 2.956 1 2 0.032 3 245.7

2015-08-13 20：48：44 3.297 2.912 1 2 0.034 3 251.8

2015-08-13 23：48：44 3.419 3.012 1 2 0.029 3 259.6

2015-08-1402：48：44 3.503 3.121 1 2 0.028 3 247.9

2015-08-1405：48：44 3.431 2.987 1 2 0.036 3 254.3

5　结论
Conclusions

（1）多模式优化下的柱塞气举控制系统是对可控

因素续流时间、关井时间和开井时套压等参数进行

优化。在时间优化模式下，通过实测柱塞到达井口

时间与理论时间进行比较，利用算法控制续流和关

井时间；在压力优化模式下，通过实时测量井口油

套压，利用套压微升原理，控制系统开关井时间。

（2）系统以 STM32 处理器为核心，经过调用多

模式优化程序控制电磁阀的工作，从而控制气井的

生产状态，有效解决了现有柱塞气举控制系统功能

单一，仅依靠理论模型输入参数的缺点，提高了系统

优化功能。

（3）在哈 34-18 井试验了柱塞气举多模式优化设

计，柱塞运行状态平衡，产量大幅提高，验证了多模

式优化的可行性，为柱塞气举技术的推广提供了有

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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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er Hughes 公司开发高效率与低成本

的水平井人工举升设备

美国 Backer Hughes 公司近期研制出一种改进

型的水平井抽油设备“Heal 水平井人工举升系统”，

具有成本低，抽油效率高的特点。水平井采油工艺

特点为井底液体流量不稳定，流态紊乱。而 Heal
系统则克服水平井底流体波动速率，以及液流的激

励作用与固体、气体的干涉作用等不利因素，从而

延长设备作业时间，提高举升效率，降低设备维修

费用。Heal 系统设计特点为将举升泵安装在水平

井的垂直段底部，并在泵的入口处安装一个分离涡

流装置，使得进入举升泵的液体平稳，从而延长泵

的无故障工作时间，降低修泵修井成本。Heal 系统

可以安装在新井与老井上，试油后自喷的水平井也

可提前安装，以便水平井开发后期进行机械举升。

这套系统还可以根据需要，稍加改装以进行气体举

升。现场实践证明，Heal 系统可以延长水平井生产

寿命 30% 以上。

（郭永峰编译　E-mail：guoyf2@cosl.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