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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FID 技术的井下控制系统在随钻扩眼作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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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钻井过程中复杂的井下工况，对基于 RFID（射频识别）技术的井下控制系统进行了优化设计。对 RFID 通讯短

节及井下天线结构进行了电磁性能优化，通过试验确定了最优的天线与短节外壳内壁间距，减小了金属涡流的电磁干扰，保证

了系统稳定工作；根据 RFID 系统数据交换时间和现场钻井液流速，优化设计天线绕线长度为 300 mm，保证标签随钻井液高

速流过井下天线内部时被准确读取；对 RFID 读取控制系统进行了软硬件优化设计，增加了自适应优化模块和信号处理模块，

能够根据井下电磁环境的影响，自动调节系统工作频率，使系统工作在最佳状态，标签读取成功率 100%；通过优化算法、CRC
校验等方式，提高了控制信号解析的正确性。在江苏淮安顺 89 井成功进行了下井试验，验证了整个系统的工作可靠性和稳定

性。该研究为今后基于射频识别控制技术的井下工具开发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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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downhole control system was optimally designed to deal with the complex down-

hole situ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well drilling. First, the electromagnetic properties of RFID communication sub and downhole antenna 

were optimized and the optimal spacing between the antenna and the inner wall of the sub shell was experimentally determined, so that 

the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of eddy current is reduced and the RFID downhole control system can work stably. Second, the winding 

length of the antenna was optimized to be 300 mm according to the data exchange time of RFID system and the in-situ flowing rate of 

drilling fluid, so that the tag can be read accurately while it flows with the drilling fluid at high speed inside the downhole antenna. Third, 

the software and hardware of RFID reading control system were optimized and self-adaption optimization module and signal processing 

module were introduced, so that the working frequency of the system can be regulated automatic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downhole elec-

tromagnetic environment and the system can be kept in the optimal state with the success ratio of tag reading of 100%. Fourth, the ana-

lytical accuracy of control signals was improved by means of optimization algorithm, CRC check and so on. Finally, the whole system 

was successfully tested in Well Shun 89 in Huaian, Jiangsu. It is verified that the whole system is reliability and stability.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FID based downhole tool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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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识别技术是一种信息传输与控制技术，通

过一定频率的交变电流产生空间磁场的耦合，从而

可以识别特定的目标并进行数据信息的无线交互［1］。

近几年，RFID 技术开始应用于石油勘探开发领域，

特别是作为一种井下工具的控制手段，相比于传统的

投球式或压差式控制方式有其明显的技术优势［2-5］。

控制过程中不会改变管柱内通径，不需要磨铣操作，

且可以通过不同编码的标签实现对多个基于 RFID
技术的井下工具复合控制［6］。

国外，Weatherford 公司研制了多种基于 RFID
技术的井下工具，RipTide 随钻扩眼器于 2016 年在

萨哈林岛得到了成功应用；加拿大的作业者在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一口裸眼井采用基于 RFID 技术的开

关滑套完成了 10 段压裂作业，取得了不错的应用效

果［7-8］。国内，李光泉分析了基于 RFID 技术的滑套

工具关键技术［9］，建议开展井下射频标签、高性能线

圈、井下工具控制系统及机电液一体化执行机构的

研制工作；倪卫宁设计了一种 RFID 指令接收与控

制执行一体短节，并进行了室内性能试验［10］。与国

外研究相比，国内的 RFID 研究尚处于原理性验证与

室内试验阶段，尚未形成能够实际应用的产品。本

文针对基于 RFID 技术的井下控制系统实际应用工

况进行了井下环境适应性设计与优化，设计出的工

程样机成功应用于现场。

1　 基于 RFID 技术的井下控制系统及其存在
的问题

1.1　基于 RFID 技术的井下控制系统结构和工作原理

基于 RFID 技术的井下控制系统主要由 RFID
通讯系统和读取控制系统组成。RFID 通讯系统包

括 RFID 标签和井下天线两部分，读取控制系统由井

下控制电路和高温电池组成，两个系统通过连接器

实现通讯和控制信号的传输。总体结构见图 1。

图 1　基于 RFID 技术的井下控制系统总体结构
Fig. 1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RFID downhole control system

如图 1 所示，在地面将预先写入控制命令的

RFID 标签通过井口投放，标签随钻井液向下流动。

在通过井下天线内部时，获取天线发出的射频能量

后，将所携带的控制命令以电磁波的形式发送给读

取控制系统，井下控制电路中的微型处理器根据特

定的通讯协议对获取的信息进行解码，获得控制命

令，即可控制相应的井下执行机构动作。

1.2　存在的问题及优化思路

基于 RFID 技术的井下控制系统采用无线传输

方式，因此，确保井下控制系统接收并正确解析控制

命令是关键。但在实际使用中，井下工况恶劣，电

磁环境复杂，极大地影响了其工作的可靠性和稳定

性。如何保证控制命令既能“读的到”，又能“读的

准”，这就需要根据实际应用环境对系统进行优化设

计。基于 RFID 技术的井下控制系统的主要影响因

素包括：（1）RFID 通讯系统工作时，井下天线产生电

磁场，磁力线穿过周围金属环境，产生涡流，其伴生

的磁场削弱了原有井下天线内部磁场，严重时直接

导致 RFID 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标签信息读取失败是

影响 RFID 系统工作稳定性的重要因素。（2）不同应

用井况下钻井液成分不同，其电磁特性存在差异，井

下天线内通径是钻井液过流通道，因此，天线内部的

磁场受到的影响也不同，从而造成不同井况下 RFID
系统电磁性能差异，影响系统工作稳定性。（3）相比

常规的井下电路，RFID 电路对系统电气参数变化更

加敏感，因此，井下温度变化造成电路元器件电器参

数的波动以及元器件自身的噪声，使接收的控制信

号产生异变或毛刺，造成命令解析错误或失败，影响

RFID 系统的工作可靠性。

要想克服或减小这些因素对基于 RFID 技术的

井下控制系统的影响，就要从 RFID 通讯系统结构和

读取控制系统软硬件两方面进行优化设计。

2　基于 RFID 技术的井下控制系统优化设计

井下天线通交流电后，在天线内部及周围产生

电磁场，如图 2 所示，携带控制命令的 RFID 标签随

钻井液高速流过井下天线内通径时，在天线内部有

效磁场范围内获得磁场能量，将控制命令以电磁载

波的形式传递给井下控制电路。因此，井下天线所

产生的磁场强弱和有效磁场范围直接影响了标签读

取成功率，决定了控制命令传输的成败。因此，需要

根据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 RFID 井下天线及所在

的通讯短节结构进行优化改进。

2.1　RFID 通讯系统

2.1.1　井下天线电磁环境　根据涡流的定义可知，

部分磁力线穿过工具金属外壳，这是产生涡流的主



598 石油钻采工艺　2018 年 9 月（第 40 卷）第 5 期

要原因。当磁力线分布范围一定时，井下天线与工

具外壳内壁间距越大，磁力线穿过壳体越少，产生的

涡流影响就越小。但在实际结构设计中，受到钻井

液通量、工具壳体强度要求等限制，间距不能无限加

大，如何在实际应用中设计合理的间距，使其尽量减

少对井下天线电磁场的影响，保证 RFID 通讯系统的

正常工作，是设计的关键。通过对不同间距的通讯

短节进行磁场影响测试试验，获得了不同间距对井

下天线内部电磁影响变化曲线，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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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间距对天线内部磁场强度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spacing on the magnetic field intensity 

inside the antenna

变化曲线拟合公式为：

 y=0.0719x2–5.9214x+142.88 （1）
公式拟合度 0.996 5，能够比较准确地表征井下

天线与工具外壳内壁间距对井下天线内部磁场的影

响，可作为基于 RFID 技术的井下控制系统通讯短节

的结构设计参考。在测试中发现，当井下天线内部

磁场强度削弱小于 30%，RFID 通讯系统依然能正常

工作，因此，井下天线与金属外壳内壁间距 30 mm 是

一个可以接受的最小设计间距。

2.1.2　井下天线结构　从图 2 可以看出，天线内部

磁场的有效范围长度略小于线圈缠绕长度，因此，需

要设计足够的线圈缠绕长度，以保证标签随钻井液

高速通过天线内部时，标签有足够的时间将所携带

的数据发送出去，实现 RFID 控制命令的传输。线圈

缠绕长度设计公式为

 L ≥ vta （1）

式中，L 为线圈缠绕长度，m；v 为标签通过速度，   
m/s； t 为数据传输时间，s；a 为冗余安全系数。 

本文设计的基于 RFID 技术的随钻扩眼控制系

统选取工作频率为 125 kHz 的飞利浦 hitag 标签，根

据其数据手册，数据储存在一个 page 中，传输时间

为 10 ms；考虑到命令传输过程中可能出现错误中

断，以及冗余安全考虑，设定冗余安全系数为 3；标

签随钻井液流动，钻井液速度等同于标签速度，因

此，通过钻井液排量和天线内通径算出标签通过天

线内部时的速度为 10 m/s。则此次设计的井下天线

线圈缠绕有效长度应不小于 300 mm。

2.2　RFID 读取控制系统

在实际应用中，RFID 读取控制系统置于井底，

所处工况恶劣，电磁环境复杂，这就对其软硬件设计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既要保证读取控制电路在高温

振动下长时间稳定工作，又要保证能够适应不同的

井下电磁环境，实现较高的 RFID 通讯成功率。

2.2.1　RFID 读取控制电路　在 RFID 读取控制电路

设计中，加入了自适应优化模块、信号处理模块和数

据记录模块来提高系统工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其

设计方案如图 4 所示。

图 4　RFID 读取控制电路设计方案
Fig. 4 Electric circuit design of RFID reading control system

 （1）自适应优化模块。RFID 井下控制系统相当

于一个 LC 振荡电路，当系统实际输出频率与系统固

有频率相等时，系统达到谐振状态，此时井下天线产

生的磁场最强，标签读取成功率最高。井下电磁干

扰对 RFID 系统的影响表现为系统等效电感 C 的变

化，造成系统工作频率偏移而失谐，天线磁场变弱，

RFID 标签无法获得足够的能量而通讯失败。因此，

图 2　井下天线电磁场磁力线分布
Fig. 2 Magnetic flux distribution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 of 

downhole ant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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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钻井液和井下温度变化等不可预知的电磁

干扰，设计了一个自适应优化模块，通过监控电路实

时监控系统工作频率，当井下电磁影响使系统工作

频率超出正常范围（120~130 kHz）时，自适应优化模

块开始工作，井下微处理器根据电容阵列中不同电

容值进行计算比较，选择合适的电容值对系统等效

电容进行补偿修正，使系统频率重新回到正常工作

范围。并通过相位反馈监控频率相位，利用锁相环

跟踪保持相位差，使系统一直保持在最佳工作状态。

（2）信号处理模块。控制命令以电磁载波的方式

进行传输，极易受到井下电磁环境以及控制电路自

身噪声的干扰，出现异变或毛刺等情况，影响控制命

令的正确解析。因此，设计了信号处理模块，通过对

接收信号进行放大、滤波、整流和跟随处理，整形出

一个信噪比较高的耦合信号进入解调芯片，保证解

调出的控制命令的准确性。其中滤波电路采用有源

带通滤波器，消除井下以及电路自身的白噪声干扰。

（3）数据记录模块。基于 RFID 技术的井下控

制系统在使用过程中，无法保证时刻正常工作，当系

统出现异常状况时，为了便于事后分析研究，增加了

数据记录模块，作为控制系统的“黑匣子”。通过温

度传感器记录环境温度；通过记录井下天线工作电

压、输出频率等参数，反映 RFID 通讯系统工作状态；

记录读到标签的信息，用以统计标签读取成功率。

这些信息都将保存在数据记录模块中，掉电后不会

丢失，便于后续进行回读分析。

2.2.2　软件设计　为了提高控制命令译码的正确

性，防止控制信息在译码过程中被误译、错译和漏

译，设计控制命令解析软件时，通过采用添加数据同

步头的方法保证捕获到正确的控制信息，排除因干

扰造成信号线上异常跳变而出现误译操作；再通过

边沿触发和延时判断相结合的方式对捕获的信息进

行解析，保证译码信息的准确性，避免信号错译情况

的发生；最后通过对整个控制命令数据采用 CRC
校验的方式，保证接收控制命令的完整性，消除信号

部分漏译的可能性。通过软件优化，保证 RFID 通讯

数据解析的正确性和完整性。其优化解析流程图如

图 5 所示。

3　现场试验

3.1　试验基本情况

试验井安顺 89 井为二开斜井，垂深 2 180 m，造

斜点 1 200 m。钻井液密度 1.35 g/cm3。扩眼井段为

868~968 m，处于直井段。准备扩眼时，投放一组 3
个“开始扩眼”命令标签，控制扩眼器刀翼打开，进

行扩眼作业，并在扩眼期间投入一组 3 个测试标签，

完成目标井段扩眼后，投入一组 3 个“结束扩眼”命

令标签，控制扩眼刀翼收回，完成扩眼作业，工具顺

利取出。

3.2　试验数据分析

基于 RFID 技术的随钻扩眼器回收后，取出井下

控制电路，读取“黑匣子”记录数据，此次共投放 9
个试验标签，实际读取成功 9 个，读取成功率 100%。

整个系统井下工作状态数据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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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RFID 系统井下工作状态
Fig. 6 Downhole operating state of RFID system

3.2.1　测温曲线　从红色测温曲线可以看出，入井

前测温与地面气温一致，在下井过程中，随着井深的

增加，井下温度逐渐提高，工具下到预定井深后，开

始循环钻井液，在循环作用下测温略有下降，然后保

持不变，工具扩眼完成，开始从井底提出，测温随井

深减小而下降，最终趋于地面温度。整个试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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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软件优化解析流程
Fig. 5 Analytical process of software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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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温曲线变化符合井深温度变化规律，说明井下监

控记录系统工作正常，数据真实有效。

3.2.2　频率变化曲线　从蓝色系统频率变化曲线

可以看出，RFID 扩眼器入井前，系统工作频率为

123 kHz，处于正常工作范围。开始入井，系统频率

降低到 120 kHz，这是由于工具内部从空气变为灌

满钻井液，使系统等效电容升高，系统频率被拉低

到 120 kHz，尚在 120~130 kHz 范围内，因此自适应

优化模块没有立即工作。随着入井深度增加，环境

温度升高，使系统等效电容进一步升高，系统频率降

至 120 kHz 以下，触发自适应优化模块工作，通过电

容阵列优化匹配，将系统频率调整到 130 kHz，回到

120~130 kHz 的正常范围内。此后系统工作频率一

直稳定，表明系统正常工作，在工具提出井口后，工

具内部钻井液清空，系统等效电容减小，系统频率被

升高超过正常工作范围，再次触发自适应优化模块

工作，将系统频率调整到 126 kHz 正常范围。整个

过程自适应优化模块克服了井下电磁干扰，保证了

系统最佳工作状态。

4　结论

（1）对 RFID 通讯短节及井下天线结构进行了

电磁性能优化，选取最优天线与短节外壳内壁间距，

减小了金属涡流的电磁干扰，保证了系统稳定工作；

同时设计了天线绕线长度，保证标签随钻井液高速

流过井下天线内部时被准确读取。

（2）对 RFID 读取控制系统进行了优化设计。硬

件方面，增加了自适应优化模块和信号处理模块，能

够根据井下电磁环境的影响，自动调节系统工作频

率，使系统工作在最佳状态，提高了标签的读取成功

率；软件方面，通过优化算法、增加校验等方式，提

高了控制信号解析的正确性。从而在软硬件两方面

保证了控制命令被读取并正确识别。

（3）在江苏淮安顺 89 井成功进行了基于 RFID
技术的井下控制系统下井试验，验证了基于 RFID
技术的井下控制系统的工作性能。整个试验过程

RFID 控制命令均被正确识别并执行，标签读取成功

率 100%，电路中的自适应优化模块发挥了重要作

用，保证了系统的稳定工作。

（4）本文设计的基于 RFID 技术的井下控制系统

可作为一个独立控制短节，与多种井下工具相结合，

开发系列井下控制工具，发挥其控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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