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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测井深度定位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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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以工业计算机为核心的石油测井深度定位测量系统 ,叙述了接箍测量原理、接箍测量传感器、

系统组成以及具体硬件电路和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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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测井系统中必须准确地测定测井仪器在

井筒中的位置和深度。油井的井筒是由固定长度

为 L的特制钢质套管通过接箍拧在一起构成的 ,

因此依次记录套管的节数 N 就可确定测井仪器

在井筒中的深度位置 S= N L ,其分辨率为套管的

长度 ( 10m级 )。若同时辅以深度编码测量系统 ,

测井仪器每移动 1m,带动编码器转动 1圈 ,输出

480个脉冲 ,即把 1m 480等分。记录编码器的输出

脉冲个数 ,就可准确测定测井仪器的位置 ,其分辨

率为 1 /480m ( cm级 )。我们在江汉油田委托项目

“井下实时摄像系统”中所使用的深度测量系统就

是由接箍定位和编码器结合组成的 ,其精度远超

出了用户提出的技术指标要求。

1　接箍测量原理

井筒中两节套管的联接处是用接箍拧在一起

的 ,因此这个接箍将使套管的质量产生变化 ,若能

检测出这个变化 ,并给予记录 ,就可记录出套管的

节数 N ,即实现了深度定位测量。依此原理采用

的接箍测量传感器如图 1所示。它由两块永久磁铁

和一个被绕在铁芯上的线圈组成。两块磁铁以磁

极相同的面放在线圈两边 ,使磁力线正好穿过线

圈。正常情况下 ,线圈处于平衡状态 ,无信号输出 ;

当传感器通过套管接箍处时 ,由于套管的质量 (即

磁介质 )发生变化 ,对磁通产生扰动 ,打破了平衡

状态 ,在线圈中产生磁通变化率 dh/dt。根据法拉

弟电磁感应定律 ,线圈中将产生感应电动势 X= N

(dh/dt ) ( N为线圈匝数 ) ,于是线圈检测出这个扰

动 ,输出一个脉冲信号。因此 ,每当线圈经过一个

接箍时就输出一个脉冲信号。记录这些脉冲信号

就可记录套管的节数 N ,进而测定传感器位于井

筒中的深度位置 ,实现深度定位测量。

图 1　接箍测量传感器

Fig. 1　 Hoop-jo ining Surv ey Senso r 's

Composition Blo ck Dag ram

2　深度定位测量系统组成原理

限于篇幅本文仅介绍接箍定位测量系统 ,有

关深度编码器测量电路另文叙述。本系统由井下

仪器、地面仪器和 486工业计算机组成 ,系统组成

框图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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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深度定位测量系统组成框图

Fig. 2　 Depth Position System 's

Composition Blo ck Diag ram

2. 1　接箍信号放大器

接箍信号放大器电路如图 3所示。其工作原理

分析如下:当接箍测量传感器经过接箍时 ,在线圈

L中产生感应电动势X,并经由 IC2、 IC3、 IC4所构

成的数据放大器和由 IC5构成的反相放大器放大

为足够幅度的接箍信号 ,由 C7耦合到测井电缆的

电源线上传输到地面仪器系统。本电路的供电电

压为± ( 15～ 25V ) DC,通过由 D1、 D2、 D3和 D4

组成的二极管桥路 ,不管供电电压是正还是负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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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接箍信号放大器电路

Fig. 3　 Hoop-joining Signal Amplifie r Circuit

点始终为正 ,B点始终为负 ,然后经 IC1 ( LM 117)

和 IC1′LM ( 137)稳压为± 12V的直流电压 ,供整

个电路使用。

2. 2　接箍信号处理器

接箍信号处理器电路如图 4所示。经过测井电

缆长距离传输后达到地面的接箍信号 ,幅度小并

带有严重畸变。为此先由 IC6所构成的反相放大

器放大 ,并通过 C10对其微分 ,再经由 IC7所构成

的反相比较器整形 ,从而得到规整的接箍信号

图 4　接箍信号处理电路

Fig. 4　 Hoop-joining Signal Processing Circuit

图 5　接箍信号计数器电路

Fig. 5　 Hoop-joining Signal Counte r Cir cuit

脉冲 ,以便计数。

2. 3　接箍信号计数器

接箍信号计数器电路如图 5所示。油井深度一

般在 3 000m以上 ,因此将产生 300个以上接箍信

号 ,故计数器必须多达 9位以上。本电路用 3片

74LS191 ( IC8、 IC9、 IC10 )四位同步二进制计数器

级联成 12位可加、减的同步计数器 ,计数值可达

212= 4 096。加减控制通过开关 K来控制 ,当测井

仪器从上向下运动时 , K打开 ,计数器的 U- /D端

接高电平 ,此时为加法计数器 ;当测井仪器由下向

上运动时 , K合上 ,计数器的 U
- /D端被接地 ,此

时为减法计数器。计数器的清零信号由 I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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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LS32)提供。计数器输出值的低 8位由 IC12

( 74LS373)数据锁存器锁存 ,高 4位由 IC11锁存 ,

并分两次经过 IC13 ( 74L S245)三态总线收发器 ,

依次从端口译码地址 Y 2( 02F2H)和 Y 3( 02F3H)

读入 486工业计算机。

2. 4　计算机接口电路

计算机接口电路如图 6所示。本电路采用的是较为

灵活的开关译码方式 ,选用端口在 0200H～

03FFH范围内可通过 SWDIP开关的设置值改变

图 6　计算机接口电路

Fig. 6　 Computer Int erface Circuit

设置 ,本电路设置 02F0H～ 02F7H为选用端口。

3　小结

本系统的地面仪器部分制成一块专用卡插在

486工业计算机的扩展槽中。井下仪器部分安装于

一个 60mm的不锈钢密封筒中 ,可工作于压力小

于 30M Pa、温度低于 80℃的环境中。系统软件在

Window s环境下利用 Micro sof t Visual Basic语

言编制而成。本系统作为“井下实时摄像系统”中

的深度定位测量 ,在 2km的注水井中实际测量数

据表明 ,其定位误差可消除 ,而深度测量误差小于

0. 01m ,相对误差小于 5× 10
- 6

,远远小于用户提

出的 10- 3的技术指标要求。本系统也适用于其它

基于 IBM-PC计算机的油田测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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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pth Position System for Oil-Well Lo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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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 roduces a depth po sitio n system fo r oil-w ell log ging based on indus-

trial computer and detail s the principle of hoop-joining surv ey , hoop-joining surv ey sensor ,

the system 's composi tion, and i ts specific hardwa re circuit and w ork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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