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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石油测井深度光电编码器测量系统的测量原理、系统组成以及电路分析 ,同时在对系统误差

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具体校正方法。

关键词　石油测井 ;光电编码器 ;深度测量 ;工业计算机

分类号　 TN2; TM935; P234; TE15

　　在江汉油田委托科研项目《井下实时摄像系

统》中 ,为了精确地测定 CCD摄像机在井中的位

置及深度 ,我们采用了套管接箍定位系统测定摄

像机位于井筒中的哪一节套管中 ,同时采用光电

编码器深度测量系统测定摄像机位于该节套管中

的具体位置 ,进而得到摄像机位于井筒中的准确

位置及深度。整个深度测量系统的分辨率达到 2

mm,相对误差小于 10
- 5
。

1　深度测量原理

1. 1　光电编码器原理

光电编码器是一种将角位移转换成对应数字

代码 ,集传感器和模数转换于一体的数字式测角

仪。增量式光电编码器主要由光源、编码盘、接收

电路和整形放大电路等单元组成 ,原理见图 1。

1.主光栅刻线 ; 2.零位光栅 ; 3. 主光栅 ; 4. 光源 ;

5.指示光栅 ; 6.接收元件 ; 7. 转轴 ; 8. 球轴承

图 1光电编码器原理图

Fig . 1　 De tail Draw ing of Pho to elet ric Encoder

光电编码器的光源由 3只红外二极管组成 ,

接收单元由 3只光电三极管组成 ,两者一一对应 ,

编码盘由主光栅和指示光栅组成。发光二极管发

出的红外光经过编码盘照射到光电三极管上 ,当

主光栅旋转时 ,形成光闸莫尔条纹。光电三极管接

收到这些明暗交替的光电信号 ,经放大整形后 ,输

出矩形脉冲。每一输出脉冲代表某一角位移 ,其分

辨率由光电编码器的线数 (每周的线数 )决定 ,

线数越多角位移的分辨率越高 ,当周长固定时线

数越多其线位移分辨率也越高。 为了判别旋转方

向 ,增量式光电编码器设有相位差为 90°的 A、B

两相矩形脉冲输出。当 A相超前 B相 90°时 ,表

示码盘正转 ,反之为码盘反转。

2. 2　深度测量原理

油井的井筒是由已知长度的特制钢质套管用

接箍拧在一起连接而成 ,因此利用套管接箍定位

系统可准确地测定摄像机所在的套管。但因其定

位分辨率为套管的长度即 10 m ,远远满足不了要

求。摄像机在井筒中的深度又可表示为测井电缆

在井筒中的位移 ,所以整个深度测量系统分辨率

的提高可转变为位移量测量分辨率的提高。在测

井电缆位移量测量中我们采用光电编码器作传感

器 ,将测井电缆绕在传动辊上 ,光电编码器与传动

辊同轴。这样光电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就对应于

测井电缆的线位移量。设传动辊的半径为 R、光电

编码器的线数为 N ,则每个输出脉冲代表的线位

移为 d= L /N = 2πR /N。

本系统传动辊的半径为 53 mm ,选用 480线

的光电编码器 ,则 d = 2 mm ,也就是分辨率可达

2 mm,远远超出了技术指标所提出的要求。

2　系统组成

2. 1　系统组成原理框图

本系统主要由光电编码器、长线驱动电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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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鉴相电路、可加减计数器及工业计算机接口 电路等单元组成 ,如图 2所示。

图 2　系统组成原理框图

Fig. 2　 Block Diag ram of Sy stem Composition

2. 2　系统工作原理

由于光电编码器安装于测井电缆车上 ,距测

井仪器车有一定的距离 ,由此需将光电编码器输

出的 A、B相计数脉冲经长线驱动器驱动 ,传输到

测井仪器车中。正反转鉴相电路判断 A、B的相

位 ,并由标志位的高低来表示摄像机是下放还是

上提 ,同时标志位的高低控制可加减计数器作相

应减或加计数 ,减计数表示下放 ,加计数表示上

提。 486工业计算机通过接口电路读取计数器的

值 ,并作相应换算就可确定摄像机在套管中的精

确位置。

2. 3　正反转鉴相电路及可加减计数器电路

本系统其它电路均为常规电路 ,因此本文仅

重点介绍正反转鉴相电路和可加减计数器 ,电路

如图 3所示。

光电编码器输出的 A、B两相计数脉冲其占

空比均为 50% 的矩形脉冲 ,两者有 90°相位差。

二极管 D1、 D2组成一个逻辑或门 ,当 A、B相或

后成为占空比为 75% 的矩形脉冲作为 C相 ,将

其经 R 1、C1组成的移相器延时后作为四 D寄存

器 74 LS 173的时钟脉冲 D,将 A相作为寄存信

号 D1。当 A相超前 B相 90°时 ,寄存器的输出 Q1

为高电平 ,而当 A相滞后 B相 90°时 ,寄存器的输

出 Q1为低电平。 由此作为可加减计数器的加减

控制信号 U
- /D。 将 D经 74LS1反相后作为可加

减计数器的同步计数时钟 CLK。时序波形如图 4

图 3　正反转鉴相电路及可加减计数器电路

Fig. 3　 Th e Circuit o f Phase Detecto r and Reversible Co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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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正反转鉴相电路波形

Fig. 4　Wave Fo rm o f Phase De tec to r

所示。

由于测井电缆长度为 3 000 m,则光电编码

器输出脉冲的总数最大为 n= 3 000 000 /d =

1 500 000 (d为每个输出脉冲代表的线位移 ) ,故

需 24位二进制可加减计数器。本电路选用 6片

四位同步二进制计数器 74LS191级联而成。

3　误差分析与校正方法

3. 1　传动辊打滑及校正方法

测井电缆外层由钢丝铠甲保护 ,它与传动辊

之间当摩擦不足时 ,会出现打滑现象 ,因而使光电

编码器的输出脉冲与摄像机实际下井的深度出现

误差。 针对这种误差我们采用接箍定位测量系统

来校正。由于每两个接箍之间光电编码器测量的

长度应等于对应套管的长度 ,因此在测量中每测

出一个接箍信号就能对光电编码器测量系统校正

一次 ,使其不产生累计误差。

3. 2　测井电缆变形的影响及校正方法

测井电缆从井口下放后 ,测井仪器扶正器与

井壁或井筒的变形将导致测井电缆变形或盘缩。

3 000 m的电缆 ,严重时可达几十米的误差 ,这时

接箍定位测量系统也难以校正。 这种误差的校正

方法是通过改变测井方向来实现 ,即先将摄像机

放入井底 ,然后再往上测井 ,此时测井电缆已经拉

直 ,就可消除上述误差。但此时的深度值是以井底

为基准点 ,故需在井下设置基准点。

3. 3　计数误差

可加减计数器对光电编码器输出的脉冲进行

计数时会产生计数误差 ,这种误差通常为 ± 1个

计数脉冲 ,即± 2 mm,它是不可消除的 ,但其不产

生累计误差。

综合以上分析及采用相应校正方法 ,可使整

个系统的误差减至最小。现场测量数据表明 ,本系

统的最大误差小于 1 cm ,一节套管中的相对误差

为 0. 1% , 3 000 m电缆的相对误差小于 10
- 5
。

本系统硬件主要部分做成一块专用卡 ,插入

工业计算机的扩展槽中 ,光电编码器和长线驱动

电路做成一密封模块固定于测井电缆车上。系统

软件是在 Window s环境下利用 M ICRO SOFT

V ISU ALBASIC语言编写而成。本系统也适用于

基于 IBM -PC计算机的石油测井设备的深度测

量。

参 考 文 献

1　曹向群 . 光栅测量技术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

1992.

2　标准集成电路手册 T TL电路 .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

社 , 1994.

3　郭永飞 . 无计数误差的光电编码器接口电路 . 电子技

术应用 , 1996 ( 8)

A Depth Survey System by Photoelectric Encoder

for Oil-Well Logging

Zheng J iansheng　Luo Jun　 Huang J ianzhong　 Hu Zhix iong
( Sch ool of Ph otoelect ric Engineering, WTU SM, 129 Luoyu Road, Wuh an , China, 430079)

Abstract　 The principle o f depth surv ey system by photoelect ric encoder fo r oi l-w ell logging , the sys-

tem’ s composition and i ts speci fic ha rdw are ci rcui t are int roduced. Also based on the system error an-

aly zing erro r co rrecting methods a re giv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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