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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光纤技术测量井下温度

通过下入井筒内的一束光纤发出的光脉冲，可以了解井下温

度的分布情况。现在油田已经采用分布式温度传感技术实现这种

功能，并且其应用前景广阔。光纤技术正在成为生产监测与诊断

的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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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是许多井下作业中一个十分

重要的因素，因此长期以来，作业者

一直采用热学测量法来监测生产井动

态。事实上，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

工程人员便利用井筒温度数据来推算

流量贡献、评价注水剖面、分析压裂

作业的有效性、确定套管外的水泥顶

面以及识别层间窜流等 [1]。多年来，

随着其他一系列先进测井仪器的问世，

这些更加新颖的测量方法使得这一最

基本的测量方法变得黯然失色。然而，

光纤技术的发展重新激发了人们对温

度测量方法的兴趣。

自第一次作为一种数据与指令的

传送方法应用于油田作业以来，光纤

已逐步发展成一种本征井下传感器。

20 世纪 80 年代，光纤领域的研究人

员开发出一种沿光纤测量温度的方法，

该技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与一些

油气井完井技术相结合 [2]。不需要运

动机件或井下电子设备，分布式温度

传感技术（DTS）仅依靠一束激光和

一束连续的光纤便可收集温度空间分

布数据。

与电缆测井作业中记录温度数据

的形式不同，分布式光纤温度传感系

统可十分灵敏地测量井筒温度，作业

者可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获得井内每

1 米（3.3 英尺）的温度数据。DTS 系

统的这一均匀取样特性使其可以精确

测定温度发生变化的时间与位置，从

而可使作业者更好地了解井内的变化

情况。

本文介绍了分布式温度传感系统

的工作原理，并论述了了解影响井内

油气热状态的关键因素如何能帮助工

程人员推断井下发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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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S 简要介绍

最基本的DTS系统包含一束光纤、

一个激光源、一个分光器、一个光电

信号处理装置和一个显示装置（上图）。

实际上，光纤束是嵌入在护管或输送

管中。每个光纤束的粗细和头发差不多，

仅为 100 微米，并且光纤芯为直径在 5
至 50 微米之间的石英玻璃。该光纤芯

被石英外层包裹，称为包层。石英包

层中掺入了其他成分（如锗或氟），来

改变其折射率和光色散特性。

激光源向光纤束发射出 10 毫微秒

的光脉冲，间距约为 1 米。当每个输

入脉冲穿过光纤束时，光会沿着光纤

芯与包层间的边界反射，这就是通常

所说的全内反射现象。与掺入了其他

成分的包层相比，光纤芯具有较高的

折射率，最终，偏离光纤芯中线的光

会以某一角度（该角度会令光束返回

至光纤芯）到达光纤芯与包层间的界

面。

然而，在脉冲沿光纤传播的过程

中，一部分光发生散射。当玻璃密度

变化或玻璃成分出现细微改变时，会

发生瑞利散射 ；当出现可改变光纤折

射率的声振动时，会发生布里渊散射，

在这两种情况下，光发生散射。

在DTS技术中，第三种光散射方式，

即拉曼散射，是实现光散射最重要的

方式，它是由光子与光纤介质中分子

的非弹性碰撞而形成的。这些碰撞可

改变分子的振动能态。散射光子可将

能量转移给分子，从而提高分子的振

动能态，称为斯托克斯散射 ；散射光

子也可通过降低分子的振动能态而获

得能量，称为反斯托克斯散射（下一页，

上图）。

一部分散射光沿着光纤反射至激

光源。定向耦合器将输入光脉冲从反

向散射信号中分离出来。之后，回波

信号被发送至高灵敏的接收器，此处

拉曼波长反向散射信号被从占多数的

瑞利和布里渊反向散射信号中过滤出

来。

在拉曼散射中，散射分子与光子

间的能量转移与温度有关。拉曼信号

由两部分组成 ：斯托克斯波长信号与

反斯托克斯波长信号。波长较长的斯

托克斯信号具有极微弱的温度敏感性，

而波长较短的反斯托克斯信号的反向

散射光对温度具有很强的敏感性。这

两种信号的比值与散射介质的温度成

正比。

同样要分析反向散射光，来确定

产生反向散射的位置。由于每个输入

脉冲的长度为 10 毫微秒，因此产生反

向散射光的层段将直接与光纤的特定

长度相对应。最终，只需利用激光源、

分析仪和地面系统的基准温度，即可

计算出沿光纤每一点的温度测量结果。

因此无需在整个光纤上设定校准点，

或在安装前校准光纤。

^ DTS 测量过程。DTS 激光器沿着光纤发出光脉冲。一些光以反向散射的形式反射回来。反向散射光
被从入射脉冲中分离出来，并被过滤成离散波长信号。由于光速保持不变，因此可得到每米光纤的

反向散射光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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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向散射光谱。为了获得温度测量数据，DTS 系统对拉曼信号进行分析。
斯托克斯信号与反斯托克斯信号的比值与温度成正比。

^ 偏离地热梯度。气体以某一温度存在于储层中，该温度对应于局部地热
梯度的温度（绿色虚线）。依照焦耳 - 汤姆逊效应，在典型的自喷井中，当

气体扩张进入井筒时会使温度降低。之后气体在沿着井筒向上移动的过程

中，会通过与套管间的热传导与周围环境进行热交换（若气体温度高于地

热梯度则放热 ；反之则吸热）。最终的温度剖面是流速以及流体、井筒和

地层热特性的函数。在气体沿井筒向上移动时，这一过程持续进行，直至

温度曲线最终与地热梯度相平行。

地热梯度偏差

当 DTS 系统最初下入井下时，根

据深度 - 温度变化规律，地学家利用

DTS 系统的温度测量结果来确定油井

的地热梯度。尽管温度梯度可用于一

些测井资料的校正，但这并不是大多

数地学家所关注的焦点。他们更关注

偏离地热梯度的情况。利用这些偏差，

地学家可推断油藏流体的一些特征。

油井的温度剖面会随着流体的注

入和采出而发生改变。受流体注入或

采出的时间和速度、地层渗透率以及

流体和岩层的热特性的影响，各地层

间温度变化的幅度各不相同 [3]。DTS
系统可监控温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以探测热平衡紊乱的发生。

虽然注入或采出作业最初可将不

同温度的流体引入至井筒内，但流体

的流动却导致了其他显著的热变化。

焦耳 - 汤姆逊效应可用于解释热变化

的原因，这些变化与流体在从油藏进

入井筒时所产生的压降直接相关 [4]。

此类温度变化会发生在流体流入井筒

时，此时通常会出现较大的压降 ；该

变化也会发生在流体向上流出井筒时，

而此时的压力通常会更加缓慢地下降

（右图）。

压力的下降会导致液体或气体的

体积发生相应变化，温度也就会随之

发生变化。由于存在这一现象，因此

通常可以发现当油或水进入井筒时，

温度会升高；而当气体进入井筒时，

温度会下降 [5]。可利用先进的节点压

力与有限元热模拟工具（如 THERMA
分析软件－适用于装有分布式温度传

感系统的油井），来模拟地热梯度和焦

耳 - 汤姆逊效应。

3. Brown G 和 Walker I ：“Light Fantastic”，Middle 
East & Asia Reservoir Review， 第 5 期（2004
年 ）：32-49。http://www.slb.com/media/services/
resources/mewr/num5/light_fantastic.pdf（2009 年

2 月 18 日浏览）。

4. 当流体在不包含热传导或等焓过程的稳流过

程中扩张时，焦耳 - 汤姆逊效应可用于解释

流体温度的变化情况。该效应在“节流式”

过程中（如绝热流经过多孔塞或经过膨胀阀）

会发生。

5. Al-Asimi 等人，参考文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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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喷气井实例可以说明通过分析

DTS 测量结果可推断出的信息（上图）。

在 25 个小时内采集的 3 次测量数据可

用于比较多个完井层段的温度变化情

况。比较结果显示，一些层段（包括

在约 2680 米处最大的层段）未出现温

度变化，因此说明这些层段是非生产

层段。

在南中国海马来西亚半岛的某海

上油井中，分布式温度传感技术被用

于诊断产量下降的原因。当 Talisman
马来西亚有限公司发现 Bunga Raya 油

田中某油井出现生产问题时，便利用

化学处理方法清除钻井液残留的乳状

液和聚合物 [6]。经过处理后，该油井（割

缝衬管裸眼完井）的产量立即从 200
桶 / 日增加到 2200 桶 / 日（32 米 3/ 日
到 350 米 3/ 日）。

然而在处理后的 5 个小时内产量

急剧下降，并最终稳定在处理前的产

量水平。Talisman 公司的工程师怀疑

在关井的过程中，当拆卸处理设备时，

在井筒中产生了乳状液和沥青质。作

业者需要掌握更多有关油井地层特性

和井眼轨迹的信息，来了解处理后产

量下降的原因，并确定乳状液和沥青

质产生的位置和原因。而如何清除这

些乳状液和沥青质并防止其再次出现

是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Talisman 公司委托斯伦贝谢实施

^ 自喷气井 DTS 测量结果分析。地热梯度偏差（绿线）与流体在井筒内的流动直接相关。在油井

流体正常流经射孔层段时（黑线）、关井瞬间（蓝线）以及关井 10 小时后（红线）分别记录了 DTS
数据。根据焦耳 -汤姆逊效应，当气体从储层流出并在接近井筒的位置压力下降时，会出现冷却效应，

致使井下 3035 和 3320 米处的温度降至地热梯度以下。关井时（蓝线），温度相对较低的储层岩石

会冷却井筒流体，反映了焦耳 - 汤姆逊温度效应对单个储层的影响，同时还指示出产生较高或较低

压降的地层。因此在关井 10 小时后，3035 米处的地层温度并未升高，而是继续保持较低的温度（红

线），表明该层仍有流体产出。事实上，该层产出的流体沿着油井一直流入至 3300 米处的层。3320
米处的层段也有流体产出，并且该层段的气体上升至 3300 米处的层。这样，该数据不仅能显示哪

些射孔层段在正常开采环境下进行流体生产，还能指出关井时出现窜流的层段。

该图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要素是轴心点，即流动温度曲线与关井曲线的交点。在关井时，大

多数深度的层段会出现温度升高或降低的现象，而轴心点处层段的温度却未发生变化，说明此处

并未出现井筒流体与储层间的热量交换。因此，此处的流动温度和关井温度均为地热温度。轴心

点的识别有助于确定地热梯度，因为轴心点是无论关井与否都能与地热温度重合的唯一数据点。

这是一个重要且适用的方法，因为在特定的环境下，油井的关井时间不能太长，因此不能使温度

降回到实际的地热温度。

6. Parta PE，Parapat A，Burgos R，Christian J，
Jamaluddin A，Rae G，Foo SK，Ghani H 和 Musa M：

“A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Fiber-Optic-Enabled 
Coiled Tubing and Distributed Temperature Sensing
（DTS）Along with Pressures to Diagnose Production 

Decline in an Offshore Oil Well”，SPE 121696，准

备发表在 SPE/ICoTA 连续油管与修井大会暨展

览会上，得克萨斯州 Woodlands，2009 年 3 月

31 日 -4 月 1 日。

一项洗井计划。通过将连续油管（CT）
下入井中，作业者获得了 ACTive DTS
温度剖面（有关 ACTive 井下生产性能

监测系统的更多介绍，请参见“连续

油管作业及其监测新方法”，第 24 页）。

此次测量中，作业者在 ACTive 工

具前端获得单点温度数据，并通过在

CT 内下入光纤测得沿光纤分布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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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利用最新获得的数据，工程师

选择了采集有代表性井底油气样本的

最佳位置，并因此确定了最佳处理层

段。

DTS 数据显示整个层段的温度都

有所下降，但井端部温度最低（上图）。

温度数据和 ACTive 压力传感数据都表

明，在这一产量下降的生产井中，邻

近的注水井压力支持不足是导致气顶

膨胀的原因。气顶膨胀导致气体从井

端部溢出，这是井温度下降的原因，

而这又会进而限制液体产出。产出的

气体与油和水混合产生了粘性乳状液，

最终影响了该井的产量。

未来的发展

随着 DTS 技术的不断发展，作业

者可选择采用永久式或临时井下温度

传感系统。当作为永久式组件安装在

完井系统中时，DTS 监测系统可提供

有价值的实时温度数据，作业者可根

据这些数据对产量的改变迅速做出反

应。在修井或其他井下作业中，可利

用钢丝绳将 DTS 系统下至井筒内或下

入连续油管中。在作业结束后，再将

光纤从井中收回。

一根细柔性钢管包裹并保护着光

纤，使得玻璃纤维可沿着井眼轨迹曲

折前进。地学家可利用光纤的这一特

性精确定位并标绘出井下热事件的位

置。这些数据本身具有重要的价值。

然而，通过在一定时间内进行一系列

温度测量，地学家可绘制出三维图，

在时间和空间上监测热事件的进展

（左下图）。可利用一些专用程序（如

THERMA 模拟与分析软件－适用于装

有分布式温度传感系统的油井），来载

入多种温度轨迹，评估油井动态。在

生产、注入和酸化增产作业中，若将

DTS 数据看作是一连串的轨迹，便可

获得基于时间的油井动态参数。

光纤技术的发展也有助于扩大

DTS 技术的应用范围。加拿大现正将

分布式温度传感系统应用在稠油热采

井中。这些井（即所谓的蒸汽辅助重

力泄油（SAGD）井）并不适合采用光

纤系统。这些稠油井中存在着含氢层

段，大多数光纤暴露其中时会受到侵蚀。

典型的高温 SAGD 井会加快此种侵蚀

的速度，而造成的损害最终会阻碍激

光脉冲在光纤中的传播。WellWatcher 
BriteBlue 光纤技术的开发解决了这一

难题，此种光纤可应用在恶劣的作业

环境中，使得 DTS 系统能更好地耐受

高温环境和抵抗氢侵蚀。作业者利用

这些永久式光纤系统采集的井下数据，

可评估 SAGD 蒸汽腔的动态，从而能

更好地了解蒸汽注入过程。这一技术

正在帮助作业者延长油气井寿命，并

提高油气最终采收率。                 － MV

^ Bunga Raya 井 DTS 测量结果。气体产出造成的冷却效应使得温度从井跟部的 116°C（240°F）降至

井端部的 107°C（225°F）。

^ THERMA 三维温度跟踪。在某水平气井中获得的 DTS 测量结果如 A 所示。将连续的测量结果记录

下来后，便可获得三维显示图 B。DTS 测量记录了 1340 － 2200 米处储层的温度变化情况，已通过

连续油管注入氮对该层段实施了增产作业。温度较低的层段（蓝色）显示在 00:02 时起氮气进入储层。

之后，随着井中流体开始流动（00:32 － 02:22），DTS 数据记录了由于流体沿着井筒流动与储层间发

生热传导而导致的温度升高与降低的情况，进而指出了处于流动状态的增产层段。该数据指出了增

产处理取得成功的两个主要层段，并表明井端部未得到成功增产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