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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钢丝

数字钢丝是一种拥有高分子精密涂覆的合金钢丝。所述配方涂
层不会被井下管柱和高端完井作业磨损，更可将通信信号干扰
和信号损耗降至最低。同时收获常规钢丝作业能力以及双向数
据通信能力。数字钢丝系统还可使用与常规钢丝系统相同的井
口压力控制设备。

主要参数 常规数值

芯轴直径 0.125 英寸 

涂层厚度 0.0175 英寸 

数字钢丝直径 0.160 英寸 

直径公差 0.002 英寸 

椭圆度 < 0.5 %

标准长度 20k, 25k, 30k 或 35 kft

断裂拉力 2,490 / 3,200 lbs

拉伸值 36 inch / kft / klbs

滑轮直径 最低 20 英寸 

最大工作压力 15,000 psi

通讯头

转换短节

供电处理下井仪

电缆头

一支队伍 · 一种线缆 · 一步到位

数字钢丝系统将传统钢丝的多功能性和效
率与电缆的实时数据流结合在了一起。借
力几十年的产业经验,尖端的数字钢丝技术
完美的把套管井测井与钢丝作业之间的鸿
沟桥接起来。为各方面在油井干预作业中
可能需要做出的实时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一支作业队伍就可以交替完成钢丝作业和
套管井测井服务，数字钢丝系统包含了更
安全，占地面积更小的压力控制设备。

将钢丝机械作业能力与
实时测井结合是帕拉戴姆公司
油气井干预作业的技术转型

数字钢丝地面设备包括一块地面通信模
块，其通过电耦合与天线总成安转在一
起，配上井下遥测下井仪，任何第三方钢
丝机械工具、射孔或测井服务下井仪构成
了一套完整的不再需要滑环的数字钢丝系
统

通过数字钢丝，通讯模块可以接收下井仪
上传的数据，完成与处于传输模式的下井
仪的双向通讯。

数字钢丝可提供的实时深度校准能力可以
保证精确的作业深度，并让用户对仪器串
的井下位置了如指掌。

数字钢丝的实时深度校准功能意味着，即
使是钢丝作业，现在也可以进行实时操
作，确保在下井仪起出之前就可确认井下
作业的成功与否。

如将数字钢丝运用于机械服务，可大大提
高这项传统作业的质量和安全，这都归功
于井下仪器准确的深度上传以及各项实时
监控的能力。

数字钢丝支持射孔、油管打孔，油管切割
以及深度实时上传。

数字钢丝采用帕拉戴姆
专利技术制造
全球唯一

数字钢丝可以在宽范围的油气井环境下实
时测井

数据处理面板 数字钢丝

处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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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管井测井举例 CCL与伽马
（盖革计数器）用于深度对
比，压力温度井斜实时直读

智能通井应用 下图截自一段从水深6000英尺至30000英尺的无防喷管作业（深度域）测井记录。
通常需要单独进行通井。但在数字钢丝的加持下，深度校准的任务也可一并完成。

油管打孔范例 下图截自一段时间域测井记录，仪器串中的点火引爆系统在16:36:28被起爆，可
以看到，在打孔前，压力和温度分别为:3741 PSI / 149.42°F。打孔后, 压力和温度下降至:3627 
PSI / 149.06°F。与此同时，多项震动传感器与CCL都对打孔中的震动进行了数据反馈。

»

»
»

● 设备数量少
● 占地面积小
● 安装高度低
● 不需要额外注脂设备
● 潜在换装次数少

● 安全提升
● 非生产时间降低50%
● 用工减少
● 占地面小
● 减少货运成本

数字钢丝的优势

即使在重型钢丝机械作业方面，比如具有高冲击性的震击作业，数字钢丝的表现也游刃有余。大
量现成的通信转换短节为数字钢丝系统提供了强大的下井仪行业兼容能力，这也是数字钢丝系统
的技术关键所在。一支队伍，一种线缆，即可提供一步到位的多样性服务。

● 钢丝机械服务
● 智能通井
●  井下电源

●  坐封工具
●  顶部堵塞器

● 射孔点火
● 射孔/油管切割

● 生产测井 （储存式/直读式）
● Hunter Well Science 公司
● Probe 公司
● GE Sondex 公司

● 水泥倾倒筒
● 油藏评价
● 完整性监测
● 流体采样

数字钢丝服务能力

E-LINE

SLICKLINE

SLICK-E-LINE $$ 智能通井举例 从6000英尺水深到大约30000英尺的无防喷管作业，经常需要通井，借助于数字钢
丝的深度对比功能可以单次下井完成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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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Sheave 滑轮
ParaSheave滑轮上的智能深度和张力系统允许绞车操作员
从安装在密封头上方的滑轮处接收极其精确的深度和张力
数据。

该滑轮既可以作为现有电缆绞车测量头的备份系统，也可
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深度和表面张力测量系统。 

当单独使用此滑轮测量系统时，防喷管与滚筒之间的钢丝
弯曲度次数会缩小到11次以内，大大提高了钢丝的使用寿
命。

机械作业以及电子测井
帕拉戴姆数字钢丝系统的常规下井仪器串涵盖：一支电缆
头、一支通信头(PCH)和一支电源处理短节(PPU)，其中包含
压力、温度、CCL、井斜、振动、应力、相对方位等传感
器。  

此标准下井仪器串可以从机械与电子的角度出发，搭配多种
第三方测井仪器，启动器以及其他智能下井设备。除了实时
数据传输外，所有传感器的数据都将备份在内置存储器中。

ParaComm 通讯天线/密封头       
天线部分通常与数字钢丝紧密耦合，并起到井压密封的作
用，天线内部可承受15kpsi。通过数字钢丝，天线可接收来
自下井仪的上传数据，并将操作员的指令从地面控制设备
逆向传输到井下通讯仪。

密封元件的设计具有较大的横截面积，用以在油气井干预
期间提供绿色无污染的密封条件以及达成涂层表面清洁的
任务。

ParaControl数据处理面板
为了配合全电控绞车的强大功能而设计的
ParaControl数据处理面板同时是数字钢丝系
统的地面数据处理中心。他的控制系统代表着
人机交互(HMI)技术的最新成果。在绞车控制
方面，ParaControl提供手动控制和自动化控
制，包括安全功能，如:

● 自动震击
● 自动测井
● 恒张力
● 恒速度

● 自动最大张力/扭
矩控制

● 直观数据显示

技术制造模块

Slick-    -Line

电缆钢丝管理
电缆钢丝管理系统PLM可提高钢丝作业的安全
性。PLM程序可实时收集和分析电缆或钢丝的
运行数据，如地面张力、温度、弯曲次数、运
行长度、震击次数和下井仪。

PLM可监测潜在的电缆或钢丝故障热点(例如，
受到反复局部震击的位置，并提供预警，以提
示即将到来的潜在钢丝故障。

ParaOffice 测井软件
ParaOffice是帕拉戴姆公司获专利的测井数据
采集软件，它是为了满足石油行业不断变化的
需求而开发的，是目前市场上互动性最佳的选
择。

其中所有的功能和命令都是以用户体验为主导
而开发的，从而成就了最直观和易用的人机互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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