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公示内容

拟提名类别及等次：201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目名称：油田精细注采智能调控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

2. 提名者及提名意见：

提名者：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提名意见：该项目针对现有注采技术与装备所面临的问题，突破了井下高压、

狭小空间环境下调控装备的高压动密封、多功能一体化设计、多层段多参数协同

控制等技术，解决了限制油田细分注采井下智能调控的关键技术难点，研制了注

水井智能配注器等系列化井下智能装备，推动了油田细分注采井下高端装备的进

步，并在大庆、长庆、胜利等主力油田得到推广应用，为我国原油稳产增产提供

了有力保障。该项目针对井下狭小空间内智能注采装备出力小的难题，发明了井

下微型液压驱动系统，智能注采装备推力提高 10倍以上，实现了 30kN推力输

出，以及 60MPa压差环境下智能注采装备调节阀体的可靠工作；发明了多功能

耦合多模块分配“中心穿轴”组装式结构，提出了大长径比、多组件同轴组合式

执行机构设计方法，解决了井下智能注采装备承载、供电、测量、控制、执行等

多功能一体化设计难题；发明了基于卡门涡街原理的油水两相介质流量测方法，

井下测试精度提高 1倍以上；提出了基于变论域自适应模糊控制策略的流量智能

调控方法，解决了多层段注采参数测不好、调不准难题。利用上述关键技术，研

发了针对注水井、注聚井、油井的井下智能调控装备，将注水井和注聚井的单井

测调耗时由 2~3天缩短至 0.5小时以内、测调周期由常规的 3个月/次提高至实时

测调，注入合格率由不足 80%提高至 100%，油井采出液的含水率降低 2%以上。

研制的注采井智能装备在大庆、胜利、渤海、长庆、吉林等油田推广应用，累计

创造经济效益超过 30亿元。通过该项目研制的注采井智能装备可有效促进油田

剩余油挖潜，提高油田采收率 2%左右，即新增原油可采储量 6亿吨，价值超过

2万亿元，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项目提名材料有效，符合填写要求，已进行公示，符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授奖条件。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目简介：



石油是保障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而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

高达 70%，国内原油的稳产增产已直接关乎国家战略安全。当前，我国自产原油

的 80%以上来自注水驱油和聚合物驱油，且大庆、长庆、胜利、渤海等我国主力

油田均已步入注水开发中后期，油井含水率高达 90%以上，层间矛盾加大、采收

率降低、开采成本增高等问题已成为原油稳产增产的关键瓶颈。但现有注采技术

与装备因无法突破井下高压、狭小空间等极端环境下的长期、实时、精确测控等

关键技术难点，存在井下参数测不到、测不准、调不好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油水

井细分注采技术的发展，这给我国油田注采技术工艺与装备研制带来了新的机遇

与挑战。

本项目结合“中国制造 2025”油气开发战略，针对现有注采技术与装备所

面临的问题，突破了井下高压、狭小空间环境下调控装备的高压动密封、多功能

一体化设计、多层段多参数协同控制等技术，解决了限制油田细分注采井下智能

调控的关键技术难点，研制了注水井智能配注器等系列化井下智能装备，推动了

油田细分注采井下高端装备的进步，并在大庆、长庆、胜利等主力油田得到推广

应用，为我国原油稳产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863计划等支持下，历时 14年，通过理论创新、技

术突破、装备研发、工程应用，取得了以下重大突破和创新：

（1）针对井下狭小空间内智能注采装备出力小的难题，发明了井下微型液

压驱动系统，智能注采装备推力提高 10倍以上，实现了 30kN推力输出，以及

60MPa压差环境下智能注采装备调节阀体的可靠工作。

（2）发明了多功能耦合多模块分配“中心穿轴”组装式结构，提出了大长

径比、多组件同轴组合式执行机构设计方法，解决了井下智能注采装备承载、供

电、测量、控制、执行等多功能一体化设计难题。

（3）发明了基于卡门涡街原理的油水两相介质流量测方法，井下测试精度

提高 1倍以上；提出了基于变论域自适应模糊控制策略的流量智能调控方法，解

决了多层段注采参数测不好、调不准难题。

（4）利用上述关键技术，研发了针对注水井、注聚井、油井的井下智能调

控装备，将注水井和注聚井的单井测调耗时由 2~3天缩短至 0.5小时以内、测调

周期由常规的 3个月/次提高至实时测调，注入合格率由不足 80%提高至 100%，

油井采出液的含水率降低 2%以上，填补了国内外空白。



项目成果获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授权发明专利 29项，发表论

文 45篇，其中 SCI收录 21篇，EI收录 30篇。经鉴定，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

其中注采井智能调控装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本项目研制的注采井智能装备在大庆、胜利、渤海、长庆、吉林等油田推广

应用，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 30亿元。更为重要地，通过本项目研制的注采井

智能装备可有效促进油田剩余油挖潜，提高油田采收率 2%左右，即新增原油可

采储量 6亿吨，价值超过 2万亿元，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4. 客观评价：

（1）2017年 11月 24日，黑龙江省机械工业联合会在哈尔滨组织召开了由哈尔

滨工业大学完成的“油田细分注采井下智能调控关键技术”项目成果鉴定会，以

郝传波教授为主任的项目鉴定委员会高度评价了项目成果，认为“该成果获得了

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总体水平达到了国际先进，其中注采井

智能调控装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该成果在大庆油田、长庆油田、胜利油田等

油田得到了成功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本项目研制的各项设备已成功应用于多家公司并销往各大油田，满足了应

用单位的需求，得到了企业及用户的高度认可：

①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注聚井分层智能配注技术实现了井下各层

段聚合物注入量的实时监测（聚合物井下注入量测量精度达到 1%）和连续调控，

由此提高了注入精度，且无需投捞测试。该技术和设备对提高油田聚合物驱油的

综合效益具有重要价值，主要体现为：利用注聚井分层智能配注技术实现二类油

层精细配注后，可提高聚驱采收率 1%~3%，可节约聚合物干粉 10%左右，且可

节省传统测调工艺所需的施工、人力等成本，因此该技术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和

应用前景。”

②大庆市福万通石油科技有限公司认为：“本项目研制的注水井智能配注器

将耐压能力由常规的 30MPa提高至 60MPa。将注水井单次调控时间由 2~3天缩

短至 0.5h以内。相关装备已在大庆油田、吉林油田等地得到成功应用，并逐渐

成为油田精细开采的必要手段。”

③哈尔滨博华科技有限公司认为：“本项目研制的注聚井智能配注器集成了

参数监测和智能调控模块，实现了井下各层段压力、温度、流量的实时监测和实

时调控，特别地，井下聚合物流量测量范围达到 2~200m3/d、测试精度 1%，聚

合物粘度损失率低于 3%。”

④大庆市福瑞祥石油科技有限公司认为：“本项目研制的油井智能配产器将

压力/流量监测、智能调控模块相融合，且适应井下高温（125℃）高压（60MPa）
环境，且控制油井采出液含水率降低 2%以上，提高油层的高效益开发水平。实



现了试油、试采过程中的分层智能开采和求产，且求产周期缩短 50%。”

⑤大庆万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认为：“本项目研制的井下光纤温压传感器可

应用于井下 5000 米范围内的全剖面温度、压力测试，压力测试精度高达 2‰，

且耐温高达 200℃，解决了深井、超深井的压力测试难题。该产品在大庆油田、

吉林油田得到成功应用，并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3）项目组将非可视、长距离、小环空环境下壁附式线缆布设与缆管同步输送

技术，这一研究成果发表于 Applied Optics 上。韩国中央大学 Kim 在文章

Distributed Measurement of Hydrostatic Pressure Based on Brillouin Dynamic
Grating in Polarization Maintaining Fibers 中指出：已报道的无涂层单模光纤的布

里 渊 频 移 达 到 0.7MHz/MPa ， 有 涂 层 单 模 光 纤 的 布 里 渊 频 移 达 到

1.5MHz/MPa[8,9]。其中[8]为所发表论文。

(4) 项目组将径向预紧侧向自适应可调、自跟踪式高压动密封技术，这一研究成

果发表于 Journal of Applied Mechanics-Transactions of the ASME上。Goltsberg在

文章The Onset of Plastic Yielding in a Coated Sphere Compressed By a Rigid Flat中

指出：正如已有研究中[36,37]提出，接触载荷、干涉和接触面积等接触参数的临

界值在获得无量纲模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37]为所发表的论文。

5. 应用情况：

自 2014年以来，项目组研制的“注水井智能配注器”、“注聚井智能配注器”、

“油井智能配产器”和“井下光纤温压传感器”分别成功应用于大庆油田有限责

任公司、哈尔滨博华科技有限公司、大庆市福万通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大庆市福

瑞祥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大庆万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各类装备和配套技术应用

于中石油、中石化单位，应用成果显著。本项目技术与装备已为上述企业创造新

增销售额 28124万元，新增利润 9694万元。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UA&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SID=8BXhJo1ofHDUVPYyBgz&field=AU&value=Goltsberg,%20R&ut=4747699&pos=1&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6. 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

(1) 发明专利：一种注聚井用齿轮调节式配注器

(2) 发明专利：一种具有异形进液口的直阀式分层配注器

(3) 发明专利：一种注聚井专用投捞堵塞器

(4) 发明专利：自发电式注水井高压叶轮流量计

(5) 发明专利：井下密封式载荷传感器

(6) 发明专利：一种油井维修自动化作业系统

(7) 发明专利：一种铣刀式水平井牵引机器人清除障碍机构

(8) 发明专利：滚轮式注水井扶正器

(9) 发明专利：油水井井下套管径向开窗装置

(10)发明专利：套筒式低剪切母液流量调节装置

(11)发明专利：阻隔式过水注聚井电控连续可调配注装置

(12)发明专利：一种井下光纤压力计及井下压力测量方法

(13)发明专利：抽油井有杆泵的井下示功图测试装置

(14)发明专利：对接式电动找堵水装置

(15)发明专利：井下测调仪自动转换双导向机构

(16)发明专利：灌胶式井下铠装电缆连接装置

(17)发明专利：注水井测调仪无绳对接装置

(18)发明专利：井下缆线固定防护装置

(19)发明专利：一种压差流量计式智能可调投捞注配器

(20)发明专利：一种内磁流量计式智能可投捞配注器

(21)发明专利：电控压裂开关的控制电路控制电控压裂开关的方法

(22)发明专利：基于光纤布里渊散射的分布式流体压力和温度同时测量方法

(23)发明专利：一种基于布里渊散射光时域反射分布式光纤传感系统及利用该系

统的井下温度监测方法

(24)发明专利：三膜两放高压光纤压力传感器及采用该传感器实现井下管道压力

的测量方法

(25)发明专利：一种注聚井偏心电动配注装置

(26)发明专利：隔离式注聚井电控连续可调配注装置

(27)发明专利：注聚注水分层连续可调配注装置

(28)发明专利：注聚注水选择分层连续可调配注装置

(29)发明专利：阻隔式非过水注聚井电控连续可调配注装置

7. 主要完成人情况：



(1) 公示姓名：张广玉，排名：第一，行政职务：处长，技术职称：教授，工作

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完成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对本项目贡献：总体

技术方案设计与关键技术审核。

(2) 公示姓名：李隆球，排名：第二，行政职务：院长助理，技术职称：教授，

工作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完成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对本项目贡献：

智能注采装备多功能一体化设计。

(3) 公示姓名：宋文平，排名：第三，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副教授，工作

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完成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对本项目贡献：注采

井多参数智能调控方法研究。

(4) 公示姓名：周德开，排名：第四，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讲师，工作单

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完成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对本项目贡献：智能注

采装备动静密封技术研究。

(5) 公示姓名：徐德奎，排名：第五，行政职务：副院长，技术职称：高工，工

作单位：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油工程研究院，完成单位：大庆油田有限

责任公司采油工程研究院，对本项目贡献：缆线保护与井下输送技术研究。

(6) 公示姓名：李天龙，排名：第六，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讲师，工作单

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完成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对本项目贡献：注采井

智能测控软件开发。

(7) 公示姓名：左凯，排名：第七，行政职务：总工程师，技术职称：高工，工

作单位：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完成单位：中海油

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对本项目贡献：聚合物机械剪切机

理与控制方法研究。

(8) 公示姓名：陈勇，排名：第八，行政职务：董事长，技术职称：高工，工作

单位：贵州航天凯山石油仪器公司，完成单位：贵州航天凯山石油仪器公司，

对本项目贡献：地面测试试验平台设计与建立。

(9) 公示姓名：孙宝全，排名：第九，行政职务：油田高级专家，技术职称：教

授级高工，工作单位：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完成

单位：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对本项目贡献：现场

试验与调试。



(10)公示姓名：孙大兴，排名：第十，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无，工作单位：

哈尔滨工业大学，完成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对本项目贡献：注采井温压

光纤检测技术研究。

8.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1）哈尔滨工业大学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哈尔滨工业大学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负责总体技术方案制定、技术内容分析、

可行性研究、技术路线确定、技术优化和产品定型等。针对油田分层精细注水、

注聚和开采的工艺要求，与中石油大庆油田、中石化胜利油田、中海油能源发展、

贵州航天凯山石油仪器等企业合作组建了油田精细注采技术创新研发团队，联合

研发了油井分层智能开采、注水井分层智能配注、注聚井分层智能配注等多系列

井下智能装备。

提出了集成测、控一体化功能的注采井智能控制工艺管柱，实现井下参数的

实时精确监测与智能调控；发明了基于电控液驱原理的高效率驱动装置，在狭小

空间内实现了 30kN推力输出；发明了基于卡门涡街的井下油水两相介质、大量

程比流量测量方法，以及变论域自适应模糊控制算法，实现了注采井井下流体的

精确监测与调控。组织研发的油井智能分层开采、注水井分层智能配注、注聚井

分层智能配注等装备在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中海油、长庆油田等我国主力油田

得到推广应用，为油田高效益开发、稳产增产提供技术支持，累计创造经济效益

20亿元以上。

（2）大庆油田责任有限公司采油工程研究院

大庆油田责任有限公司采油工程研究院为本项目的第二完成单位，主要负责

油井分层智能开采、注聚井分层智能配注的工艺研究、核心装备试验、现场试验

与评价。

大庆油田责任有限公司采油工程研究院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制定了高含

水油井分层智能监测与调控的工艺路线，建立了油井分层智能配产器、注聚井分

层智能配注器、过电缆封隔器、油井含水率测试仪等核心装备的测试试验方法，

组织实施油井分层智能开采的现场试验。

（3）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为本项目的第三完成单位，主



要负责针对海上油田高产井工况的注水井分层智能配注、油井分层开采的工艺研

究、现场试验与评价。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制定

了针对海上油田油井高产、注水井注水量大、出砂严重等特殊工况的注采井智能

调控工艺路线，共同确定了适合海上油田工况的注采井智能调控装备的技术需求，

组织实施了防砂-完井-生产一体化智能管柱的现场试验。

（4）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为本项目的第四完成单位，主

要负责陆地油田注水井分层智能配注、油井分层智能配产的工艺研究、现场试验

与评价。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制定

了针对陆地油田注水量小、层段多等工况的注水井智能配注、油井智能配产工艺

路线，组织实施了胜利油田矿区内的相关现场试验。

（5）贵州航天凯山石油仪器有限公司

贵州航天凯山石油仪器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的第五完成单位，主要负责陆地油

田油井分层开采系统、注水井分层智能配注系统的产品化、市场推广与现场服务。

贵州航天凯山石油仪器有限公司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制定了陆地油田油

井智能配产器、注水井智能配注器、地面测控系统等核心装备的关键技术环节，

贵州航天凯山石油仪器有限公司组织实施了相关产品的标准化、规范化生产，并

在大庆油田、胜利油田、长庆油田等油田开展了产品推广与服务。

9.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张广玉，作为本项目的总负责人，根据委托方给出的委托开发内容与技术指

标，制定总体技术方案与关键技术要点，针对传统配注工艺与设备存在的问题，

提出油田细分注采井下智能调控关键技术难点的解决办法，主持研制出四种关键

技术装备。协调技术推广工作，指导技术应用。其研究工作对主要科技创新中第

1、2、4点的实现起到创造性贡献。通过本项目的研究，申请发明专利 47项，

其中 22项已授权，25项已受理，详见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李隆球，针对狭小空间、大长径比条件下的井下智能注采装备多功能一体化

设计难题。发明了多功能耦合多模块分配“中心穿轴”组装式整体结构、大长径

比多组件同轴组合式执行机构设计方法，解决了井下高温、高压、狭小环形空间



注采装备的结构设计、功能分配难题，实现了供电、控制、执行、测量、承载等

多功能一体化的系统集成。其研究工作对主要科技创新中第 2点的实现起到创造

性贡献。申请发明专利 41项，其中 19项已授权，22项已受理，详见主要知识

产权证明目录。

宋文平，针对注采井层间干扰突出、非均质严重，多层段参数时变性大、非

线性强，所引起的井下注采参数测不到、测不准、调不好的难题。提出了一种基

于变论域自适应模糊调控策略的压力、流量协同控制与调节方法，解决了井下注

采多参数、多层段同步测调时变性大、非线性强、动态耦合和模型复杂等所引起

的测不到、测不准、调不好的难题，实现了区域油藏多层段多参数的精确解耦和

协同控制。其研究工作对主要科技创新中第 4点的实现起到创造性贡献。申请发

明专利 44项，其中 20项已授权，24项已受理，详见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周德开，针对井下小空间、易腐蚀、高温高压等苛刻条件下大出力、高动压、

高可靠动密封难题。提出了粗糙表面跨尺度接触数学模型，发明了径向密封轴向

预紧精准可调、自跟踪式高压动密封技术和自扶正组合式静密封技术，解决了井

下装备长期承受高压动载冲击易泄漏、出力小等难题，实现了井下装备大出力、

长时间、高可靠稳定运行。其研究工作对主要科技创新中第 1点的实现起到创造

性贡献。申请发明专利 18项，其中 13项已授权，5项已受理，详见主要知识产

权证明目录。

徐德奎，针对长距离、非可视、小空间井筒环境下，线缆布设与输送低机械

损伤、高可靠传输的难题。发明了非可视、长距离、小空间井筒环境下壁附式线

缆布设与缆管同步输送技术，解决了线缆通井口、过接箍、穿封隔器、任意断接

等难题，实现了上千米井下装备的供电与通讯信号的长期可靠传输。其研究工作

对主要科技创新中第 1点的实现起到创造性贡献。申请发明专利 18项，其中 5

项已授权，13项已受理，详见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李天龙，在本项目中负责井下智能配注设备机械结构设计，由于智能配注器

要求在Ф46mm至Ф114mm之间进行设计，空间相对狭小，且系统传动部分需

要布置成偏心形式，为了便于机械加工和装配，各段外壳需分别加工后串接在一

起。针对整个系统的总体连接方案和元件布置，采用中心管连接-外壳密封方式。

此种方式同样采用了中心管结构，保证了较好的对中性，避免了中心管密封的形

式，中心管只起到连接作用，密封作用依靠各段之间的 O型圈轴向密封来实现。



其研究工作对主要科技创新中第 1点的实现做出主要贡献。申请发明专利 11项，

其中 5项已授权，6项已受理，详见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左凯，在本项目中负责连续可调智能配注设备试制，针对井下高温、高压、

高腐蚀且相对狭小的工作环境，采用耐高温材料加工本体与电控组件，对各个接

口进行严格的密封设计，选用微型超大扭矩电机，和丝杠螺母机构，在狭小空间

内实现阀芯节数调整。其研究工作对主要科技创新中第 2点的实现做出了重要贡

献。

陈勇，在本项目中负责智能配注设备测试软件开发。借助 visual C#语言编制

井上人机交互控制子系统，对井下工况参数进行实时监测，以及实时向智能配注

器发出控制指令，对井下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处理，检测井下配注参数变化量

与趋势，实现人机交互。其研究工作对主要科技创新中第 3点的实现做出重要贡

献。

孙宝全，在本项目中负责智能配注设备性能实验与现场应用，对所设计低粘

损节流阀芯流场进行室内性能测试，测得节流剪切作用对聚合物溶液造成的粘度

损失率低于 6%，得到配注过程中调节阀芯可达到压差调整范围可达 2MPa，均

满足油田现场应用实际需求。在大庆油田注聚井进行现场测试与调控试验，其测

试结果效果良好。对主要科技创新中第 2点的实现做出重要贡献。

孙大兴，在本项目中负责配注及下井工艺设计，设计并完善智能配注设备下

井工艺，新的下井工艺使下井作业工作量大大减少，此前完成配注设备下井作业

需要一个 5人作业班组和 2台特种车辆协同完成，采用本项目研制的设备和下井

工艺仅需 1位作业工和 1辆皮卡即可完成全部设备下井作业。此外帮助项目组成

员开展配注设备性能实验与现场应用试验提供有利条件与指导意见。其研究工作

对主要科技创新中第 1、4点的实现做出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