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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然气水合物是天然气与水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形成的一种冰状笼形化合物。在气井测试与生产

系统中 ,一旦压力 、温度条件满足 ,天然气混合物中的某些气体组分便与水形成水合物 , 堵塞油管或井口集输管线。

研究分析了气井油管中水合物形成的规律 ,提出了预测水合物形成趋势和可能位置的方法及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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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气井测试与生产中 ,经常发生天然气水合物

堵塞油管和井口集输管线的事故。如陕甘宁盆地陕

44的 12口气井在试采时油管中均不同程度地产生

水合物冰堵。辽河 、胜利 、南海等油田的很多气井也

存在类似问题 ,对气井的测试与正常生产造成了极

为严重的影响 ,而国内外对气井水合物冰堵的形成

及解决办法的研究却较少 。笔者针对气井生产系统

的特点 ,研究分析了油管水合物形成的原因和基本

规律 ,提出了根据气井井筒温度分布和井筒压力条

件下水合物形成的温度分布 ,来预测油管中水合物

形成的趋势和可能位置的方法 ,并编制了计算机软

件。对预防水合物形成的方法进行了讨论。

一 、天然气水合物形成的热力学条件

天然气水合物是在一定的压力下 ,由天然气中

的某些气体组分与水在高于冰点的低温条件下形成

的一种外观像冰但晶体结构却与冰不同的笼形化合

物。水合物形成温度与体系压力 、天然气组成和水

的活度密切相关 。研究表明[ 1、2] :

(1)体系压力越高 ,水合物形成温度越高。如甲

烷气在5MPa 压力下形成水合物的温度为 6.5℃,而

在92MPa压力下形成水合物的温度高达 32℃。

(2)天然气组成不同 ,形成水合物的压力 、温度

不同。天然气相对密度增大 ,一定压力下水合物形

成温度升高 ,或者一定温度下水合物形成压力降低 。

当天然气中含有CO2和H2S等易溶于水的酸性气体

时 ,水合物形成温度升高或形成压力降低。

(3)水溶液的电解质含量越高 ,一定压力下水合

物形成温度越低 。

在天然气水合物体系中一般有 3相共存 ,即水

合物相 、气相 、富水相或冰相 。根据相平衡准则和分

子热力学理论 ,可得到平衡状态下形成水合物的热

力学关系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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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 (5)所用到的水合物物理常数见文献[ 3] 。

利用式(1)～ (5),对给定的天然气组成和水溶

液性质 ,通过计算机迭代 ,可计算出天然气水合物形

成热力学条件。水合物计算中涉及到的物性参数

(逸度等)可由热力学的状态方程模型求出 。

二 、气井油管中形成水合物的原因及规律

大小适宜的气体分子(如 CH4 、C2H6 、C3H8 、i-

C4H10 、CO2 、H2S 、N2 等)、液态水的存在 、一定的过冷

度(环境温度低于水合物形成温度的值)是水合物形

成的 3个必要条件;剧烈扰动 、固体杂质和粗糙管

壁 ,对水合物晶粒的形成和聚集生长起促进作用 。

在组成天然气的组分中 ,甲烷占绝大部分 ,还含

有乙烷 、丙烷 、丁烷等轻烃组分和二氧化碳 、硫化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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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气等非烃类气体。井流物中含有地层水 、砂粒等

物质 ,并沿内壁不光滑油管流动 ,因此 ,具备形成水

合物所必需的气体分子和液态水等条件 ,一旦压力 、

温度条件满足 ,便会形成水合物 ,并粘附在管壁上形

成水合物结晶层 ,严重时将堵塞整个管路。

在天然气混合物从井底流向井口的过程中 ,沿

程的压力和温度是逐渐降低的 。当温度降低到水合

物生成温度时 ,就可能形成水合物 。

图1为某气井油管内的温度分布和水合物形成

趋势 ,其中 ,曲线 1 、2 、3 、4分别为 2×10
4
m
3
/d 流量

下 、3×104m3/d流量下的井筒温度分布曲线 、地温梯

度曲线和水合物形成温度曲线。在井深小于 300m

的范围内 ,井筒温度低于水合物形成温度 ,只要存在

自由水便有水合物形成。

图 1　气井水合物形成与温度分布的关系

由上述分析可知 ,气井油管内形成水合物的充

分必要条件是:井流物含有自由水和在井筒压力条

件下井筒温度低于水合物形成温度 。当天然气组成

和地层水的性质一定时 ,油管内能否形成水合物取

决于井筒的压力和温度分布。井筒压力直接影响水

合物的形成 ,井筒温度则决定水合物是否形成。

三 、井筒压力和温度分布

影响井筒压力和温度分布的主要因素有产气

量 、油管直径及表面性质 、井深及井身结构 、储层压

力和温度 、井流物组成 、地温梯度等。其影响具有以

下规律 。

(1)储层压力高 ,井筒压力高 ,水合物形成温度

高 ,危险性大 。

(2)储层温度高 ,井筒温度高 ,水合物形成的危

险性小 。

(3)随着产气量的增大 ,井口压力降低幅度较

大 ,且由于散热时间短 ,井口温度高 ,形成水合物的

危险性减小 。

(4)油管尺寸增大 ,散热面积增大 ,温度降低幅

度大 。但油管尺寸过小 ,由于焦耳—汤姆森效应的

影响 ,温度降低幅度反而更大。因此 ,对于一定产气

量 ,存在一个最优的油管直径 ,使水合物形成的危险

性最小 。

(5)井越深 ,温度降低幅度越大 ,井口附近形成

水合物的危险性越大。

气井井流物中一般含有少量液体(油或水),在

油管内的流动为气液两相流动。由于其气液比远远

高于油井 ,液相一般呈分散小液珠均匀分布在气相

中 ,因此属于雾状流。参考文献[ 4]提出了气井井筒

压力 、温度耦合算法 ,建立了气液两相流动的井筒压

力 、温度分段计算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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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b1 =4×10
-9 , b2 =4.814×10

-7 , b3 =2.6×

10-17 , I 为温度 、压力和压缩因子的函数 ,随井深而

变化 , I=ZT/ p 。

　　利用式(6)和式(7),采用耦合迭代算法 ,从井底

开始向上或者从井口开始向下逐段进行计算 ,就可

以得到整个井筒的压力和温度分布 。

四 、油管中水合物形成的预测

1.预测方法及步骤

(1)已知某气井的天然气组成和地层水性质 ,利

用式(1)～ 式(5)可以计算出给定组成天然气的水合

物形成压力 —温度曲线 。

(2)给定井深 、井身结构 、井内油管结构 、地温梯

度 、储层压力和温度 、地层导热系数及散热系数 、产

气量等参数 ,利用式(6)和式(7)可计算出井筒压力

和温度分布 。

(3)根据水合物形成的压力—温度曲线 ,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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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井筒压力条件下水合物的形成温度。

(4)根据水合物形成温度和井筒温度分布情况 ,

可判断水合物形成趋势和可能位置 。

预测气井油管中水合物形成的计算过程见图2。

图 2　气井油管中水合物形成预测计算过程

2.计算实例　陕 62 井井身结构为  393mm ×

167.69m+ 342mm×529.6m+ 241mm×3715.5m+

 149mm×3901.0m ,套管程序为  273mm×167.69m

+ 177.8mm ×3715.16m+ 127mm ×3900.2m 。基

本参数如下:油管下深 3708.8m ,油管柱为  73mm

×5.5mm;井底压力 31MPa ,井底温度 105℃;实测井

口压 力 23MPa , 井 口 温 度 17℃;地 温 梯 度

2.8 ～ 3.0℃/100m ,地层导热系数 2.2W/(m·K),地

层散热系数1×10
-6
m
2
/ s;产气量 6×10

4
m
3
/d。天然

气组成为:CH4 (96.96%)、C2H6(0.18%)、C3H8

(0.04%)、N2(0.64%)、CO2(2.15%)、H2S(0.03%)。

计算段长度取 100m ,计算结果如图 3所示 。

图 3　陕 62井油管内水合物预测结果

由图 3可看出 ,水合物生成温度曲线与井筒温

度曲线在距离井口 98m 处相交 。若存在自由水 ,则

从此深度到井口的油管段形成水合物 。预测结果与

试采资料的对比见下表 ,二者十分接近。
陕 62 井水合物预测结果与试采资料对比表

参数 预测值 实测值 误差/ %

井口压力/MPa 23.079 23 0.3

井口温度/ ℃ 16.5 17 2.9

水合物形成位置/m 98 100 2.0

　　五 、防止水合物形成的途径

根据对水合物形成的机理及影响因素的分析 ,

防止高温高压气井测试系统中水合物形成的主要途

径有:使系统压力降低到低于给定温度下水合物的

生成压力;保持气流温度高于给定压力下水合物的

生成温度;改变天然气水溶液体系的物理化学性质 ,

提高水合物生成压力或降低水合物生成温度 ,或者

抑制水合物晶体的聚结和生长。可采取以下措施达

到改变上述系统参数或水化平衡参数的目的。

1.井下气嘴节流法　安装井下气嘴 ,在井下实

现节流降压 ,并可利用地层热量对节流后的降温气

流进行加热升温 ,可以大大降低井筒上部压力和井

口压力 ,防止井筒内形成水合物 ,提高井口及地面设

备安全程度 。目前 ,井下节流技术已在胜利 、四川 、

新疆等油田的气井测试与生产中得到了成功的应

用 ,获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2.加热法 　采用电缆加热和注蒸汽加热等方

法 ,提高油管中气流的温度和井口管汇内的气流温

度 ,达到防止水合物形成的目的。电缆和注蒸汽加

热的投入费用大 ,现场需要一定的设施 ,如供电设

施 、蒸汽锅炉等。

3.隔热保温法　在油管上部适当部位的外壁涂

敷 1层隔热层 ,或在环形空间充填隔热防冻层 ,可以

减小油管气流向周围地层的散热损失 ,提高气流流

至井口时的温度 ,从而防止在井筒中形成水合物 。

4.油管内涂厌水层法　这是一种降低工艺设备

和管道内表面结晶水合物附着力的方法。这种方法

不能阻止水合物结晶 ,但可以明显降低水合物晶粒

在管壁上的附着力 ,使生成的水合物晶粒很容易被

气流带走。可降低附着力的厌水材料有碳氢化合物

冷凝液 、轻质油以及基于有机硅的分子膜等。

5.化学抑制法　通过注入水合物抑制剂 ,破坏

水分子之间的结构关系 ,改变天然气水溶液的热力

学性质 ,可达到提高水合物生成压力或降低水合物

生成温度 ,或者抑制水合物的结晶和生长的目的。

目前用于抑制水合物生成的抑制剂有热力学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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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动力学抑制剂和防聚剂等 3大类[ 5] 。

六 、结论

1.天然气水合物的形成温度取决于天然气组

成 、水溶液的活度和体系压力 。本文给出了计算水

合物形成条件的热力学模型 ,可较准确地计算天然

气水合物形成的压力 、温度条件。

2.当天然气组成和地层水的性质一定时 ,油管

内能否形成水合物取决于井筒的压力和温度分布 。

井口附近气流温度最低 ,形成水合物的危险性最大 。

井的压力越高 ,产量越低 ,越容易形成水合物 。

3.影响井筒压力和温度分布的主要因素有产气

量 、油管直径及表面性质 、井深及井身结构 、储层压

力和温度 、井流物组成 、地温梯度等 。本文考虑了液

相的影响 ,根据井筒压力 、温度分布和井筒条件下水

合物生成温度 ,预测气井油管内水合物的形成趋势

和位置 ,计算结果与实测数据吻合较好 。

4.可以从降低系统压力 、提高系统温度和改变

水溶液性质 3个方面着手 ,阻止水合物的形成 。主

要措施有井下节流降压 、加热保温 、油管内壁涂厌水

层 、加入化学抑制剂等。

符　号　说　明

A ———松弛距离 ,1/m;

aw ———水的活度 ,无因次 ,对冰和纯水 , aw≈1 ,对富

水相 ,可按 Uniquac模型计算;

Cij ———气体分子 j在 i 型空穴中的 Langmuir常数 ,

1/MPa;

Cpm———气液混合物定压比热 , J/(kg·K);

ΔCpw ———水在完全空的水合物晶格与纯水相之间

的比热容差 , J/(mol·K);

d i ———油管内径 ,m;

f j———气体分子 j在平衡各相中的逸度 ,由状态方程

计算 ,MPa;

fw
α———富水相中水的逸度 ,MPa;

fw
0
———纯水的逸度 ,MPa;

ge ———地温梯度 , ℃/m;

Δhw ———水在空水合物晶格与纯水相之间的摩尔比

焓差 , J/mol;

Δh0w ———温度 T0 和零压下 ,水在空水合物晶格与纯

水相之间的摩尔比焓差 , J/mol;

l———井眼长度 ,m;

mG———天然气分子量;

NC ———气体混合物中可生成水合物的组分数目 ,无

因次;

p ———压力 ,MPa;

qL 、qGsc ———分别为液相流量和标态下产气量 ,m3/ s;

R ———通用气体常数;

Tf 、T e———气流 、地层温度 ,K;

v ———气流速度 ,m/s;

ΔVw ———水在空水合物晶格与纯水相之间的摩尔体

积差 , cm3/mol;

xw ———富水相中水的摩尔浓度 ,无因次;

Z ———气体压缩因子;

α———井斜角 ,°;

βi ———水合物晶格单元中 i 型空穴数与构成晶格单

元的水分子数之比 ,无因次;

γw ———富水相中水的活度系数 ,无因次;

ρ———液相(油或水)密度 ,kg/m3;

θij ———i 型空穴被 j 类气体分子占据的概率 ,无因

次;

λ———油管摩阻系数 ,无因次;

μJm———气液混合物焦—汤系数 ,K/MPa;

Δμ
0
w ———温度 T0 和零压下 ,水在空水合物晶格与冰

之间的化学位差 , J/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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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BOUNDARY CONDITION AT THE BIT
by Song Zhiwu , Gao Deli(Petroleum Engineering Dept.of Petroleum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echanical analysis of bottom hole assembly is still in the phrase of static study , and some dynamic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 i.e., calculating the bit boundary condition twice by taking the bit as an articulated sup-
port and an immovable support separately ,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bending moment of bit is continuously changing , and
then average the two results.The result of this method may be more reliable , as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 obtained by
taking the bit as just an articulated support or an immovable support.

Subject heading　bottom hole assembly　bit　boundary condition　drill stem mechanics

STUDY OF FORMATION DAMAGE EFFECT ON THE PRODUCTIVITY FOR DIRECTIONAL WELLS
by Zhang Zhenhua(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aohe Oilfield),Yan Jienian
Abstract　The productivity equation containing skin factors for directional wells in the infinite reservoir was provid-

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single and stable-state flow.A coordinate transformedmethod was adopted to calculate the
true skin factor Sd and the pseudo-skin factor Sθin the directional wells.It has been confirmed that the accuracy of cal-
culated results using the productivity equation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actual data.It can be applied to the fields for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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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OWER LAW INDEX CALCULATED USING NEW METHOD IN WELL TEST IN-
TERPRETATION

by He Fengyun , Wang Lijun , Wu Chunyu(Daqing Petroleum Institute), Feng Xiaoming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of polymer solution concentration and the distance the polymer flowing from the inject

well was gained on the basic of theoretics and production data.According to this relationship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polymer solution power law index and its concentration , a expression of power law fluid index was found out.In the ap-
plication of well test interpretation , the power law fluid index calculated out from the expression , compared with the pow-
er law index trying calculation method before , is more exactitude and qui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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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ATE FORMATION AND PREDICTION IN GASWELL TUBE
by Zou Deyong , Wang Ruihe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 Beijing)
Abstract　During the gas mixture flowing from bottom-hole to wellhead , the temperature of gas stream always low-

ers.If water exists , the hydrate formers in gas stream form hydrates certainly when the temperature of gas stream is lower
than the hydrate formation temperature.Hydrates in well-hole will block the tube and stop the gas production.Accord-
ing to the temperature profiles in a flowing gas well and the hydrate formation temperature in well-hole conditions , hy-
drates in tube can be predicted.In this paper , the cause and basic regularity of hydrate formation in gas well are dis-
cussed.A method for predicting hydrate formation in a flowing gas well is presented.Comparisons between the model' s
prediction and field data indicate that the model' s prediction is highly 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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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ING DESIGN OF OIL PUMPING SYSTEM TO IMPROVE ITS EFFICIENCY
by Wang Huilai , Fu Shugui , Liu Kedi , Dong Jinmu(No.1 Production Plant , Huabei Oilfield Co.)
Abstract　Beginning from the power consume of oil pumping system , the import energy could divide into electrical

energy and gas expend energy while the consume energy could divide into availability energy and consume energy of well
pumping unit , of viscidity sluggish and of glide friction.Basic on this , a realism calculation method of oil pumping sys-
tem efficiency was fished out.Using the calculation formula of energy , the system efficiency which each parameter takes
part in was calculated.With the object of higher system efficiency and better income and the principle of selecting merit
from the whole , a series oil pumping parameters were selected , which could implement the aim to optimize design of pa-
rameter selection.This technology can improve system efficiency great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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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TELEMATIC OF SUCKER ROD PUMB OIL WELLS
by Yan Wenhui , Peng Yong , Wang Shiwu(Xi' an Petroleum Institute)
Abstract　After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elematic technology basic on Internet and pointing

out the merit and demerit of the diagnosis technology used in sucker rod pump well , a new technology that Internet and
sucker rod pump diagnosis technology tied in is put forward , which can implement telematic of the wells , so the run cost
of them would be knocked-down.The accomplishment of telematic of sucker rod pump basic on the idea of Internet pro-
gram using the technology of ASP &ADO.The diagnosis model put the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nd the application condi-
tions apart , which can form two systems lonely , that reduced the require of computer hardware of consumer.

Subject heading　oil well　sucker rod pump　network　diagnosis　telematic

HYDRAULIC FRACTURE TECHNOLOGY OF FAN -128 FLAUT IN DAHUHU OILFIELD OF
SHEN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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