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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幂律两相流体流经截面突缩管的数值模拟
＊

张　军　郑捷庆
(集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福建厦门　 361021)

摘要:为揭示空气—幂律流体流经截面突变时的两相流动规律 ,尤其是两相参数沿流向及管截面分布及压降

的变化规律 , 根据气液两相流理论 , 并考虑幂律流体的本构方程 ,建立了空气—幂律流体两相流动数学模型。在此

基础上 , 采用商业软件 Fluent对空气—幂律两相混合物流经截面突缩管道的流动特性进行了数值模拟 ,获得了两

相参数沿轴向及截面方向的分布规律。研究表明:气相 、液相速度及压降随着输入含气量的增大而增大;两相参数

在截面突变附近有急剧的改变 ,但其突变位置却有所不同;另外 ,两相参数的截面分布沿流程也有所不同。这些研

究结果对相关系统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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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许多工程领域广泛存在着空气 —幂律两相流

体流动 ,如石油开采中非牛顿稠油的注气开采以及

某些高黏幂律流体的掺气管输减阻等均存在着这种

较为复杂的流动
[ 1-3]

。目前在气—非牛顿两相流研

究中 ,基本上都是针对定直径圆管内的沿程流动特

性的研究
[ 3, 4]
,对流经截面突变时的流动特性的研

究很少见。为揭示空气—幂律流体流经截面突变等

局部两相流动规律 ,尤其是两相参数沿流向及管截

面分布及压降的变化规律 ,进行了一些相关研究 。

运用气液两相流理论 ,并考虑幂律流体的本构方程 ,

采用 FLUENT6.0对空气—幂律流体两相流流经截

面突缩管道的流动特性进行了数值模拟及理论分

析 ,为相关系统的水力设计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1　两相流动模型

采用欧拉法 —欧拉法来描述空气 —幂律流体两

相流动 ,即将气液两相视为连续的体系 、将欧拉法用

于气 、液两相的每一相 ,并以两相相间作用将两相方

程联系起来 。假定流动为层流(这里主要针对高黏

幂律流体),气液两相不可压缩 ,可建立两相方程 。

1.1　连续性方程

假设流动为定常 ,气 、液两相连续性方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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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αg为控制体容积含气率 , αl控制体容积含液

率 , αg+αl=1;j为坐标方向 ,对于三维坐标 , j=1, 2,

3;ρ为密度 , kg/m
3
;u为速度 , m/s;下标 g为气相参

数 , l为液相参数 。

1.2　运动方程

幂律流体的本构方程为

τ=KD
n

(3)

式中 , τ为剪切应力 , Pa;D为剪切速度 , s
-1
;K为幂

律流体稠度系数 , N· s
n
/m;n为幂律指数 ,对牛顿流

体 , n=1。

式(3)扩展为三维 ,本构方程变为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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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σ
ij
为应力张量分量;p为压强 , Pa;p

ij
为偏差应

力张量分量;δ
ij
为 Kronecker数;e

ij
为变形速度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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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相界面的表面张力 ,使用式(4),并考虑气

液两相的相间作用 ,液相幂律流体的定常流动运动

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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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相为牛顿流体 ,运动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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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f为质量力 ,这里只有重力 ,对气相则忽略。

式(6)中 R为相间作用力 ,忽略界面张力 ,由界

面平衡 ,气液两相的相间作用力有如下平衡关系

Rg=-Rl (7)

　　对于相间作用力 R,这里主要考虑了气泡运动

阻力 Rf、视质量力 Rm。即 R=Rf+Rm,有关 Rf、Rm

的表达式 ,可参见文献 [ 1] 。

2　数值计算及结果分析

气 —幂律流体两相混合物流经截面突缩管道的

计算实体模型如图 1所示 ,其中大端管道直径为 10

mm,小端直径为 6 mm,幂律流体由左面大端流入 ,

空气由管道上部细管(直径 2 mm)加入 ,与幂律流

体混合后一起向右流动。幂律流体的物性参数及流

变参数为:密度 ρl为 1070 kg/m
3
,稠度系数 K为

0.25N·s
n
/m,幂律指数 n=0.65。计算采用 FLU-

ENT6.0进行 ,计算时采用的坐标如图 1所示 ,坐标

原点在左端面中心 , x轴取管轴线方向 , y轴为垂直

方向 , z轴为垂直纸面方向 。

图 1　计算实体模型

　　(1)入口边界条件:管道左端幂律流体流速 1

m/s,上部细管空气输入速度分别取 0(单相幂律流

动)、0.25m/s、0.5 m/s、1 m/s、1.5 m/s、2.5m/s。

(2)出口边界条件:管道右端出流压强 p=0。

根据以上参数及条件 ,计算了不同输入气液比

B(输入气体流量与输入液体流量之比)下两相参数

沿截面分布及沿流向分布。

图 2为计算的含气率在 xyo剖面的分布 ,图 3

为截面突变前后不同位置处的管截面含气率分布 ,

其中 ,输入气体速度均为 1.5 m/s,图 2和图 3表征

了空气—幂律两相流体流经截面突缩管道时含气率

的总体分布及沿截面和沿流向的总的变化趋势。由

图 2可见 ,在空气加入口附近 ,含气率很高 ,但随后

就与液相混合较为充分 。沿流动方向 ,在截面突变

(稍靠下游)处 ,含气率突然变低 ,随后又恢复原状。

由图 3可见 ,在截面突变的上 、下游较远处 ,管截面

上的含气率分布较有规律 ,呈现中心区较高 、管壁附

近较低的特点 。

图 2　含气率在 xoy剖面的分布

图 3　截面突变前后不同位置处管截面含气率分布

图 4、图 5为截面突变上 、下游管截面上气液两

相真实速度沿 y方向的分布 。由图 4、图 5可见 ,空

气的加入使得液相速度明显提高 ,由于气相对液相

的拖曳力 ,随着输入气液比 B的增大 ,液相速度也

会提高。

图 4　截面突缩上 、下游管截面气相速度分布(沿 y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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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截面突缩上 、下游管截面液相速度分布(沿 y轴)

图 6为两相混合物流经截面突变时两相参数

(均取管中心处局部参数)沿轴线方向(x方向)的

变化趋势。图 6(a)表明 ,管中心点液相速度大约在

截面突变上游 5mm处开始急剧增大 ,在下游 3 ～ 4

mm处基本恢复平稳;随着含气率增大 ,中心液速也

增大 ,但下游的增大幅度比上游大 ,这与上 、下游管

截面的含气率有关。管中心气相速度分布则明显不

同于液相速度 ,图 6(b)表明 ,气相速度虽然也在上

游 5 mm处开始急剧增大 ,但却在截面突变下游约 2

～ 3mm处有一个峰值 ,随后又下降 ,至下游约 5 mm

处恢复平稳;随着输入气量的增大 ,速度峰值也随之

增大 ,气相速度沿流程的这种变化 ,实际上与含气率

沿轴向的分布有关。由图 6(c)可见 ,沿流动方向 ,

管中心局部含气率在 x=0.025 ～ 0.0375 m(即截面

突变上游 5 mm至下游 7.5 mm)之间有急剧的下

降 ,大约在下游约 2 ～ 5 mm处下降至最低点 ,这与

上述气相速度的峰值范围完全吻合 ,正是由于在这

个范围内截面含气率很小 ,造成真实气相速度的增

大 。图 6(d)为液相表观黏性沿流程的变化 , 图 6

(d)表明表观黏性在截面突变附近区域较低 ,这主

要是因为该区域速度急剧变化使流体剪切变形速度

增大的缘故(计算流体为拟塑性幂律流体 ,即流变

指数 n<1)。另外 ,计算还表明 ,气体的加入会使得

液相表观黏性有所提高 ,这也是因为气相的加入改

变了液相的速度分布及剪切变形速度的缘故。

图 7为输入不同含气量时幂律流体流经截面突

缩时的压降(该压降为 x=0.015 ～ 0.045 m,即截面

突变上游 15 mm至下游 15 mm之间的局部压强损

失)。由图 7可见 ,加入气体后的压降要高于不加

气时的单相幂律流动 ,随着含气率的增大 ,压降还会

进一步提高 ,这表明 ,掺入气体并不会对幂律流体的

局部压降起减阻效应 ,反而会引起阻力的增大 ,这个

结果与等直径管的掺气沿程压降变化完全不

同
[ 3, 4]
。对于这个结果可解释如下:局部损失产生

的主要原因是流体流经截面突变时引起流线变形和

旋涡区的出现;加入气体后 ,由于液相所占据的管截

图 6　两相参数沿管轴线方向的变化

面面积份额减小 ,从而加剧了流线的变形;由前面的

计算可知 ,管截面含气率分布呈现中心区域较高 ,壁

面附近含气率很小的特点 ,这对两相混合物与壁面

的摩擦损耗的降低并没有明显的作用;随着加气量

的增大 ,液相所占截面份额减小 ,液相真实速度增

大 ,会进一步造成压降的提高。正是由于这几个原

因的综合作用 ,才造成掺入气体后局部压力损失增

高的趋势 。

图 7　输入气液比对局部压降的影响

3　结论

(1)空气的加入使液相幂律流体速度提高 ,随

含气率增大 ,气相速度和液相速度均进一步增大 。

(2)沿流程方向 ,经过截面突变时 ,两相参数均

有突变 ,但突变范围及分布特点不尽相同。液相速

度在截面突变上游 5 mm处开始急剧增大 ,在下游 3

～ 4 mm处基本恢复平稳 。而气相速度在截面突缩

(靠近下游一侧)有一个最大值 ,随后下降恢复平

稳。含气率则在截面突缩稍靠下游一小段区域内有

突然的下降 ,其最低值位置基本与气相速度峰值位

置相符。

(下转第 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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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量开泵 、上下活动钻具的方法通过 。

(5)井下动力钻具钻井 ,密切观察立管压力及

工具面向角的变化。

(6)指重表一定要准确 、灵敏 ,保证送钻均匀。

(7)因 MWD及螺杆过流面积小 ,必须使用钻杆

滤网 ,防止工具堵塞水眼。

(8)使用 MWD仪器时 ,通过钻井液压力的变化

传递信号 ,因此入井钻井液中不能含有气泡 ,以免影

响数据传输。

3　应用效果

测斜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塔深 1井五开测斜结果

井深

/m

井斜

/(°)

7357.66 13.98

7367.16 13.03

7377.20 12.80

7396.45 12.57

7410.40 12.05

7415.29 12.10

井深

/m

井斜

/(°)

7421.12 12.31

7426.70 12.49

7428.80 12.57

7433.00 12.75

7436.40 12.57

7440.48 12.66

井深

/m

井斜

/(°)

7461.09 13.10

7465.06 13.37

7468.40 13.98

7468.64 13.72

7474.19 13.95

7501.73 13.28

井深

/m

井斜

/(°)

7505.91 13.06

7514.70 12.61

7521.50 12.71

7525.39 12.38

7532.82 11.87

7540.90 11.51

井深

/m

井斜

/(°)

7552.70 11.27

7559.10 10.79

7571.30 9.76

7576.52 9.55

7580.84 8.22

7600.27 8.63

井深

/m

井斜

/(°)

7607.18 8.34

7619.09 7.58

7623.11 7.55

7644.61 6.49

7655.30 5.94

7664.03 6.5

井深

/m

井斜

/(°)

7672.35 6.19

7683.40 5.45

7703.17 4.70

　　表 1中 7421.12 ～ 7501.73m为定向纠斜的降斜

井段。在该钻进井段中:7358 ～ 7415.50 m、7500.20

～ 7703.47m,进尺 260.47 m,纯钻时间 121h10min,

机械钻速 2.15 m/h, 是相当高的 。井斜变化由

13.98°↑ 12.10°(用 MWD弯 螺杆 )← 13.28°

(7415.50 ～ 7500.20 m取心及取心前后的光钻铤组

合)↑4.7°(重改用 MWD弯螺杆),说明 MWD加弯

螺杆动力钻具纠斜果极好。从表 1可以看出 , 用

MWD加弯螺杆动力钻具纠斜 ,既达到了纠斜的目

的 ,又取得了较高的机械钻速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4　结论

(1)用弯螺杆加 MWD定向仪定向纠斜是一种较

好的纠斜方法 ,能取得较好的纠斜效果和钻井效率 。

(2)超深井中用弯螺杆加 MWD定向仪定向钻

进 ,通过控制好钻压 、工具弯曲角 、工具面相对于井

眼原方向的角度这 3个参数 ,在一定范围内能随意地

控制好钻头纠斜力的大小和方向 ,从而控制好井斜 ,

但要保证其在高温高压条件下正常工作 ,此外 ,有效

消除钻具弹性 、井壁与钻具摩阻等因素对各种参数的

影响也很重要。

(3)研究适应超深井纠斜的仪器和工具及研制

准确检测各种参数的仪器 ,对深部地层的钻井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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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入空气后 ,由于造成气相 、液相真实速度

的增大 ,从而使得流经截面突缩管道的局部压降也

增大 ,随着输入气量的增大 ,压降还会进一步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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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tlyproportionaltoultimateshearstressofoil.The
lowerthepermeabilityis, thegreatertheextentofsin-
gle-welloutputdecreaseis.What'smore, theextentof
single-welloutputdecreaseincreasesastheultimate
shearstressbecomesbiggerandthedistancebetween
wellsgetslarger.Soreservoirscanbereconstructedef-
fectivelybyfracturinganddrillinghorizontalw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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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simulationontwo-phaseflowofairandpower-
lawliquidthroughsuddenlyshrunkenchannels.ZHANG
Jun, ZHENGJie-qing.ODPT, 2007, 29 (3):108-110

Abstract:Amathematicalmodeloftwo-phaseair
andpower-lawflowisdevelopedonthebasisofthe
two-phaseflowtheoryofgasandliquidandtheconsti-
tutiveequationofpower-lawfluid.Theflowcharacter-
isticsoftwo-phasemixturesofairandpower-lawfluid
throughasuddenlyshrunkenchannelarenumerically
simulatedbyusingcommercialsoftwarenamedFluent.
Thenthedistributionlawoftwo-phaseparametersa-
longaxialandsectionaldirectionsisobtained.Re-
searchresultsshowthatthehigherthegasvelocity,
liquidvelocity, andpressuredropare, themorethe
inputgascontentincreases.What'smore, thetwo-
phaseparameterschangeabruptlynearbythesuddenly
shrunkensection, yetthemutationpositionsarediffer-
ent.Inaddition, thesectionaldistributionofthetwo-
phaseparametersisalsodifferentalongaxialdirection.
Alltheresearchresultsprovideatheoreticalbasisfor
thedesignofrelevantsystems.

Keywords:two-phaseflowofgas-powerlawflu-
id;suddenlyshrunkenchannel;flowcharacteristic;
numericalsimulation

ZHANGJun, SchoolofMechanicalEngineering,
JimeiUniversity, Xiamen361021, Fujian, China

BentscrewdrillsandMWDdirectionalcorrectiontechn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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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fifthspuddingofWellTashen-1is
drilledfrom6800 mto8408 mwhencompleted.The
formationmainlyconsistsofdolomiteandfeaturesin
complexlithology, whichmakesitdifficulttocontrol
welldeviation.Allconventionaldeviationcontroltech-
nologiestodrillverticallyhavebeenappliedformany
times, buttheydonotworkatall.Later, bentscrew

drillsandMWD(measurementwhiledrilling)tech-
nologyfordeviationmeasuringandstraighteningare
applied.Thedifficultiesinusingtoolstodrillultra-
deepwellsectionsaresolved, basedoncontrollingthe
drillingpressure, thescrewrodcamber, andthetool
surface, controllingwelldeviationthroughdirectional
andcompounddrilling, adjustinguntwistanglecor-
rectly, usingMWDanddynamicdrillingtoolresistant
tohightemperatureandhighpressure, drillingdown
insegmentationandreducingtemperatureincircula-
tion.Welldeviationiscontrolledeffectively, aswell
asdrillingtasksarefulfilledwithhighqualityandhigh
efficiency.Applicationresultsshowthattheanti-devi-
ationwithMWDandbentscrewdrillsfeaturesinhigh
efficiency, safety, simplicityandpracticality.Itisnot
onlypracticalindealingwithdifficultwelldeviation
control, butcanalsobeappliedtoconventionaldrill-
ingtoimprovetheefficiencyandcontrold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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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lllossisusuallyseenindrillingop-
eration.Itdelaysthesafedrillingprocessandcoststoo
much.Withtheanalysisofwellloss, thesimulation
apparatusisbuiltupandheatgeneratingandcontrol-
lingequipmentisdesigned.Asetofdataacquisition
andprocessingsystemisdevelopedaswell.Withall
theequipment, thethermalcharacteristicsoftheflow
duringwelllossareinvestigated.Aftertheexperi-
ment, anewdeviceofdetectingthewellleakinginter-
valisdeveloped.Itcanbeusedwithouttrippingout
thedrillingstemandcanheatthedrillingstemwith
thecontrolsignalontheland.Itcanmeasurethetem-
peraturedataandcomparethembeforeheatingandaf-
terheating, determiningtheflowmodeintheannular
throughthedeferenceoftemperaturedata.Thewell
leakingintervalcanbefoundbychangingthedepthof
thedevice.Thenewapproachisaccurateandthenew
deviceissmall, whichcanprovideatechnicalsupport
forsafedr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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