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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下油水分离系统设计及参数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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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井下油水分离技术选井条件苛刻 , 系统设计复杂 ,在应用过程中受到很大限制。针对井下油水分离系统

的设计方法展开研究 , 介绍了该系统的工作原理和系统构成 , 在分析各子系统流动规律以及子系统间协调规律的

基础上 , 采用节点分析方法 ,建立了电潜泵井下油水分离系统的设计模型并给出了计算实例。对主要影响参数进

行敏感性分析 , 结果表明 ,旋流分离器起到分配能量的作用 ,是系统协调工作的核心 , 同时地层产液量 、注水启动压

力 、吸水指数对设计结果有较大的影响。该模型的建立为井下油水分离技术的现场实施提供了可靠的设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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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田进入中高含水期后暴露出一系列矛盾:

(1)井底回压增高 , 油井产量递减;(2)许多油田

(井)因含水上升濒临经济开采极限 ,甚至造成过早

停产或废弃 ,大量原油留在地下 ,采收率下降;(3)

由于水处理规模增大和水处理剂用量增加 ,促使水

处理设备投入和操作费用不断增加 ,采油成本上升 ,

综合经济效益变差;(4)产出水处理过程中的泄漏

及排放造成越来越突出的环保压力。解决上述问题

的有效途径是改进现有油井举升系统并与井下油水

分离技术相结合 ,同井回注 ,形成同井注采系统 。

井下油水分离技术是一项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环保效果的创新技术 ,自 20世纪 90年代初投入

研究以来受到了广泛关注
[ 1, 2]
,但由于其选井条件

较为苛刻 ,系统设计复杂 ,在应用过程受到了很大的

限制
[ 3, 4]
。为此 ,在分析井下油水分离系统的构成

及子系统的流动 、协调规律的基础上 ,采用节点分析

的方法建立了井下油水分离系统的设计模型 ,并进

行了主要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1　井下油水分离技术简介

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可将目前常用的井下油水

分离技术方案分为以下类型:

(1)根据所用泵型分类:有杆泵井下油水分离 、

电潜泵井下油水分离和螺杆泵井下油水分离等 。

(2)根据井下分离器分类:重力分异式井下油

水分离和水力旋流式井下油水分离。

(3)根据电泵(电机)数目分类:单泵单电机井

下油水分离 、双泵单电机井下油水分离和双泵双电

机井下油水分离等 。

(4)根据注入层与产出层的相对位置分类:采

上注下(生产层在上)和采下注上(注入层在上)。

选择方案时应综合考虑井身结构 、生产情况及

经济指标等因素。针对系统构成相对简单 、应用广

泛的单泵单电机井下油水分离系统(图 1)进行研

究 ,其工作原理为:来自生产层的油水混合液进入电

泵增压后供给井下水力旋流分离器 ,在旋流分离器

中进行分离后 ,浓缩油液从旋流器上溢口经旁通管

进入油管 ,被举升至地面;底流口流出的水进入封隔

器下部 ,注入注水层位
[ 5]
。该系统中由 1台电泵供

液给分离器 ,提供注入和举升的能量。

图 1　单泵单电机井下油水分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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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构成

井下油水分离系统由产出层子系统 、注入层子

系统 、电潜泵子系统 、多相管流子系统和水力旋流器

子系统等 5个子系统构成 ,其中前 4个子系统的流

动规律与普通的电泵生产井基本相同 ,均可采用已

有理论模型加以描述 。例如 ,产出层子系统的流动

规律可用油井的流入动态曲线(IPR)来描述 。

较为特殊的是水力旋流分离器子系统 ,该子系

统的流动规律较为复杂 ,目前较多的是采用试验方

法和数值模拟方法进行研究。通过对 D80型旋流

分离器压降 、流量特性关系的室内实验研究 ,得到以

下结论及关系式
[ 6]
。

(1)当入口流量改变时 ,水力旋流器的分流比

基本保持不变。这样 ,就可以根据旋流器的初始分

流比确定出旋流器在井下工作时所举升和注入的液

量 。

(2)溢流口压降与入口流量 、溢流流量三者之

间存在如下关系

Δpiu =-0.103 +0.127Qu+0.005Qi
2.18

(1)

式中 , Δpiu为溢流口压降 , MPa;Qi为入口流量 , m
3
/

h;Qu为溢流流量 , m
3
/h。

(3)当入口流量改变时 ,旋流器的压降比基本

保持不变。这样可以根据溢流压降 piu及压降比 C

计算出底流压降

Δpid =
Δpiu
C

(2)

式中 , Δpid为底流口压降 , MPa;C为压降比 ,它等于

溢流压降与底流压降的比值。

(4)旋流分离器的压降比与分流比关系只与本

身的结构有关。室内实验得出的 D80型旋流器的

压降比与分流比关系为

C=0.0004F
2
+0.063F+0.7006 (3)

式中 , F为分流比 ,为溢流流量与入口流量的比值。

根据分流比求得压降比 ,进而可求得溢流口或

底流口的压降 ,对流量分配及分离器压力损失进行

计算。

3　系统协调分析

采用节点分析方法对井下油水分离生产系统进

行分析 ,节点设置如图 2所示。

3.1　压力协调关系

整个系统的压力协调关系为

图 2　单泵单电机井下油水分离系统节点分布

pwf-Δp1 =ppump (4)

ppump+Δp2 =pin (5)

pd+Δp3 =pw (6)

pup-Δp4 =pt (7)

式中 , pwf为井底流压 , MPa;Δp1为油层到下泵深度

之间井段多相管流压力损失 , MPa;ppump为电潜泵入

口压力 , MPa;Δp2为电潜泵的增压 , MPa;pin为旋流

器入口压力 , MPa;pd为旋流器底流口压力 , MPa;Δp3

为旋流器底流口到注入层的压力差 , MPa;pw为注入

层注入压力 , MPa;pup为旋流器溢流口压力 , MPa;

Δp4为旋流器溢流口到井口之间多相管流的压力损

失 , MPa;pt为井口油压 , MPa。

3.2　流量协调关系

Qf=Qd+Qt (8)

式中 , Qf为地层产出液量 ,即电潜泵排量 , t/d;Qd为

注入层注入液量 ,即旋流器底流口流量 , t/d;Qt为井

口产出液量 ,即旋流器溢流口液量 , t/d。

3.3　含水率的协调关系

Qffw =Qdfwd+Qtfwt (9)

式中 , fw为地层产出液含水 ,即旋流器入口含水 , t/

d;fwd为注入层注入液含水 ,即旋流器底流口含水 , t/

d;fwt为井口产出液含水 ,即旋流器溢流口含水 , t/d。

上述整个系统的协调关系再结合各子系统的流

动规律即可构成 1个封闭的系统设计模型。

4　设计方法

井下油水分离系统设计的任务是同时满足举升

和注入两方面要求 ,根据油井供液能力确定产量 ,确

定电潜泵及旋流分离器的相关参数 (泵型 、下泵深

度 、级数和分流比等),使电潜泵达到效率最高和能

耗最小 ,且整个系统能够协调 、稳定工作 。

设计过程中的几个约束条件如下:

(1)油井的设计排量在泵的推荐排量范围内;

(2)井口油压大于某一限定的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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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泵及井下分离器的最大外径小于套管内

径;

(4)注入压力和流量满足注入水层的压力和流

量协调关系 。

同时 ,设计过程中做如下假设:

(1)忽略流体流经分离器导致的温度变化;

(2)地层产出油完全举升到地面 ,即旋流分离

器底流中不含油相;

(3)注水层注水启动压力和吸水指数均视为常

数 。

在上述子系统分析及系统协调性分析的基础

上 ,得到定产量条件下的系统设计的具体步骤如下:

(1)根据给定产量 Qf在流入动态曲线上确定

Qf对应的井底流压 pwf;

(2)选择泵型使得 Qf在电潜泵的推荐排量范

围内;

(3)由井底向上进行多相管流计算 ,根据电泵

的入口压力要求计算电潜泵的下泵深度 Hpump;

(4)根据井身条件 、处理液量及设计要求(如地

面含水降低率),确定旋流分离器的类型及分流比;

(5)初选泵级数 ,对泵特性曲线进行气体和黏

度校正 ,计算泵出口压力 ,得到旋流分离器的入口压

力 pin;

(6)根据旋流器的分流比计算压降比及溢流口

压降损失 ,进而计算出旋流器各出口的压力 、液量和

含水 ,即 pup、pd、Qt、Qd、fwt、fwd;

(7)根据旋流器上溢流口的压力 pup向上计算

到井口得到井口油压 pt,如井口油压大于要求值则

表明已满足举升要求 ,否则应加大泵级数 ,重复步骤

(5)～ (6);

(8)从旋流分离器底流口向下计算摩阻和重力

压降损失 Δp4 ,从而得到注入层注水压力 pw;

(9)根据注水压力 pw、注水量 Qd、注水层吸水

指数 、启动压力等计算所需地下注入压力 p′w,如 pw
<p′w,则应增加泵级数 ,重复步骤(5)～ (8);

(10)在分流比一定的前提下 ,如整个系统中举

升所需能量较高则可能会出现注水压力过大的情

况 ,此时应在分离器尾管上加装节流阀 ,以满足注入

层的注水要求 。

(11)结果保存 、输出 ,计算结束 。

5　算例及参数敏感性分析

5.1　算例

某油田一口高含水油井油层中深为 2555 m,地

层压力为 25.99 MPa,地层温度为 83 ℃,产液指数

为 70 t/(d· MPa),含水率为 98.6%,原油密度为

0.839g/cm
3
,原油黏度为 19 mPa· s,注水层位为

2570 m,吸水指数为 44.8 t/(d· MPa),注水启动压

力为 25MPa,设计油层产液量 160 t/d,设计地面产

水量为原地面产水量的 50%。设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单泵单电机井下油水分离系统设计结果

油层产液

/t· d-1
产油量

/t· d-1
井底流压

/MPa

井口油压

/MPa

注水量

/t· d-1
地面产水

/t· d-1
注水压力

/MPa

泵深

/m

泵入口压力

/MPa

泵出口压力

/MPa
电泵级数

电泵效率

/%

160 2.66 23.70 1.71 78.88 78.46 26.89 737.02 5.93 9.02 60 55.10

5.2　参数敏感性分析

5.2.1　油层产液量　产液量对系统设计结果的影

响如图 3所示 ,它决定整个系统的总载荷和所需的

总能量 。产液量越大 ,系统中需要举升和注入的液

量就越大 ,需要电泵提供的能量也就越高 ,泵级数也

就相应增加 ,这与常规电潜泵生产系统基本相同。

图 3　地层产液量与电潜泵级数的关系

5.2.2　旋流分离器分流比的影响　如图 4所示 ,当

分流比较大时 ,注入所需能量远小于举升所需压能 ,

因此此时泵级数的设计结果主要反映了系统所需的

举升能量的大小。但是 ,当分流比减小时 ,注入流体

所占比例变大 ,所需注水能量也就相应增加 ,此时就

需要加大泵级数以获得更大的能量。

图 4　分流比与电潜泵级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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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流分离器的分流比不仅表征了地层产出流体

中被举升到地面的流体量与注入到井下注水层的流

体量的比值 ,并且由于分流比与分压比直接关联 ,分

流比还决定了电潜泵出口压能在举升 、注入两方面

的分配关系 ,因此旋流分离器分流比是影响整个系

统协调 、稳定运转的一个重要参数。

5.2.3　地层产出液含水率的影响　如图 5所示 ,随

着含水率的增加 ,泵级数相应增加。这是由于在产

液量一定时 ,含水率越高 ,产出水越多 ,要满足地面

设计要求所需要注入的水就越多 ,导致旋流分离器

的分流比下降 ,从而所需泵级数上升 。

图 5　地层产液含水率与电潜泵级数的关系

5.2.4　吸水指数和注水启动压力的影响 　当吸水

指数较大时(图 6中约为 40 t/(d· MPa)以上),注

入条件极易满足 ,此时泵级数仅需满足举升要求即

可同时满足注入要求 ,但如果举升所需要的能量远

大于注入所需能量 ,则需考虑注入层的注水压力与

注入流量的匹配问题 ,必要时可以在系统中增加一

个富油举升泵 ,专门为举升富油提供能量
[ 7]
。随着

吸水指数的减小 ,注入需要的压能逐渐增加 ,当注入

所需压能大于举升所需能量时 ,就需要增加电泵的

级数。

图 6　吸水指数与电潜泵级数的关系

注水启动压力的影响如图 7所示 。当启动压力

大于某一值 ,注入所需压能大于举升所需能量 ,就需

要增加电泵级数来满足注水要求。而在此之前启动

压力的影响并不明显 。

图 7　注水启动压力对系统设计的影响

6　结论及建议

(1)在对井下油水分离系统的构成及协调关系

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建立了井下油水分离系统的设

计方法 ,为该技术的现场实施提供了设计依据。

(2)油层产液量 、含水率 ,分流器分流比 ,注水

层吸水指数 、启动压力等参数均会影响最终的设计

结果 ,其中产液量 、注水启动压力 、吸水指数的影响

最大 ,含水率和分流比也有一定影响。

(3)在整个系统中 ,电潜泵提供总能量 ,旋流分

离器则起到分配能量的作用 ,是系统协调工作的核

心 ,因此在进行设计时 ,建议首先根据油井的基础数

据以及各项设计要求预先选择较为合适的旋流器工

作制度 ,然后再进行泵级数及其他参数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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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ingtechnologyforcasingdeformationwells.WANG
Yi-shan, JIANGHai-tao, LIUYong-feng, YEWei-juan,
SONGLiang.ODPT, 2007, 29 (3):29-31

Abstract:Inviewofthedifficultdownholepack-
ingofoldcasingdeformationwells, seriesofpackers
withlargeexpansionratiousedfordownholeoperation
aredevelopedtodrillthroughtheuppercasingdeform-
ationshaft, aswellastopackthebottomshaftoflar-
gersize.Alsoasetofpackingtechnologiesforcasing

deformationwellsaredeveloped.Thenthemodifica-
tioninacidtreatment, testing, watersticking, water
blocking, andseparatezoneproductionofoilreservoirs
isrealized.Therefore, thetechnologicaldifficultiesin
packingtheassignedbottomshaftwithlargersizeare
solved, althoughitisincapableofloweringtheopera-
tionstringcausedbytheuppercasingdeformation.So
itispossibletocarryoutdownholeoperationinthe
casingwellsofseriousdeformation.Thepotentialof
oldwellsisbroughtintofullplay.Thisisofgreatsig-
nificancetothelatestageofoilfielddevelopment.

Keywords:casingdeformation;packing;down-
holeoperation;p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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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methodandparameterssensitivityanalysisofdown-
holeoilwaterseparationsystem.CHENSheng-nan, LI
Heng, BoQi-wei, QUZhang-qing, ZHANGQi.ODPT,
2007, 29 (3):32-35

Abstract:Theapplicationofdownholeoilwater
separationtechnologyisrestrictedbythecomplicated
designsystemandrigorousrequirementsforcandidate
wells.Thedesignmethodofdownholeoilwatersepa-
rationsystemisinvestigatedinthispaper.Thestruc-
tureandprincipleofthesystemisintroducedfirstly,
andtheflowbehaviorinthesubsystemandthecou-
plingbetweenthemarestudiedbeforeasystemdesig-
ningmodelisdevelopedusingthenodeanalysismeth-
od.Anexampleisalsopresentedinthispaper.The
sensitivityofparametersareanalyzed, andresults
showthatthehydrocyclone, actingasanenergydivi-
der, isthecoreofdownholeoilwaterseparationsys-
tem, andtheproductionofoilformationaswellasthe
injectivityofinjectionzonehavegreatimpactonthe
designingresult.Themodelprovidesreliablebasisfor
thefieldapplicationofthedownholeoilwatersepara-
tiontechnology, anditissignificanttotheapplication
ofthetechnology.

Keywords:downholeoilwaterseparation;water
injection;cycloneseparator;systemdesign;sensitivity
analysis

CHENSheng-nan, CollegeofPetroleum Engi-
neering, ChinaUniversityofPetroleum, Dongying
257061, Shandong, China

Determinationofoptimaljumpingheightoffixedvalvesof
suckerrodpumpsanditsfieldapplication.WUGang, LI
Jun, XUJing, WU Jun-xia, HAN Yong, ANShu-kai.
ODPT, 2007, 29 (3):36-38

Abstract:Thesubmergencedepthofsomeoil
wellsoftheFourthOilProductionPlantinHuabeiOil-
fieldhasexceeded100m, whilethepumpefficiencyis
relativelylow, only20%.Toimprovethepumpef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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