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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采井注蒸汽过程两相流压力梯度计算方法
＊

张永贵　李子丰
(燕山大学 ,河北秦皇岛　 066004)

摘要:研究热采注蒸汽过程中的压力梯度问题对于实蒸汽现经济高效注气意义重大 , 为此 , 笔者以国际通用水

蒸汽热力性质计算方法为基础 ,在建立了热采井注蒸汽过程基本方程的基础上 ,利用两相流理论中的均相模型计

算了注蒸汽井注汽过程湿蒸汽两相流的压力梯度 ,并对压力梯度的各个构成项进行了分解 。结合水蒸汽热力性质

计算理论编制了相应的两相流压力梯度计算程序。通过对实际注蒸汽过程的计算证明 ,用文中的计算方法所获得

的各项压力梯度变化情况符合两相流理论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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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蒸汽热采工艺提高采收率过程中 ,按照水蒸

汽的特性 ,注入蒸汽的压力和温度越高越好 ,这样单

位质量蒸汽携带的能量多 ,对降低注汽过程能耗有

利 。但是 ,工程实际中注入压力受油层条件的限制 ,

过高的注入压力会导致油层破裂
[ 1]
。关于注入温

度 ,虽然注入过热蒸汽时 ,单位质量蒸汽携带的能量

较多 ,但由于过热蒸汽比热容小 ,比容大 ,实际注入

过程消耗的能量可能会更多
[ 2]
。尤其是受蒸汽发

生器安全运行要求的约束 ,也不允许注入过热蒸汽 ,

只能注入干度不太高的湿蒸汽 。这是因为在生产蒸

汽的直流锅炉中 ,要求锅炉给水中的易结垢物质必

须溶入水中带出炉管 ,若生产高干度蒸汽或过热蒸

汽 ,这些物质将无法带出炉管 ,导致炉管内壁结垢 ,

造成锅炉损坏。

注蒸汽的目的是提高采收率 ,而蒸汽的生产和

注入过程又要消耗很多能量 ,在注蒸汽热力采油过

程中应尽量提高油汽比 ,因此需要对整个注蒸汽过

程的各个环节进行研究 ,其中 ,一定参数湿蒸汽注入

过程中的压力梯度问题是各种研究工作无法回避

的 。虽然国内外的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 ,也得出了许多重要结论 ,但由于油井条件 、蒸汽

参数等影响因素的复杂多样性 ,这一问题始终没有

一个准确又方便的解决方法 ,目前所见报道一般是

试验测试结果或多种计算方法的对比研究。在各种

计算方法中水蒸汽注入过程中的热物理性质参数通

常采用经验公式或通过查表获得
[ 3-7]

,必然会降低

计算速度并带来因水蒸汽参数取值不准确而造成的

误差 。此外 ,注汽过程压力梯度的计算方法还没有

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 ,方法繁多 ,如 Begges-Brill方

法 、Orkiszewskis方法 、Friedel方法等 。虽然这些方

法各有所长 ,但有些方法之间结果相差较远。笔者

利用注入井筒蒸汽参数变化的各种规律建立井筒蒸

汽注入过程的基本方程 ,并应用工程界广泛采用的

均相模型理论计算压力梯度 ,水蒸汽参数全部采用

1967年国际水蒸汽公式化委员会拟定的国际通用

水蒸汽计算方法计算 ,拟通过提高计算精度 ,进一步

提高压力梯度计算结果的可靠程度。

1　描述注蒸汽过程井筒沿程蒸汽参数变化

规律的基本方程

　　蒸汽沿井筒注入过程符合连续性方程 、能量方

程和动量方程 ,因此建立这 3个方程是解决蒸汽注

入过程一切问题的基础 。首先建立图 1所示的坐标

系 ,取井口为坐标原点 ,蒸汽流动方向为 z轴正向 ,

并在井筒中取一微元段为控制体 ,结合井筒注气的

实际过程 ,忽略次要变化因素作如下基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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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蒸汽注入过程是一维稳定流动 ,井筒截面

积不变 。

(2)井筒与地层间的传热为稳态传热 ,与实际

略有偏差 ,但在注蒸汽时间较长或取计算时间段较

短的条件下 ,按稳态传热处理符合实际情况。

图 1　注蒸汽热采井模型

1.1　连续性方程

对于图 1所示的微元段井筒 ,各个截面上的质

量流量相等 ,表示为

dm
dz
=0 (1)

式(1)即蒸汽注入井筒过程稳定流动连续性方程。

1.2　能量方程

在假设(2)基础上 ,图 1中微元段井筒的 1-1

截面与 2-2截面间有能量平衡方程
[ 2]

H1 -m1gz1sinα+m1c1
2
/2 =H2 -

m2gz2sinα+m2c2
2
/2 +Q12(z2 -z1)

整理得到

dh-gdzsinα+dc
2
/2 +q12dz=0 (2)

式(2)即蒸汽注入井筒过程稳定流动的能量方程。

1.3　动量方程

在图 1所示坐标系下 ,蒸汽注入井筒过程的动

量方程可以表达为
[ 8]

dp
dZ
=
dpF
dZ
+
dpa
dZ
+
dpg
dZ

(3)

　　
dpF
dZ
、
dpa
dZ
、
dpg
dZ
分别表示摩擦压力梯度 、惯性压力

梯度及重力压力梯度 ,将它们的对应表达式带入式

(3),即构成蒸汽注入井筒过程两相流动量方程的

具体形式

dp
dZ
=
τ0p
A
+gρTPεgsinα-

m
2 d
dZ

(1 -x)
2

ρL(1 -εg)
+ x

2

ρgεg
(4)

式中 , m为井筒湿蒸汽质量流量 , kg/s;Q12为计算段

井筒散热量 , w/m;c1、c2为计算段井筒进出口湿蒸

汽流速 , m/s;h为计算段井筒蒸汽焓值 , J/kg;q12为

单位质量工质在单位长度井筒上单位时间内的散热

量 , W/(kg· m);τ0为壁面剪应力;εg为湿蒸汽流动

过程的空泡率;x为湿蒸汽干度;ρL、ρg分别为湿蒸

汽中水相和蒸汽相密度 , m
3
/kg;ρTP为两相流体真实

密度(通道微元容积中两相流体单位容积的质量),

kg/m
3
;α为定向井的井斜角 ,对于竖直井筒 , α=

90°;A为油管截面积 , m
2
。

上述方程是求解注蒸汽过程压力梯度的基本方

程 ,由于水 、蒸汽参数繁多 ,物性参数变化规律复杂 ,

方程的求解十分困难。近几十年来 ,在工程界与理

论界的共同努力下 ,发展了多种计算方法 ,这些方法

可分为均相模型和分相模型两大类 ,各种计算方法

是在取定一种模型的基础上 ,对具体计算过程采用

不同方法 。均相模型是把两相流动看作混合均匀并

具有平均流体物性的流动 ,假定两相流动的绝对速

度相等 ,两相间处于热力学平衡状态 。这种模型的

特点是发展比较成熟 ,在制冷 、石油化工 、锅炉等设

备的计算中广泛采用。笔者拟采用这种模型研究热

采井注蒸汽过程的压力梯度问题。与均相模型相

比 ,分相模型复杂得多 ,这种模型把两相流体的两相

分别对待 ,更接近流动的实际 ,但由于这样使问题更

复杂化 ,常影响计算结果的可靠性 。

当引入均相一维稳定流动的条件后 ,注汽过程

两相流动量方程(4)简化为

dp
dZ
=-

4fTP
D
m

2

2ρL
1 +xρL

ρg
-1 -

m
duH
dZ
+g x

ρg
+
1 -x
ρL

-1

sinα (5)

式中 , ρH为按流量平均的密度 , fTP为两相流摩擦系

数 , D为油管内径 。

2　能量方程与动量方程的求解

对于图 1所示的微元段井筒 ,理论上通过方程

(2)的求解即可获得出口焓值 H2 ,通过方程(5)的

求解可获得出口压力 p2。利用得到的 p2 、H2即可计

算得到 2-2截面上的所有参数 ,从而在计算得到微

元段井筒压力降的同时也得到了蒸汽的所有参数。

但从方程可见 ,要求解这两个方程 ,前提是先求出径

向传热损失 q12 、和式(5)中的三项压力损失。

2.1　径向传热损失的处理方法

径向传热损失随注汽时间的延续 、计算井段井

深的不同而不同 ,因此是变量 ,对于某一微元井段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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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注汽时间达到无限长后 ,其取值才是稳定的 。但

由于其变化极慢 ,在某一微元段时间内 ,可认为是定

值 ,这虽然对压力梯度的具体数值有影响 ,但对沿井

筒蒸汽参数的变化规律不会产生影响 ,却可使问题

大为简化。所以 ,将其取为定值 ,进行计算
[ 9]
。

2.2　摩擦压力梯度计算

两相流理论中按如下方法处理压力梯度公式中

的摩擦压力梯度
[ 8]

dpF
dz
=-

dpF
dzLO

　 
2
LO =-

4fLO
D
m

2

2ρL
 

2
LO (6)

式中 , fLO为将两相流全部视为液态时的摩擦系数。

上述方法的实质是将两相流的摩擦压力梯度转

化为假设管内流体全部为液相时的摩擦压力梯度与

相应的摩擦因子  
2

LO的乘积 。

对比式(5)中的摩擦压力梯度项和式(6)可得

 
2
LO =

fTP
fLO

1 +x
ρL
ρg
-1 (7)

　　在 Mcadams及 Davidson等的共同努力下 ,获得

了  
2
LO计算式 ,即

 
2
LO = 1 +xρL

ρg
-1

1+n

(8)

式中 n取值如下:两相流动工况均为层流 , n=1;光

滑管两相均为湍流 , n=0.2;粗糙管两相均为湍流 , n

=0。

这样 ,通过(8)式计算得到  
2
LO,再用(7)式计算

得到 fTP/fLO,将 fTP的计算转换为计算 fLO。根据流体

力学原理 ,液相流动摩擦系数是雷诺数的函数 ,且有

fLO =cReLO
-n
=c

μL
mD

n

(9)

　　对于光滑管两相均为湍流的流动(热采井注蒸

汽属于此种流动类型)形式 , c=0.046, n=0.2。

式(9)中的液相黏度计算方法如下
[ 10]

μ=μ0 ×

expν
＊
/ν∑

5

i=0
∑
4

j=0
bij(T

＊
/T-1)

i
(ν＊/ν-1)

j

(10)

μ0 =(T/T
＊
)
0.5

∑
3

k=0
ak(T

＊
/T)

k -1
×10

-6

式中 , μ为水或水蒸汽黏度;T、ν分别为对应的温度

和比容;上标 “＊”表示临界值;ak、bij均为常数
[ 10]
。

利用式(10)可计算水或水蒸汽单相流体的黏

度 ,但无法计算湿蒸汽的黏度 ,所以 ,两相流理论中

发展了多种湿蒸汽黏度计算方法 。

在质量流量很大的情况下 ,一般采用 Mcadams

公式 ,即

1

μH
=

1

μg
+

1

μL
(11)

　　从公式(11)可见 , Mcadams公式计算结果永远

存在 μH<μg<μL,这与实际并不相符 ,实际上水从

液态转化为气态时 ,因为蒸汽的产生 ,在一定的干度

范围内往往导致摩擦力的增大 ,表现为黏度值的升

高 ,所以 ,实践证明在质量流量不是很大的情况下用

公式(11)计算的黏度往往偏小 ,因此 , Davidson提出

了两相黏度与液相黏度的关联新公式
[ 8]

μH =μL 1 +x
ρL
ρg
-1 (12)

　　对于热采井注蒸汽过程 ,公式(12)更符合实际

情况 ,因此 ,应用公式(10)～ (12)不仅可以计算出

液相黏度 ,还可获得两相黏度数据 。

2.3　惯性压力梯度及重力压力梯度计算

动量方程(5)中的后两项表示惯性压力梯度和

重力压力梯度 ,其中重力压力梯度为

dpg
dz
=g x

ρg
+
1 -x
ρL

-1

sinα (13)

　　对微元段井筒 ,表达式中的液相密度 、气相密度

及蒸汽干度都可以取入口值 。

惯性压力梯度项为

dpα
dZ
=-m

duH
dZ

(14)

　　因该式难以象式(12)那样表达成已知参量的

显函数形式 ,故可对其进行如下整理。

对式(13)从饱和液状态积分到干度为 x得到

Δpα =-m(μH2 -μH1)=-m
2 1

ρH2
-

1

ρH1
=

-m
2 1
ρg
-1
ρL
x (15)

　　对微元段井筒由于压力变化很小 ,可以认为汽

相 、液相密度不变 ,这样可以得到

dpα
dz
=-m

2 1
ρg
-1
ρL
dx (16)

　　于是可以通过迭代求出微元段井筒出口的干度

x,同时获得惯性压力梯度数值 。

3　计算实例

为验证上述计算方法的正确性和检验计算精

度 ,编制了以水蒸汽热力性质计算为基础的热采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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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汽过程压力梯度计算程序 ,计算了多口井的注汽

过程压力降 。为了减小计算工作量 ,对径向传热量

不进行计算 ,而是参照其他研究工作中的计算结果

直接取固定数值 ,具体计算结果如表 1、表 2所示 。
表 1　湿蒸汽下降流压力梯度计算结果(干度降低)

Z/m T/℃ x/%
压力梯度 /kPa· (100 m)-1

Δp Δpf Δpg Δpa
100 347.1 64.9 -53.14-202.9 147.0 2.75

200 346.8 64.8 -55.86-204.1 146.4 1.80

300 346.5 64.6 -56.04-205.1 145.9 3.11

400 346.2 64.6 -61.02-206.6 145.1 0.40

500 345.9 64.5 -60.44-207.8 144.5 2.78

600 345.6 64.4 -63.64-209.2 143.8 1.76

700 345.2 64.4 -66.92-210.8 143.0 0.93

800 344.9 64.3 -69.13-212.6 142.1 1.31

900 344.5 64.2 -70.08-214.0 141.4 2.46

1000 344.1 64.2 -74.35-215.7 140.6 0.80

　　注:初始参数:p=16MPa、m=18t/h、Q=340w/m、L=1000m、x=65%。

表 2　湿蒸汽下降流压力梯度计算结果(干度升高)

Z/m T/℃ x/%
压力梯度 /kPa· (100 m)-1

Δp Δpf Δpg Δpa

100 347.0 65.5 -69.0 -205.1 145.8 -9.6

200 346.6 66.0 -75.9 -208.5 143.9 -11.3

300 346.2 66.5 -81.8 -212.1 142.0 -11.6

400 345.7 67.1 -87.8 -216.2 139.9 -11.5

500 345.2 67.7 -97.4 -220.7 137.7 -14.3

600 344.7 68.4 -104.8-225.5 135.3 -14.6

700 344.1 69.1 -114.7-231.1 132.8 -16.3

800 343.4 69.8 -124.3-237.1 130.1 -17.4

900 342.7 70.6 -135.5-243.8 127.3 -19.0

1000 342.0 71.4 -144.4-250.9 124.5 -17.9

　　注:初始参数:p=16MPa、m=18t/h、Q=0w/m、L=1000m、x=65%。

径向传热量不是实际计算值 ,因此表 1、表 2的

结果与测量值及其他计算方法计算结果不具有严格

的对比性 ,但由于径向传热量的取值接近实际 ,所以

表中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接近。同时 ,表中构成总

压力梯度的三项压力梯度变化规律。符合两相流理

论 。

4　结论

(1)建立了热采井注蒸汽过程压力梯度计算模

型 ,给出了基于均相模型的两相流压力梯度计算方

法 ,编制了具体的计算程序 ,并进行了具体计算 。计

算结果表明 ,构成总压力梯度的三项中 ,摩擦压力梯

度是主要的 ,惯性压力梯度无论正负 ,影响都不大 ,

但重力压力梯度对上升流动和下降流动的影响正好

相反 ,是工程计算中必须充分注意的问题。

(2)均相模型适用于热采井注蒸汽过程的计

算 ,只要用合适的方法提供计算中频繁 、大量涉及到

的复杂的水蒸汽参数 ,计算过程就是快速 、可靠的 。

(3)两相流压力梯度计算公式中的惯性压力梯

度难以象摩擦压力梯度那样直接计算 ,笔者采用迭

代法计算惯性压力梯度 ,发展了两相流压力梯度的

计算方法 。

(4)采用均相模型结合惯性压力梯度迭代计算

构成的新计算方法 ,具有计算过程简单的特点 ,而

且 ,水蒸汽性质计算采用国际通用的水蒸汽热力性

质计算方法 ,计算速度快 ,计算结果可靠 ,因此具有

工程实用价值 ,是一种实用的计算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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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sanewsetoftechnologyroutesforShengliOil-
fieldinimprovingcomprehensivedevelopmentbenefit
ofoilandgasreservoirandaccumulatesrichexperi-
enceforpopularizationandapplicationofthetechnolo-
gyinfuture.

Keywords:ShengliOilfield;boneshape;flat

branchwell;geometryguidingdrilling
GENGYing-chun, DrillingTechnologyInstitute

ofShengliPetroleumAdministrationBureau, Dongying
257017, Shandong, China

ApplicationofnitrogendrillingtechnologyinPu-

guang202-1 well.WANGShu-jiang, CAOQiang,
CHENYan-biao.ODPT, 2007, 29 (5):23-25

Abstract:Airdrillingtechnologymayraisedrill-
ingvelocityinhardformation, butiseasytocauseun-
dergroundexplosionleadingtodrilltooldamage.After
analyzingthereasonofundergroundexplosion, itis
putforwardthatusingnitrogendrillingtechnologyis
themostsimpleanduniversalmethodforsolvingthat
problem.Theequipmentsneededinnitrogendrilling

constructionsuchascompressor, nitrogenmachine,
boostercompressor, rotaryblowoutpreventionma-
chine, andsoonandtheirfunctionsareintroduced.
Meanwhile, constructiontechnology, flowandprocess
ofPuguang202-1 areanalyzedbynitrogendrillingtest
inthesaidwell.Thesuccessfulapplicationofnitrogen
drillingtechnologyshowsthatnitrogendrilling, which
hasgoodapplicationprospect, notonlysolvesunder-

groundexplosionpreventionproblem efficiently, but
alsoimprovesdrillingagingbyincreasingmechanical
drillingspeedby5timesaboveandreducingquantities
ofdrillingbit.

Keywords:airdrilling;nitrogendrilling;ma-
chinerotationalvelocity;Puguang202-1;Xujiahe

WANGShu-jiang, DrillingTechnologyInstitute,
ShengliPetroleumAdministrationBureau, Dongying,
257017, Shandong, China

Inflowdynamicmodelforcondensategaswellof
uniformfunctionrelationship.HANGuang-ming,
LIMing-zhong, LIYan-fang, HELong.ODPT,
2007, 29(5):26-28

Abstract:Inflowdynamiccurveofcondensate
wellreflectsfluidsupplycapacityfromcondensategas
reservoirtoproductionwell.Studyinginflowdynamic
curveofcondensategasreservoirmaypresentoptimiza-
tiondesignofproductionparameterbetterandimprove
ultimaterecoveryofcondensatereservoir.Inallusion

topercolationcharacteristicsincondensategasreser-
voirNo.3 blockunderdifferentbottomholeflowing
pressure, inflowdynamicmathematicalmodelforcon-
densategaswellofuniformfunctionrelationshipises-
tablishedbyreasoning, correlativecalculationprogram
isworkedout, andexamplecalculationandcharacter-

isticanalysisofinflowdynamiccurvearedone.The
researchresultsshowthatinflowdynamiccurveequa-
tionofcondensategaswellunderdifferentbottomhole
flowingpressureisacontinuousfunctionregardingfor-
mationoriginalpressure, dewpointpressure, andcrit-
icalflowpressureasendpoint.Afterconsideringrelat-
edinfluencingfactors, mathematicalmodelestablished
byreasoningadaptstotherealitybetter.

Keywords:condensategaswell;inflowdynam-

ic;non-darcyfloweffect;phaseequilibrium;mathe-
maticalmodel

HANGuang-ming, DepartmentofPetroleumEn-
gineeringinChengdePetroleumCollege, Chengde
067000, Hebei, China

Calculationforpressuregradientsoftwo-phase
flow forsteam injectioninthermalproduction
wells.ZHANG Yong-gui, LIZi-feng.ODPT,
2007, 29(5):29-32

Abstract:Probingintopressuregradientsfor
steaminjectionisofgreatsignificancetorealizeeffi-
cientandeconomicinjection.Basedontheinterna-
tionalcalculation forthermodynamicpropertiesof

steamandthebasicequationforsteaminjection, the
authorcalculatesthepressuregradientofthetwo-phase
wetsteamflowanddecomposesthegradientbyusing
thehomogeneousmodelofthetwo-phaseflowtheory.
What'smore, correspondingprogramonthecalculation
ofpressuregradientsoftwo-phaseflowisdeveloped
accordingtothetheoryofcalculationforthermodynam-
icpropertiesofsteam.Calculationofactualsteamin-
jectionshowsthatthechangeofpressuregradientsis

completelyinaccordancewiththetwo-phaseflowtheo-
ry.

Keywords:thermalproductionwell;wetsteam;
two-phaseflow;pressuregradient;homogeneousmod-
el;separatedmodel

ZHANG Yong-gui, YanshanUniversity, Qin-
huangdao066004, Hebei, China

Experimentalresearchonflowmechanismofheav-
yoilundervariablepressuredifferences.YANG
Hao, YANGJin, ZHOUChang-suo, LUSh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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