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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气井产水积液问题，苏里格气田主要采用泡沫排水采气工艺。传统的泡沫排水采气工艺通过车载人工加注的

方式进行，工作量大，施工成本高，气井不易管理。因此，结合现场需求和井口工况，研发了一种可以远程控制、自动投放固体球

形泡排药剂的装置，增加了药剂发泡时间，提高了药剂使用效率，同时有效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和人工成本。该装置能耗较低，

通过太阳能电池板供电，可以满足定时间、定数量、定次数排水采气加药需求；储球筒设计为常压状态，工人添加泡排球方便灵

活。该项技术的成功试验，为苏里格气田数字化排水采气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应用前景广阔，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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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line with the problems of water production and liquid accumulation in gas wells, the technology for foam drainage 

gas recovery is mainly used in Sulige Gas Field. Th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for foam drainage gas recovery is manually injected from 

trucks,	which	has	a	lot	of	work	and	costs	much,	and	gas	wells	are	hard	to	control.	For	this	reason,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field	demand	

and wellhead conditions, a device has been developed which can remote control and automatically drop solid ball-like displacing agent, 

which	increases	the	foaming	time	of	the	agent,	improves	the	agent	efficiency	and	also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labor	intensity	and	labor	

cost. This device is powered by solar panels, so it has a low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n satisfy the demand for chemical addition accord-

ing	to	fixed	time	interval,	fixed	amount	and	fixed	frequency.	The	ball	storage	barrel	is	designed	to	be	at	atmospheric	pressure	and	easy	to	

add bubbles to displace balls manually. The success test of this technique provides a new concept for digitized drainage gas recovery for 

Sulige Gas Field and has a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 It is suggested to further promote the use this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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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苏里格气田开发的不断深入，气井压力下

降和产水量逐年增加，导致气井严重积液甚至停产。

据统计，苏里格气田产水积液气井已经占 20% 以上

（目前苏里格气田已经投产几千口井）。因此，排水采

气工作的紧迫性日益突出。苏里格气田主要采用泡

沫排水采气工艺［1-2］。常规泡沫排水采气工艺是通

过车载加注或人工投棒加注泡排药剂，工作效率低，

如遇雨雪天气，对路况差和偏远井加药得不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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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满足气田排水采气要求。因此，在苏里格气田

已经建成数字化气田的大背景下［3-4］，泡排加注工艺

也必然沿着自动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5］。

针对现场泡排药剂加注工作量大的问题，为减

少气田泡排工作量，降低员工劳动强度，提高排水采

气效率，近年来苏里格气田积极开展远程自动加注

装置试验。从 2010 年开始，分别开展了太阳能智能

泵加药试验、平衡罐自动加注泡排球自动加注、泡排

棒自动加注新方法试验等，均实现了远程控制自动

加注泡排剂的功能。但也暴露了一定的不足：平

衡罐设备体积较大、笨重，太阳能智能泵设备结构复

杂、成本较高，且两者注入的均是液体药剂，发泡时

间较短，或药剂挂壁严重，不能全部到达井底，影响

药剂使用效率；泡排棒自动加注装置实现了固体药

剂加注，但由于棒体太长，遇水发黏后易堵塞通道，

且由于装置承受高压，加药过程必须放压并拆卸储

药筒上封盖，添加药剂不方便，增加了工人劳动强

度。因此，需要研发体积轻巧、易于安装和管理的远

程控制排水采气装置，通过投放固体药剂控制药剂

发泡时间，实现数字化排水采气工艺。

1　自动加注泡排球装置

设备由装置部分和控制器部分组成［6-8］，直接安

装到采气井口上。装置部分（图 1）主要由驱动部件、

拨轮、投球活塞、球阀、密封端盖、下阀体、主阀体、承

压储球筒等组成，负责完成入井药剂的加装及投放；

控制器部分主要实现远程控制操作。利用井口太阳

能供电系统提供弱电控制，即可实现投球加药作业。

 

图 1　自动加注泡排球装置

1.1　药剂

为了更有利于控制药剂发泡时间和发泡效果，

选择固体泡排药剂。考虑到棒形药剂太长，遇水膨

胀变黏后易卡死在通道，本次设计将棒形药剂缩短

为球形。

目前苏里格气田气井采气树基本上都是采气

KQ65/70 型，采气树通径为 65 mm，为有利于泡排球

顺利通过，将泡排球的直径定为 40 mm。

1.2　主控阀

主控阀（图 2）在设计时参照低转矩球阀的结构

原理，结合进口及出口单向双密封设计保证主阀的

气密性及工作寿命，单向双密封的设计实现了介质

由下向上的截止密封，但上部活塞压缩生成的压力

可以由上向下导通不密封，从而实现设备的不放空

设计。进而避免了常规气井井口作业过程中放空带

来的污染问题。

 

图 2　主控阀

1.3　储球筒

储球筒放置在装置侧面，在中间通道内增加密

封活塞，给泡排球下行提供推力，当活塞停到下位

时，在密封活塞的作用下，使储球筒与主控阀的高压

部分隔离开来，储球筒处于常压状态，方便添加泡 
排球。

储球筒设计成圆柱形储球筒，一方面靠重力自

由下落，另一方面依靠电机带动投球拨轮强制驱动

泡排球，确保个别不太规则的泡排球能顺利下落。

同时储球筒圆柱旋转独特设计，更有利于储存更多

泡排球，减少人工井口补药周期。

1.4　投球拨轮

在储球筒与中间通道之间设计投球拨轮，使泡

排球强制送入中间通道，这种结构能防止泡排球在

通道内堵塞，投球动作准确。

投球拨轮设计通过传动系统，与投球活塞同步

运行。投球拨轮上留有月牙形缺口，用于传送泡排

球。投球拨轮上挖３个直径 38 mm 孔，以减轻零件

质量（见图 3）。

 图 3　投球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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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远程自动控制系统

2.1　系统设计

控制系统主要由控制器及通讯系统组成。自动

投球装置上的控制器是整个控制系统的核心，它下

挂有液晶显示屏、控制键盘、遥控控制接口和 RS-485
接口。同时，它有 5 组位置传感器接口和 3 组电机

控制接口。通过人机接口来设定运行参数和显示工

作状态，通过位置传感器来确定当前整个装置的工

作情况，通过电机控制接口控制装置执行预定动作。

通讯系统采用井口无线电台远程传输。井口无

线电台通过数据电缆与自动投球装置控制器上 RS-
485 接口相连。投球指令通过控制器 RS-485 接口传

输给控制器。指令经控制器处理后，把执行指令信

号发给自动投球装置上的 3 个电机，实现投球动作。

2.2　太阳能供电系统校核

由于苏里格气田井口没有有线电源，井口设备

用电只能通过太阳能系统供电，因此，要保证远程自

动投球装置能正常运行，必须确保装置能实现小功

率、大扭矩的功能。

根据设计，该远程自动加注泡排球装置的基本

技术参数为：公称压力 25 MPa；工作电压 DC24V；

供电方式： 太阳能电池板 + 蓄电池供电（太阳能板

100 W，蓄电池 100 A·h）；额定功率 150 W（活塞电

机 100 W，储球桶电机 10 W，主阀体电机 40 W）；最

大装药数量 150，可满足 10~25 天的加药要求；每次

投球个数 1~2 个；总高度 1.2 m。

按照每天投球 10~20 次，取最高 20 次计算，每

次投球工作时间约 3 min，工作电流 6.25 A，因此设

备每天工作消耗电池容量为 6.25 A·h。设备每天待

机功率为 0.5 W，待机时间为 23 h，则设备每天待机

消耗电池容量 0.45 A·h。在阴雨天太阳能板蓄电池

能持续工作时间为 14.9 d。
根据乌审旗全年天气情况，太阳能板蓄电池可

满足较长时间阴雨天对设备的供电需求。

3　工作原理

3.1　自动投球原理

（1）在原始工作状态下，主连轴球芯球口向下，投

球活塞端面贴向连轴球芯球面，投球控制拨轮口对

准泡排球等待区（笫 1 次只投下 1 个泡排球，另一

个泡排球在等待区停留）。

（2）工作时，主连轴球芯球口向下，投球活塞向上

运动，投球控制拨轮同步正转—周，拨轮月牙形缺口

对准泡排球等待区，此时泡排球落入缸体。

（3）投球活塞向下运动，活塞进入缸体密封暂停，

投球控制拨轮同步反转。

（4）主连轴球芯球口向上，两个泡排球掉入球芯。

（5）投球活塞向下运动，活塞端面贴向连轴球芯

球面，投球控制拨轮同步反转，拨轮月牙形缺口对准

泡排球等待区。

（6）主连轴球芯球口向下，泡排球掉入气井，完

成—次投球过程。

3.2　远程自动控制原理

远程客户端发出投放泡排球指令，指令通过光

缆传输到远程服务器，再经光缆把指令传输到集气

站站控系统，站控系统通过无线传输，把指令传输给

井口无线电台，通过自动投球装置上的控制器执行

投球动作（见图 4）。

图 4　远程自动控制投球系统示意图

4　室内实验

室内开展了密封性试压、强度试压、电路性能试

验、老化试验、模拟投球试验等试验：开展了 10 次

0.6 MPa 低压（气体介质）、气液 27.5 MPa（液体介质）

条件下气液密封性试验，每次保压 15 min 无压降无

泄漏；进行了 6 次 37.5 MPa（液体介质）高强度试

压试验，每次保压 15 min 无压降无泄漏；在零下 45 
℃及高温 80 ℃运行电路性能试验 10 次，约 2.5 h 电

路可正常运行；通过 14 天 4 000 次连续自动运行试

验，每小时完成投球动作 12 次，无老化损坏；在室

内开展8 MPa带压投球试验，10小时投泡排球60个，

投球顺利、准确。

5　现场试验及改进

在现场试验过程中，设备运行半个月，共出现两

次卡球问题。经技术人员分析认为出现卡球的主要

原因：泡排球在球芯的凹坑内，当运行过程中与含

水天然气接触，泡排球会因潮湿变黏，黏在球芯凹坑

内，当两个以上的泡排球堆积在球芯凹坑内，就会出

现卡球问题。

因此，对阀芯做出改进，将原来球芯的凹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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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直通孔，让泡排球直接通过，不在球芯内停留。见 
图 5。

 图 5　改进前后阀芯设计平面示意图

改进后，开展现场试验 2 口井，每天投球 20 次，

每次投放 2 个泡排球，运行 250 余天，完成投球动作

5 000 余次，投球动作准确，运行正常。因此，苏里格

气田继续推广应用 50 余口井，效果较好。最早开展

试验 S6-x-y 井，从 2012 年 7 月下旬开始现场试验，

设备运行正常。该井远程投球试验前平均套压 9.15 
MPa，平均产气量 0.49×104 m3/d；投泡排球后平均

套压 5.69 MPa，平均产气量 0.81×104 m3/d；排水和

增产效果均比较明显。 

6　结论

气井远程自动投放固体泡排球药剂装置可以

实现定时间、定数量、定次数排水采气加药需求，减

少了人工上井加注泡排剂的工作强度，大幅度降低

人工加药成本；该装置充分考虑了气井高压的安全

问题，可实现人工常压状态添加泡排球；使用该装

置不需要进行放空作业，不会产生环境污染，且能耗

较低，仅依靠井口太阳能板供电系统即可完成作业。

该装置实现了远程控制自动化排水采气，是排水采

气的发展方向，因此，建议在苏里格气田加大该设备

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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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井下公司生物清洁技术成功应用

近日，长庆井下公司采用的 CQ-SWFF 生物清洁压

裂液顺利完成桃 7-22-18 井 4 段不动管柱分层压裂施

工，累计应用压裂液 660 m3、加砂 76 m3，施工过程压力

平稳。这也是这个公司在对生物清洁压裂液体系优化

升级之后，首次在气井成功应用。

近年来，长庆井下公司针对压裂施工中大量使用

的瓜尔胶液体系回收工艺复杂、成本高、效率低的问

题，深入研究压裂液重复利用及废液深度无害化处理

技术，形成一套生物清洁可回收压裂液工艺，实现压裂

液的实时监控与性能即时调整，使压裂施工工序、工艺

均得到简化。这项技术已在油井成功应用 195 井次，

累计重复应用压裂液 2.998×104 m3，单井重复利用最多

达 11 次，返排液重复利用率大于 98%。

为达到气井的施工要求，今年年初以来，这个公司

对这项技术的性能进行优化升级，提高其耐温和携砂

性能，使其最高耐达到 130	℃，对岩心伤害率低于 6%，

可满足不同储层的改造需求。

（供稿����李　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