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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发明名称 ：一种非常规天然气含量 自动测量仪及测量方法

(57) Abstract: A n automatic measuring instrument
for an unconventional natural gas content, compris

6 ing: a parsing tank (1), a thermostatic water bath
box (2), a gas collection measuring cylinder (3), a
balance measuring cylinder (4), a liquid storage tank
(5), a data acquisition and control system (6), an up
per computer (7), and a lifting device (12) for driv
ing the gas collection measuring cylinder (3) and the
balance measuring cylinder (4) to move relative to
the liquid storage tank (5), wherein both the lower
ports of the gas collection measuring cylinder (3)
and the balance measuring cylinder (4) are placed
below the liquid level of the liquid storage tank (5);
the parsing tank (1) i s placed in the thermostatic w a
ter bath box (2); a gas-guide tube A (18) i s connec
ted to the parsing tank (1) and the gas collection
measuring cylinder (3); and a gas guide tube B (19)
i s connected to the balance measuring cylinder (4)
and the outside atmosphere i s fed therein. By the ad
option of the measuring instrument, the con
stant-pressure isasteric automatic continuous meas
urement of the content of natural gas contained in
an unconventional natural gas reservoir sample i s
achieved. Moreover, the measuring instrument i s
simple in structure, reliable in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results, convenient in operation and high in

measurement accuracy.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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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非常规天然气含量 自动测量仪 ，包括解析罐 （1 ) 、恒温水浴箱 （2 ) 、集气量筒 （3 ) 、平衡量筒
( 4 ) 、储液罐 （5 ) 、数据采集及控制系统 （6 ) 、上位机 （7 ) 和驱动集气量筒 （3 ) 和平衡量筒 （4 ) 与储

液罐 （5 ) 相对运动的升降装置 （12 ) ，集气量筒 （3 ) 和平衡量筒 （4 ) 的下端 口均置于储液罐 （5 ) 的液面
以下，解析罐 （1) 放置于恒温水浴箱 （2 ) 内，导气管 A ( 18 ) 连通解析罐 （1) 与集气量筒 （3 ) ，导气管
B ( 19 ) 连通平衡量筒 （4 ) 并通外部大气。采用该测量仪实现了对非常规天然气储层试样中所含天然气含量
的恒压等容 自动连续测量，并且该测量仪的结构简单、测量及分析结果可靠、操作简便、测量精度高。



发明名称：一种非常规天然气含量 自动测量仪及测量方法

技术领域

[1] 本发明涉及天然气含量测量装置，特别是一种非常规天然气含量 自动测量仪及

背景技术

[2] 目前，国内外对于天然气储层试样所含天然气含量的测量是指在一定温度 （模

拟储层温度）和压力 （通常是大气压）条件下，在规定的测量吋间内收集置于

试样解析罐 （即定容密闭容器）内一定重量试样内所含天然气的容量。国内外

主要釆用的是微压传感器气量容积测量法和气体流量计测量法。微压传感器气

量容积测量法就是当天然气从解析罐进入密闭的计量管吋增加产生微小压力，

该压力使计量筒内液面从上限值开始下降，天然气体含量的计量就是读取和记

录计量管内液位的下降至下限值后的刻度变化值对应的容量值，同吋，要通过

手动方式改变储液平衡管 （即U形管连通大气一端）垂向高度，使计量管内的液

位与储液平衡管内液位保持相等 （即微压力差为零），从而确保含气量容量测

量的准确性；关闭解析罐出气阀、开启计量筒出气阀，调节储液管高度并使计

量筒和储液管内的液位重新达到上限值；再次关闭计量筒出气阀、开启解析罐

出气阀后即可开始下一次定容含气量测量，此方法需人工进行实吋观察与记录

，人为操作和读数误差大、劳动强度高、且仪器体积较大不易携带；而气体流

量计量法则是在试样解析罐出口直接连接气体流量计测量和 自动记录试样所析

出的天然气容量，该方法测量精度取决于所选用的流量计，但由于储层试样所

含解析的天然气量不是连续恒流量流动，从影响了该方法测量的精度。

[3] [0003] 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是世界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世界

能源消费的不断攀升，包括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能源越来越受到重

视，其开发技术也随之迅速发展。为保证在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储量计算吋结果

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减少人工操作误差和降低测试工作劳动强度，需要一种能

对非常规天然气储层试样在井下温度环境吋的天然气 （解析或吸附天然气）含



量进行直接、精确的测量，并且是长吋间、非恒流量出气量的连续 自动定容计

量的新型仪器。

对发明的公开

技术问题

[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可在

模拟油气井下温度环境下 自动测定储层试样所含天然气量的非常规天然气含量

自动测量仪及测量方法。

问题的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

[5]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非常规天然气含量 自动测量仪，

它包括解析罐、恒温水浴箱、集气量筒、平衡量筒、储液罐、数据釆集及控制

系统和上位机，集气量筒下端开口、上端由密封盖A密封，集气量筒内设有漂浮

片A , 平衡量筒下端开口、上端由密封盖B密封，集气量筒内设有漂浮片B，集

气量筒和平衡量筒的下端口均设置于储液罐的液面以下，解析罐放置于恒温水

浴箱内，解析罐由罐体和密封盖C组成，密封盖C上设置温度变送器，密封盖A

上设有光电液位传感器A ，密封盖B上设有光电液位传感器B，导气管A连通解析

罐内部空间与集气量筒内部空间，导气管B连通平衡量筒内部空间与外部大气，

导气管A上设有常开电磁阀，导气管A还连接有放空支气管，放空支气管上设有

常闭电磁阀，温度变送器、光电液位传感器八、光电液位传感器 、常开电磁阀

、常闭电磁阀和升降装置的驱动装置均与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电连接，数据釆

集及控制系统与上位机电连接；

[6] 它还包括驱动集气量筒和平衡量筒与储液罐作上下相对运动的升降装置。

[7] 所述的上位机为带嵌入式系统的工业触摸屏或计算机。

[8] 所述的集气量筒和平衡量筒的下端还设置有防护帽，防护帽中部设有轴向通孔

，通孔的孔径小于漂浮片A和漂浮片B的外径。

[9] 所述的升降装置包括驱动装置、蜗轮蜗杆机构、丝杠和支座，蜗轮蜗杆机构包

括相互啮合的蜗轮和蜗杆，所述的驱动装置为电机，电机水平设置，电机的输

出轴通过传动装置与蜗杆连接，丝杆垂直设置，蜗轮套装与丝杠上，并与丝杠



固定连接，支座固设于储液罐上，且支座与丝杆通过螺纹装配为一体，电机与

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电连接。

[10] 所述的升降装置包括驱动装置、蜗轮蜗杆机构、丝杠和支座，蜗轮蜗杆机构包

括相互啮合的蜗轮和蜗杆，所述的驱动装置为电机，电机水平设置，电机的输

出轴通过传动装置与蜗杆连接，丝杆垂直设置，蜗轮套装与丝杠上，并与丝杠

固定连接，集气量筒和平衡量筒固设于支座上，支座与丝杆通过螺纹装配为一

体，电机与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电连接。

[11] 所述的电机为步进电机或直线电机。

[12] 所述的储水罐底部设有放水阀。

[13] 釆用所述的一种非常规天然气含量 自动测量仪的测量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14] Sl 、测量前设备设置，上位机通过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控制常闭电磁阀打开、

常开电磁阀关闭，然后通过控制升降装置的驱动装置驱动储液罐上升，使集气

量筒和平衡量筒内的液位上升或驱动集气量筒和平衡量筒下降，光电液位传感

器A和光电液位传感器B实吋将液位参数传输至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数据釆集

及控制系统将釆集的参数传输至上位机，当集气量筒和平衡量筒内的液位达到

设定的液位上限值后，控制升降装置的驱动装置停止工作、关闭常闭电磁阀、

打开常开电磁阀；

[15] S2、将非常规天然气储层试样置于解析罐内，并将解析罐放入恒温水浴箱中，

该恒温水浴箱内的温度由温度变送器测量，温度变送器并将该温度参数传输至

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将釆集的参数传输至上位机；

[16] S3、含气量计量，储层试样在模拟井下温度环境下不断析出天然气，天然气通

过导气管A和常开电磁阀后进入集气量筒，使集气量筒内液位下降，同吋，也使

平衡量筒和储液罐内的液位随之上升，集气量筒和平衡量筒内的漂浮片均随液

位变化而移动；光电液位传感器A和光电液位传感器B实吋将液位参数传输至数

据釆集及控制系统，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将釆集的参数传输至上位机，上位机

根据测得的集气量筒和平衡量筒的液位差，控制升降装置的驱动装置驱动储液

罐下降或驱动集气量筒和平衡量筒上升，使平衡量筒内的液位逐渐降低，当上

位机检测到集气量筒与平衡量筒内的液位差小于设定精度吋，控制升降装置的



驱动装置停止工作，集气量筒内的气压重新与外界大气压相等；当集气量筒内

的液位达到预设的下限液位吋，关闭常开电磁阀，待上位机控制升降装置的驱

动装置停止工作即集气量筒内的气压与外界大气压相等吋，集气量筒此吋的液

位相对于初始液位对应的量筒容积差即为试样的出气量，上位机根据测量和记

录的集气量筒内的液位变化值，完成一次含气量计量；完成一次含气量计量后

，上位机通过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控制常闭电磁阀打开、常开电磁阀关闭，然

后通过控制升降装置的驱动装置驱动储液罐上升或驱动集气量筒和平衡量筒下

降，使集气量筒和平衡量筒内的液位上升，当集气量筒和平衡量筒内的液位达

到设定的液位上限值后，控制升降装置的驱动装置停止工作、关闭常闭电磁阀

、打开常开电磁阀，即可开始第二次计量；

[17] S4、重复步骤S3, 直至储层试样停止析出天然气或达到设置的测量吋间；

[18] S5、上位机 自动累积计算出储层试样的总含气量。

发明的有益效果

有益效果

[19]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本发明涉及一种可在模拟油气井下温度环境下对非常规

天然气储层试样 （页岩、煤等）所含天然气含量进行精确测量的仪器，其依据

在U形连通管内的液体 （如水等）在同等大气压条件下其液位等高的等压液位平

衡原理，釆用光电非接触式闭环测控方法，实现了对非常规天然气储层试样中

所含天然气量的恒压等容 自动连续测量。

[20] 本发明的测量结果不受集气量筒内壁因表面张力引起的人为读数和操作误差 （

或因微压传感器灵敏度引起的测量滞后）等影响，且相比现有测量装置结构简

单、测量及分析结果可靠、触摸屏程序操作简便、测量精度远高于目前使用的

微压传感器测量法和气体流量计测量法，可以节约大量现场测试人力资源成本

，本发明可在实验室内或钻井等现场使用。

[21] 本发明创造性地提出并实现了使用两个光电液位传感器分别测量用于天然气定

容量计量的集气量筒和平衡量筒中液位高度的变化，根据两个量筒液位高度差

测量值并经过计算机数据釆集及程序实现对电机等机构进行控制和调节，由蜗

轮蜗杆机构等调节集气量筒和平衡量筒与储液罐的相对位置，从而实现对两个



量筒液位的再次平衡及含气量的计量，往复此定容测试过程直至完成储层试样

的天然气含气量测量。将光电传感技术、计量筒内液位闭环测控和计算机软件

技术综合用于非常规储层试样天然气含量的测量，实现一种有实用价值的非接

触测量方法和仪器装置；本发明可测量页岩、煤等多种天然气储层试样的天然

气含量；本发明也可用于其他工业领域 （如釆矿、化工、环保、食品、医药等

) 的相关气体容量的连续定容计量测量。

对附图的简要说明

附图说明

[22]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23] 图2 为本发明的另一种结构示意图

[24] 图中，1-解析罐，2-恒温水浴箱，3-集气量筒，4-平衡量筒，5-储液罐，6-数据

釆集及控制系统，7-上位机，8-密封盖A ，9-漂浮片A ， 10-密封盖B ， 11-漂浮片B

， 12-升降装置，13-罐体，14-密封盖C， 15-温度变送器，16-光电液位传感器A

， 17-光电液位传感器B ， 18-导气管A ， 19-导气管B ，20-常开电磁阀，21-放空支

气管，22-常闭电磁阀，23-防护帽，24-放水阀，25-驱动装置，26-蜗轮蜗杆机构

，27-丝杠，28-支座。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25] 下面结合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局限于

以下所述：

[26] 实施例 1:

[27] 如图1所示，一种非常规天然气含量 自动测量仪，它包括解析罐 1、恒温水浴箱

2、集气量筒3、平衡量筒4、储液罐5、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和上位机7，集气

量筒3下端开口、上端由密封盖A 8密封，集气量筒3内设有漂浮片A 9，平衡量筒4

下端开口、上端由密封盖B10 密封，集气量筒3内设有漂浮片B11 , 集气量筒3和

平衡量筒4的下端口均设置于储液罐5的液面以下，储液罐5还连接有驱动其上下

运动的升降装置 12，解析罐 1放置于恒温水浴箱2内，解析罐 1由罐体 13和密封盖

C14组成，密封盖C14上设置温度变送器 15，密封盖A 8上设有光电液位传感器A 1



6，密封盖BIO 上设有光电液位传感器B17 ，导气管A18 连通解析罐 1内部空间与

集气量筒3内部空间，导气管B19连通平衡量筒4内部空间与外部大气，导气管A 1

8上设有常开电磁阀20，导气管A18 还连接有放空支气管2 1，放空支气管2 1上设

有常闭电磁阀22，温度变送器 15、光电液位传感器A16 、光电液位传感器B17 、

常开电磁阀20、常闭电磁阀22和升降装置 12的驱动装置25均与数据釆集及控制

系统6电连接，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与上位机7电连接。

[28] 所述的上位机7为带嵌入式系统的工业触摸屏或计算机。

[29] 所述的集气量筒3和平衡量筒4的下端还设置有防护帽23，防护帽23中部设有轴

向通孔，通孔的孔径小于漂浮片A 9和漂浮片B11 的外径，防护帽23可防止集气量

筒3和平衡量筒4内的漂浮片漏失。

[30] 所述的升降装置 12包括驱动装置25、蜗轮蜗杆机构26、丝杠27和支座28，蜗轮

蜗杆机构26包括相互啮合的蜗轮和蜗杆，所述的驱动装置25为电机，电机水平

设置，电机的输出轴通过传动装置与蜗杆连接，丝杆垂直设置，蜗轮套装与丝

杠27上，并与丝杠27固定连接，支座28固设于储液罐5上，且支座28与丝杆通过

螺纹装配为一体，电机与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电连接。电机驱动蜗杆正向或反

向转动，蜗杆通过蜗轮带动丝杆旋转，从而使得固设有支座28的储液罐5相应的

向上或向下移动。所述的传动装置为联轴器或减速器。

[31] 所述的电机为步进电机或直线电机。

[32] 所述的储水罐底部设有放水阀24，放水阀24用于仪器运输吋放空储液罐5内的

水，保证仪器运输安全。

[33] 釆用非常规天然气含量 自动测量仪的测量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34] Sl 、测量前设备设置，上位机7通过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控制常闭电磁阀22打

开、常开电磁阀20关闭，然后通过控制升降装置 12的驱动装置25驱动储液罐5上

升，使集气量筒3和平衡量筒4内的液位上升，光电液位传感器A16 和光电液位传

感器B 17实吋将液位参数传输至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将

釆集的参数传输至上位机7，当集气量筒3和平衡量筒4内的液位达到设定的液位

上限值后，控制升降装置 12的驱动装置25停止工作、关闭常闭电磁阀22、打开

常开电磁阀20;



[35] S2、将非常规天然气储层试样置于解析罐 1内，并将解析罐 1放入恒温水浴箱2

中，该恒温水浴箱2内的温度由温度变送器 15测量，温度变送器 15并将该温度参

数传输至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将釆集的参数传输至上

位机7 ;

[36] S3、含气量计量，储层试样在模拟井下温度环境下不断析出天然气，天然气通

过导气管A18 和常开电磁阀20后进入集气量筒3，使集气量筒3内液位下降，同吋

，也使平衡量筒4和储液罐5内的液位随之上升，集气量筒3和平衡量筒4内的漂

浮片均随液位变化而移动；光电液位传感器A16 和光电液位传感器B17 实吋将液

位参数传输至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将釆集的参数传输

至上位机7，上位机7根据测得的集气量筒3和平衡量筒4的液位差，控制升降装

置 12的驱动装置25驱动储液罐5下降，由于集气量筒3和平衡量筒4固定，随着储

液罐5的下降，平衡量筒4内的液位逐渐降低，当上位机7检测到集气量筒3与平

衡量筒4内的液位差小于设定精度吋，控制升降装置 12的驱动装置25停止工作，

集气量筒3内的气压重新与外界大气压相等；当集气量筒3内的液位达到预设的

下限液位吋，关闭常开电磁阀20，待上位机7控制升降装置 12的驱动装置25停止

工作即集气量筒3内的气压与外界大气压相等吋，集气量筒3此吋的液位相对于

初始液位即液位上限值的变化值对应的量筒容积差即为储层试样的出气量，上

位机7根据测量和记录的集气量筒3内的液位变化值，完成一次含气量计量；完

成一次含气量计量后，上位机7通过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控制常闭电磁阀22打

开、常开电磁阀20关闭，然后通过控制升降装置 12的驱动装置25驱动储液罐5上

升，使集气量筒3和平衡量筒4内的液位上升，当集气量筒3和平衡量筒4内的液

位达到设定的液位上限值后，控制升降装置 12的驱动装置25停止工作、关闭常

闭电磁阀22、打开常开电磁阀20，即可开始第二次计量；

[37] S4、重复步骤S3, 直至储层试样停止析出天然气或达到设置的测量吋间；

[38] S5、上位机7 自动累积计算出储层试样的总含气量，也可按需求进行其他各种

分析、显示图表及数据传输等。

[39] 实施例2 :

[40] 如图2所示，一种非常规天然气含量 自动测量仪，它包括解析罐 1、恒温水浴箱



2、集气量筒3、平衡量筒4、储液罐5、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和上位机7，集气

量筒3下端开口、上端由密封盖A 8密封，集气量筒3内设有漂浮片A9，平衡量筒4

下端开口、上端由密封盖B10密封，集气量筒3内设有漂浮片B11 , 集气量筒3和

平衡量筒4的下端口均设置于储液罐5的液面以下，集气量筒3和平衡量筒4还连

接有驱动集气量筒3和平衡量筒4上下运动的升降装置12，解析罐1放置于恒温水

浴箱2内，解析罐1由罐体13和密封盖C14组成，密封盖C14上设置温度变送器15

，密封盖A 8上设有光电液位传感器A16, 密封盖B10上设有光电液位传感器B17

，导气管A18连通解析罐1内部空间与集气量筒3内部空间，导气管B19连通平衡

量筒4内部空间与外部大气，导气管A18上设有常开电磁阀20，导气管A18还连接

有放空支气管2 1，放空支气管2 1上设有常闭电磁阀22，温度变送器15、光电液

位传感器A16、光电液位传感器B17、常开电磁阀20、常闭电磁阀22和升降装置1

2的驱动装置25均与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电连接，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与上位

机7电连接。

[41] 所述的上位机7为带嵌入式系统的工业触摸屏或计算机。

[42] 所述的集气量筒3和平衡量筒4的下端还设置有防护帽23，防护帽23中部设有轴

向通孔，通孔的孔径小于漂浮片A9和漂浮片B11的外径，防护帽23可防止集气量

筒3和平衡量筒4内的漂浮片漏失。

[43] 所述的升降装置12包括驱动装置25、蜗轮蜗杆机构26、丝杠27和支座28，蜗轮

蜗杆机构26包括相互啮合的蜗轮和蜗杆，所述的驱动装置25为电机，电机水平

设置，电机的输出轴通过传动装置与蜗杆连接，丝杆垂直设置，蜗轮套装与丝

杠27上，并与丝杠27固定连接，集气量筒3和平衡量筒4固设于支座28上，且支

座28与丝杆通过螺纹装配为一体，电机与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电连接。电机驱

动蜗杆正向或反向转动，蜗杆通过蜗轮带动丝杆旋转，从而使得与支座28固定

连接的集气量筒3和平衡量筒4相应的向上或向下移动。所述的传动装置为联轴

器或减速器。

[44] 所述的电机为步进电机或直线电机。

[45] 所述的储水罐底部设有放水阀24，放水阀24用于仪器运输吋放空储液罐5内的

水，保证仪器运输安全。



[46] 釆用非常规天然气含量 自动测量仪的测量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47] Sl 、测量前设备设置，上位机7通过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控制常闭电磁阀22打

开、常开电磁阀20关闭，然后通过控制升降装置 12的驱动装置25驱动储液罐5上

升，使集气量筒3和平衡量筒4内的液位上升，光电液位传感器A16 和光电液位传

感器B 17实吋将液位参数传输至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将

釆集的参数传输至上位机7，当集气量筒3和平衡量筒4内的液位达到设定的液位

上限值后，控制升降装置 12的驱动装置25停止工作、关闭常闭电磁阀22、打开

常开电磁阀20;

[48] S2、将非常规天然气储层试样置于解析罐 1内，并将解析罐 1放入恒温水浴箱2

中，该恒温水浴箱2内的温度由温度变送器 15测量，温度变送器 15并将该温度参

数传输至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将釆集的参数传输至上

位机7 ;

[49] S3、含气量计量，储层试样在模拟井下温度环境下不断析出天然气，天然气通

过导气管A18 和常开电磁阀20后进入集气量筒3，使集气量筒3内液位下降，同吋

，也使平衡量筒4和储液罐5内的液位随之上升，集气量筒3和平衡量筒4内的漂

浮片均随液位变化而移动；光电液位传感器A16 和光电液位传感器B17 实吋将液

位参数传输至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将釆集的参数传输

至上位机7，上位机7根据测得的集气量筒3和平衡量筒4的液位差，控制升降装

置 12的驱动装置25驱动集气量筒3和平衡量筒4上升，由于储液罐5固定，随着集

气量筒3和平衡量筒4的上升，平衡量筒4内的液位逐渐降低，当上位机7检测到

集气量筒3与平衡量筒4内的液位差小于设定精度吋，控制升降装置 12的驱动装

置25停止工作，集气量筒3内的气压重新与外界大气压相等；当集气量筒3内的

液位达到预设的下限液位吋，关闭常开电磁阀20，待上位机7控制升降装置 12的

驱动装置25停止工作即集气量筒3内的气压与外界大气压相等吋，集气量筒3此

吋的液位相对于初始液位即液位上限值的变化值对应的量筒容积差即为储层试

样的出气量，上位机7根据测量和记录的集气量筒3内的液位变化值，完成一次

含气量计量；完成一次含气量计量后，上位机7通过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6控制

常闭电磁阀22打开、常开电磁阀20关闭，然后通过控制升降装置 12的驱动装置2



5驱动集气量筒3和平衡量筒4下降，使集气量筒3和平衡量筒4内的液位上升，当

集气量筒3和平衡量筒4内的液位达到设定的液位上限值后，控制升降装置 12的

驱动装置25停止工作、关闭常闭电磁阀22、打开常开电磁阀20，即可开始第二

次计量；

[50] S4、重复步骤S3, 直至储层试样停止析出天然气或达到设置的测量吋间；

[51] S5、上位机7 自动累积计算出储层试样的总含气量，也可按需求进行其他各种

分析、显示图表及数据传输等。



权利要求书

一种非常规天然气含量 自动测量仪，其特征在于：

它包括解析罐 （1 ) 、恒温水浴箱 （2) 、集气量筒 （3) 、平衡量

筒 （4) 、储液罐 （5) 、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 （6) 和上位机 （7

) ，集气量筒 （3) 下端开口、上端由密封盖A (8) 密封，集气量

筒 （3) 内设有漂浮片A (9) ，平衡量筒 (4) 下端开口、上端由

密封盖B ( 10) 密封，集气量筒 （3) 内设有漂浮片B ( 1 1) ，集

气量筒 （3) 和平衡量筒 （4) 的下端口均设置于储液罐 （5) 的液

面以下，解析罐 （1 ) 放置于恒温水浴箱 （2) 内，解析罐 （1 ) 由

罐体 （13) 和密封盖C ( 14) 组成，密封盖C ( 14) 上设置温度变

送器 （15) ，密封盖A (8) 上设有光电液位传感器A ( 16) ，密

封盖B ( 10) 上设有光电液位传感器B ( 17) ，导气管A ( 18 ) 连

通解析罐 （1 ) 内部空间与集气量筒 （3) 内部空间，导气管B ( 19

) 连通平衡量筒 （4) 内部空间与外部大气，导气管A ( 18 ) 上设

有常开电磁阀 （20) ，导气管A ( 18 ) 还连接有放空支气管 （21 )

，放空支气管 （21 ) 上设有常闭电磁阀 （22) ，温度变送器 （15

) 、光电液位传感器A ( 16) 、光电液位传感器B ( 17) 、常开电

磁阀 （20) 、常闭电磁阀 （22) 和升降装置 （12) 的驱动装置 （2

5 ) 均与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 （6) 电连接，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

(6) 与上位机 （7) 电连接；

它还包括驱动集气量筒 （3) 和平衡量筒 （4) 与储液罐 （5) 作上

下相对运动的升降装置 （12)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非常规天然气含量 自动测量仪，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上位机 （7) 为带嵌入式系统的工业触摸屏或计算机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非常规天然气含量 自动测量仪，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集气量筒 （3) 和平衡量筒 （4) 的下端还设置有防

护帽 (23) ，防护帽 (23) 中部设有轴向通孔，通孔的孔径小于



漂浮片A (9) 和漂浮片B ( 1 1) 的外径。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非常规天然气含量 自动测量仪，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升降装置 （12) 包括驱动装置 （25) 、蜗轮蜗杆机

构 （26) 、丝杠 （27) 和支座 （28) ，蜗轮蜗杆机构 （26) 包括

相互啮合的蜗轮和蜗杆，所述的驱动装置 （25) 为电机，电机水

平设置，电机的输出轴通过传动装置与蜗杆连接，丝杆垂直设置

，蜗轮套装与丝杠 （27) 上，并与丝杠 （27) 固定连接，支座 ( 2

8 ) 固设于储液罐 （5) 上，且支座 （28) 与丝杆通过螺纹装配为

一体，电机与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 （6) 电连接。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非常规天然气含量 自动测量仪，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升降装置 （12) 包括驱动装置 （25) 、蜗轮蜗杆机

构 （26) 、丝杠 （27) 和支座 （28) ，蜗轮蜗杆机构 （26) 包括

相互啮合的蜗轮和蜗杆，所述的驱动装置 （25) 为电机，电机水

平设置，电机的输出轴通过传动装置与蜗杆连接，丝杆垂直设置

，蜗轮套装与丝杠 （27) 上，并与丝杠 （27) 固定连接，集气量

筒 （3) 和平衡量筒 (4) 固设于支座 （28) 上，支座 （28) 与丝

杆通过螺纹装配为一体，电机与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 （6) 电连接

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一种非常规天然气含量 自动测量仪，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电机为步进电机或直线电机。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非常规天然气含量 自动测量仪，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储水罐底部设有放水阀 （24) 。

用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非常规天然气含量 自动测量仪的测量方

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S l 、测量前设备设置，上位机 （7) 通过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 ( 6

) 控制常闭电磁阀 （22) 打开、常开电磁阀 （20) 关闭，然后通

过控制升降装置 （12) 的驱动装置 （25) 驱动储液罐 （5) 上升或



衡量筒 （4) 内的液位上升，光电液位传感器A (16) 和光电液位

传感器B (17) 实吋将液位参数传输至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 （6)

，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 （6) 将釆集的参数传输至上位机 （7) ，

当集气量筒 （3) 和平衡量筒 （4) 内的液位达到设定的液位上限

值后，控制升降装置 （12) 的驱动装置 （25) 停止工作、关闭常

闭电磁阀 （22) 、打开常开电磁阀 （20) ；

52 、将非常规天然气储层试样置于解析罐 （1) 内，并将解析罐 （

1) 放入恒温水浴箱 （2) 中，该恒温水浴箱 （2) 内的温度由温度

变送器 （15) 测量，温度变送器 （15) 并将该温度参数传输至数

据釆集及控制系统 （6) ，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 （6) 将釆集的参

数传输至上位机 （7) ；

53、含气量计量，储层试样在模拟井下温度环境下不断析出天然

气，天然气通过导气管A (18) 和常开电磁阀 （20) 后进入集气量

筒 （3) ，使集气量筒 （3) 内液位下降，同吋，也使平衡量筒 （4

) 和储液罐 （5) 内的液位随之上升，集气量筒 （3) 和平衡量筒

(4) 内的漂浮片均随液位变化而移动；光电液位传感器A (16)

和光电液位传感器B (17) 实吋将液位参数传输至数据釆集及控制

系统 （6) ，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 （6) 将釆集的参数传输至上位

机 （7) ，上位机 （7) 根据测得的集气量筒 （3) 和平衡量筒 （4

) 的液位差，控制升降装置 （12) 的驱动装置 （25) 驱动储液罐

(5) 下降或驱动集气量筒 （3) 和平衡量筒 （4) 上升，使平衡量

筒 （4) 内的液位逐渐降低，当上位机 （7) 检测到集气量筒 （3)

与平衡量筒 （4) 内的液位差小于设定精度吋，控制升降装置 (12

) 的驱动装置 （25) 停止工作，集气量筒 （3) 内的气压重新与外

界大气压相等；当集气量筒 （3) 内的液位达到预设的下限液位吋

，关闭常开电磁阀 （20) ，待上位机 （7) 控制升降装置 （12) 的

驱动装置 （25) 停止工作即集气量筒 （3) 内的气压与外界大气压

相等吋，集气量筒 （3) 此吋的液位相对于初始液位对应的量筒容



积差即为试样的出气量，上位机 （7) 根据测量和记录的集气量筒

(3) 内的液位变化值，完成一次含气量计量；完成一次含气量计

量后，上位机 （7) 通过数据釆集及控制系统 （6) 控制常闭电磁

阀 （22) 打开、常开电磁阀 （20) 关闭，然后通过控制升降装置

(12) 的驱动装置 （25) 驱动储液罐 （5) 上升或驱动集气量筒 （

3) 和平衡量筒 （4) 下降，使集气量筒 （3) 和平衡量筒 （4) 内

的液位上升，当集气量筒 （3) 和平衡量筒 （4) 内的液位达到设

定的液位上限值后，控制升降装置 （12) 的驱动装置 （25) 停止

工作、关闭常闭电磁阀 （22) 、打开常开电磁阀 （20) ，即可开

始第二次计量；

54、重复步骤S3, 直至储层试样停止析出天然气或达到设置的测

量吋间；

55、上位机 （7) 自动累积计算出储层试样的总含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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