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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

注系统，包括：底座平台、立式并联分离器、卧式

重力分离器、缓冲罐、增压回注泵和增压回输泵；

立式并联分离器、卧式重力分离器、缓冲罐、增压

回注泵和增压回输泵固定安放在底座平台上；海

底采油树的输送管线与立式并联分离器的混合

物入口相连接,由混合物入口将采出液送入深海

并联多级多相分离回注系统；卧式重力分离器入

口与立式重力分离器液体出口相连；卧式分离器

油相出口与输油管线连接双通增压回输泵相连，

通过油通道输送到海上平台进行处理。本发明的

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系统安装于深海水

下，对油井采出液直接进行近距离分离，不用先

进行举升，避免了占用大量的海上平台面积，利

于生产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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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系统，包括：底座平台、立式并联分离器、卧式重力

分离器、缓冲罐、增压回注泵和增压回输泵；其特征在于：立式并联分离器、卧式重力分离

器、缓冲罐、增压回注泵和增压回输泵固定安放在底座平台上；立式并联分离器设置混合物

入口、立式重力分离器液体出口、立式重力分离器气体出口，海底采油树的输送管线与立式

并联分离器的混合物入口相连接，由混合物入口将采出液送入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

系统；卧式重力分离器设置卧式重力分离器入口、卧式分离器油相出口、卧式分离器气体出

口，卧式重力分离器入口与立式重力分离器液体出口相连；卧式分离器油相出口与输油管

线连接双通增压回输泵相连，通过油通道输送到海上平台进行处理；卧式分离器气体出口

通过平行于重力分离器轴线的输气管线同时汇集立式并联分离器的气体出口，最终通过管

线与双通增压回输泵相连接，通过气通道将气体泵回海上平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系统，其特征在于：立式并联分离

器顶部的气相出口与卧式重力分离器顶部的气相出口管线通过平行于重力分离器轴线的

输气管线在立式并联分离器、卧式重力分离器的中间区域交汇，并通过管线与双通增压回

输泵相连接，通过气通道将气体泵回海上平台。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系统，其特征在于：底部平台为矩

形平板结构，上部支架、下部支架均为矩形框架结构，上部支架、下部支架位于底部平台的

上下两侧，上部支架、底部平台、下部支架的四个角分别焊接在四条支架腿上形成支架整体

结构，底部平台、下部支架的间距为1/10支腿高度。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系统，其特征在于：立式并联分离

器底部的液相出口与卧式重力分离器的混合物入口相连，靠近混合物入口的卧式重力分离

器底部的水出口管线通过输送管线与缓冲罐相连接；缓冲罐则通过管线与增压回注泵7相

连经过增压处理后通过回注管线回注到地层中。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系统，其特征在于：卧式重力分离

器底部的油相出口通过输油管线双通增压回输泵的油通道输送到海上平台。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系统，其特征在于：立式分离器位

于上部平台的一侧，立式分离器包括均匀沿同一圆周相隔72°阵列分布的五根立式分离支

管和中心管，五根立式分离支管和中心管底部平齐，中心管的高度低于立式分离支管的高

度；五根立式分离支管的顶部和底部均伸出5条管道分别汇成气体出口管道和液体出口管，

液体出口管通过连接管线与卧式分离器的入口相连，分离出来的油水混合物流入卧式分离

器中进行下一步分离；气体出口管连接增压回输泵，通过气体出口管排出的分离气体通入

增压回输泵增压后回输到海上平台；中心管管径与分离支管管径相同，中心管的管长为分

离支管的管长的3/4；中心管底部为并联立式分离器的入口与油井产出物的入口管道相连，

中心管顶部伸出五个分支管接口分别连通五根分离支管的上部，五根立式分离支管和中心

管共同组成并联整体结构；海底油井的产出液从分离器入口由下而上进入中心管，后从中

心管顶端的五个分管接口均匀的流进五根分离支管中，五根立式分离支管内均设有一条围

绕中心线的半开放螺旋管道。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系统，其特征在于：卧式重力分离

器，包括：分离器外壳，入口挡板，整流板，电极板，电极控制箱和堰板；外壳为两端带有半球

壳体的卧式圆筒结构，在前端半球壳体的中上部设置分离器入口，位于分离器前端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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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设置两个内径与壳体内径相同的半圆形挡板，两块半圆形挡板一块水平设置、一块竖

直设置，且均圆周焊接在壳体内，竖直设置的半圆形挡板位于水平设置的半圆形挡板的上

侧，水平设置的半圆形挡板设置系列圆孔，圆孔的孔径尺寸根据不同海域的不同油品由实

际情况确定。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系统，其特征在于：分离器前端形

成的封闭腔内竖直设置整流板，整流板为一组相互平行且有一定宽度的圆形平板结构，整

流板圆周相接于分离器内壁，圆形平板结构之间的间距根据不同海域的原油性质进行设

定。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系统，其特征在于：分离器的中

部，设置电极板，电极板为一组相互平行的栅板结构，栅板结构垂直于来液方向，电极板的

大小根据现场油品情况而定，每个电极板上均设置一根电极柱，所有电极柱统一连接在通

电管线上，通电管线的两端伸出分离器的外壳，分离器外壳顶部设置电极控制电箱，电极控

制电箱的四周设有带围栏的安置台。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系统，其特征在于：壳体的后端

焊接堰板，堰板竖直设置，堰板的直径与壳体内径相同，顶端部分切除，形成半封闭腔；水出

口管线和油出口管线分别设置在堰板的前后两侧，水出口管线通过输送管线与缓冲罐相连

接，而缓冲罐通过管线与增压回注泵相连，经过增压处理后的水通过出口管线回注到地层

中去；卧式重力分离器底部的油相出口管线与输油管线双通增压回输泵相连，通过油通道

将油输送到上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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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深海油气田开发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石油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在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占据十分重要的地

位。影响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随着各个油田开采程度的加深，陆上油田已经进入开采中后

期，开采的重心开始逐渐向储量丰富的海洋延伸。据有关统计显示，仅南海蕴藏的石油和天

然气资源就相当于中国全部油气资源的三分之一。近年来，我国一直加强对深海油田钻探

的研究，也预示着今后油气的产量将很大程度的依赖于深海油田。

[0003] 我国深海石油勘探领域起步较晚，但近年来随着海洋战略的实施，对深海领域的

开发探索已经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水下生产系统是海上石油勘探的关键。现行的海上油

田开采工序是将海底油井采出物通过长距离的管线输送到海上平台，进行分离等后续处

理，再进行到陆上的输送。但随着开采时间的增长，开采力度的加大，深海产出液含水率也

会随之变高，长距离的输送处理再回注会产生大量能耗，增加生产成本，同时，管道的立压

增高也会对整个生产系统产生严重的影响。

[0004] 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系统的应用可以很好的解决上述问题，并且分离出的

水还可直接用于海底地层回注，进而提高原油采收率。

[0005] 目前世界上各个国家对深海分离系统的研究都处于初步规划试验阶段。并且设备

简单，分离处理量少且分离效率度。所以研制出合理高效的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系

统可以提高海上平台的生产效率，降低经济成本，解决目前海上油田开发面临的一系列问

题，有较强的开发空间和应用价值。

[0006] 油气水分离回注是解决海洋石油开采分相输送和精确计量等问题的关键技术之

一。虽然目前海底油气水三相分离技术已成功应用于常规水深环境，但在深水领域仍面临

着巨大的难题。与常规水深相比较，深水环境下其外部条件发生了明显变化，油井产出液自

身也存在明显变化。

[0007] 根据国内外油藏开发管理技术的发展状况来看，大多数深水油藏的油水井都进行

了智能完井，能够实时搜集各层位的注采数据并控制注采量。

发明内容

[0008] 为克服海上油田开发现有技术的缺陷和技术空白，本发明设计了一种深海并联多

相多级分离回注系统，可以对深海油井采出液进行油气水的分离并将分离出的水增压回

注，节省平台空间并高效利用能源，降低经济成本。

[0009]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下述方案：

[0010] 一种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系统，包括：底座平台、立式并联分离器、卧式重

力分离器、缓冲罐、增压回注泵和增压回输泵；其中：立式并联分离器、卧式重力分离器、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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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罐、增压回注泵和增压回输泵固定安放在底座平台上；立式并联分离器设置混合物入口、

立式重力分离器液体出口、立式重力分离器气体出口，海底采油树的输送管线与立式并联

分离器的混合物入口相连接,由混合物入口将采出液送入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系

统；卧式重力分离器设置卧式重力分离器入口、卧式分离器油相出口、卧式分离器气体出

口，卧式重力分离器入口与立式重力分离器液体出口相连；卧式分离器油相出口与输油管

线连接双通增压回输泵相连，通过油通道输送到海上平台进行处理；卧式分离器气体出口

通过平行于重力分离器轴线的输气管线同时汇集立式并联分离器的气体出口，最终通过管

线与双通增压回输泵相连接，通过气通道将气体泵回海上平台。

[0011] 相对于现有的技术，本发明的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系统具有如下的有益效

果：

[0012] 1、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系统安装于深海水下，对油井采出液直接进行近距

离分离，不用先进行举升，避免了占用大量的海上平台面积，对于位于海底上千米特别是含

水量极高的油井来说节省了大量的能源，同时大大减低立管静压和井口背压，减少管道泄

漏、变形等危险，利于生产的稳定。

[0013] 2、多相多级分离，立式分离器和卧式分离器的串联，可以对产出物进行气液，和油

水的两次分离，最后得到油气水三相产物，较单一的分离器相比，分离效率给更高，程度更

彻底。

[0014] 3、立式重力分离器部分采用多管并联结构，将通常分配给单一容器的分离容积分

配到一系列圆周阵列的竖直管道中，与等效的单一分离容器相比，垂直管的直径和壁厚减

小，减小分离器沉降部分的长度以及深水下的受压面积；并联多管道分离的另一优点是圆

周五个分离管道同时进行分离，深海条件下，环境复杂，如遇到特殊情况某个分离立管发生

堵塞或零件失灵，不会影响其他分离立管的分离工作，也降低了维修难度。可以根据产出液

的量控制分离立管的打开个数，在处理量的时候可适当的对部分立管进行关闭。同时也可

以根据不同海底油田的实际情况对立管的管径和长度进行设计，可以大量的对产出物进行

分离，提高分离效率。

[0015] 4、卧式重力分离器中添加了分离电极板，和常规分离器相比，电分离的效率更高

效果更好。分离器上部的电极控制箱可以对内部电极进行控制，根据不同海域的不同油品

及含水率情况控制电极板的通电及工作的电极板个数。当处理的产出物含水量大时，可以

依情况多开电极数量。

[0016] 5、分离过程为物理过程，不添加任何的化合物添加剂，因此分离的水可直接回注

到地层以维持地层压力，既节能又防止出现海底地层坍塌等危险，同时减少了输送平台后

水的后处理过程。

[0017] 6、考虑深水油藏开发特点，为实现经济有效开发，不依托措施方案，通过调控回注

方法、优化注采关系实现间歇注水、调控注水的效果，提高油藏采收率；选用商业模拟软件

作为计算内核，通过改进无梯度算法实现实时生产优化快速求解，可以解决大规模油藏优

化应用的难题。

[0018] 7、各级分离器以及回注系统都安装在同一平台上，结构简单紧凑，安装时可整体

下放至海底，避免了单独固定安放以及相互连接的步骤，检修时可整体吊起，大大简化了作

业难度。同时，立式分离器和卧式分离器也有自己单独的支架，可以对其进行单独的分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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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0019] 8、能够较好的适用于此类油藏开发。并且可以实时分析和利用生产动态数据、降

低油藏开发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素、提高油田开发效果，能够有效地解决深水油水分离

回注系统应用于油藏开发的难题。深水分离回注系统研究是一项新兴的、前瞻性的研究课

题，对于实现油气田工程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提高油藏经营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和实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装置的主视示意图；

[0021] 图2为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装置的俯视示意图；

[0022] 图3A为立式分离器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B为立式分离器立管内螺旋管道示意图；

[0024] 图4为卧式重力分离器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1、上部支架，2、底座平台，3、下部支架，4、立式并联分离器，5、卧式重力分离

器，6、缓冲罐，7、增压回注泵，8、增压回输泵，400、立式重力分离器壳体，401、混合物入口，

402、中心管，403、五分管接口，404、分离支管，405、螺旋轨道，406、立式重力分离器液体出

口，407、立式重力分离器气体出口，500、卧式重力分离器外壳，501、卧式重力分离器入口，

502、入口挡板，503、整流板，504、电极板，505、电极控制箱，506、堰板，507、水出口，508、卧

式分离器油相出口，509、卧式分离器气体出口，510、通电管线，511、安全围栏，601、缓冲罐

出口管线，701、回注管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如图1所示，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系统，包括：底座平台2、立式并联分离器

4、卧式重力分离器5、缓冲罐6、增压回注泵7和增压回输泵8；其中：立式并联分离器4、卧式

重力分离器5、缓冲罐6、增压回注泵7和增压回输泵8固定安放在底座平台2上；立式并联分

离器4设置混合物入口401、立式重力分离器液体出口406、立式重力分离器气体出口407，海

底采油树的输送管线与立式并联分离器4的混合物入口401相连接,由混合物入口401将采

出液送入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系统；卧式重力分离器5设置卧式重力分离器入口

501、卧式分离器油相出口508、卧式分离器气体出口509，卧式重力分离器入口501与立式重

力分离器液体出口406相连；卧式分离器油相出口508与输油管线连接双通增压回输泵相

连，通过油通道输送到海上平台进行处理；卧式分离器气体出口509通过平行于重力分离器

轴线的输气管线同时汇集立式并联分离器4的气体出口407，最终通过管线9与双通增压回

输泵8相连接，通过气通道将气体泵回海上平台。

[0027] 底部平台2为矩形平板结构，上部支架1、下部支架3均为矩形框架结构，上部支架

1、下部支架3位于底部平台2的上下两侧，上部支架1、底部平台2、下部支架3的四个角分别

焊接在四条支架腿上形成支架整体结构，底部平台2、下部支架3的间距为1/10支腿高度；下

部支架3用于抬高深海并联多相多级分离回注系统的高度，以防安放在海底时遇淤泥下沉，

避免深海淤泥中的大量的微生物和矿物质对框架和分离装置造成严重的腐蚀；上部支架1

不但可以便于将整个分离回注系统安稳快捷的抬升与下放，利于施工，而且能够提高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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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稳定性。

[0028] 立式并联分离器4顶部的气相出口407与卧式重力分离器5顶部的气相出口管线

509通过平行于重力分离器轴线的输气管线11在立式并联分离器4、卧式重力分离器5的中

间区域交汇，并通过管线9与双通增压回输泵8相连接，通过气通道将气体泵回海上平台。

[0029] 立式并联分离器4底部的液相出口406与卧式重力分离器5的混合物入口501相连，

靠近混合物入口的卧式重力分离器5底部的水出口管线507通过输送管线与缓冲罐6相连

接；缓冲罐6则通过管线10与增压回注泵7相连经过增压处理后通过回注管线701回注到地

层中去以实现维持地层压力的目的。

[0030] 卧式重力分离器5底部的油相出口508通过输油管线11双通增压回输泵的油通道

输送到海上平台。

[0031] 如图3A所示，立式分离器4位于上部平台2的一侧，立式分离器包括均匀沿同一圆

周(相隔72°)阵列分布的五根立式分离支管404和中心管402，五根立式分离支管404和中心

管402底部平齐，中心管402的高度低于立式分离支管404的高度；立式分离支管的数量依据

现场油水比以及水压等环境条件的不同可进行调整，不限于五根。五根立式分离支管404的

顶部和底部均伸出5条管道分别汇成气体出口管道407和液体出口管406，液体出口管406通

过连接管线12与卧式分离器的入口501相连，分离出来的油水混合物流入卧式分离器5中进

行下一步分离；气体出口管407连接增压回输泵，通过气体出口管407排出的分离气体通入

增压回输泵增压后回输到海上平台；中心管402管径与分离支管404管径相同，中心管402的

管长为分离支管404的管长的3/4；中心管402底部为并联立式分离器的入口与油井产出物

的入口管道401相连，中心管402顶部伸出五个分支管接口403分别连通五根分离支管404的

上部，五根立式分离支管404和中心管402共同组成并联整体结构。海底油井的产出液从分

离器入口401由下而上进入中心管402，后从中心管顶端的五个分管接口均匀的流进五根分

离支管404中，如3B所示，五根立式分离支管404内均设有一条围绕中心线的半开放螺旋管

道405，来液流经螺旋管道并沉降到管底，用来稳定液体界面防止在分离的过程中由于流速

过快而产生冲击产生泡沫。

[0032] 如图4所示，卧式重力分离器5，包括：分离器外壳500，入口挡板502，整流板503，电

极板504，电极控制箱505和堰板506；外壳500为两端带有半球壳体的卧式圆筒结构，在前端

(入口端定义为卧式分离器的前端)半球壳体的中上部设置分离器入口501，用于接收立式

分离器液体出口管406排出的油水混合物，位于分离器前端的入口内部设置两个内径与壳

体内径相同的半圆形挡板502，两块半圆形挡板502一块水平设置、一块竖直设置，且均圆周

焊接在壳体内，竖直设置的半圆形挡板位于水平设置的半圆形挡板502的上侧，水平设置的

半圆形挡板502设置系列圆孔，圆孔的孔径尺寸根据不同海域的不同油品由实际情况确定。

[0033] 分离器前端形成的封闭腔内竖直设置整流板503，整流板503为一组相互平行且有

一定宽度的圆形平板结构，整流板503圆周相接于分离器内壁，圆形平板结构之间的间距根

据不同海域的原油性质进行设定。

[0034] 分离器的中部，设置电极板504，电极板504为一组相互平行的栅板结构，栅板结构

位于垂直于来液方向，电极板504的大小根据现场油品情况而定，每个电极板上均设置一根

电极柱，所有电极柱统一连接在通电管线510上，通电管线510的两端伸出分离器的外壳，分

离器外壳500顶部设置电极控制电箱511，用于控制电极的通电时间和通电电极板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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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控制电箱的四周设有带围栏的安置台505，便于操作人员的安装和维修。

[0035] 壳体的后端焊接堰板506，堰板506竖直设置，堰板506的直径与壳体内径相同，顶

端部分切除，形成半封闭腔；水出口管线507和油出口管线508分别设置在堰板506的前后两

侧，堰板用于防止油水窜流，提高分离效率。水出口管线507通过输送管线与缓冲罐6相连

接，而缓冲罐6通过管线10与增压回注泵7相连经过增压处理后通过出口管线701回注到地

层中去以实现维持地层压力的目的。卧式重力分离器5底部的油相出口508通过输油管线11

双通增压回输泵的油通道输送到上部平台。

[0036] 深海油气水三相分离回注的工艺流程为：海底油井产出物通过输油管线连接立式

并联分离器中心管402底部的混合物入口管线401，进入分离器的中心管402内。液体在中心

管内不断垂直上升，到达中心管顶部，然后流经五分支管接口管道403分别被分配流进分离

器的五个立式分管404中，在立管404中多相流流经半开放的螺旋轨道405并沉降到管底，螺

旋管道用来稳定液体界面防止在分离的过程中由于流速过快而产生冲击产生泡沫，增强整

体分离效率。分离出的气体上升到立管的顶部，由顶部的管道汇总到气体出口407。407与后

续二级分离器—卧式重力分离器5顶部的气相出口管线509通过一段平行于重力分离器轴

线的输气管线11在两个分离器的中间区域交汇，并通过管线9与双通增压回输泵8相连接，

泵的另一端连接海底立管，气体和原油举升到达海上平台或海面储油(储气)装置，之后外

输到陆地进行进一步处理。分离出的液体在流动过程中由于重力下沉，沉降到立管的底部，

由底部的液体出口管线汇总到液体出口406，通过连接管线12直接通入卧式分离器入口501

中。

[0037] 分离出的液体通过卧式分离器入口501进入分离器，首先通过垂直结构的入口挡

板502进行缓流，改变来液的流动方向为向下，避免流体由于流速过大而冲到分离器后段，

产生死区。挡板中的孔板结构又有助于液体通过，防止挡板出聚结大量的液体产生旋流，不

利于后续分离。液体继续流过聚结板，通过后能变为平稳流动，减小流场紊流，确保流场稳

定。稳流后的来液流经分离电极504，分离器外部电机控制箱505控制电极板的通电情况和

通电个数，可以根据现场不同的含水情况和液体处理量来进行调控。通过电极板释放的正

负离子，使混合油水乳状液中的小液滴进行油水分离，加快分离速度，提高效率。经过分离

器各个构件的处理后，原油流过堰板506通过离混合物入口较远且同样位于卧式重力分离

器5底部的油相出口508流出分离器外，通过输油管线11双通增压回输泵的油通道输送到上

部平台。分离出的水则沉降在分离器壳体底部，经过靠近混合物入口的卧式重力分离器5底

部的水出口管线507排出。经过近似垂直于卧式分离器轴线的输送管线与缓冲罐6相连接。

缓冲罐6可以防止由于分离出的水相流速不稳定导致的后续增压泵空转，还可避免水中含

油量较高时，泵中叶轮高速剪切生成稳定乳化物。而缓冲罐6则通过近似平行于卧式分离器

主轴线方向的管线10与增压回注泵7相连经过增压处理后通过出口管线701回注到地层中

去以实现维持地层压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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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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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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