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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低压低产井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低压低产井的综合

排水采气系统，属于天然气开采设备设计制造技

术领域。提供一种能有效的将排水采气介质输入

采气面以下的积液段内，以有效的提高排水采气

效果的用于低压低产井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所

述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包括可以伸入井筒采气

面内的采气油管和套接在该采气油管外的油套

管，还包括多功能输送装置和封隔器，末端可以

伸入井筒采气面以下的所述多功能输送装置穿

套在所述的采气油管中，所述采气油管与所述油

套管位于井筒采气面一端的间隙通过所述的封

隔器密封；用于清除所述低压低产井井筒采气面

以下积液的排水采气介质，通过所述多功能输送

装置在所述采气油管的配合下直接输入采气面

以下的积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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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低压低产井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包括可以伸入井筒采气面内的采气油管

（1）和套接在该采气油管（1）外的油套管（2），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还包括

多功能输送装置（3）和封隔器（4），末端可以伸入井筒采气面以下的所述多功能输送装置

（3）穿套在所述的采气油管（1）中，所述采气油管（1）与所述油套管（2）位于井筒采气面一端

的间隙通过所述的封隔器（4）密封；用于清除所述低压低产井井筒采气面以下积液的排水

采气介质，通过所述多功能输送装置（3）在所述采气油管（1）的配合下直接输入采气面以下

的积液中，所述的多功能输送装置（3）包括连续小油管（5），所述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还包

括布置在所述低压低产井井口（6）的采油树（7）以及与该采油树（7）连接的高压天然气储罐

（8），所述的采气油管（1）与所述的采油树（7）连接，所述的连续小油管（5）通过所述的采油

树（7）与所述的高压天然气储罐（8）连接，在所述连续小油管（5）的末端还布置有翻砂喷头

（9），所述的多功能输送装置（3）还包括穿套在所述连续小油管（5）内的中心油管（10），所述

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还包括泡排组件（11），所述的中心油管（10）通过所述的采油树（7）与

所述的泡排组件（11）连接；泡排过程中，储存在所述泡排组件（11）中的起泡剂通过所述的

中心油管（10），在所述采油树（7）的配合下直接到达井筒积液段，

所述的泡排组件（11）包括发泡剂罐（12）、发泡定量泵（13）和泡排撬（14），所述的发泡

剂罐（12）和所述的发泡定量泵（13）均安装在所述的泡排撬（14）上，所述的中心油管（10）通

过所述的发泡定量泵（13）与所述的发泡剂罐（12）连接，

所述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还包括高压气液砂分离装置（20）和高压气液分离装置（21），

所述的高压气液砂分离装置（20）和所述的高压气液分离装置（21）顺序的连接在采油树（7）

的气体输出端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低压低产井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综

合排水采气系统还包括含有CNG槽车(23)和增压泵（22）的加压系统，所述的加压系统通过

所述的采油树（7）与所述高压天然气储罐（8）并联在所述的连续小油管（5）的输入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低压低产井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还包括负压抽吸装置（15），所述的负压抽吸装置（15）通过所述的采油

树（7）与所述的采气油管（1）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低压低产井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负

压抽吸装置（15）包括多缸泵(19)、喷射泵（16）、卧罐（17）和抽吸撬（18），所述的多缸泵

(19)、喷射泵（16）和所述的卧罐（17）均安装在所述的抽吸撬（18）上，所述喷射泵（16）的入

口与多缸泵（19）的出口相连，所述喷射泵（16）的负压口与采油树（7）的出口节流阀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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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低压低产井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综合排水采气系统，尤其是涉及一种用于低压低产井的综合排水

采气系统，属于天然气开采设备设计制造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国内外绝大多数低产低压气井在生产初期，尤其是中后期，由于在气井中常有烃

类凝析液或地层水流入井底，当气井产量高、井底气液速度大而井中流体的数量相对较少

时，水将完全被气流携带至地面。随着开采过程的进展，地层能量自然减弱，气液流速也随

之降低，使得气体携液能力越来越差，无法有效将井底液体及时带至地面，导致井筒积液逐

渐增多。由于积液的存在将增大对气层的回压，并限制其生产能力，有时甚至会将气层完全

压死以致关井，使得生产无法正常进行，降低气井开采效率，从而影响整个气田开发的经济

效益。因而，选择行之有效的排水采气工艺方法及时将井筒积液排出，恢复气井正常生产尤

为重要。

[0003] 目前，国内外广泛应用泡沫排水采气工艺技术来解决有水气藏的低压低产井井筒

积液，提高采收率问题，但常规泡沫排水剂加注方式主要是通过井口采油树油套管直接加

注，无法有效达到井筒积液段，严重影响排水效果，急需探索一种新型的排水采气方式来解

决所面临的难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有效的将排水采气介质输入采气面以

下的积液段内，以有效的提高排水采气效果的用于低压低产井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低压低产井的综合排水采气

系统，包括可以伸入井筒采气面内的采气油管和套接在该采气油管外的油套管，所述的综

合排水采气系统还包括多功能输送装置和封隔器，末端可以伸入井筒采气面以下的所述多

功能输送装置穿套在所述的采气油管中，所述采气油管与所述油套管位于井筒采气面一端

的间隙通过所述的封隔器密封；用于清除所述低压低产井井筒采气面以下积液的排水采气

介质，通过所述多功能输送装置在所述采气油管的配合下直接输入采气面以下的积液中。

[000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申请通过设置一套多功能输送装置和一个封隔器，并使

末端可以伸入井筒采气面以下的所述多功能输送装置穿套在所述的采气油管中，然后通过

所述的封隔器将所述采气油管与所述油套管位于井筒采气面一端的间隙密封起来，以形成

一个以油套管为主的采气通道。这样，用于清除所述低压低产井井筒采气面以下积液的排

水采气介质，如气举排水采气用的高压气体、泡沫排水采气用的起泡剂均可以通过所述的

多功能输送装置，在所述采气油管的配合下直接到达井筒积液段。当所述的排水采气介质

到达井筒积液段后，如果排水采气介质为气举排用的高压气体时，沉积在井筒采气面以下

的积液便可以在高压条件下举抬升、分散该积液，使其变成体积、质量均较小的水滴，达到

随开采的气流一起带出井筒的目的；同理，如果排水采气介质为起泡剂时，直接进入积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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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泡剂便可以与该积液溶合，细化积液，达到随开采的气流一起带出井筒的目的，进而达

到有效的提高排水采气效果。

[0007] 进一步的是，所述的多功能输送装置包括连续小油管，所述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

还包括布置在所述低压低产井井口的采油树以及与该采油树连接的高压天然气储罐，所述

的采气油管与所述的采油树连接，所述的连续小油管通过所述的采油树与所述的高压天然

气储罐连接。

[0008] 上述方案的优选方式是，所述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还包括含有CNG槽车和增压泵

的加压系统，所述的加压系统通过所述的采油树与所述高压天然气储罐并联在所述的连续

小油管的输入端。

[0009] 进一步的是，在所述连续小油管的末端还布置有翻砂喷头。

[0010] 进一步的是，所述的多功能输送装置还包括穿套在所述连续小油管内的中心油

管，所述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还包括泡排组件，所述的中心油管通过所述的采油树与所述

的泡排组件连接；泡排过程中，储存在所述泡排组件中的起泡剂通过所述的中心油管，在所

述采油树的配合下直接到达井筒积液段。

[0011] 上述方案的优选方式是，所述的泡排组件包括发泡剂罐、发泡定量泵和泡排撬，所

述的发泡剂罐和所述的发泡定量泵均安装在所述的泡排撬上，所述的中心油管通过所述的

发泡定量泵与所述的发泡剂罐连接。

[0012] 进一步的是，所述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还包括负压抽吸装置，所述的负压抽吸装

置通过所述的采油树与所述的采气油管连通。

[0013] 上述方案的优选方式是，所述的负压抽吸装置包括多缸泵、喷射泵、卧罐和抽吸

撬，所述的多缸泵、喷射泵和所述的卧罐均安装在所述的抽吸撬上，所述喷射泵的入口与多

缸泵的出口相连，所述喷射泵的负压口与采油树的出口节流阀相联。

[0014] 进一步的是，所述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还包括高压气液砂分离装置和高压气液分

离装置，所述的高压气液砂分离装置和所述的高压气液分离装置顺序的连接在采油树的气

体输出端上。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用于低压低产井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标记为：采气油管1、油套管2、多功能输送装置3、封隔器4、连续小油管5、低压

低产井井口6、采油树7、高压天然气储罐8、翻砂喷头9、中心油管10、泡排组件1  1、发泡剂罐

12、发泡定量泵13、泡排撬14、负压抽吸装置15、喷射泵16、卧罐17、抽吸撬18、多缸泵19、高

压气液砂分离装置20、高压气液分离装置21、增压泵22、CNG槽车23。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如图1所示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能有效的将排水采气介质输入采气面以下的积液

段内，以有效的提高排水采气效果的用于低压低产井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所述的综合排

水采气系统包括可以伸入井筒采气面内的采气油管1和套接在该采气油管1外的油套管2，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还包括多功能输送装置3和封隔器4，末端可以伸入

井筒采气面以下的所述多功能输送装置3穿套在所述的采气油管1中，所述采气油管1与所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6050198 B

4



述油套管2位于井筒采气面一端的间隙通过所述的封隔器4密封；用于清除所述低压低产井

井筒采气面以下积液的排水采气介质，通过所述多功能输送装置3在所述采气油管1的配合

下直接输入采气面以下的积液中。本申请通过设置一套多功能输送装置3和一个封隔器4，

并使末端可以伸入井筒采气面以下的所述多功能输送装置3穿套在所述的采气油管1中，然

后通过所述的封隔器4将所述采气油管1与所述油套管2位于井筒采气面一端的间隙密封起

来，以形成一个以油套管为主的采气通道。这样，用于清除所述低压低产井井筒采气面以下

积液的排水采气介质，如气举排水采气用的高压气体、泡沫排水采气用的起泡剂均可以通

过所述的多功能输送装置3，在所述采气油管1的配合下直接到达井筒积液段。当所述的排

水采气介质到达井筒积液段后，如果排水采气介质为气举排用的高压气体时，沉积在井筒

采气面以下的积液便可以在高压条件下举抬升、分散该积液，使其变成体积、质量均较小的

水滴，达到随开采的气流一起带出井筒的目的；同理，如果排水采气介质为起泡剂时，直接

进入积液中的起泡剂便可以与该积液溶合，细化积液，达到随开采的气流一起带出井筒的

目的，进而达到有效的提高排水采气效果。

[0018] 上述实施方式中，随着采气技术的进步，以及新型采气管线的应用，为了简化所述

多功能输送装置3的结构，方便制造、安装以及更多的采用已有的管线，以避免投入新的研

发成本，本申请所述的多功能输送装置3包括连续小油管5，所述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还包

括布置在所述低压低产井井口6的采油树7以及与该采油树7连接的高压天然气储罐8，所述

的采气油管1与所述的采油树7连接，所述的连续小油管5通过所述的采油树7与所述的高压

天然气储罐8连接；而为了最大限度的保证用于形成气举的高压气体气压的稳定，本申请所

述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还包括含有CNG槽车(23)和增压泵22的加压系统，所述的加压系统

通过所述的采油树7与所述高压天然气储罐8并联在所述的连续小油管5的输入端。这样，当

所述高压天然气储罐8内的气体的压力足够时，可以直接用于气举采气，当所述高压天然气

储罐8内的气体的压力降低不足以有效的进行气举采气时，可以通过所述的增压泵提高输

入气体的压力，保证气举采气的有效进行。并与此相适应，为了将沉积的泥砂有效的随气流

排出，本申请在所述连续小油管5的末端还布置有翻砂喷头9。这样，高压气体通过所述的翻

砂喷头的喷射便可以使采气面的砂粒翻滚与气液混合，由连续小油管和采气油管的空间处

高速带出井口。

[0019] 进一步的，为了在采用泡排时，所述的起泡剂可以有效的直接输入井筒的采气面

以下的积液中，所述的多功能输送装置3还包括穿套在所述连续小油管5内的中心油管10，

所述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还包括泡排组件11，所述的中心油管10通过所述的采油树7与所

述的泡排组件11连接；泡排过程中，储存在所述泡排组件11中的起泡剂通过所述的中心油

管10，在所述采油树7的配合下直接到达井筒积液段。此时所述泡排组件11的优选结构为，

所述的泡排组件11包括发泡剂罐、12发泡定量泵13和泡排撬14，所述的发泡剂罐12和所述

的发泡定量泵13均安装在所述的泡排撬14上，所述的中心油管10通过所述的发泡定量泵与

13所述的发泡剂罐12连接。这样，通过发泡定量泵13便可将发泡剂罐12内储存的起泡剂，在

所述采油树7以及中心油管10的配合下直接输入井筒采气面以下的积液中，再在所述的积

液中形成可以随气流带出井筒的气、泡、液混合随气流排出井筒，达到泡排的目的。

[0020] 同时，为了形成综合的排水采气技术，以最大限度的排出井筒的采气面以下的积

液，本申请所述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还包括负压抽吸装置15，所述的负压抽吸装置15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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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采油树7与所述的采气油管1连通。此时，所述的负压抽吸装置15包括多缸泵(19)、喷

射泵16、卧罐17和抽吸撬18，所述的多缸泵(19)、喷射泵16和所述的卧罐17均安装在所述的

抽吸撬18上，所述喷射泵16的入口与多缸泵19的出口相连，喷射泵16的出口与高压气液砂

分离装置20相联，喷射泵16的负压口与采油树的出口节流阀相联。这样，通过所述的负压抽

吸装置15便可以在采气油管1的采气面处形成负压环境，使井底的气、砂、液一同吸出，并与

喷射泵的液体混合，一同经管线排出。

[0021] 进一步的，为了提高输出气体的质量，所述的综合排水采气系统还包括高压气液

砂分离装置20和高压气液分离装置21，所述的高压气液砂分离装置20和所述的高压气液分

离装置21顺序的连接在采油树7的气体输出端上。这样，采出的气体经过高压气液砂分离装

置20和高压气液分离装置21分别顺序的分离掉其中的砂粒以及水份，从而保证了输出气体

的质量。

[0022] 本申请所述的复合采排系统的工作原理如下：

[0023] 1、气举排水采气：在采气油管1中，增加一根连续小油管5直插井底采气面。用封隔

器4将油套管2和采气油管1封隔。连续小油管5的另一端与气举撬和一台增压泵22连接。当

气举撬的天然气压力满足气举压力时，可以直接利用罐中的天然气通过连续小油管5到井

底进行气举。如罐中的天然气不满足气举要求时，可以通过增压泵22加压后，通过连续小油

管5到井底进行气举。在增压泵22的前部还并联有一个天然气储气罐，当正常生产时，井口

产出一定天然气时可采用储气罐中的气体经增压泵加压后进行气举。

[0024] 2、泡沫排水采气：中心油管10直插井底，起泡剂由比列泵按一定比列，从加药喷嘴

进入连续小油管5内的中心油管10中并输入采气面，与井下的气、水混合产生泡沫。降低油

套管与连续小油管间液柱比重，实现泡沫排水采气。

[0025] 3、淘砂：在连续小油管前端装有翻砂喷头。气举时气体经喷嘴产生喷射，使采气面

的砂粒翻滚与气液混合，由连续小油管和采气油管空间高速带出井口。

[0026] 4、负压抽吸排水采气：卧罐的液体在多缸泵的作用下，高速通过喷射泵，这时喷射

泵的吸入口产生一个负压。当打开井口采油树阀门，井口采油管与喷射泵吸入口联通。在负

压作用下将井底的气、砂、液一同吸出，并与喷射泵的液体混合，一同经管线排出。

[0027] 本申请的优点在于：通过地面配套设备和连续小油管直达井底积液段，利用地面

设备即泡排组件将泡沫排水剂注入积液段内部，在井内流体搅拌的作用下使泡沫排水剂在

井筒中产生泡沫，降低液体密度，减少液体表面张力和气体的滑脱损失，提高气体携液能

力，同时施加气举、负压抽吸等综合工艺，从而有效减少井筒积液提高气井产气量。能有效

的解决较多类型产水气井的井底积液问题，满足气田开发工艺技术要求，形成气田开发排

水采气配套技术，同时解决常规泡排注起泡剂不能直接到达井筒积液段、起泡剂加注困难、

耗时长，同时利用喷射泵喷射时吸入口产生负压，将井筒的混合液抽吸出，送入输送管道排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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