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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油气水网管式多级分离装

置及方法，装置为一体化结构，由入口管、水平主

管、上倾收缩管、排油管、气液分离管、集气管、捕

雾器、排气管、油水分离管、排水管及堰板组成。

混合流体从入口管进入水平主管后，因管径增

大，流速降低，保证了停留时长，也增强了重力分

层作用。在气液分离管中，液滴受重力作用回落

至水平主管，气液分离管分离效果逐级提升，气

体在集气管富集后穿过捕雾器从排气管排出。受

堰板阻挡，水流入油水分离管，而油流翻越堰板

向下游流动。水相通过多级油水分离管呈台阶逐

级下行，最终在五级油水分离管的水平管段富

集，通过排水口流出。通过气液分离管和油水分

离管的多级分离，水平主管末端富集了油相，最

终翻越上倾收缩管从排油管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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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油气水网管式多级分离装置，由入口管(1)、水平主管(3)、上倾收缩管(4)、排油

管(5)、气液分离管、集气管(11)、捕雾器(12)、排气管(13)、油水分离管、排水管(19)及堰板

组成；气液分离管平行布置有五根，包括一级气液分离管(6)、二级气液分离管(7)、三级气

液分离管(8)、四级气液分离管(9)、五级气液分离管(10)；油水分离管平行布置有五根，包

括一级油水分离管(14)、二级油水分离管(15)、三级油水分离管(16)、四级油水分离管

(17)、五级油水分离管(18)；堰板平行布置有四块，包括一级堰板(20)、二级堰板(21)、三级

堰板(22)、四级堰板(23)；入口管(1)、水平主管(3)、上倾收缩管(4)和排油管(5)依次连通，

水平主管(3)与上倾收缩管(4)由弯头连接，上倾收缩管(4)向上倾斜且管径逐渐缩小，上倾

收缩管(4)与排油管(5)由弯头连接，排油管(5)和入口管(1)管径小于水平主管(3)管径；注

剂口(2)位于入口管(1)中部，注剂口(2)口径小于入口管(1)管径；气液分离管管径小于水

平主管(3)管径，且等间距平行排列在水平主管(3)上方，与水平主管(3)垂直；五级气液分

离管高度依次增加，即一级气液分离管(6)最短，五级气液分离管(10)最长；集气管(11)位

于气液分离管上部，五根气液分离管均与集气管(11)连通，因气液分离管高度依次升高，集

气管(11)呈倾斜布置，集气管(11)一端由弯头与一级气液分离管(6)相连，集气管(11)另一

端通过弯头与水平的排气管(13)连接，在与排气管(13)相连的一端集气管(11)内部安装有

捕雾器(12)；水平主管(3)上，同级气液分离管位于油水分离管上游，且前四级油水分离管

的每一级油水分离管与其紧邻下游高一级的气液分离管之间的水平主管(3)下壁安设有堰

板，五级油水分离管(18)与上倾收缩管(4)之间不设堰板；堰板为圆冠形，半径与水平主管

相同；四块堰板高度从上游至下游依次降低，一级堰板(20)高度最高，四级堰板(23)高度最

低；其特征在于：五根油水分离管均分布在水平主管(3)下部，每根油水分离管均由倾斜管

段和水平管段两部分组成，倾斜管段一端与水平主管(3)相连，另一端与水平管段通过弯管

连接，油水分离管倾斜管段与水平主管(3)的衔接和气液分离管与水平主管(3)的衔接呈交

错排布，且一级气液分离管(6)位于一级油水分离管(14)上游；一级油水分离管(14)的水平

管段与二级油水分离管(15)的倾斜管段底部连通，二级油水分离管(15)的水平管段与三级

油水分离管(16)的倾斜管段底部连通，三级级油水分离管(16)的水平管段与四级油水分离

管(17)的倾斜管段底部连通，四级油水分离管(17)的水平管段与五级油水分离管(18)的倾

斜管段底部连通，五级油水分离管(18)水平管段与排水管(19)相连。

2.一种油气水网管式多级分离方法，采用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气水网管式多级分离

装置，油气水混合流体从入口管(1)进入，根据需要从注剂口(2)加入破乳剂，其特征在于：

混合流体进入水平主管(3)后，由于管径增大，流速降低，保证混合流体在分离器内的停留

时长，也增强了重力分层作用；此外，由于过流截面积的增大，压力降低，气体膨胀，气相更

容易上浮，液相更容易下沉；在水平主管(3)中发生初步的气液分层后，气相主要聚集在水

平主管(3)的上部，上浮进入一级气液分离管(6)进行进一步的气液分离；在气液分离管中，

受重力影响，气相携带液体上行受阻，液体受重力作用将回落至水平主管(3)中，从而达到

气液两相分离的目的；气液分离管越高，液相克服重力所耗费的能量越多，越不容易到达气

液分离管顶部，因此气液分离管中的分离效果逐级提升；通过气液分离管的多级分离，集气

管(11)将富集大量来自气液分离管中的气体，气体通过倾斜的集气管(11)向排气管(13)方

向流动；因集气管(11)倾斜布置，在气流爬升的过程中，其夹带的液滴受重力作用会不断沉

降，回落至气液分离管后下行至水平主管(3)；在气流到达捕雾器(12)时，捕雾器(12)将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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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气体中存留的液滴，进一步提高排气管(13)的气体浓度；水平主管(3)中的堰板消耗了液

相的流动能量，进一步减小了液相流速，此外，受堰板的阻挡，大部分水进入了油水分离管

中，而油流翻越堰板继续向下游流动；由于每级气液分离管对气的分流作用以及每级油水

分离管对水的分流作用，翻越每一级堰板后的气体量减少，同时水层高度减小，油层高度增

加，因此用于油水分离的堰板高度逐级减小，确保油相在水平主管(3)中流通顺畅；在一级

油水分离管(14)的倾斜管段中，受重力作用，油滴聚集在倾斜管段上部，并上浮回流至水平

主管(3)，而水相进入二级油水分离管(15)继续前行，在流至二级油水分离管(15)倾斜管段

底部时，受到二级油水分离管(15)倾斜管段中下行流体的冲击，加剧了掺杂在水相中的油

滴碰撞，油滴合并形成大油滴和油团，紧贴倾斜管段上壁面上浮至水平主管(3)中；水相通

过多级油水分离管呈台阶逐级下行，最终在五级油水分离管(18)的水平管段富集，然后通

过排水口(19)流出；油水分离管的倾斜管段与水平主管(3)存在夹角，能够减小液相进入油

水分离管时产生的压力损失；通过气液分离管和油水分离管的多级分离，水平主管(3)末端

富集了油相，上倾收缩管(4)起到了与堰板等同的作用，油相需要翻越上倾收缩管(4)到达

排油管(5)后排出；在油流爬升的过程中，残留于油流的水滴会继续沉降，提高了排油管(5)

油相的浓度，且上倾收缩管(4)管径减小，增加了流动阻力，加强了水滴沉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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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油气水网管式多级分离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油气资源生产及运输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油气水网管式多级分离

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油气生产领域，由于地层出水以注气、注水提高采收率等原因，井口采出流体通

常不是单一相流体，而是油、气、水的多相混合形式。若将采出的多相流体直接汇入管道运

输，则会大大增加管道的输送压力，同时，多相流运输过程中的流型、流态等不稳定变化是

高效管输潜在的安全隐患。因此，通常将井口的采出多相流就地预分离，再将各相流体单独

管输或回注或排放。陆上油气井采出流体后一般采用大容积罐体进行沉降，依靠重力进行

分离，常见的如卧式、立式分离器。此类沉降式分离器需要足够长的停留时间使油、气、水充

分分离，效率较低，同时沉降式分离器占地面积大、成本较高。而在海洋油气生产中，受空间

限制和恶劣环境影响，卧式、立式等大容积分离器不适用于水下或海上平台。

[0003] 网管式分离器是一种结构紧凑的新型分离器，能够实现流体的在线分离，其基本

原理是多相流经过分岔管路时，不同流体会产生不均等的流量分配，利用这种差异可以达

到多相分离的目的。相比于大型的容积分离器，网管式分离器中的多相流体多次通过分岔

管路实现多级分离，在分离器中停留的时间较短。同时，网管式分离器占地面积小，建造成

本低，外部的承压能力强，适用于海上油气生产领域。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背景技术所提出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紧凑、建造及运

营成本低的油气水网管式多级分离装置及方法。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油气水网管式多级分离装置，由入口管、水平主管、上倾收缩管、排油管、气液

分离管、集气管、捕雾器、排气管、油水分离管、排水管及堰板组成。气液分离管平行布置有

五根，包括一级气液分离管、二级气液分离管、三级气液分离管、四级气液分离管、五级气液

分离管；油水分离管平行布置有五根，包括一级油水分离管、二级油水分离管、三级油水分

离管、四级油水分离管、五级油水分离管；堰板平行布置有四块，包括一级堰板、二级堰板、

三级堰板、四级堰板。入口管、水平主管、上倾收缩管和排油管依次连通，水平主管与上倾收

缩管由弯头连接，上倾收缩管向上倾斜且管径逐渐缩小，上倾收缩管与排油管由弯头连接，

排油管和入口管管径小于水平主管管径。注剂口位于入口管中部，注剂口口径小于入口管

管径。气液分离管管径小于水平主管管径，且等间距平行排列在水平主管上方，与水平主管

垂直。五级气液分离管高度依次增加，即一级气液分离管最短，五级气液分离管最长。集气

管位于气液分离管上部，五根气液分离管均与集气管连通，因气液分离管高度依次升高，集

气管呈倾斜布置，集气管一端由弯头与一级气液分离管相连，集气管另一端通过弯头与水

平的排气管连接，在与排气管相连的一端集气管内部安装有捕雾器。五根油水分离管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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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水平主管下部，每根油水分离管均由倾斜管段和水平管段两部分组成，倾斜管段一端

与水平主管相连，并与水平主管呈45°夹角，倾斜管段另一端与水平管段通过弯管连接，油

水分离管倾斜管段与水平主管的衔接和气液分离管与水平主管的衔接呈交错排布，且一级

气液分离管位于一级油水分离管上游。一级油水分离管的水平管段与二级油水分离管的倾

斜管段底部连通，二级油水分离管的水平管段与三级油水分离管的倾斜管段底部连通，三

级级油水分离管的水平管段与四级油水分离管的倾斜管段底部连通，四级油水分离管的水

平管段与五级油水分离管的倾斜管段底部连通，五级油水分离管水平管段与排水管相连。

水平主管上，同级气液分离管位于油水分离管上游，且前四级油水分离管的每一级油水分

离管与其紧邻下游高一级的气液分离管之间的水平主管下壁安设有堰板，五级油水分离管

与上倾收缩管之间不设堰板；堰板为圆冠形，半径与水平主管相同；四块堰板高度从上游至

下游依次降低，一级堰板高度最高，四级堰板高度最低。

[0007] 利用所述的油气水网管式多级分离装置提供一种油气水网管式多级分离方法。油

气水混合流体从入口管进入，根据需要从注剂口加入破乳剂，混合流体进入水平主管后，由

于管径增大，流速降低，保证混合流体在分离器内的停留时长，也增强了重力分层作用；此

外，由于过流截面积的增大，压力降低，气体膨胀，气相更容易上浮，液相更容易下沉。在水

平主管中发生初步的气液分层后，气相主要聚集在水平主管的上部，上浮进入一级气液分

离管进行进一步的气液分离。在气液分离管中，受重力影响，气相携带液体上行受阻，液体

受重力作用将回落至水平主管中，从而达到气液两相分离的目的。气液分离管越高，液相克

服重力所耗费的能量越多，越不容易到达气液分离管顶部，因此气液分离管中的分离效果

逐级提升。通过气液分离管的多级分离，集气管将富集大量来自气液分离管中的气体，气体

通过倾斜的集气管向排气管方向流动。因集气管倾斜布置，在气流爬升的过程中，其夹带的

液滴受重力作用会不断沉降，回落至气液分离管后下行至水平主管。在气流到达捕雾器时，

捕雾器将捕集气体中存留的液滴，进一步提高排气管的气体浓度。水平主管中的堰板消耗

了液相的流动能量，进一步减小了液相流速，此外，受堰板的阻挡，大部分水进入了油水分

离管中，而油流翻越堰板继续向下游流动。由于每级气液分离管对气的分流作用以及每级

油水分离管对水的分流作用，翻越每级堰板后的气体量减少，同时水层高度减小，油层高度

增加，因此用于油水分离的堰板高度逐级减小，确保油相在水平主管中流通顺畅。在一级油

水分离管的倾斜管段中，受重力作用，油滴聚集在倾斜管段上部，并上浮回流至水平主管，

而水相进入二级油水分离管继续前行，在流至二级油水分离管倾斜管段底部时，受到二级

油水分离管倾斜管段中下行流体的冲击，加剧了掺杂在水相中的油滴碰撞，油滴合并形成

大油滴和油团，紧贴倾斜管段上壁面上浮至水平主管中。水相通过多级油水分离管呈台阶

逐级下行，最终在五级油水分离管的水平管段富集，然后通过排水口流出。油水分离管的倾

斜管段与水平主管呈45°夹角，能够减小液相进入油水分离管时产生的压力损失。通过气液

分离管和油水分离管的多级分离，水平主管末端富集了油相，上倾收缩管起到了与堰板等

同的作用，油相需要翻越上倾收缩管到达排油管后排出。在油流爬升的过程中，残留于油流

的水滴会继续沉降，提高了排油管油相的浓度，且上倾收缩管管径减小，增加了流动阻力，

加强了水滴沉降效果。

[0008] 本发明由于采取以上技术方案，具有以下优点：

[0009] 1、本发明装置实现了油气水三相在线分离，极大地减少了分离停留时间，显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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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分离效率；

[0010] 2、本发明装置结构简单，安装方便，除了可以用于水下油气生产系统，也可以用于

陆上油气矿场。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装置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装置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为本装置工作原理示意图；

[0014] 其中：1、入口管；2、注剂口；3、水平主管；4、上倾收缩管；5、排油管；6、一级气液分

离管；7、二级气液分离管；8、三级气液分离管；9、四级气液分离管；10、五级气液分离管；11、

集气管；12、捕雾器；13、排气管；14、一级油水分离管；15、二级油水分离管；16、三级油水分

离管；17、四级油水分离管；18、五级油水分离管；19、排水管；20、一级堰板；21、二级堰板；

22、三级堰板；23、四级堰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作进一步描述。

[0016]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油气水网管式多级分离装置，由入口管1、水平主管3、上倾

收缩管4、排油管5、气液分离管、集气管11、捕雾器12、排气管13、油水分离管、排水管19及堰

板组成。气液分离管平行布置有五根，包括一级气液分离管6、二级气液分离管7、三级气液

分离管8、四级气液分离管9、五级气液分离管10；油水分离管平行布置有五根，包括一级油

水分离管14、二级油水分离管15、三级油水分离管16、四级油水分离管17、五级油水分离管

18；堰板平行布置有四块，包括一级堰板20、二级堰板21、三级堰板22、四级堰板23。入口管

1、水平主管3、上倾收缩管4和排油管5依次连通，水平主管3与上倾收缩管4由弯头连接，上

倾收缩管4向上倾斜且管径逐渐缩小，上倾收缩管4与排油管5由弯头连接，排油管5和入口

管1管径小于水平主管3管径。注剂口2位于入口管1中部，注剂口2口径小于入口管1管径。气

液分离管管径小于水平主管3管径，且等间距平行排列在水平主管3上方，与水平主管3垂

直。五级气液分离管高度依次增加，即一级气液分离管6最短，五级气液分离管10最长。集气

管11位于气液分离管上部，五根气液分离管均与集气管11连通，因气液分离管高度依次升

高，集气管11呈倾斜布置，集气管11一端由弯头与一级气液分离管6相连，集气管11另一端

通过弯头与水平的排气管13连接，在与排气管13相连的一端集气管11内部安装有捕雾器

12。五根油水分离管均分布在水平主管3下部，每根油水分离管均由倾斜管段和水平管段两

部分组成，倾斜管段一端与水平主管3相连，并与水平主管3呈45°夹角，倾斜管段另一端与

水平管段通过弯管连接，油水分离管倾斜管段与水平主管3的衔接和气液分离管与水平主

管3的衔接呈交错排布，且一级气液分离管6位于一级油水分离管14上游。一级油水分离管

14的水平管段与二级油水分离管15的倾斜管段底部连通，二级油水分离管15的水平管段与

三级油水分离管16的倾斜管段底部连通，三级级油水分离管16的水平管段与四级油水分离

管17的倾斜管段底部连通，四级油水分离管17的水平管段与五级油水分离管18的倾斜管段

底部连通，五级油水分离管18水平管段与排水管19相连。水平主管3上，同级气液分离管位

于油水分离管上游，且前四级油水分离管的每一级油水分离管与其紧邻下游高一级的气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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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管之间的水平主管3下壁安设有堰板，五级油水分离管18与上倾收缩管4之间不设堰

板；堰板为圆冠形，半径与水平主管相同；四块堰板高度从上游至下游依次降低，一级堰板

20高度最高，四级堰板23高度最低。

[0017] 如图2所示，利用所述的油气水网管式多级分离装置提供一种油气水网管式多级

分离方法。油气水混合流体从入口管1进入，根据需要从注剂口2加入破乳剂，混合流体进入

水平主管3后，由于管径增大，流速降低，保证混合流体在分离器内的停留时长，也增强了重

力分层作用；此外，由于过流截面积的增大，压力降低，气体膨胀，气相更容易上浮，液相更

容易下沉。在水平主管3中发生初步的气液分层后，气相主要聚集在水平主管3的上部，上浮

进入一级气液分离管6进行进一步的气液分离。在气液分离管中，受重力影响，气相携带液

体上行受阻，液体受重力作用将回落至水平主管3中，从而达到气液两相分离的目的。气液

分离管越高，液相克服重力所耗费的能量越多，越不容易到达气液分离管顶部，因此气液分

离管中的分离效果逐级提升。通过气液分离管的多级分离，集气管11将富集大量来自气液

分离管中的气体，气体通过倾斜的集气管11向排气管13方向流动。因集气管11倾斜布置，在

气流爬升的过程中，其夹带的液滴受重力作用会不断沉降，回落至气液分离管后下行至水

平主管3。在气流到达捕雾器12时，捕雾器12将捕集气体中存留的液滴，进一步提高排气管

13的气体浓度。水平主管3中的堰板消耗了液相的流动能量，进一步减小了液相流速，此外，

受堰板的阻挡，大部分水进入了油水分离管中，而油流翻越堰板继续向下游流动。由于每级

气液分离管对气的分流作用以及每级油水分离管对水的分流作用，翻越每一级堰板后的气

体量减少，同时水层高度减小，油层高度增加，因此用于油水分离的堰板高度逐级减小，确

保油相在水平主管3中流通顺畅。在一级油水分离管14的倾斜管段中，受重力作用，油滴聚

集在倾斜管段上部，并上浮回流至水平主管3，而水相进入二级油水分离管15继续前行，在

流至二级油水分离管15倾斜管段底部时，受到二级油水分离管15倾斜管段中下行流体的冲

击，加剧了掺杂在水相中的油滴碰撞，油滴合并形成大油滴和油团，紧贴倾斜管段上壁面上

浮至水平主管3中。水相通过多级油水分离管呈台阶逐级下行，最终在五级油水分离管18的

水平管段富集，然后通过排水口19流出。油水分离管的倾斜管段与水平主管3呈45°夹角，能

够减小液相进入油水分离管时产生的压力损失。通过气液分离管和油水分离管的多级分

离，水平主管3末端富集了油相，上倾收缩管4起到了与堰板等同的作用，油相需要翻越上倾

收缩管4到达排油管5后排出。在油流爬升的过程中，残留于油流的水滴会继续沉降，提高了

排油管5油相的浓度，且上倾收缩管4管径减小，增加了流动阻力，加强了水滴沉降效果。

[0018] 实施例：

[0019] 本发明为一体化结构，安装本发明装置时，首先使水平主管3保持水平，同时保持

气液分离管垂直布置。然后将入口管1、排气管13、排油管5和排水管19与上、下游管路连接，

注剂口2与注剂管路连接。

[0020] 油气水混合流体从入口管1进入，根据需要从注剂口2加入破乳剂，混合流体进入

水平主管3后，由于管径增大，流速降低，保证混合流体在分离器内的停留时长，也增强了重

力分层作用；此外，由于过流截面积的增大，压力降低，气体膨胀，气相更容易上浮，液相更

容易下沉。在水平主管3中发生初步的气液分层后，气相主要聚集在水平主管3的上部，上浮

进入一级气液分离管6进行进一步的气液分离。在气液分离管中，受重力影响，气相携带液

体上行受阻，液体受重力作用将回落至水平主管3中，从而达到气液两相分离的目的。气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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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管越高，液相克服重力所耗费的能量越多，越不容易到达气液分离管顶部，因此气液分

离管中的分离效果逐级提升。通过气液分离管的多级分离，集气管11将富集大量来自气液

分离管中的气体，气体通过倾斜的集气管11向排气管13方向流动。因集气管11倾斜布置，在

气流爬升的过程中，其夹带的液滴受重力作用会不断沉降，回落至气液分离管后下行至水

平主管3。在气流到达捕雾器12时，捕雾器12将捕集气体中存留的液滴，进一步提高排气管

13的气体浓度。水平主管3中的堰板消耗了液相的流动能量，进一步减小了液相流速，此外，

受堰板的阻挡，大部分水进入了油水分离管中，而油流翻越堰板继续向下游流动。由于每级

气液分离管对气的分流作用以及每级油水分离管对水的分流作用，翻越每一级堰板后的气

体量减少，同时水层高度减小，油层高度增加，因此用于油水分离的堰板高度逐级减小，确

保油相在水平主管3中流通顺畅。在一级油水分离管14的倾斜管段中，受重力作用，油滴聚

集在倾斜管段上部，并上浮回流至水平主管3，而水相进入二级油水分离管15继续前行，在

流至二级油水分离管15倾斜管段底部时，受到二级油水分离管15倾斜管段中下行流体的冲

击，加剧了掺杂在水相中的油滴碰撞，油滴合并形成大油滴和油团，紧贴倾斜管段上壁面上

浮至水平主管3中。水相通过多级油水分离管呈台阶逐级下行，最终在五级油水分离管18的

水平管段富集，然后通过排水口19流出。油水分离管的倾斜管段与水平主管3呈45°夹角，能

够减小液相进入油水分离管时产生的压力损失。通过气液分离管和油水分离管的多级分

离，水平主管3末端富集了油相，上倾收缩管4起到了与堰板等同的作用，油相需要翻越上倾

收缩管4到达排油管5后排出。在油流爬升的过程中，残留于油流的水滴会继续沉降，提高了

排油管5油相的浓度，且上倾收缩管4管径减小，增加了流动阻力，加强了水滴沉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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