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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低流量水平井中，由于存在重力分异，油水两相的流
型主要以分层流为主，流体速度场的分布沿重力方向发生变
化，致使油田现场生产测井的流量和持水率测量及多相流分相
流量解释非常困难．为了充分了解水平井流体流动特征提高生
产测井解释精度，本文以低流量水平井油水两相分层流为研究
对象，采用流体动态测量实验和数值模拟计算相结合的方法，
研究其速度场的分布特征及油水滑脱速度与持水率、总流量的
变化关系．数值模拟计算和动态实验结果对比分析表明; 依据
N-S方程和相应的界面耦合条件构建的分层模型计算的结果和
动态实验基本一致，含水率误差在 5%以内，能够用来分析水平
井油水两相分层流的局部速度的变化;过流管道下部由于仪器
的存在，当含水低于 20%时，水相平均速度低于油相平均速度，
随着含水的增加，水相平均速度大于油相平均速度，滑脱速度
逐渐变为负值．模型验证和实验结果表明，文中所提的分层流
数值计算模型能够取得很好的应用效果，为水平井生产测井方
法设计和资料解释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 水平井;油水两相流;分层流;数值模拟;动态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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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low flow rate horizontal wells，the main flow pattern
of oil-water two-phase flow is stratified flow because of gravity
differentiation，and the distribution of fluid velocity field changes
along gravity direction． So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measure the mixture
flow and water holdup，and interpret each phase flow of production
logging．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fluid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horizontal wells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production logging，the
oil-water two-phase stratified flow in low-flow rate horizontal wells is
studied．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fluid dynamic measurement
experiment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calculations is used to study
the velocity fiel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velocity fiel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il-water slippage velocity，water
holdup and mixture total flow rate were studie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dynamic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s that the results of stratified model based on Navier-Stokes
equation and corresponding interface coupling conditions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dynamic experiments，and the
water cut error is less than 5%，which can be used to analyze the
local velocity variation of oil-water two-phase stratified flow in
horizontal wells． The average velocity of water phase is lower than
that of oil phase when water cut is less than 20%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instruments． With the increase of water cut， the
average velocity of water phase is higher than that of oil phase，and
the slippage velocity becomes negative gradually． The results of
model verification and experiment show that the stratified flow
numerical calculation model proposed in the article can achieve good
application results，lay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design of
horizontal well production logging methods and data interpretation．
Keywords Horizontal well; Oil-water two-phase; Stratified flow;
Numerical simulation; Fluid dynamics experiment

0 引 言

油水两相流广泛存在于现代石油工业中，随着水平井钻
井技术的不断提高，水平井的应用越来越多，水平井流动参

数检测技术己成为多相流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其中速
度测量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研究内容，流速的准确测量可为揭
示多相流动机理，建立多相流流动模型提供必要的依据
( Lovick and Angeli，2004) ．水平井中油水两相流主要是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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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和分散流 ( Brauner and Maron，1992; Lovick and Angeli，
2004; Ｒodriguez and Oliemans，2006) ，由于重力方向与井眼
方向垂直，水平井段内油水相态分布和速度场由垂直井中轴
心对称分布变为不对称分布( 张宏兵等，2009) ．这些对水平
井生产测井方法设计和资料解释产生影响，为此需要研究水
平井油水两相的速度场特性．

在水平井油水两相流动过程中，分层流( 轻质相的油和
重质相的水具有确定的界面) 通常在油水总流量较小的时候
出现，而分散流( 其中某一相流体作为液滴分散进入另一相
连续流体中) 通常在油水总流量较大的时候出现．当油水总
流量中等时，可能出现这两种流型的混合模式，油水两相流
体保持各自连续相，但某一相流体不同程度的分散到另一连
续相的流体中．近水平井段中，井斜度在 92°和 88° ( 相对于
竖直方向) 之间起伏的 4英寸的水平管道中，含水为 85%
的油水两相流的持水率在 50%至 98%之间变化( Ojukwu et
al．，2007) ，如图 1 所示．在井斜为 90°时，油水两相的速度、
持水率都几乎相等，由于油的黏度高于水的黏度，油的速度
稍低于水的速度，持油率略高于持水率． 一旦井斜微偏离
90°时，油和水就以不同的速度流动． 在油水总流量较高时，
油水两相的速度和持水率变化对井斜角的依赖性较小，因为
这时流体和管壁间、油水之间界面剪切摩擦力占主导地位．
井斜角度低于 90° ( 上坡) 时，较重的水相速度变小，油相速
度增加．这时，持水率增加而持油率减小． 在井斜角度高于
90°( 下坡) 时，流型仍然主要是分层流．由于水的密度比油的
密度大，水的流动速度比油快得多，持水率下降，而持油率
增加．

对于低产液水平井，由于重力占主导因素，其流型主要
是分层流，随着总流量的增加，油水界面出现波动 ( Ahmed
and John，2018) ．这些水平井油水两相速度及持水率随井斜
角的关系复杂，致使在生产测井中对油水分相流量的测量非
常困难( 翟路生等，2012; 庞伟等，2018 ) ． 本文以油井生产
的水平井内油水分层流动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应用 Navier-
Stokes方程建立的油水两相分层流动过程的数学模型进行
了数值模拟计算，并结合油水两相生产测井动态模拟测试实
验对油水两相分层流流型、不同流量和含水情况下油水两相
流动特征进行研究，分析了含水率、持水率和速度场的变化
特征，给出了水平井段油水两相分层流速度场分布特征，为
进一步研究水平井生产测井方法设计和资料解释奠定基础．
实验中测井仪器采集数据的处理在另一篇论文中详细论述，
本文只针对生产测井测试实验工况下数值模拟和动态实验
中流体的特性进行了分析．

1 水平井油水两相分层流力学模型

流体运动微分方程式是研究流体运动学的重要理论基
础．一般认为，连续方程、动量方程方程和能量方程是研究流
体动力学的基本方程组( 袁恩熙，1986) ．生产油井油水两相
流体认为是不可压缩黏性流体，水平井油水两相分层流力学
模型可以按照欧拉观点表述动量守恒定律．
1． 1 一维稳态流水力学模型 N-S方程

水平井内层流通常发生在黏性较高或流量较低的情况
下，层流中流体质点只有轴向的流动而无横向运动( 袁恩熙，

1986) ．针对油水两相情况，假设油井管道内为一维常定流
体，不可压缩黏性流体的运动可用流体的运动微分方程，即
纳维-斯托克斯方程 ( Navier-Stokes 方程，简称 N-S 方程) 描
述． N-S方程为

V
t

= F － 1
ρ !

P + μ!2V ， ( 1)

式中，V为流体速度; F为质量力; P为流体压力; μ为流体黏
度．微分形式流体运动方程连同连续方程，形成对流体运动
的基本控制方程组，是求解流体速度场的理论基础( 袁恩熙，
1986) ．
1． 2 水平井分层流模型

数值模拟主要针对生产测井油水动态模拟测试实验中
仪器下井测试时油水两相分层流动过程流体速度及相态分
布特征，图 2 为水平井生产测井仪器测试时，油水两相分层
流的过流截面示意图，忽略测量臂的影响．油为轻质相流体
( 上部红色) ，水为重质相流体( 下部绿色) ，下部蓝色圆柱为
测井仪器截面．

井筒半径为 Ｒ，仪器半径为 r，油水两相界面到井筒底部
的高度的 H．井筒中流体沿轴向流动，无横向运动，则在直角
坐标系中，设流体的流动方向为 z 轴，即流体流动的速度
场为

Vx = Vy = 0 ， ( 2)
流体沿着流道在径向上做定常运动，则径向上的速度场为

Vz

t
= 0，
Vz

z
= 0 ， ( 3)

在直角坐标系中，井筒内流体运动沿纵向( z轴) ，满足的 N-S
方程( 1) 变为

2Vz

x2
+
2Vz

y2
= 1
μ
Pz

z
－ Fz =

1
μ
Pz

z
－ ρ
μ
gsinθ ， ( 4)

式中，ρ为流体密度; g为重力加速度; θ为井筒的倾斜角．
对于水平井油水两相分层流而言，受重力影响，轻质相

的由分布在流道上边，重质相的水分布在流道下边，油水两
相液层沿着流道作一维定常流动．在流动过程中油水上下分
层不发生混合或混合界面很薄，油水分界面平行于井筒上下
壁面，井筒流道内的油水分层流动可视为一维分层流．水相
高度为 hw，油水相的 N-S方程分别表示为

2Vzo

x2
+
2Vzo

y2
= 1
μo

Pz

z
－ Fzo =

1
μo

Pz

z
－
ρo
μo

gsinθ

( y在油中) ， ( 5)
2Vzw

x2
+
2Vzw

y2
= 1
μw

Pz

z
－ Fzw = 1

μw

Pz

z
－
ρw
μw

gsinθ

( y在水中) ， ( 6)
式中，Vzo、Vzw分别为油和水的纵向速度; μo、μw 分别为油和水
的黏度; ρo、ρw 分别为油和水的密度． 在过流管道内，油和水
都满足连续性方程和动量方程，则在关闭边界和油水分界面
的耦合条件为:

( 1) 井筒内壁面处流体速度为零，即:
Vz x2 + y槡 2 = Ｒ = 0 ． ( 7)
( 2) 测井仪器外壁面处流体速度也为零，即:
Vz x2 + ( y + ( Ｒ － r) )槡 2 = r = 0 ． ( 8)
( 3) 油水分界面处，上下层油水速度为单值，即油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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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近水平井段油水流速度和持水率示意图( 摘自 Ojukwu et al．，2007)
Fig． 1 Schematic of oil-water flow velocity and water holdup in a near horizontal well section( Ojukwu et al．，2007)

图 2 水平井流道过流截面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of flow cross section of

horizontal well runner

无滑脱( 贺成才，2002) ，即:
Vzo y = hw

= Vzw y = hw
． ( 9)

( 4) 分层流状态下，由于上下两层流体在分界面处的相
互作用，油水分界面处的剪切应力是相等的( 贺成才，2002;
Ｒodriguez and Oliemans，2006; 陈海泉等，2008; 张宏兵等，

图 3 多相流实验装置的工作原理
1-油水分离罐; 2-水储蓄罐; 3-油储蓄罐; 4-水泵;

5-油泵; 6-流量计; 7-定位调节阀; 8-流量计; 9-定位调节阀;
10-油水混合器; 11-井斜调节器; 12-模拟井筒．

Fig． 3 Schematics of the setup of multi-phase flow experiment
1-Oil water separation tank; 2-Water storage tank;

3-Oil storage tank; 4-Water pump; 5-Oil pump; 6-Flowmeter;
7-Positioning control valve; 8-Flowmeter; 9-Positioning control

valve; 10-Oil water mixer; 11-Deviation regulator; 12-Analog wellbore．

图 4 动态实验过程油水分布图
Fig． 4 Oil-water distribution diagram during

dynamic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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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即:

μo
Vzo

y y = hw

= μw
Vzw

y y = hw

． ( 10)

1． 3 水平井分层流数值模拟
将井筒截面沿 x轴和 y轴上内径等分为 n 等份，井筒截

面划分为若干网格，垂向和横向步长为
h = Δx = Δy = 2Ｒ /n ， ( 11)

对偏微分方程( 4) 进行有限差分，差分形式为

Vzi +1，j +Vzi －1，j +Vzi，j +1 +Vzi，j －1 =4Vzi，j +
1
μ
Pz

z
－ ρ
μ
gsinθ ，

( 12)
求解区域为井筒过流截面，离散化后的方程( 12 ) 得到 2n ×
2n线性方程组，采用超松驰迭代法( SOＲ) 进行求解，油水分
层速度场迭代公式为

Vzoi，j =
ω
4 ( Vzoi + 1，j + Vzoi － 1，j + Vzoi，j + 1 + Vzoi，j － 1 ) － ω

4 h2 1
μo

Pz

z
－
ρo
μo

gsin( )θ + ( 1 － ω) Vzoi，j ( y ＞ H)

Vzoi，j = Vzwi，j =
ω

μo + μw
( μoVzoi，j － 1 + μwVzwi，j + 1 ) + ( 1 － ω) Vzoi，j ( y = H)

Vzwi，j =
ω
4 ( Vzwi + 1，j + Vzwi － 1，j + Vzwi，j + 1 + Vzwi，j － 1 ) － ω

4 h2 1
μw

Pz

z
－
ρw
μw

gsin( )θ + ( 1 － ω) Vzwi，j ( y ＜ H











 )

， ( 13)

式中，ω为松弛因子，1 ＜ ω ＜ 2．迭代控制精度控制在 10 －5 ～
10 －7之间( 贺成才，2002;张宏兵等，2009) ．

2 水平井油水两相流动态实验

水平井油水两相流动态模拟实验是在长江大学生产测
井实验中心的多相流模拟实验平台上进行，实验装置工作原
理如图 3 所示．实验过程中下入了阵列组合生产测井仪器，
测井仪器的信息采集与数据处理在本文不作讨论．
2． 1 实验装置

多相流模拟实验装置的模拟井筒为 124 mm 透明玻璃
管，井长 12 m．实验井筒从水平到垂直方向可以设置为任何
角度，根据实验设计输入不同流量油、水的混合流体，待流动
稳定，记录流型影像资料．实验流体介质是十号工业白油和
自来水．白油密度为 0. 8263 g /cm3，常态下为牛顿流体，黏度
为 2. 92 mPa·s( 20 ℃ ) ．自来水密度为 0. 9884 g /cm3，黏度为
1. 16 mPa·s( 20 ℃ ) ．测井仪器外径为 43 mm．
2． 2 实验内容及资料处理方法

实验油水各相的含水率配比为 20%、40%、50%、60%、
70%、80%、90%，总流量控制点为 50 方 /天、70 方 /天、100
方 /天，实验设置了 21 个测量点．实验图片如图 4 所示，实验
照片上井壁上标尺刻度值采用几何分析可以计算分界面高
度和持水率，计算方法如下．

根据实验照片，读取油水分界面处管壁上标尺的刻度
值，标尺读取的是弧长，通过计算可以换算成分界面高度和
持水率．分界面高度和持水率计算方法如图 5 所示．

图 5 中，S0 为井筒最高点标尺的刻度值，一般为 0; Sx 为
油水分界面处标志的刻度值; L为 S0 到 Sx 的弧长; Ｒ 为井筒
半径; θ为弧长 L对井筒中心 O的夹角; h为相对于井筒中心
O，油水分界面的高度，在井筒中心 O的之上为正值，在井筒
中心 O之下为负值; α为油水分界面相对于井筒中心 O的夹
角．具体计算公式为

L = Sx － S0

θ = x
Ｒ

h = Ｒ·cosθ
α = 2π － 2θ

AΔ = Ｒ·sin θ( )2 ·











 h

， ( 14)

式中 AΔ 为油水分界面相对于井筒中心 O 的三角形面积．如
果油水分界面在测井仪器之上，如图 4a所示，则油相所占截
面积为

Ao = πＲ
2· α

2π
－ AΔ， ( 15)

式中 Ao 为油相所占的面积． 如果油水分界面位于测井仪器
上界面之下，如图 4b所示，则油相所占截面积为

Ao = πＲ
2· α

2π
－ ( AΔ － AT ) ， ( 16)

式中 AT 为油相和测井仪重叠的面积，其计算方法和油水分
界面不和测井仪相交时油相所占面积计算方法( 14) 和( 15)
类似．

A为井筒过流界面的面积，即井筒面积减去仪器面积，
则持水率为

Yw =
Ao

A ． ( 17)

3 速度场的数值模拟与实验结果分析

为了和多相流动态实验相对比，数值模拟参数采用实验
流体参数和实验井筒和仪器的几何尺寸．首先针对动态实验
过程油水分布图，根据油水分界面的位置，利用( 14) ～ ( 17)
式计算的油水分界面高度 h，然后计算持水率; 最后将动态
实验的井筒几何参数、流体物性参数等代入数值模拟模型，
计算不同工况下油水分层流的速度分布情况． 总流量为 50
方 /天、不同含水率情况下动态实验过程油水分布、数值模拟
计算的速度场二维分布和三维分布如图 6 所示，动态实验和
模拟计算结果见表 1．

由图 6 可以看出，水平井油水混合流体的速度场关于圆
心不成对称分布，沿重力方向呈梯度分布; 局部速度极大值
点位于水相中，随着含水率增加，油水界面的上升，速度极大
值点向上偏移．

采用同样的方法对总流量为 70 方 /天和 100 方 /天，含
水为 20%、40%、50%、60%、70%、80%、90%的工况下对应
流体动态实验下的速度场分布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计算结
果如表 2、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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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过流截面几何结构图
( a) 仪器只在水中; ( b) 仪器油水中．

Fig． 5 Geometry structure diagram of flow cross section
( a) The instrument is only in water; ( b) The instrument is in oil or water．

表 1 不同含水情况下的分层流数值模拟结果(总流量为 50 方 /天)
Table 1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stratified flow under different water cut ( 50 m3 /d)

流体动态实验值 数值模拟计算结果

总流量
( 方 /天)

含水率
( 小数)

分界面高度
( mm)

持水率
( 小数)

水相平均速度
( m/s)

油相平均速度
( m/s)

含水率
( 小数)

含水率相对
误差( %)

50 0． 2 － 19 0． 2087 0． 0521 0． 0551 0． 1996 0． 20

50 0． 4 － 7 0． 3454 0． 0628 0． 0501 0． 3980 0． 50

50 0． 5 － 2 0． 4033 0． 0672 0． 0459 0． 4970 0． 60

50 0． 6 4 0． 4728 0． 0708 0． 0398 0． 6146 2． 43

50 0． 7 8． 7 0． 5307 0． 0724 0． 0343 0． 7046 0． 66

50 0． 8 17． 1 0． 6223 0． 072 0． 0256 0． 8224 2． 80

50 0． 9 31． 7 0． 7832 0． 066 0． 013 0． 9448 4． 98

表 2 不同含水情况下的分层流数值模拟结果(总流量为 70 方 /天)
Table 2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stratified flow under different water cut ( 70 m3 /day)

流体动态实验值 数值模拟计算结果

总流量
( 方 /天)

含水率
( 小数)

分界面高度
( mm)

持水率
( 小数)

水相平均速度
( m/s)

油相平均速度
( m/s)

含水率
( 小数)

含水率相对
误差( %)

70 0． 2 － 18． 8 0． 2087 0． 0772 0． 0727 0． 1989 0． 55

70 0． 4 － 5． 5 0． 357 0． 089 0． 0692 0． 4165 4． 12

70 0． 5 － 2． 3 0． 4033 0． 0938 0． 0645 0． 4959 0． 82

70 0． 6 3． 5 0． 4612 0． 0983 0． 0574 0． 5944 0． 93

70 0． 7 8． 6 0． 5307 0． 1011 0． 0482 0． 7035 0． 50

70 0． 8 13． 9 0． 5883 0． 1014 0． 0405 0． 7815 2． 31

70 0． 9 25． 1 0． 7104 0． 097 0． 0256 0． 9030 0． 33

7011



地球物理学进展 www． progeophys． cn 2021，36( 3)

含水率 油水分层图 速度场二维分布图 速度场二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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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

0． 9

图 6 不同含水率情况下油水模拟分析图( 总流量为 50 方 /天)
Fig． 6 Oil-water simulation analysis diagram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ifferent water cut ( 50 m3 /d)

图 7 油水滑脱速度和持水率交会图
Fig． 7 Oil-water slippage velocity versus water holdup

表 3 不同含水情况下的分层流数值模拟结果(总流量为 100 方 /天)
Table 3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stratified flow under different water cut ( 100 m3 /d)

流体动态实验值 数值模拟计算结果

总流量
( 方 /天)

含水率
( 小数)

分界面高度
( mm)

持水率
( 小数)

水平均速度
( m/s)

油平均速度
( m/s)

含水率
( 小数)

含水率相对
误差( %)

100 0． 2 － 17． 6 0． 2199 0． 1057 0． 1099 0． 2098 4． 90

100 0． 4 － 5． 6 0． 357 0． 1269 0． 099 0． 4157 3． 93

100 0． 5 － 1． 5 0． 4149 0． 1353 0． 0904 0． 5149 2． 98

100 0． 6 2． 6 0． 4612 0． 1402 0． 0822 0． 5935 1． 08

100 0． 7 9． 1 0． 5307 0． 1443 0． 0691 0． 7026 0． 37

100 0． 8 14． 7 0． 5997 0． 1444 0． 0559 0． 7947 0． 66

100 0． 9 25． 1 0． 7104 0． 1385 0． 0366 0． 9026 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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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表 3 的数值模拟结果可以发现，含水率为 0． 2
时，油相平均速度比水相平均速度稍大，对比速度场分布图，
发现这主要是水相在井筒下部，测井仪器浸在水中，水和仪
器外壁接触有张力作用，仪器外壁附近水相速度较低; 除此
之外，其他含水工况下，井筒下部水相平均速度大于上部油
相平均速度，导致含水率大于持水率，水平井分油水两相分
层流速度场数值模拟结果与动态实验规律一致．另外，从含
水率来看，数值模拟计算含水率与动态实验配给含水率基本
一致;随着流量增加，油水两相分层流分界面出现分界面不
光滑，出现油水混合现象，模拟计算含水率和动态实验配给
含水率相对误差稍微增大．

对动态实验和模拟结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到水平井分
层流油水滑脱速度随持水率的变化特征，如图 7 所示． 整体
看，数值模拟计算结果与实验值基本保持一致． 含水较低
( 0. 2) 时油相平均速度大于水相平均速度，油水滑脱速度为
正值，其他为负值．总流量不变的情况下，滑脱速度随持水率
增大而递减，持水率越大油水相对速度越大，滑脱现象明显．
持水率不变的情况下，滑脱速度随总流量的增加而递减，总
流量越大油水相对速度越大，滑脱现象明显．随着总流量的
增加，滑脱速度数值模拟计算结果与实验值吻合更好．

4 结 论

针对水平井油水两相分层流流型特征，分析了油水两相
黏性流体的 N-S方程及其耦合条件，采用有限差分方法，结
合实验流体参数和实验井筒和仪器的几何尺寸对 21 个实验
点的速度场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模拟计算结果与流体动态
实验规律一致，含水率计算相对误差在 5%以内; 油水滑脱
速度随持水率增大、总流量增大逐渐递减，滑脱现象越明显．
由此可见，数值模拟结果能够为水平井油水两相分层流速度
场分布规律和流动特性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为进一步研究水
平井油水两相生产测井方法设计和资料解释奠定基础．

致 谢 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编辑部的大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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