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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有侧向流入(流出)的水平井流运动和连续性方程的基础上, 建立了渗流与水平井流耦合数学模型, 主要针

对混合水头损失问题, 进行了渗流与水平井流耦合数值计算, 分析了常用的摩擦系数修正方法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数值模拟计算表明: 层流或者光滑紊流流态时, 不同的摩擦系数修正方法对结果影响较小; 粗糙紊流流态时, 不同

的摩擦系数修正方法对结果影响较大。当水平井流是层流2光滑紊流流态时, 使用了一种新的流态分界点识别方法

对水平井流态进行判断, 计算结果证实了方法的可靠性、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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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井是指井的透水(气)段2滤管呈水平放置的抽(注)流体的集水建筑物
[1]

, 主要应用在世界各地的油藏

和天然气开采中
[223]
。近年来, 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已开始将水平井技术应用到地下水资源开采、地下水

污染治理及斜坡排水治理工程等方面
[425]

, 尤其在地下水污染治理工作中(地下水污染物的原位抽吸系统)水平

井技术应用十分广泛
[6]
。

水平井水力特征的研究开始于 20世纪 50年代, 研究者利用空间无限点源渗流基本方程, 得到有限长度水

平井的解析公式, 公式未考虑水平井中的流动对地下水渗流场的反作用及水平井中的流态, 更未进行渗流与水

平井流的耦合求解[ 627]。陈崇希等[829]提出使用等效渗透系数方法进行渗流2管流的耦合计算方法, 是目前进行

渗流2管流计算的主要方法, 在国内外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10215]。等效渗透系数法是通过达西2魏斯巴赫方程将

渗流和水平井流使用统一的孔隙介质渗流方程进行描述并求数值解的一种方法。达西2魏斯巴赫方程适用于侧

壁无流入(流出)的明渠水流或管流[16] , 在水平井内流体流动过程中, 不断有流体流入(流出) , 这必将引起摩擦

系数的变化, 摩擦系数的计算也就不能完全依赖于达西2魏斯巴赫方程, 应考虑流体流入(流出)时产生的混合水

头损失对摩擦系数的影响, 陈崇希等在计算中并未考虑这种影响。

最近几年, 石油开采工程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水平井内流体运动的水头损失除了常规的沿程损失和加速损

失之外, 还有流入水平井的流体与水平井内的流体在混合的时候产生的混合水头损失, 并进行了试验和数值模

拟研究[17219]。由于混合水头损失的存在, 研究者认为应该对常规管流的摩擦系数进行修正, 主要采用修正系

数和修正公式两种方法[ 20221] , 修正系数主要分为小于 1的修正系数和大于 1的修正系数; 修正公式方法是在一

定试验条件下得出的经验公式。摩擦系数进行修正后, 就可以不考虑混合水头损失的影响了。对摩擦系数进行

修正的数值模拟研究大都是针对单个水平井, 很少有对渗流和管流进行耦合研究, 并且缺乏对不同修正方法的

对比分析。

针对渗流2水平井流模拟时存在混合水头损失问题, 本文在有侧向流入(流出)的水平井流运动模型的基础

上, 建立了渗流2水平井流耦合数学模型, 并且在水平井内是层流、光滑紊流、粗糙紊流和层流2光滑紊流流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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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通过编制的程序进行了稳定流时的渗流2水平井流耦合数值计算研究, 对常用的摩擦系数修正方法进行了

对比分析。

1  渗流2水平井流耦合数学模型

在建立渗流2水平井流耦合数学模型之前, 首先推导有侧向流入(流出)水平井流数学模型, 在推导过程中

假设: 流体为不可压缩常密度牛顿流体; 水平井中流体的流动为一维承压流动; 管径不变。图 1是长度为 $x

的侧向有流体流入的水平井模型简图。

图 1 有侧向流入的水平井流模型简图

Fig11 Schematic of horizontal well model with side flow

图 1 中, U1、U2 为水平井两个断面的平均流速; P 1、

P 2 为水平井两个断面的压强; SX为壁面剪切应力; q 为单

位长度水平井上流体流入量; 根据质量守恒原理, 可得到

$x 长度水平井的连续性方程

QA( U2 - U1) = $xQq (1)

式中  Q为流体密度。令 $ x y 0, 则式(1)变成水平井流连续

性微分方程

A
5U
5x

= q (2)

式中  A为水平井断面面积。根据动量定理, 可得到 $x 长

度水平井流体的运动方程

( P 1 - P 2) A - SXS$ x = QA( U2
2 - U2

1) +
5�U
5 t
QA$ x (3)

式中  S 为水平井周长; �U为 $x 长度内 t 时刻平均流速。令 $ x y 0, 则式(3)变成水平井流运动微分方程

A
5P
5x

- SXS = QA
5 U2

5x
+ QA

5U
5 t

(4)

SX根据均匀流基本方程和达西2魏斯巴赫方程可得
[16]

SX = QKU
2

8
(5)

式中  K为管壁摩擦系数。式(2)、式(4)即为有侧向流入(流出)水平井流连续性方程和运动方程。水平井流运

动方程与明渠非恒定流圣维南方程组中运动方程的主要区别在于摩擦系数的表达式不同, 在圣维南方程组中的

河流认为是粗糙紊流状态, 摩擦系数采用谢才公式确定; 水平井流流态可能是任何一种流态, 摩擦系数表达式

要根据流态确定。

以均质各向异性三维承压水流为例建立渗流2水平井流耦合的数学模型, 假设孔隙介质水流常密度且渗透

系数主轴与坐标轴一致。结合均质各向异性三维承压水流方程与式(2)、式(4)、式(5) , 得到渗流2水平井流耦

合数学模型:

5
5x Kx

5H
5x +

5
5y Ky

5H
5y +

5
5 z Kz

5H
5z + W= Ls

5H
5t

A
5P
5 x

- SXS = QA
5U2

5x
+ QA

5U
5 t

A 5U
5x

= q

SX = QK
U2

8

(6)

式中  H 为孔隙水水头; Kx、Ky、Kz为 3个方向上的渗透系数; W为源汇项; Ls 为贮(释)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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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渗流2水平井流数值计算分析

211  数值计算方法、概念模型及参数

可以使用有限差分法或者有限元法对式(6)中的方程进行离散, 主要有两种求解方法: 一种是分别建立孔

隙水流方程组和水平井流方程组, 然后根据孔隙水流和水平井流的交换量进行迭代计算; 另一种是建立孔隙水

流和水平井流的整体方程组, 整体进行计算。本文采用后一种方法。式(6)中包含非线性微分方程(第 2个方

程) , 在数值离散后得到的是非线性代数方程组。非线性方程组采用迭代法求解, 主要思路是利用一阶泰勒公

式将非线性方程组线性化, 通过求解线性方程组, 完成解的迭代过程。

以稳定流为例进行渗流2水平流在不同流态时的计算分析。将式(6)中的第 4个方程代入第 2个方程, 当水

平井为稳定流时, 第 2个方程使用有限差分离散后为

P 2 - P 1+ K
$xSQ
8A

U1+ U2

2

2

+ Q( U2
2 - U2

1) = 0 (7)

式(7)即为稳定流时水平井运动方程的一般形式。不同流态时, 式(7)中的摩擦系数 K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计算的概念模型如图 2所示。模型为立方体含水层, L、w、b分别为模型的长、宽、高, 水平井水平放置,

置于孔隙含水层中。孔隙水流入水平井中(生产井) , 孔隙水流三维承压运动。水平井流一维承压运动, 流态为

层流、光滑紊流、粗糙紊流和层流2光滑紊流, 长度与含水层长度相同。孔隙介质均质、各向同性, 含水层顶

部为定水头边界, 其它部位除水平井上、下游端外均为隔水边界。水平井上、下游端均为定流速边界。

计算参数如表 1所示。水平井流的上、下游端流速及水平井流态在计算中单独指定。孔隙介质采用任意多

边形有限差分法, 水平井采用一维剖分, 孔隙介质剖分单元数为 3 863个, 水平井剖分单元数为 40个。计算

中, 采用了两种摩擦系数的修正方法。一种是修正系数的方法, 这种方法是对摩擦系数进行常数倍改变, 从已

有研究成果可以看出, 修正系数有大于 1和小于 1两种情况[20221] , 以 013代表小于 1的修正系数, 以 3代表大

于1的修正系数, 当修正系数为 1时, 即是使用常规的管流摩擦系数公式进行计算, 共使用这 3种修正系数进

行计算; 另一种是经验修正公式的方法。主要针对水平井的压强水头( P / Qg )、流速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图 2 概念模型

Fig12 Conceptual model

表 1 模型参数

Table 1 Pa rameter values of model

参数 取值 参数 取值

模型长度 400 cm 管道长度 400 cm
模型宽度 50 cm 管道直径 10 cm

模型高度 105 cm 管道当量粗糙度 016 cm
模型顶部水头 110 cm 管道糙率 01015

孔隙渗透系数 4 @103cm/ d 迭代精度 1027

212  层流

设定水平井上游端流速为 0, 下游端流速为 2 cm/ s, 此时, 根据雷诺数值可知水平井流为层流状态。常规

管流层流时, 摩擦系数计算公式为[16]

K=
64
Re (8)

式中  Re为雷诺数。令 a= Kc/ K, 称 a 为摩擦系数的修正系数, Kc为修正后的摩擦系数。另外, 在层流时也

常用到Ouyang Liang2Biao提出的摩擦系数经验修正公式
[22223]

Kc = K(1 + 01043 04Re016142
w ) (9)

式中  Rew为管壁雷诺数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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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w =
( ( U2 - U1) / 2) d

C (10)

式中  C为水运动粘度; d 为水平井直径, 管壁雷诺数是参考管流的雷诺数进行定义的。图 3、图 4是当修正系

数取 013、1、3及采用式(9) (复杂修正)进行修正后的水平井从上游到下游每个单元的压强水头和流速变化情

况。可以看出, 每一种修正方法下的压强水头下降值都很小, 这主要是层流水流流速很小, 管壁摩擦产生的沿

程水头损失小的原因。不同修正方法的压强水头、流速变化过程都很接近, 尤其是流速增加过程都为一条直

线, 几乎相同。即层流时不同摩擦系数修正方法对压强水头和流速影响都很小。不同修正系数下的压强水头在

上游端附近下降较慢, 在下游端附近下降相对较快, 流速呈直线增加, 同一个孔隙介质单元的水头在不同修正

方法下差别也很小。当修正系数取 1时, 压强、流速变化特征与文献[24, 25]中的计算结果是一致的, 文献

[24225]是采用等效渗透系数法计算的。

图 4  层流流速变化

Fig14 Velocity variation of side flow

图 3  层流压强水头变化

Fig13 Pressure head variation of side flow

213  光滑紊流

设定水平井上游端流速为 50 cm/ s, 下游端流速为 60 cm/ s, 此时, 根据雷诺数值可知水平井为光滑紊流状

态。光滑紊流时常规管流摩擦系数主要采用布拉休斯公式[ 16] :

K=
01316 4
Re0125 (11)

目前, 还没有针对布拉休斯公式的摩擦系数修正公式。计算中, 摩擦系数的修正系数分别取 013、1、3, 水

平井从上游到下游每个单元的压强水头和流速变化情况如图 5、图 6所示。与层流对比, 每一种修正系数下的压

强水头的下降值都增大了, 这主要是光滑紊流时水平井流速的增加, 引起管壁摩擦产生的沿程水头损失的增加。

并且修正系数越大, 下降值越大。不同修正系数的压强水头下降过程的差别也增加了, 修正系数越大, 下降越

快, 但流速增加过程仍然都近似为直线。即不同的修正系数对压强水头的影响较层流时增加了, 但对流速的影响

与层流时基本一致。同一个孔隙介质单元的水头在不同修正方法下的差别大于层流时的差别, 但仍然较小。

图 6  光滑紊流流速变化

Fig16 Velocity variation of smooth turbulent flow

图 5  光滑紊流压强水头变化

Fig15 Pressure head variation of smooth turbulent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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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粗糙紊流

设定水平井上游端流速为 90 cm/ s, 下游端流速为 95 cm/ s, 此时, 根据雷诺数值可知水平井为粗糙紊流状

态。常规管流粗糙紊流时的摩擦系数一般采用卡门公式[16] :
1

K
= - 2lg

$
317d

(12)

在对摩擦系数的修正中也常用到Ouyang Liang2Biao提出的摩擦系数经验修正公式[22223] :

Kc = K(1- 010153Re01397 8
w (13)

计算中, 摩擦系数的修正系数分别取 013、1、3及采用式(13) (复杂修正)进行修正后, 水平井从上游到下游

每个单元的压强水头和流速变化情况如图 7、图 8所示。与层流、光滑紊流相比, 压强水头的下降值明显增加

了, 原因是粗糙紊流时水平井流速的进一步增加, 引起管壁摩擦产生的沿程水头损失的进一步增加, 并且修正

系数越大, 下降值越大, 下降的过程也越快。不同修正系数流速变化过程也有了差别, 但其中的修正系数为 1

与采用式(13) (复杂修正)修正的压强水头、流速变化都基本一致, 这是由于孔隙水流入整个水平井中的速度只

有0105 cm/ s, 对于水平井的每一个单元来说平均只有 01001 25 cm/ s, 根据式(10)和式(13) , 可知 Kc非常接近 K,

即复杂修正后的 Kc与修正系数为 1时的 Kc非常接近。同一个孔隙介质单元的水头在不同修正方法下的差别比

层流、光滑紊流时增加了。

图 8 粗糙紊流流速变化(卡门公式)

Fig18 Velocity variation of rough turbulent flow (Carmen formula)

图 7 粗糙紊流压强水头变化(卡门公式)

Fig17 Pressure head variation of rough turbulent flow (Carmen for2

mula)

水平井粗糙紊流情况下, 摩擦系数公式除了使用卡门公式外, 还常使用谢才公式确定摩擦系数[16]。基于谢

才公式的摩擦系数经验修正公式还未见报道, 所以, 只计算了修正系数为013、1、3时水平井单元压强水头和流

速的变化情况, 如图9、图 10所示。图9中水平井上游端部单元的压强水头不同于图 7中卡门公式的计算结果,

是因为这两个公式在管道粗糙参数上的取值不同造成的(表 1)。两个公式计算出的压强水头和流速的整体变化

特征类似。

图 10 粗糙紊流流速变化(谢才公式)

Fig110 Velocity variation of rough turbulent flow (Chezy formula)

图 9 粗糙紊流压强水头变化(谢才公式)

Fig19 Pressure head variation of rough turbulent flow ( Chezy for2

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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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层流2光滑紊流

层流、光滑紊流、粗糙紊流的计算都是在已知水平井内每个单元流态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有时水平井内的

流态是不完全确定的, 可能存在多种流态, 下面考虑水平井内存在层流和光滑紊流时的计算。设定水平井上游

端流速为 0, 下游端流速为 15 cm/ s, 对摩擦系数不进行任何修正。这里关键是确定层流和光滑紊流的界限, 在

判定时以 Re= 2 320为界。文献[24225]使用了一种迭代的思路进行流态判定, 得到了较理想的结果。本文采用

另外一种方法, 计算思路为: 由于上游端流速为 0, 这样第一个单元内应该是层流, 所以首先可以把界限假设

在水平井的第 1个单元和第 2个单元之间, 使用模型进行计算, 对水平井所有单元计算结果进行流态判断, 如

果第 1个单元为层流, 其它单元为光滑紊流, 则停止计算, 否则, 把界限假设在第 2个单元和第 3个单元之间

继续计算, 直到计算结果和假设一致。使用这种方法计算的水平井从上游到下游每个单元的压强水头和流速变

化情况如图11、图 12所示, 压强水头和流速的整体变化特征与参考文献[24225]中的计算结果一致。从流速变

化图(图 12)可以看出, 水平井单元 1~ 5为层流(Re< 2 320) , 其它单元为光滑紊流。由于层流和光滑紊流的分

界线在水平井的第 5、6单元之间, 所以计算中只需要假设5次即可完成计算。

图 12 层流2光滑紊流流速变化

Fig112 Velocity variation of laminar2smooth turbulent flow

图 11 层流2光滑紊流压强水头变化

Fig111 Pressure head variation of laminar2smooth turbulent flow

3  结   论

本文建立了渗流2水平井流耦合数学模型, 使用数值方法对其进行了稳定流计算。针对混合水头损失问题,

使用修正系数方法和经验修正公式方法对摩擦系数进行了修正。数值模拟计算的主要结论是:

( 1) 水平井内流态为层流时, 采用修正系数的方法和 Ouyang Liang2Biao提出的摩擦系数修正公式计算出的

水平井单元压强水头、流速差别都很小。在水平井问题计算时, 当水平井内流态为层流时, 可以不对摩擦系数

进行修正, 即可以不考虑混合水头损失。

( 2) 水平井内为光滑紊流时, 采用修正系数的方法计算出的水平井单元压强水头、流速差别比层流时增加

了, 但仍较小。在水平井问题计算时, 当水平井内流态为光滑紊流时, 可视计算精度要求来考虑是否对摩擦系

数进行修正。

( 3) 水平井内为粗糙紊流时, 采用修正系数的方法和 Ouyang Liang2Biao提出的摩擦系数修正公式计算出的

水平井单元压强水头、流速差别比层流、光滑紊流时明显变大。在水平井问题计算时, 当水平井内流态为粗糙

紊流时, 应该考虑混合水头损失的影响, 并应结合试验和理论分析得出合适的摩擦系数修正方法。

(4) 在水平井中是层流2光滑紊流流态时, 使用了一种新的水平井内流态判断的方法, 计算结果与已有迭

代方法的对比分析表明了这种方法的可靠性、合理性。

在渗流2水平井流系统中, 水平井有时还会具有过渡流态, 如紊流过渡粗糙区, 这时可以使用紊流的统一

表达公式进行计算分析; 文中还进行了水平井流流入孔隙中(注水井)的数值计算分析, 由于篇幅所限, 分析结

果未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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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upled seepage2horizontal well flow model and numerical experiments
X

DONG Gui2m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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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arth Scienc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

2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ydrology2Water Resources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

Abstract : The coupled mathematical model of seepage and the horizontal well flow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motion and

continuity equations of the horizontal well flowwith the lateral inflow and outflow, and used to calculate numerically the mixed

head loss of two flows1 The effect of the frequent modified method of friction coefficient on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is analyzed1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exists little effect on calculation results as for the laminar or smooth turbulent flow, but great effect

as for rough turbulent flow1 Furthermore, for the laminar or smooth turbulent flow, a newmethod for determining the demarca2

tion point of flow pattern is proposed to judge the pattern of the horizontal well flow1 An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is reliable and reasonable1

Key words: coupled seepage2horizontal well flow model; numerical simulation; flow pattern; head loss; frict ion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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