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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K-Spice 的海上平台三相分离器压力设定动态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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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相分离器是海上油气田开发中一种重要的油气水分离设备，合理设定分离器压力尤为关键。
选取 A、B 两个海上平台的三相分离器为研究对象，采用 K-Spice 软件搭建符合现场运行情况的工
艺动态仿真模型。对分离器气相出口管道堵塞、气相出口管道调节阀故障卡住两种情况下分离器内
压力的变化进行了模拟，并与国内外行业标准推荐的压力设定值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常用的高
高压力关断设定值偏低，分离器可能因气相出口调节阀故障卡住导致油田停产，且在气相出口堵塞
情况下可能存在分离器一级保护措施（关断阀关闭）与二级保护措施（安全阀泄压）相互不独立的问
题。提出一种新的压力设定方法：根据气相出口管道调节阀故障卡住时分离器内的压力波动值，确
定高高压力关断设定值的最小值；根据气相出口堵塞情况下分离器的压力变化，确定安全阀设定压
力的最小值。三相分离器压力设定新方法，可避免分离器调节阀故障卡住带来的“生产关断”问题，
同时可确保分离器的一级保护与二级保护相互独立。（图 7，表 4，
参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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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ee-phase separator is an important device us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oil and gas fields to separate
the oil, gas and water, for which proper pressure setting value is very critical. Herein, three-phase separators of A and B
offshore platforms were taken as the object of research, and a dynamic simulation model of process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field operation conditions with K-Spice software. Specifically, the internal pressure change of the separators was
simulated under two conditions, i.e. the gas outlet pipeline blocked and the control valve on the gas outlet pipeline of the
separators stuck, and comparison was also made with the pressure setting value recommended by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industry specifica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or the setting value of high-high pressure for shutdown is low, the sticking
of control valve at the gas outlet of separator may result in the shutdown of oil fields, and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gas
outlet is blocked, the problem concerning the non-independence of primary protection measure (close the shutoff valve)
and the secondary protection measure (open the safety valve for pressure relief ) may occur. Therefore, a new method of
pressure setting was proposed, that is, to determine the minimum setting value of high-high pressure for shutdown according
to the fluctuation value of internal pressure of the separator with the control valve on the gas outlet pipeline stuck, and to
determine the minimum value of the setting pressure of the safety valve according to the pressure change of separator with
the gas outlet blocked. The new method for pressure setting of three-phase separators can avoid the problem of “production
shutdown” caused by the sticking of control valve of the separator and ensur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protection measures of separators. (7 Figures, 4 Tables, 24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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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上油气田开发中，平台集输工艺常采用三相
分离器对油气水混合物进行分离[1]。对于分离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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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pice 软件

言，气相是控制整个处理过程压力的关键。当分离

K-Spice 是由 Kongsberg 公司开发的一款具有强

器正常运行时，处理后的气体通过气相出口管道输

大计算功能的动态仿真软件，可对油气集输工艺流程

送至下游伴生气增压系统或燃料气系统。但在油气

及工艺设施的复杂情况进行模拟[18-24]。该软件主要包

处理过程中，气相出口管道可能由于堵塞或调节阀

含建模与控制两部分，其中建模是指搭建符合实际情

故障卡住，导致分离器压力升高，危及海上平台的安

况的模型，控制部分则是检测模拟过程中的关键控制

[2]

全运行 。为了确保压力容器的安全运行，通常需要

参数。与现有大多数模拟软件操作流程相似，K-Spice

设置高压报警（High Pressure Alarm，PAH）、高高压力

界面可以根据用户需求从模块中选择需要的工艺设备

关断（High-High Pressure Alarm，PAHH）及安全阀设

和管道，按照实际流程依次连接，然后在模型中输入基

定压力。API RP 14C-2017《海上生产平台基本表面安

础参数，将模型运行至稳态；
最后，根据用户需求调整

全系统的分析、设计、安装及测试的推荐实施规程》中

参数变化情况，开展相应的动态模拟。

规定，对于可能发生超压的压力容器应设两级保护：
当

K-Spice 软件中的压力是根据各组块（管道压力

容器内压力达到 PAHH 时，容器的压力传感器发出信

元件、分离器、塔等）建立的方程组，采用压力-流体网

号，联锁容器入口关断阀执行紧急关闭；
当容器内压力

络计算得到，其本质上是求解各压力节点的质量平衡

达到安全阀设定值时，安全阀起跳，并将容器内的高压

方程：

气体泄放至大气中。上述两种保护措施中，关断阀关

dM j

断保护属于一级主动保护，安全阀泄压是二级被动保

dt

n j ，in

=

k =1

n j ，out

Q m，kj －

l =1

Q m，jl

（1）

护，也是压力容器防止超压的最终措施。可见，设置合

式中：M j 为 j 节点处的质量，kg；Q m，kj 、Q m，jl 分别为

理的分离器压力是其安全运行的重要基础。

从 k 节点至 j 节点、j 节点至 l 节点的质量流量，kg/s；

国内外部分标准对分离器的压力设定值给出了指
导建议。API 521-2020《泄压和减压系统》指出，应采

n j ，in、n j ，out 分别为流进、流出节点 j 的流体个数；t 为
时间，s。

用一系列措施确保容器不会承受过高压力，但未给出
压力的设定方法。NORSOK P-002-2014《工艺系统设

由于网格计算需要考虑各节点处流体的可压缩
性，式（1）中引入流体质量压缩系数，其表达式为：

计》指出，当最大操作压力小于 3 500 kPa 时，压力容

λj

器的安全阀设定值应比最大操作压力高 350 kPa。在

dp j
dt

=

k

Q m，kj －

l

Q m，jl

（2）

SY/T 0515— 2014《油气分离器规范》中，给出了不同

式中：λ j 为节点 j 处的质量压缩系数，kg/Pa；p j 为节点

外形尺寸分离器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额定值、设计压

j 处的压力，Pa。

力范围。在 Q/HS 3042— 2014《海上生产设施设计压

为了提高方程计算稳定性，
采用后退欧拉法对时间

力和设计温度确定的推荐做法》中，对操作压力小于

进行积分，由于后退欧拉法是隐式的，计算中的非线性

3 500 kPa 的分离器提出了详细建议。可见，相关标准

方程组采用了牛顿-拉夫逊方法。由此可以得到以下

重点关注分离器的二级保护的设定，
仅有 Q/HS 3042—

方程：

2014 给出了一级保护设定建议，但缺乏对分离器压力

λj
－
Δt k

设定的系统研究。学者们对压力容器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内部结构设计优化[3-9]、泄放计算[10-17]，对容器压力
设定方面的研究较少。鉴于此，选取海上平台（A、B

Q m，kj
k

pk

Q m，kj
pj

Δpk=

Q m，jl

+
l

k

pj

Δpj+

Q m，jl
l

pj

Δpl －

λj
Q m，kj，0－ Q m，jl，0－ （pj，0－pj，n－1）
（3）
t
Δ
l

平台）的三相分离器为研究对象，借助动态仿真软件

式中：Q m，kj ，0 为从 k 节点至 j 节点线性化的质量流量，

K-Spice，系统研究了分离器气相出口管道堵塞、气相

kg/s；Q m，jl ，0 为从 j 节点至 l 节点线性化的质量流量，

出口管道调节阀故障卡住对分离器内压力的影响，并

kg/s；p j ，0 为 j 节点处线性点的压力，Pa；p j ，n －1 为 j 节

提出了分离器压力设定值的优化方案，以期为海上油

点处第 n －1 步的压力，Pa；p k 、p l 分别为节点 k 、l 处的

气田的安全生产运行提供参考。

压力，Pa；∆t 为变化的时间，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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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建立

2.1

基础参数

表1

2017—2025 年 A、B 平台三相分离器入口混合物的质量
流量表
入口流量/（kg · s-1）

年份

A、B 平台三相分离器的尺寸（外径×长度）分别

A 平台

B 平台

—

57.84

2017 年

为 3.6 m×14.4 m、
4.2 m×16.0 m，
属于无油槽、
带油堰板

2018 年

—

59.52

的重力式分离器。A、B 平台分离器的堰板高度分别为

2019 年

41.76

59.04

2020 年

52.56

52.08

2.3 m、
2.5 m，
正常运行时两个平台的液位高度各不相同：
A 平台分离器油水界面高度、
油室液位高度分别为 1.7 m、
1.8 m，B 平台分离器油水界面高度、
油室液位高度分别

2021 年

49.68

50.88

2022 年

45.84

48.48

2023 年

42.00

47.52

为 1.8 m、
1.9 m。此外，根据 A、B 平台 2017— 2025 年

2024 年

36.48

47.04

工艺设计的基础数据，
分离器每年需要处理的混合物的

2025 年

32.16

—

质量流量、
入口混合物的摩尔分数也不同（表 1、
表 2）
。
表2
组分

摩尔分数
A 平台

B 平台

H2O

50.2％

81.4％

CO2

0.0％

0.0％

注：2022— 2025 年为预测数据。

A、B 平台三相分离器处理混合物组分的摩尔分数表
组分

摩尔分数
A 平台

B 平台

i-C4

0.1％

0.2％

n-C4

0.4％

组分

摩尔分数
A 平台

B 平台

n-C8

3.6％

1.3％

0.5％

n-C9

4.2％

2.4％

N2

0.0％

0.0％

i-C5

0.2％

0.2％

n-C10

5.5％

1.6％

C1

12.1％

7.9％

n-C5

0.2％

0.2％

n-C11

5.2％

—

C2

1.1％

1.5％

n-C6

0.8％

0.4％

C10+

—

0.9％

C3

0.6％

0.9％

n-C7

1.6％

0.6％

C11+

14.2％

—

注：C11+ 组分的分子量为 242，密度为 839.9 kg/m3；C10+ 组分的分子量为 212，密度为 796.6 kg/m3。

2.2

K-Spice 动态模型

将计算得到的 .mfl 文件导入 K-Spice 的物性表中；
②在

参考文献 [22] 中 K-Spice 的建模过程，动态模型

新建视图中添加工艺流程中的设备、管道，按照实际流

（图 1）的建立步骤：①将 K-Spice 软件的流体文件根据

体走向依次连接组件；
③参照分离器的 P&ID 图，
在管道

流体组分及其摩尔分数在 Multiﬂash 中进行闪蒸计算，

图1

上设阀门、仪表；
④输入基础参数，将模型运行至稳态。

三相分离器的 K-Spice 动态模型图

三相分离器的 K-Spice 动态模型运行至稳态后，

与实际运行数据相同，油、气、水相出口管道上阀门的

A、B 平台分离器操作压力、温度的模拟结果与现场

开度与实际运行数据相符，表明完成了整个分离器的

实际运行数据一致，分离器各出口、入口的压力、流量

建模。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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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平台分离器

对于操作压力不超过 3 500 kPa 的分离器，安全

以三相分离器的 K-Spice 动态模型稳态运行结

阀设定值应比分离器正常情况下的最高工作压力高

果（分离器内压力 400 kPa、温度 70.0 ℃）为基础，模拟

350 kPa

[19，21]

。目前，海上平台分离器压力设定一般

计算分离器气相出口关断阀关闭后，分别在入口不同

采用 Q/HS 3042— 2014 规定的常用方法（图 2）：
①安

关阀时间（10 s、
15 s、
20 s、25 s、
30 s）下分离器内压力

全阀设定值等于操作压力 OP（Operating Pressure）＋

的变化（图 3）。在分离器开启 30 s 后，开始正常运行，

350 kPa，当压力达到安全阀设定值时，安全阀起跳泄

且气相出口关断阀关闭；
运行至 40 s 时，气相出口关

压；
② PAHH＝OP＋175 kPa，
当压力达到 PAHH 时，
分

断阀完全关闭。在模拟计算中，分离器的入口质量流

离器入口的关断阀开始关闭；
③ PAH＝OP＋87.5 kPa，

量始终保持在 52.56 kg/s（表 1），在气相出口关断阀关

当压力达到 PAH 时，触发高压报警提醒操作人员。

闭后，分离器压力迅速升高；
在 52 s 时，分离器压力达

由此，可得 A、B 平台分离器的压力设定值（表 3）。

到 PAH（即 487.5 kPa），压力传感器发出高压报警信
号；
此后压力进一步升高，当 64 s 压力达到 PAHH（即
575 kPa）时，分离器入口关断阀开始关闭。

图3
图2
表3

海上平台三相分离器压力设定常用方法流程图

基于常用方法的 A、B 平台三相分离器的压力设定值表

压力设定节点

压力设定值/kPa
A 平台分离器

B 平台分离器

OP

400.0

500.0

PAH

487.5

587.5

PAHH

575.0

675.0

安全阀设定

750.0

850.0

A 平台分离器入口关断阀不同关阀时间下的压力变化图

根据图 3 可见：
当入口关断阀的关阀时间为 10 s
时，分离器的压力最终为在 642 kPa ；
当入口关断阀的
关阀时间为 25 s 时，分离器压力在入口关断阀关闭后
维持在 744 kPa，较安全阀设定值（表 3）低 6 kPa ；
当入
口关断阀的关阀时间为 30 s 时，入口关断阀关闭期间
分离器压力在 90 s 达到安全阀设定值，安全阀打开泄
放容器内的高压气体，在 94 s 时入口关断阀完全关闭，
同时容器内压力降至安全阀回座压力 670 kPa，此后分
离器压力保持 670 kPa 不变。综上，在气相出口管道

3

分离器超压模拟结果

关断阀关闭后，分离器内压力经过 24 s 达到 PAHH（入
口关断阀开始关闭）；
分离器内压力在气相出口管道关

3.1

分离器气相出口管道堵塞

断阀关闭后，经过 50 s 达到安全阀设定值，即压力达

在三相分离器的 K-Spice 动态模型中，采用关闭

到 PAHH 后，再经历 26 s 升至安全阀设定值。可见，

分离器气相出口管道关断阀模拟气相出口堵塞情况。

当 A 平台分离器入口关断阀的关阀时间小于 26 s 时，

分离器出口堵塞会导致分离器内压力升高，当压力达

分离器内的压力不会超过安全阀设定值。

到 PAHH 时，触发分离器入口的关断阀关闭。当入口

3.1.2

关断阀完全关闭后，分离器处于生产关停状态，整个油

B 平台分离器
与上述 A 平台分离器模拟计算方法一致，将 B 平

田停产。其中，分离器关断阀关闭的时间范围采用阀

台取最大处理流量（2018 年）作为入口流量（表 1）。

门供应商的设定值。

在分离器开启 30 s 后，开始稳态运行（分离器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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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kPa，温度 66.8 ℃）；
运行至 40 s 时，气相出口关断

39 ％（2025 年）~64 ％（2020 年）之 间。 在 模 拟 计 算

阀完全关闭。分离器流量始终维持 59.52 kg/s，在气相

中，入口流量维持 52.56 kg/s 不变。前 30 s 稳态运行，

出口管道关断阀关闭后，分离器内的压力迅速升高。

自 30 s 后气相出口管道调节阀的开度分别降至 39％、

在 51 s 时，分离器内的压力达到 PAH（即 587.5 kPa），

45％、50％、55％及 60％，分离器内的压力经历了先快

压力传感器发出高压报警信号。在 62 s 时，压力进一

后慢、最终稳定的过程（图 5）。

步升至 PAHH（即 675 kPa）
，
分离器入口关断阀开始关
闭。由此，得到不同入口关断阀关闭时间（10 s、
15 s、
20 s、25 s）对应的分离器压力变化（图 4）情况。

图5

A 平台分离器气相出口管道调节阀故障卡住时分离器内
的压力变化图

根 据 图 5，当 气 相 出 口 管 道 上 调 节 阀 的 开 度 为
图4

B 平台分离器入口关断阀不同关阀时间下的压力变化图

60％时，分离器内的压力最高为 421 kPa，较 PAHH

根据图 4 可见：
当入口关断阀关阀时间为 10 s，分

（表 3）低 154 kPa ；
当气相出口管道上调节阀的开度为

离器压力在 72 s 后维持 755 kPa 不变。当入口关断阀

50％时，分离器内的压力最高为 490 kPa ；
当气相出口

关阀时间 20 s 时，
分离器内最高压力达到 827 kPa，
较安

管道上调节阀的开度为 39％时，158 s 时分离器内的

全阀设定值（表 3）低 23 kPa。当入口关断阀关阀时间

压力达到 PAHH，在 350 s 增至 610 kPa 后，压力保持

为 25 s 时，分离器压力在 85 s 达到安全阀设定值，打

不变。可见，A 平台分离器的气相出口管道调节阀开

开安全阀泄放高压气体；
在 87 s 时，入口关断阀完全关

度在 39％～64％时，如果发生调节阀故障卡住，分离

闭；
91 s 降至安全阀回座压力（即 779 kPa）后，安全阀

器内的压力最高能达到 610 kPa，高于当前分离器的

完全关闭；
此后分离器内压力保持不变。综上，在气相

PAHH。因此，A 平台分离器当前的 PAHH 不能有

出口管道关断阀关闭后，分离器内压力经过 22 s 达到

效避免气相出口调节阀阀故障卡住造成生产关断的

PAHH（即入口关断阀开始关闭）；
分离器内压力在气

情况。

相出口管道关断阀关闭后，经过 45 s 达到安全阀设定

3.2.2

B 平台分离器

值，即压力达到 PAHH 后再经历 23 s 升至安全阀设定

与 A 平台分离器处理方法相同，根据 B 平台每年

值。可见，当 B 平台分离器入口关断阀的关阀时间小

需要处理混合物的质量流量（表 1），可得气相出口管

于 23 s 时，分离器内的压力不会超过安全阀设定值。

道上调节阀的最大、最小开度分别为 60％（2024 年）、

3.2

气相出口管道调节阀发生故障卡住

90％（2018 年）。在模拟计算中，入口流量始终维持

分离器气相出口管道调节阀在调节过程中可能出

59.52 kg/s 不变，分离器入口关断阀始终保持全开。前

现故障卡在某一位置。在模拟计算中，先根据分离器

30 s 稳态运行，自 30 s 后气相出口管道调节阀的开度

处理混合物的最大、最小流量（表 1），确定调节阀调节

分别降至 60％、65％、70％、75％、80％、85％及 90％，

的开度范围；
然后，在分离器入口保持最大流量的前提

分离器内压力的变化情况（图 6）经历了先快后慢的压

下，改变气相出口调节阀开度，分析调节阀发生故障卡

力升高过程后，最终保持不变。

住对分离器内压力的影响。
3.2.1

A 平台分离器

根 据 图 6，当 气 相 出 口 管 道 上 调 节 阀 的 开 度 为
85％时，分离器内的压力最高为 533 kPa，较 PAHH

根据 A 平台分离器处理混合物的质量流量（表 1）
， （表 3）低 142 kPa ；
当气相出口管道上调节阀的开度为
通过调试模型可得分离器的气相调节阀开度介于

70％时，分离器内的压力最高为 642 kPa ；
当气相出口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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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平台三相分离器压力设定新方法流程图

开；
②若气相管道调节阀发生故障卡住，应尽量避免生
图6

B 平台分离器气相出口管道调节阀故障卡住分离器内
的压力变化图

产关断，为现场操作人员检修预留充足的时间。
当分离器正常工作时，其操作压力较稳定，因此

管道上调节阀的开度为 60％，在 156 s 时分离器内的

PAH 设 定 可 沿 用 Q/HS 3042—2014 中 的 推 荐 做 法。

压力达到 PAHH，在 324 s 增至 740 kPa 后，压力保持

但 推 荐 做 法 是 根 据 OP 确 定 安 全 阀 设 定 值，再 确 定

不变。可见，B 平台分离器的气相出口管道上调节阀

PAHH、PAH。新设定方法（图 7）是先根据 OP 确定

开度在 60％～90％时，如果发生调节阀阀故障卡住，

PAH ；
然后根据分离器处理的最小流量确定气相出口

分离器内压力最高能达到 740 kPa，高于当前分离器的

管道调节阀的最小开度，将入口最大流量、调节阀最小

PAHH。可见，当 B 平台分离器出现气相出口调节阀

开度情况下分离器内的最高压力作为 PAHH 的最小

阀故障卡住，仍存在生产关断的可能性。因此，B 平台

值；
最后，根据分离器入口关断阀关闭需要的时间，确

分离器当前的 PAHH 也不能排除调节阀阀卡住带来

定分离器的安全阀设定的最小值。需要注意的是，分

生产关断的风险。

离器的设计压力需始终不低于安全阀设定值。

3.3

分离器压力设定新方法

按照上述压力设定新方法，A、B 平台分离器的

在分离器气相出口堵塞后，分离器内压力一定会

PAH 保持不变（表 3）。根据分离器气相出口管道调

达到 PAHH，触发分离器入口关断阀关闭，导致生产

节阀发生故障最小开度下分离器内的最高压力，可得

流程停止作业。需要注意的是，关断阀关闭是分离器

A、B 平台分离器新的 PAHH 最小值。在此基础上，

的一级保护措施，安全阀泄压是分离器的二级保护措

参照分离器气相出口管道堵塞情况的模拟方法，计算

施，二者应相互独立。但根据上述分离器气相出口管

得到气相出口堵塞时不同入口关断阀关阀时间下安全

道堵塞情况模拟结果，当 A 平台分离器入口关阀时间

阀的最小设定值（表 4）。

超过 26 s 时，在入口关断阀完全关闭之前，分离器内压
力会达到安全阀设定值；
同样，B 平台分离器入口关阀
时间超过 23 s，在入口关断阀关闭的过程中，压力会达
到安全阀设定值。可见，按照目前的压力设定常用方
[18]

法

，如果分离器入口关断阀关阀时间较长，一级与

表4

基于新方法的 A、B 平台三相分离器压力设定值表

压力设定节点
OP

压力设定值/kPa
A 平台分离器 B 平台分离器
400.0
500.0

PAH

487.5

587.5

PAHH

610.0

740.0

二级保护措施无法相互独立。
此外，根据气相出口调节阀故障卡住情况模拟结

入口关断阀
关阀时间/s

10

677.0

820.0

15

711.0

856.0

20

745.0

892.0

果，当 A、B 平台分离器气相出口管道调节阀发生卡

25

779.0

927.0

住故障，两台分离器的最高压力分别可达到 610 kPa、

30

813.0

962.0

740 kPa，均高于目前设置的 PAHH，分离器入口关断
阀会关闭，导致油田停产。
鉴于此，在三相分离器压力设定常用方法（图 2）

安全阀设定

根据表 4，与 Q/HS 3042—2014 中的推荐做法进
行对比，应当将 A 平台分离器的 PAHH 由 575 kPa
提升至 610 kPa 以上，避免分离器气相出口管道调节

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压力设定方法（图 7），其应当遵循

阀因故障卡住导致油田停产；
当入口关断阀关阀时间

的基本原则是：
①一级保护措施与二级保护措施相互

不超过 20 s 时，A 平台分离器原有的安全阀设定值

独立，即分离器入口关断阀关闭过程中安全阀不会打

（750 kPa）可以满足一级与二级保护措施相互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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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当入口关断阀关阀时间超过 20 s 时，建议提高安

[3] 李长俊，
吴畏，
张黎. 渤西油田严重段塞流控制措施数值模拟[J].

全阀设定值，避免在入口关断阀关闭过程中安全阀打

油气储运，2018，37（1）：95-100.

开。同理，应将 B 平台分离器 PAHH 由 675 kPa 提升

LI C J, WU W, ZHANG L.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control

至 740 kPa 以上，避免分离器气相出口管道调节阀因

measures of severe slug flow in Boxi Oilfield[J]. Oil & Gas

故障卡住导致油田停产；
当 B 平台分离器的入口关断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2018, 37(1): 95-100.

阀关阀时间超过 15 s 时，建议提高安全阀设定值，以
确保在入口关断阀完全关闭前安全阀不会打开。

[4] 张明，尚超，平朝春，王春升，郑晓鹏，王海燕. 海上油田平台三
相分离器静电聚结改造及现场应用[J]. 中国海上油气，2019，
31（6）：143-147.

4

结论

ZHANG M, SHANG C, PING C C, WANG C S, ZHENG
X P, WANG H Y. Electrostatic coalescence modification and

（1）采用海上平台三相分离器压力常用方法得到
的分离器 PAHH，难以避免分离器气相出口管道调节
阀发生故障卡住引发的“生产关断”。因此，分离器的

field application of three-phase separator on offshore oilfield
platform[J]. China Offshore Oil and Gas, 2019, 31(6): 143-147.
[5] 程纠. 海洋平台油气水分离器设计与分析[D]. 成都：西南石油

PAHH 设定值应在 PAH 设定值的基础上，考虑调节

大学，2014.

阀故障带来的增压，确保不会引起分离器关断，为现场

CHENG J. Design and analysis of offshore oil three-phase

操作人员留有足够的检修时间。

separator[D]. Chengdu: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2014.

（2）采用海上平台三相分离器压力常用方法设置

[6] MOSTAFAIYAN M, SAEB M R, ALORIZI A E, FARAHANI

的安全阀设定压力，难以确保安全阀起跳时分离器关

M. Application of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al approach in design

断阀已完全关闭。因此，在设定分离器安全阀的压力

of horizontal three-phase gravity separators[J]. Journal of

设定值时，应在 PAHH 设定值的基础上考虑分离器入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4, 119: 28-35.

口关断阀关闭过程中的压力增幅，确保入口关断阀关

[7] 李巍，于同川，张晓敏，刘国栋，范学君，陈万贵. 重力式三相分

闭过程中安全阀不会起跳，使一级保护措施（关断阀关

离器内件布置对分离效果影响的数值模拟[J]. 中国海洋平台，

闭）与二级保护措施（安全阀泄压）真正独立。

2017，32（2）：49-54.

（3）目前研究的三相分离器操作压力较低（低于

LI W, YU T C, ZHANG X M, LIU G D, FAN X J, CHEN W G.

3 500 kPa），今后需进一步针对高压分离器的压力设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effect of separation caused by different

定方法进行深入分析，为油气处理工艺提供更好的技

internal setting in gravitational oil-gas-water separator[J]. China

术支持。

Offshore Platform, 2017, 32(2): 49-54.
[8] 郭树平，吴家祥，于勇，董磊. 油气水三相分离器的研究进展[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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