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油田新技术

提高采收率技术及其应用

20 年来，石油勘探与开发行业较少提及提高采收率（EOR）

这一术语。然而在此期间，通过蒸汽驱和二氧化碳驱提高采收率

方法的应用一直比较成功。近年来，世界各地很多老油田产量不

断下降使得提高采收率技术重新受到关注。如今，通过能够加深

油藏认识、改善油藏评价的技术，成功实施 EOR 的可能性已得到

很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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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大量剩余石油资源埋藏在

现有油田基础设施能够触及的范围之

内。作业公司知道这些资源在什么地

方，也很清楚有多大储量。这些石油

是在传统采收方法（如一次开采和注

水开采）达到经济开发极限之后仍然

存留在储层中的那部分资源。

各个油田剩余原油的百分比各不

相同，但根据一份对美国10个产油区

的调查结果，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原始

石油地质储量（OOIP）在采用传统采

油方法后仍然存留在储层中 [1]。调查

发现在这些产油区大约有23%的原油

可通过成熟的CO2驱技术开采出来。

这部分技术可采资源几乎达140亿米3

（890亿桶），按照目前美国的石油消

费量计算，能保证美国10以上的能源

供应。近年来关于如何采收这部分资

源的技术方法越来越受到关注[2]。

全球进入成熟期的老油田越来

越多，每年有很多油田迈过了产量高

峰期。作业公司都在想方设法优化油

田的采收率。过去20年中，业界在开

采剩余资源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如

今，采用先进测井仪器、4D地震评

估、井间成像技术、3D地质模拟及

其他现代软件系统能够确定死油的位

置。业界现在对碎屑岩沉积构造、碳

酸盐岩石物性与储层岩石力学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而这些都是建模和井眼

规划所需要的。现在，石油行业已能

钻出非常复杂的井，能精确到达蕴藏

未开发石油资源的多个目的层。经过

精心设计的完井装置能够更好地监控

井下生产和注入作业，能在井下和地

面测量流体性质。使用专门设计的化

学剂可提高采收率，还尝试使用纳米

技术开采剩余油的高级研究。另外，

1. Hartstein A，Kusskraa V 和 Godec M ：“Recovering 
‘Stranded Oil’ Can Substantially Add to U.S. Oil 

Supplies”，项目概况，美国能源部化石能
源 办 公 室（2006 年 ），http://fossil.energy.gov/
programs/oilgas/publications/eor_co2/C_-10_
Basin_Studies_Fact_Sheet.pdf（2010 年 11 月 8
日浏览）。

2. 关于提高采收率方法的最新回顾，请参见：
Manrique E，Thomas C，Ravikiran R，Izadi M，
Lantz M，Romero J 和 Alvarado V ：“EOR ：Current 
Status and Opportunities”，SPE 130113，发表在
SPE 提高采收率研讨会上，图尔萨，2010 年
4 月 24-28 日。

关于两年一度的调查活动结果，请参见：
Mor itis G ：“Special Report ：EOR/Heavy  Oil 

Survey ：CO2 Miscible，Steam Dominate Enhanced 
Oil Recovery Processes”，Oil & Gas Journal，108 卷，
第 14 期（2010 年 4 月 19 日）：36-53。

Moritis G ：“EOR Oil Production Up Slightly”，Oil & 
Gas Journal，96 卷，第 16 期（1998 年 4 月）：
49-77，http://www.ogj.com/index/current-issue/oil-
gas-journal/volume-96/issue-16.html（2011 年 2 月
7 日浏览）。

3. 2003 年向 SPE 提出的一项澄清这些定义的
建 议 未 被 采 纳。 参 见 Hite JR，Stosur G，
Carnahan NF 和 Miller K ：“IOR and E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Requires a Definition of Terms”，
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55 卷，第 6 期
（2003 年 6 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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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使用枯竭储

层储存CO2，同时还可提高采收率。

采油方法由几个术语来界定 [3]。

早期采用一次采油（压力递减，包括

天然水驱或天然气驱）、二次采油

（主要是注水或注气，包括压力维

持）和三次采油（其他手段）描述几

个连续的生产阶段。

但是，随着油藏模拟技术的不断

进步，工程师们有时候发现在压力递

减前应该实施水驱，或应采用三次采

油方法取代水驱，因为早期的开采作

业会造成油藏损害，导致无法使用三

次采油方法。因此上述术语就失去了

按照时间顺序界定采油阶段的原始意

义。现在工程师们经常把以前定义为

三次采油的方法从一开始就包括在油

田开发计划中。

改善采收率（IOR）和提高采收

率（EOR）之间的区别也难以界定，

前者与二次采油的定义基本相同，后

者包括一些更少见的采油方法。多年

来，几项EOR工艺在很多应用案例上

都取得了成功，一些公司开始把它们

归类于IOR的一种形式。在上个世纪80
年代和90年代原油价格低迷时期，当

很多公司大幅削减或停止投资EOR研
究后，这也加速了对这些概念重新进

行定义分类的过程[4]。

不管使用哪种名称，提高油藏采

收率的方法很多。注水方法最常见，

是用来驱油、补充地层压力的一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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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OR项目历史情况。美国在执行的EOR油田项目数量在1986年达到高峰，
随后近20年逐渐递减。从2004年开始，EOR项目数量再次升高。目前，混
相气驱EOR项目（绿色）占主导，其次是热采项目（粉色），而化学驱项
目（蓝色）只有少量在执行。（数据来自Moritis（1998年和2010年），参
考文献2）。

济方式。改善油藏开采的方法包括加

密钻井、水平钻井、水力压裂和安装

合适类型的完井硬件。采用机械方式

如安装向井流动控制装置，或注入流

体如泡沫或聚合物，封堵高渗层实现

波及率控制，从而提高采收率。上述

作业都能提高低渗层的采收率。热采

工艺通过降低稠油粘度，促使轻质油

流动，从而提高采收率。

最后，注入化学剂和高效气体

如CO2，能改变原油-盐水-岩石系统

（COBR）的一些物理属性。这些方

法改变流体的界面张力（IFT）、流动

性、粘度或润湿性，使油膨胀或改变

其相组成。

不管是特定采油方法还是EOR方
法组合，基本上都是根据对每个油藏

进行工程研究之后选定的。很多情况

下，实施增产措施的目的是实现最高

投资回报，但对某些国家石油公司来

说还有其他目的，如最大化最终采收

率。作业公司要考虑多个风险因素，

如油价、长期项目实现满意投资回报

率的需求、前期投入大量资金、钻井

及进行试验的成本。

很多采油技术都依赖与COBR系统

特性相关的孔隙级相互作用因素。多

数项目一开始就是根据油田参数，如

温度、压力、矿化度和原油组成，筛

选EOR目标[5]。很多公司已经建立了EOR
项目筛选标准，但因为随着新技术的

引入，EOR筛选方法也随之改变，本文

没有给出具体的筛选标准[6]。

通过初步筛选的EOR技术再根据

实验室对岩石和流体的研究和利用油

田特征进行的模拟研究被进一步评

估。如果实验室试验得出的结论有

利，作业公司下一步可能执行油田级

试验，试验范围从单井到多井组合。

如果前面各个阶段表明可能获得很好

收益，则可在全油田实施。

通过EOR技术曾经使一个已被放

弃的油田恢复到可观的生产水平。位

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San Joaquin盆地

Midway-Sunset油田的Pru Fee区块从上

世纪初开始生产到1986年停止生产共

产出约240万桶（38万米3）的稠油[7]。

停产前曾通过循环注入蒸汽局部成功

地提高了采油率，但停产时全油田的

产油量还不足10桶/日（1.6米3/日）。

1995年，美国能源部（DOE）挑选

Pru Fee区块作为EOR试验项目。在该资

产中心选了几口老井循环注蒸汽，达

到了相当好的生产水平，随后项目组

又增加了11口生产井、4口注蒸汽井和

3口温度观测井，获得了363－381桶/日/
井（57.7－60.6米3/日/井）的产量。1999
年，作业公司Aera Energy又增加了10
个蒸汽驱井网[8]。到2009年，自首次被

放弃后，通过注蒸汽从该区块又额外

产出了430万桶（68.4万米3）原油[9]。

本文介绍了多种采油方法，但

重点描述传统上认为是EOR的技术，

包括混相气驱、非混相气驱、化学驱

和热采。对墨西哥湾的一个油田进行

了案例研究，评估了气驱潜力。通过

一项广泛的实验室评估，说明如何为

EOR注入方案配置化学剂组合。来自

阿曼的另外一个案例描述了首次应用

一种方法来执行快速单井注入评价效

果，以说明驱替效率。

驱替效率

1919年美国纽约州首次正式批准

油田水驱作业，但所谓的无意水驱早

在1865年就已有记录 [10]。在水驱成为

正式增产措施后不到10年，投资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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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向水中添加表面活性剂以降低表

面张力，或注入碱就地产生表面活性

剂以提高水驱采收率－两种方法目前

都是被接受的EOR方法[11]。

EOR技术掀起活动热潮发生在上

世纪70年代油价高企之后，但在上世

纪80年代末油价下跌后很多公司放弃

了边际项目和没有经济效益的项目

（前一页图）。

过去十年间原油价格一直维持在

高位，激发了作业公司对某些EOR技
术的兴趣，并引入了一些新技术。最

近价格虽有波动，但作业公司依然兴

趣不减。

^ 区域驱替效率。因为宏观波及效率低，一些油
可能被漏掉。井网注水可能受到非均质地层（如
出现封闭断层）或粘度不太大的注入剂进入油层
后产生指进效应的影响。

^ 垂向驱替效率。垂向波及效率可能受以下因素的影响：粘性指进效应、流
体沿高渗层流动、或注入气重力上窜（如图所示）或注入水下窜。

很多以提高采收率为目的的技术

都是采用注水或注其他流体提高驱油

效率。一些采油方法提高宏观驱替效

率，也称为波及效率。另一些采油方

法提高微观即孔隙级的驱替效率。总

驱替效率是宏观和微观驱替效率综合

的结果。

宏观驱替－在井间距级别上，

因为纵向或横向地层非均质性、井网

无效或注入流体粘性低，导致油被漏

掉。通常，提高波及效率是油藏工程

和模拟分析的目标之一。虽然井网

（譬如五点或九点井网）的效率对均

质油藏来说能够确定，但油藏非均质

性影响流体流动路径（左上图）。如

果不了解油藏非均质性，或通过调整

井网无法补偿油藏的非均质影响，那

么波及效率就会受到影响。

地震资料采集、处理和解释方面

取得的进步为油藏工程师提供了定位

断层和层变化的新工具。一些公司应

用4D地震方法跟踪注入流体在油藏中

的波及前缘，这样油藏工程师就能根

据观察到的流体流动几何形态及时更

新模型。可通过加密钻井，或采用水

平井或大位移井并通过井下流动控制

装置在井间创建波及区来提高井网波

及效率[12]。

4. SPE 在图尔萨主办的两年一度的会议的命名见
证了 EOR 术语的兴衰。前五次会议在 1969 －
1978 年期间举办，被命名为“SPE 改善采收
率专题研讨会”。从 1980 年到 1992 年，美国
能源部（DOE）和 SPE 联合举办，会议名称
是“SPE/DOE提高采收率专题研讨会”。1994年，
会议又回归了 SPE 主办，会议主题又被改成
了“SPE 改善采收率专题研讨会”，并一直沿
用至今。整个 31 年间，会议发表论文覆盖
的主题一般都是 IOR 和 EOR。

5. Lake LW，Schmidt RL 和 Venuto PB ：“A Niche 
for Enhanced Oil Recovery in the 1990s”，Oilfield 
Review，4 卷，第 1 期（1992 年 1 月）：55-61。

6. 关于 EOR 工程技术的概述，包括 EOR 项目
筛 选 标 准， 请 参 见：Green DW 和 Willhite 
GP ：Enhanced Oil Recovery。美国得克萨斯州
Richardson ：美国石油工程师协会，SPE 教材
系列，6 卷，1998 年。

关于 EOR 项目筛选的另一套标准，请参
见 ：Taber JJ，Martin FD 和 Seright RS ：“EOR 
Screening Criteria Revisited － Part 1 ：Introduction 

to Screening Criteria and Enhanced Recovery Field 
Projects”，SPE Reservoir Engineering，12 卷，第
3 期（1997 年 8 月）：189-198。

Taber  JJ，Mart in FD 和 Ser ight  RS ：“EOR 
Screening Criteria Revisited － Part 2 ：Applications 
and  Impact  o f  O i l  P r i ces”，SPE  Reservo i r 
Engineering，12 卷，第 3 期（1997 年 8 月）：
199-205。

7. Schamel S ：“Reactivation of the Idle Pru Lease of 
Midway-Sunset Field，San Joaquin Basin，CA”，
The Class Act ：DOE’s Reservoir Class Program 
Newsletter，7 卷， 第 2 期（2001 年 夏 ）：
1-6，www.netl.doe.gov/technologies/oil-gas/
publications/newsletters/ca/casum2001.pdf（2010
年 11 月 10 日浏览）。

8 .  Schame l  S 和 Deo M ：“Role  of Small-Scale 
Variations in Water Saturation in Optimization of 
Steamflood Heavy-Oil Recovery in the Midway-
Sunset Field，California”，SPE Reservoir Evaluation 
& Engineering，9 卷，第 2 期（2006 年 4 月）：
106-113。

9. 加利福尼亚州石油、天然气及地热资源保护
署，在线生产和注入数据库，http://opi.consrv.
ca.gov/opi（2010 年 12 月 3 日浏览）。

10. Blomberg JR ：“History and Potential Future of 
Improved Oil Recovery in the Appalachian Basin”，
SPE 51087，发表在 SPE 东部地区会议上，美
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1998 年 11 月 9-11 日。

11. Uren LC 和 Fahmy EH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covery of Petroleum from Unconsolidated Sands by 
Water-Flooding”，Transactions of the AIME，77 卷
（1927 年）：318-335。

Atkinson H ：“Recovery of Petroleum from Oil 
Bearing Sands”，美国专利第 1651311 号（1927
年 11 月 29 日）。

12. Ellis T，Erkal A，Goh G，Jokela T，Kvernstuen 
S，Leung E，Moen T，Porturas F，Skillingstad T，
Vorkinn PB 和 Raffn AG ：“向井流动控制装置－

改善流动剖面”，《油田新技术》，21 卷，第
4 期（2009 年冬季刊）：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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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及效率也受地层属性垂向变

化的影响（前一页，右上图）。特别

是高渗层或漏失层先于附近的低渗层

被注入水波及。可应用合适技术均衡

各层的流动情况，最常用的技术是降

低高渗层的渗透率。如果层间串通程

度低或不串通，注入点处的高渗层就

能被堵住，但是，如果整个油藏各层

间连通性好，可能需要设计一种注入

剂，来全方位封堵高渗层，防止其与

生产井连通。无论是近井方案还是远

井方案，工程师都采用泡沫和高分子

聚合物达到上述目的。

粘性指进是提高宏观驱替效率应

该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如果驱替流体

（通常是水）的粘度明显低于油，波

^ 微观驱替。在微观驱替级别上，当水在亲水
地层中的油周围流动时，油可能被圈闭到孔隙
中间（例如右上部）。而那些与流动路径连通
的油能被水驱替出来（右下）。

^ 毛细压力曲线。不同地层具有不同的毛细压
力关系曲线，具体决定于岩石中孔喉的分布。
一开始岩石百分百饱和水，然后在毛细压力增
大时接触油。毛细压力曲线表示每种毛细压力
下的含水饱和度。纯净、均匀、孔喉较大的砂
岩（粉色）毛细管吸入压力（Pce1）低，且随
着毛细压力增大，含水饱和度快速降低。相
反，分选较差的砂岩（蓝色）毛细管吸入压力
（Pce2）高，且随着毛细压力增大，含水饱和度
降低速度较慢。

%

Pce2

Pce1

0 100

及前缘就变得不稳定。前缘不是线性

或径向对称状，而是形成逐渐转变成

指状的波，向油层延伸。

最终水指进到达生产井。此时，

补充注入水会优先沿这个已填充水的

路径流动。为避免发生上述情况，工

程师向水中添加聚合物或泡沫以提高

水的粘度。

微观驱替－另一方面，在微观级

别上，小油滴可能被圈闭在单个孔隙

或一组连通的孔隙中（左上图）。在

这个级别上油被圈闭是因为孔隙空间

中粘滞力或重力驱动力不足以克服毛

管力。

被圈闭到孔隙空间中的油量与

COBR系统的物性有关。其中一种物性

是岩石的润湿性[13]。在强亲水的岩石

中，水优先覆盖孔壁。相反，孔隙的

强亲油表面优先接触到油。在中等润

湿性条件下，孔隙表面既不强亲油也

不强亲水。

大多数储层岩石具有混合湿润

条件：岩石颗粒接触面附近的较小孔

隙空间一般强亲水，而包围较大孔隙

体的表面可能从不太亲水到亲油。因

此，岩石的湿润性介于强亲油和强亲

水两个极端之间。虽然对于中等润湿

性岩石和混合润湿岩石测定的润湿性

（如采用Amott-Harvey或美国矿产局

（USBM）润湿性试验方法测定）指

数相同，但这两种表示不同的润湿条

件。中等润湿性适用于所有岩石表面

都表现出中等润湿特征的岩石，而混

合润湿性适用于岩石表面具有明显不

同润湿性的岩石。

轻微亲水的混合润湿性储层的水

驱采收率最佳[14]。这个原因可通过讨

论孔隙级石油捕获机理弄清楚。

在积聚石油之前，多数储层都是

亲水地层。石油运移到某个地层之前

必须克服岩石的润湿力，然后才能进

入岩石孔隙。这种阻力等于岩石的毛

细管吸入压力，即水相和油相之间的

压差，需要这个压差克服岩石润湿性

石油才能进入岩石小孔隙。毛细管吸

入压力与石油必须通过的小孔径或孔

喉大小成反比。

由于岩石的孔喉尺寸多种多样，

因此不同岩石的毛细管吸入压力分布

不同。非润湿相首先进入大孔喉的孔

隙中，然后逐步克服不断增加的油水

相压差进入孔喉尺寸渐渐缩小的孔

隙。由此得到岩石的毛管压力曲线，

该曲线表明非润湿相入侵岩石孔隙的

程度（表示为每种毛管压力下的剩余

水饱和度）（左下图）。

储层中相间压差源于相间密度

差。水相压力和油相压力相等处的储

层深度就是自由水平面深度[15]。自由

水平面以上的高度、重力加速度和相

间密度差的乘积便是该高度对应的压

力差。这个压力差提供了毛管压力，

导致含水饱和度随自由水平面（基于

岩石孔喉分布）以上的高度增加而降

低。在某些储层中这种现象被看成是

过渡带，在岩石属性均质的情况下含

水饱和度随储层深度变化[16]。

毛管压力不仅可以用来了解储层

的原始饱和度分布情况，还是分析流

体流动特征的重要因素。地层的毛管

特征影响水驱后的束缚水饱和度。因

此，评估某个储层时，需要了解的最

重要的参数之一是通过水驱可采收的

13. 关于湿润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Abdallah 
W，Buckley JS，Carnegie A，Edwards J，Herold 
B，Fordham E，Graue A，Habashy T，Seleznev N，
Signer C，Hussain H，Montaron B和Ziauddin M：“润

湿性基础及应用分析”，《油田新技术》，19 卷，
第 2 期（2007 年夏季刊）：44-61。

14. Jadhunandan PP 和 Morrow NR ：“Effect of 
Wettability on Waterflood Recovery for Crude-Oil/
Brine/Rock Systems”。SPE Reservoir Engineering，
10 卷，第 1 期（1995 年 2 月）：40-46。

15. 因为油藏的填充历史原因，自由水面可能与
油 / 水界面不对应。

16. 孔喉分布的改变，如砂泥岩层序中出现的那
样，也会导致饱和度急剧变化，因为两种岩
石的毛细压力曲线不同。填充史和压力递减
史也会影响饱和度分布。

17. 因为岩石中不同的矿物成分表现出不同的亲
油性和亲水性，所以也可能出现混合湿润性。

18. Seccombe J，Lager A，Jerauld G，Jhaveri B，
Buikema T，Bassler S，Denis J，Webb K，Cockin 
A，Fueg E 和 Paskvan F ：“Demonstration of Low-
Salinity EOR at Interwell Scale，Endicott Field，
Alaska”，SPE 129692，发表在 SPE 提高采收率
专题研讨会上，图尔萨，2010 年 4 月 24-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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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量，这个指标主要决定于岩石润湿

性的孔隙级物理特征。

如果孔隙中圈闭的油含有表面活

性成分，油会赶走薄水层，与岩石表

面接触。因此，孔隙中的油会改变孔

隙表面的润湿性，使得岩石不再太亲

水，甚至变成亲油。但是孔隙中的狭

小空间，如颗粒与颗粒接触处，表层

仍然是一层水膜，仍然保持强亲水。

这种现象被认为是很多储层的混合润

湿特征的形成根源[17]。

当油遭遇天然水或注入水驱替

时，水可通过三种方式入侵孔隙空

间：首先，水会沿着孔隙结构中最小

隐匿空间里的连续水的已有路径流

动，并慢慢增加那里的水膜厚度。但

是，支持水沿那条路径流动的相对渗

透率在过渡带外缘处因为水层比较薄

会变得微乎其微。

其次，如果地层强亲水，岩石对

水的吸附作用会首先把较小孔隙中的

油驱赶出去，随着注水继续，逐渐赶

出大孔隙中的油，最后与颗粒中已存

在的薄水层连通起来。第三，在亲油

地层或上述混合润湿性的地层，如果

水相压力足以克服毛细管吸入压力，

水会作为非润湿相进入大孔隙。

在上述三种情况下，随着水驱过

程的继续，油会被圈闭到水容易流动

Nc =
v µW

OW  cos 
Nb =

∆r g L 2

OW  cos 

= 
= 

v
µW

= /
= 

OW

= /
= 
= 

∆ρ
g
L

^ 各种力的对比。毛管力可将被孤立的油圈闭到孔隙空间中。通常，毛管
力需由粘滞力或重力克服。可用毛管数和邦德数来比较各种力的大小。毛
管数Nc（左）是粘滞力与重力之比。要使油流动，必须提高盐水流速，或
使油/水界面张力（IFT）接近零，这样可扩大毛管数。在重力起主要作用
的系统中，如重力稳定流系统，最大化的相关数量是邦德数Nb（右）。在
很多情况下，润湿性指的是强亲水，此时接触角接近零。

的路径周围的孔隙中。一旦油滴与驱

替水前缘前面被清扫出去的连片油之

间的连接被水突破，油滴则很难向前

移动（上图）。被断开的油必须通过

孔喉，而要通过的孔喉可能不曾改变

其原始强亲水的特征（甚至在混合润

湿性的地层中也是如此），但唯一的

驱动力是水上游与油滴下游之间的压

差。

混合润湿岩石系统中能够获得

最大采收率的原因之一是与比较亲油

（或不太亲水）的孔隙表面接触的油

在含油饱和度比亲水系统中低的情况

下保持连续。这样，较多油会在被周

围的水圈闭之前从孔隙中排出。

但是，在强亲油地层中，剩余油

被圈闭到较小孔隙中，而且其相对渗

透率在水填充到较大孔隙中后变得微

乎其微。强亲油地层的水驱剩余油采

收率低于混合润湿地层的水驱剩余油

采收率。

驱油方法

传统上，很多E O R技术的开采

目标是经过水驱后的剩余油。大多

数EOR方法都不外乎以下三种类别之

一：气驱、化学驱和热采技术。每种

类别都包含多种方式，不同方式可组

2

WAG

ASP

IFT = 
WAG = 
ASP = -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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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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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EOR方法的实际效果。EOR方法产生的实际效果有助于采收剩余油（阴影框）。与水驱（通常不把水驱看成是EOR方法）效果比较，各种EOR方法
的采油率增量变化范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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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应用实现具体目标（前一页，下

表）。

一般不把水驱看成是EOR方法，

除非与其他驱油方法联合应用。但

是，在过去15年间，石油行业调查发

现经过典型的高矿化度水驱之后，再

用低矿化度水驱在某些情况下确实采

出了更多的油[18]。虽然人们对采油机

理的认识并不统一，但研究人员认为

应归因于COBR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是释放剩余油的决定因素（参见

“未来的发展”，第34页）。

气驱－过去常把气驱分类为二次

采油或IOR方法一类。如果附带产出

的天然气没有市场，或出现季节性需

求低于供给，可把气驱作为一种处置

或储存多余气的首选方法。另外，气

驱也可作为水驱后的增产措施，或与

水驱方法组合应用，这种应用就是一

种EOR方法。当气驱与水驱组合应用

时，通常交替注入气和水。通过循环

CO2 CO2

^ 水气交替注入混相驱（WAG）。在WAG混相驱过程中，注入的气体（本例中是CO2）与储层油混合，在混相区前面形成了一条油带。气区后面是水段
塞，因此提高了驱替流体的流度比，避免形成指进效应。可多次重复气和水注入循环，直到最终形成的驱替流体前缘形状能够充分驱扫储层中的剩余
油（本例中与CO2混合）。地层的非均质性，如存在高渗透带（暗色层）影响驱替流体前缘的形状。

交替注入气和水（WAG）增加组合

驱替流体前缘的粘度，从而提高波及

效率（上图）。另外，因为增加了某

些流体组分，在地下条件合适的情况

下，会形成泡沫，能进一步提高与流

体粘度有关的波及效率。

根据气和油的压力、温度及组

成，注入液可为混相或非混相状态。

在非混相状态下，气和油保持各自的

相。气体作为非润湿相进入岩石孔

隙，首先将大孔隙中的油驱赶出来。

而在混相状态下，气和油成为一个

相。气和油混合后通常使油体积增

大，同时降低油水两相之间的界面张

力。混相气驱的驱油效率较高。

岩石的润湿相也影响混相驱的采

油率。根据实验室用岩心试验研究的

结果，混合润湿性岩石的水驱采油效

果最好，其次是中等润湿的岩石和亲

水岩石，亲油岩石的水驱效果最差[19]。

如果水驱后实施混相气驱，亲油岩石

的剩余油采收率最高，说明混相驱可

代替水驱[20]。采用水驱和混相气驱组

合措施，无论是中等润湿的岩石还是

混合润湿的岩石，总体采收率都很

高。

在某些条件下，混相流体被称为

多次接触混相。这种情况下，当气和

油首次相互接触后，并不混相。但是

油中的轻质成分进入气相，气中的重

质长链烃分子进入液相。当这个混合

前缘碰到新的油后，更多成分发生交

换，直到气和油形成混相状态[21]。

可用作EOR注入剂的气体种类很

多。上文已经提到从同一油田或附近

油田产出的天然气是一种气源。甲烷

或富含轻质馏分的甲烷也是一种气

源。局部地区供应的烟气，如电厂排

出的尾气，如果运输成本较低，也可

利用。氮气也是一种可注入气体，通

常采取现场从空气中分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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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注入驱替气体。在一口单井实施增产措施过程中，向近井区域注入气体（如CO2），注入周期为数小时或数日（左）。经过数日或几周的长时间
浸泡（中），注入气体与储层中的油混合，从而使油膨胀，并降低油的粘度。然后充分利用注入流体导致的地层压力增加和油的物性发生变化这两项
优势，延长井的生产时间（右）。

CO2CO2

CO2

大多数目前正在实施的注气EOR
项目都使用CO2作为气源（上图）[22]。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俄

克拉何马州，天然CO2被采出后通过管

道输送到油田。最近，业界对CO2注入

的兴趣大增，利用其提高采收率，或

是将这种人为产生的温室气体进行封

存。该方案通常要求气源厂和适合注

CO2的油田相距不远。

化学驱－用于提高采收率的化学

剂有很多种，但一般都不外乎以下三

类：聚合物、表面活性剂和碱。目前

几乎没有使用聚合物作为驱油剂的项

目，但以前注入聚合物的驱油方法远

远多于其他两种化学驱方法[23]。现代

化学驱方法在驱替剩余油方面非常成

功，实验室和油田曾报道采收率高达

90%。

长链聚合物随水或其他驱替剂

注入储层能够提高粘度比，因此减轻

粘性指进效应。注入聚合物既用于近

井波及率控制，也用于地层波及率控

制。

表面活性剂化学剂是中-长链分

子，既有亲水段也有疏水段，因此能

够积聚到油 /水界面上，降低油相和

水相间的界面张力。既然毛管力阻止

油分子通过亲水障碍，如孔喉，降低

这样的阻力就能提高采收率。当毛管

数即粘滞力与毛管力之比较高时，粘

滞力起主要作用，剩余油就能流动。

这种机理也适用于重力主导的驱替过

程，在此过程中，邦德数即重力与毛

管力之比需要很高才能克服毛管圈闭

油的阻力。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

表面活性剂的价格相对于原油价格呈

下降趋势，但仍然属于最昂贵的EOR
注入剂。

高PH值的碱性化学剂可替代表面

活性剂。如果原油中含有的适合类型

的石油酸浓度充足，注入的碱性化学

剂就能和原油中的酸就地发生反应形

成表面活性剂。虽然该目标和注入表

面活性剂相同，但反应生成的表面活

性特征并不是专为该储层系统设计，

因此采收率可能不会和专为目标油田

选用的表面活性剂驱替效率那么高。

19. Rao DN，Girard M 和 Sayegh SG ：“The Influence 
of Reservoir Wettability on Waterflood and Miscible 
Flood Performance”，Journal of Canadian Petroleum 
Technology，31 卷， 第 6 期（1992 年 6 月 ）：
47-55。

20. Rao 等人，参考文献 19。

21. 流体之间发生质量转移有三种方式：流体之
间相互溶解、由于随意运动相互扩散或因为
浓度梯度使一种流体扩散到另一种流体中。
在 CO2- 原油体系中，溶解度是主要驱动力。

22. Moritis（2010 年），参考文献 2。

23. Moritis（2010 年），参考文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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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碱-表面活性剂-聚合物驱。ASP驱包括几个驱替阶段。有时注入盐水前置液改变地层水矿化度或其他岩石或流体性质。首先注入碱和表面活性剂混
合液形成化学剂段塞。注入的化学剂段塞与油混合，改变油的性质，降低油水相间的界面张力，改变岩石的润湿性，从而加强油的流动性。然后注入
聚合物段塞加大油和被注入流体间的流度差，接下来一般再注入淡水段塞优化化学剂的采油效果，最后注入驱替水。重力上窜或下窜以及地层非均质
性，如存在高渗层（暗色层），都会影响驱替前缘的形状。

各种化学方法的组合应用已经很

普遍。早期在几个油田应用过表面活

性剂-聚合物组合驱替法，也称为胶束

聚合物驱。先注入表面活性剂段塞使

油流动，然后注入聚合物防止发生粘

性指进。最近采用三种注入剂组合已

经显现出明显的驱油效果。在碱-表面

活性剂-聚合物（ASP）驱替项目中，

作业公司首先注入一种碱性化合物和

针对具体COBR系统精选的表面活性

剂的专配混合液，然后注入聚合物段

塞控制流动性（上图）。经过正确配

置，ASP驱替液综合了三种化学驱方

法的最佳性能，从而实现优化采收率

的目的（参见“ASP驱的实验室预设

计”，第29页）[24]。

通过微生物EOR也能降低相间界

面张力（IFT）。目前这项研究的重

点是发现地层中已有微生物，这类微

生物应具有能改变界面活性的特性，

然后注入这类微生物喜欢的营养剂，

使它们就地繁殖。通过加强微生物活

性，降低油水系统中相间界面张力。

目前微生物EOR还未被广泛应用[25]。

热采方法－对于稠油开采，通常

对油藏加热降低原油粘度，从而促使

稠油流动。当被加热到40－150ºC（100
－300ºF）时，特稠原油的粘度可降

低100－1000倍[26]。热采方法包括蒸汽

驱、热水驱、电加热油层法和地下油

层燃烧法。蒸汽的热能比热水高，但

二者在EOR方面达到的目的相同。电

加热油层法曾在几个油田试验过，但

至今还没有真正实施过[27]。地下油层

燃烧法也应用过，但蒸汽驱是主要的

热采方法[28]。

稠油藏中的新井常采用循环注入

蒸汽法提高近井地带油的流动能力达

到生产的目的（下一页图）[29]。在该

例的单井工艺实施过程中，先向地层

注入一段蒸汽塞，并等待一段时间，

使热量充分传递到储层，然后开始生

产。重复上述过程，直到注入的蒸汽

加热一定量的地层，使得该井能够并

入井网蒸汽驱计划。

稠油油田中的这种井网通常井间

距相对较小。注入的蒸汽加热稠油，

使其变稀，并将变稀后的油驱替到生

产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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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注入蒸汽。在该例的单井工艺中，向近井区域注入蒸汽时间从数日到几周不等（左）。停注后浸泡数日（中），这段时间蒸汽中的热量使油的
粘度降低。重新投产后生产时间得以延长（右）。可重复上述循环过程，或将井转成井网驱替方案中的一口注入井。

热辅助气-油重力驱油的方法适

合于开采裂缝性地层中的稠油。向裂

缝网络注入蒸汽加热地层，使稠油变

稀，促使油较容易地流到裂缝中。注

入的蒸汽也在整个基岩块上形成气体

梯度，使储层中的油靠重力泄出。

在加拿大已经成功建立了一套被

称为蒸汽辅助重力驱油（SAGD）的双

水平井系统。蒸汽被注入上面的水平

井后，形成一个热层。被加热后的油

泄出后，从下面的平行生产井采出。

通过油层燃烧也可就地加热稠

油。作业公司以可控速度向油层注入

含氧气体（通常是空气），然后点燃

油层。燃烧前缘保持很窄，并缓慢前

移，逐渐远离注入井。热燃烧气体在

火带前面流动，并从油中剥离出轻质

成分。这个过程形成了一条油带。随

着热前缘的逼近，剩余油饱和度发生

热裂解，轻质油向前流动。剩余石油

焦覆盖在岩石颗粒上，变成燃烧带的

燃料。燃烧驱替方法可以和水驱结

合，增加气带中的蒸汽量。地下油层

燃烧法已在既有稠油又有中等比重原

油的油藏使用过。美国于1978年在南

24. Hirasaki GJ 和 Miller CA ：“Recent Advances in 
Surfactant EOR”，SPE 115386，发表在 SPE 技术
年会暨展览会上，丹佛，2008 年 9 月 21-24 日。

25. Moritis（2010 年），参考文献 2。

26. Braden WB ：“A Viscosity-Temperature Correlation 
at Atmospheric Pressure for Gas-Free Oils”，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18 卷，第 11 期（1966
年 11 月）：1487-1490。

27. 关于电加热方法的最新回顾，请参见：
Das S ：“Electro-Magnetic Heating in Viscous Oil 
Reservoir”，论文 SPE/PS/CHOA 117693，发表在
国际热采及稠油研讨会上，卡尔加里，2008
年 10 月 20-23 日。

28. Moritis（2010 年），参考文献 2。

29. 有 关 稠 油 油 藏 的 更 多 信 息， 请 参 见：
Alboudwarej H，Felix J，Taylor S，Badry R，
Bremner C，Brough B，Skeates C，Baker A，
Palmer D，Pattison K，Beshry M，Krawchuk P，
Brown G，Calvo R，Cañas Triana JA，Hathcock 
R，Koerner K，Hughes T，Kundu D，López de 
Cárdenas J 和 West C：“稠油油藏评价与开发”，

《油田新技术》，18 卷，第 2 期（2006 年夏季
刊）：34-53。

30. Kumar VK，Gutiérrez D，Thies BP 和 Cantrell C ：
“30 Years of Successful High-Pressure Air Injection ：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Buffalo Field，South 
Dakota”，SPE 133494，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
暨展览会上，意大利佛罗伦萨，2010 年 9 月
19-22 日。

达科他州的Buffalo油田启动了一项注

空气驱项目，这是最早的目前仍在进

行中的蒸汽驱项目；因为注入蒸汽，

该油田在2009年增产原油1810万桶

（290万米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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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OR评估级别。用于评估适合油田（上）和实验室或室内（下）EOR项目的评价仪器和测量方法级
别范围很宽，且不同级别具有不同的分辨率。设计EOR工艺时既应考虑微观波及效率，也应考虑宏
观波及效率，因此评估内容必须包括从孔隙级到油藏级的测量和分析方法。

选择EOR方法

无论是选择一种EOR方法还是EOR
方法组合最好基于对具体油田现状的

详细调查研究结果。由于多数EOR技
术都涉及到复杂的物理因素，因此必

须对目的油藏进行多种级别的特征分

析（上图）。孔隙结构影响微观驱油

效率。地层属性和非均质性（测井

级、井间级和油田范围）影响宏观扫

油效果。因此，评估工作须分阶段进

行，目标是减少不确定因素，确保

EOR技术的应用实现技术和经济两方

面的成功。

EOR方法评估开始于办公室内或

实验室内成本相对较低的活动，然后

逐步进入油田试验和项目实施，这个

阶段比较费钱费时。但是，在任何阶

段，如果项目不能满足公司在本阶段

的技术标准和经济标准，该项目就不

能继续进行。项目组或者回到最初的

EOR方法筛选步骤筛选不确定因素较

少的最佳方案，或者放弃该项目。

EOR方法评估的第一步是设法收

集尽可能多的油藏信息，并建立相干

信息包。可将该信息包和不同采油方

法的筛选标准进行比较分析。各种采

油方法的筛选标准基于以往的油田成

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能为某些EOR技
术提供有利的比照信息。因为经过量

身配置的化学剂能够拓宽化学驱方法

的适用范围，因此进行EOR方法评估

的资产组还应及时查阅当前的文献资

料，并咨询研究人员和化学剂生产厂

家，了解化学剂的最新信息。另外，

合成表面活性剂的日益发展正不断突

破以前对原油比重和粘度以及盐水矿

化度的限制，而且现在以较低的价格

就能买到[31]。

一旦可行的EOR技术的数目确定

后，选择范围变窄了，评估工作基本

上就进入实验室试验阶段。各种流体

的物理性质以及不同流体的融合结

果，如原油和地层水，都必须针对选

择的EOR技术进行精确确定。不但要

检查有利因素，如混相能力和润湿性

的改变程度（这是希望的结果），还

要分析不利因素，如结垢、析蜡（应

尽量避免），这些都很重要。接下来

要调查液相 /固相的性质，如吸附能

力，将化学剂与有代表性岩石颗粒进

行混合。然后用填砂子细管或岩心研

究流动性。在每个试验阶段，都会针

对目标油田放弃某些方案，或对某些

方案进行调整（下一页图）。

石油工程师和地学家对油田历

史进行评估后，可建立更新的油藏动

态模型和静态模型。根据流动性试验

结果及其他试验结果，建模专家用动

态模型模拟选择的EOR方法的实施效

果，预测可能的采收率。例如，利用

ECLIPSE油藏模拟软件分析不同化学

剂的组合驱油效果，如ASP方法 [32]。

模拟内容包括确定最佳井配置、井间

距和井网，以及最佳注入剂和注入方

案。

重要未知因素，如地层非均质

性，须输入不同模型参数用模拟软件

多次迭代进行详细评估。作业公司将

预测的供应成本和项目经济效益与不

实施EOR技术而继续生产的基础情况

进行对比分析。如果模拟结果表明

EOR项目满足公司的技术要求和财务

标准，就可用来设计下一阶段：油田

试验。

应开展现场试验以回答具体问

题。试验目的是针对全油田开发计划

全方位评估EOR工艺的实施效果，评

估内容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采油效率

•  油藏地质因素对EOR工艺的实施效果

影响

•  降低生产预测结果中的技术和经济

风险

•   获得精确数据，校验油藏模拟模型

•   确定作业问题和关注因素

•   评估开发方案对采收率的影响

•  评估作业计划，提高经济效益和采

收率[33]

EOR试验可选单井试验，只进行

注入试验，也可包括生产，可选单一

井网或多个井网；试验成本和复杂程

度随上述顺序逐渐增加。小规模单井

试验设计较简单，主要评估注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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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较复杂的试验可测试区域和垂直

波及效率、重力上窜、窜流和粘性指

进[34]。

试验的计划重点应是快速有效地

收集针对上述问题的数据。此类数据

来自地面和地下监测结果，可计划在

试验油田特定位置钻监测井收集额外

数据。时间也是一项应考虑的因素：

应保证充足的驱替时间，使驱替前缘

波及到整个试点区。埃克森美孚公司

最近实施的20多项EOR试验项目中，

只有一项在一年内完成，有几项试验

持续了三年甚至更长时间[35]。

技术的新应用也扩大了EOR方法

的可选范围。例如在中东的一个油

田，作业公司计划采用热辅助气-油重

力驱油方法开采裂缝性稠油油藏。作

业公司打算监测含气区和含水区之间

EOR
EOR

的油环位置，但地层温度远远超过了

永久性电子温度计的工作范围。斯伦

贝谢在井眼内下了一个U型管，管内

安装一套Sensa光纤监测系统，用来测

量U型管的温度剖面。U型管在地面装

入冷水，它在井筒内的升温速度决定

于周围流体的性质。通过U型管的温

度变化曲线，可以识别液面高度，且

测量过程可快速重复进行。这个专门

的设计方案可用来评估EOR方法的可

行性。

将EOR方法应用于海上油田，特

别是深水油田，还需要考虑其他因

素。海上钻井费用相当昂贵，且安装

海上生产设施还面临陆上生产不会考

虑的空间和重量方面的限制（除了环

境敏感的陆上地区）。钻井成本高意

味着井间距大。由此引起的空间上的

不利因素限制公司获取有效数据、详

细描述油藏特征的能力，同时也延长

了生产井反应EOR实施效果的需求时

间。设施方面的局限条件往往意味着

必须重新规划平台上的原始设备，以

腾出空间安置实施EOR措施的设备，

如用来混合和处理注入剂的装置，水

分离、处理设备、气体处理及压缩设

备。不管采用哪种EOR方法，必须保

证安全作业[36]。海上油田已经实施过

很多EOR项目，也进行过多次EOR试
验，如注气驱、WAG、化学驱、甚至

蒸汽驱[37]。

无论是在陆上还是海上，如果

经过小规模试验发现成功实施的概率

较大，就可将试验范围扩大到多个井

网。通过扩大实施范围，可获得更多

关于EOR方法在较大面积、且可能非

常不均质的油藏中的作用效果方面的

信息。试验的目的是减少风险，尽量

使EOR方法能在全油田实施，至少在

^ EOR项目实施路线图。评估EOR方法的目的是降低油藏不确定因素和经济风险。第一步主要根据现有信息筛选EOR方法，对比分析目标油田现状，了解
各种EOR方法在其他油田实施的成功率。筛选出的EOR项目获得第一步通过后，进入下一步骤，如进行实验室试验，然后进行油田模拟。如果该项目没
有通过技术关或经济关，就可能被放弃，或回到前一步重新评估，或评估另一种EOR方法。只有得到了充分的信息，有了充分把握后，作业公司才开始
设计和开展油田试验，试验可能扩大到整个油田或部分油田。图中横轴表示工艺顺序，一般也表明从左边的确定开发概念到右边的油田实施，每前进一
步都需要更大的投资。

31. Yang H，Britton C，Liyanage PJ，Solairaj S，
Kim DH，Nguyen Q，Weerasooriya U 和 Pope 
G ：“Low-Cost，High-Performance Chemicals for 
Enhanced Oil Recovery”，SPE 129978， 发 表 在
SPE 提高采收率专题研讨会上，图尔萨，2010
年 4 月 24-28 日。

32. Fadili A，Kristensen MR 和 Moreno J ：“Smart 
Integrated Chemical EOR Simulation”，IPTC 13762，
发表在国际石油技术会议上，多哈，2009 年
12 月 7-9 日。

33. 改编自 Teletzke GF，Wattenbarger RC 和 Wilkinson 
JR ：“Enhanced  O i l  Recovery  P i lo t  Test ing 
Best Practices”，SPE Reservoir Evaluation & 
Engineering，13 卷，第 1 期（2010 年 2 月）：
143-154。

34. Teletzke 等人，参考文献 33。

35. Teletzke 等人，参考文献 33。

36. Bondor PL，Hite JR 和 Avasthi SM ：“Planning EOR 
Projects in Offshore Oil Fields”，SPE 94637，发表

在 SPE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石油工程会议上，
里约热内卢，2005 年 6 月 20-23 日。

37. Bondor 等人，参考文献 36。

38. Lim F，Munoz E，Browning B，Joshi N，Jackson 
C 和 Smuk S ：“Design and Initial Results of EOR 
and Flow Assurance Laboratory Fluid Testing for 
K2 Field Development in the Deepwater Gulf of 
Mexico”，OTC 19624，发表在海上技术大会上，
休斯敦，2008 年 5 月 5-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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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油田范围内实施，也可能经过试

验发现与公司目标背离而被迫放弃。

混相能力评估

位于新奥尔良以南大约175英里

（280公里）的墨西哥湾K2油田是一个

面积较大的深水区盐下构造中新世油

田[38]。2005年5月开始从海下生产井采

出首批石油。

最高产量达到了40000桶/日（6400
米3/日），随后不断递减。主要生产层

段是M14和M20，位于4000英尺（1200
米）深的海下25000英尺（7600米）以

下。这两个储层都缺乏实质性的天然

驱动机制，生产靠的是地层压力递

减。一次采油后，还剩余大部分储

量。

作业者阿纳达科石油公司评估

了该油田提高采收率的潜力；通过筛

选，确定注海水和注氮气为两种技术

上和经济上都非常合适的采油方法。

虽然注海水不是通常考虑的E O R方

法，但阿纳达科石油公司还是按照审

查注氮气方法的标准仔细审查了注海

水方法，因为在这一海上区域实施注

水驱所需要的成本和时间与实施混相

K2

C7+ C2  C6

*

^ K2油田正向接触混相试验。通常用三角图表示混相试验的结果，并把各种
组分假想成三类。上面的顶点代表轻质组分，右边的顶点代表中等组分，左
边的顶点代表重质组分。三角形的每个边代表相邻顶点相的混合物，刻度单
位是10%的组分变化。K2油田储层油与氮气充分混合后，对混相结果进行了
充分的分析。达到平衡后的首批气和首批油的组分显示在三角形中。油相在
等压下排出，随后新的油与首批气混合，形成第二批气和第二批油。这个过
程重复五次。第五次混合没有实现混相，但可根据顺序混合相组成估测出代
表气/油相界的平滑曲线。从原始油组成点引出的相界曲线的切线表明混相流
体的预测组成（黑色星号）。

氮气驱的程度一样。

阿纳达科石油公司进行了水驱效

果评估，并评估了实施任一种提高采

收率方法可能引起的流动保障问题。

例如，实施氮气驱过程中会发生沥青

质沉淀。但本案例重点研究氮气注入

K2油田后的混相能力。

在实施非混相气驱时，注入的

气体仍为气相，微观驱替效率很低。

如果首次接触后气相和油相互溶，气

和油变成一个相，微观驱油效率能超

过90%的采收率。通过K2油田研究，

估计氮气驱是一个多次接触互溶的过

程。当注入的氮气首次与储层中的油

接触后，油中的轻质成分进入气相，

随着不断加强的气相前缘向前推进，

气相接触到新的油，油中的轻质成分

陆续进入气相，气相变得更加丰富。

这个过程称为蒸汽化气驱，能持续发

生，直到多次接触后，液相和气相互

溶为一相。

上述过程在实验室用PVT筒经过

五次正向接触试验进行了评估。试验

用油选自M14油藏，开始时注入纯氮

气[39]。每次达到相平衡后，确定气相

和油相的组分。然后让富化轻质油的

气相与新的油接触，达到相平衡。虽

然五次混相都不足以达到充分互溶，

但可对结果进行外推确定混相组成

（左图）。

在开始进行正向接触试验前，

必须知道最小混相压力（MMP）。

只有在大于MMP时，气和油才能达

到互溶。MMP通过细管试验确定。

试验用的细管是长线圈式的管，管中

充填砂，并饱和原油，在地层温度下

通过系列加压进行试验（下一页，下

图）。管的内径应足够大，确保管壁

对流量的影响可忽略不计。流速必须

要足够慢，确保粘性指进不成为影响

因素。细管试验中混相驱与非混相驱

应在注入一定量的气体后根据采收率

区分，本例中是注入1.2倍孔隙体积

（PV）的气量后。采收率明显低于

90%被认为是非混相状态，而混相驱

采收率较高，接近或超过90%。

在不同压力下向60英尺（18米）

长的细管中注入了纯氮气。试验分五

次进行，目的是保持试验压力两次在

MMP以下，两次在MMP以上，建立

相应条件下的采收率趋势线，最后一

次试验保持压力接近预测的MMP，以

检验该值的正确性。根据氮气和原油

MMP的相关关系（与以前发布的750 
psi（5.2 MPa）范围内的所有MMP数
据匹配），预测K2油田的原油MMP约
为6500 psi（44.8 MPa）[40]。

第一次试验是在8000 psi（55.2 
MPa）系统压力下进行的，采收率为

90%，符合混相驱的标准。第二次试

验压力为5500 psi（37.9 MPa），有意

39. 在正向接触混相试验中，气相与一定量的油
混溶达到相平衡后，这部分油被排出，随后
气相又与第二批油混溶并达到相平衡。重复
上述步骤。反向接触混相试验是保持油相不
变，使油相多次与一定量的气相混相，达到
相平衡。

40. Sebastian HM 和 Lawrence DD ：“Nitrogen 
Minimum Miscibility Pressure”，SPE/DOE 24134，
发表在 SPE/DOE 第八届提高采收率专题研讨
会上，图尔萨，1992 年 4 月 22-24 日。

41. Liu S，Zhang DL，Yan W，Peurta M，Hirasaki GJ
和 Miller CA ：“Favorable Attributes of Alkaline-
Surfactant-Polymer Flooding”，SPE Journal，13 卷，
第 1 期（2008 年 3 月）：5-16。

表面活性剂由壳牌化学公司和宝洁公司提供。

42. 硬盐水是含有钙镁等二价离子的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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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MMP，但采收率为84%，很可能

达到了混相驱状态。

两次低于系统压力（4000 psi和
4500 psi）的试验采收率分别为49%和

63%，应该是非混相驱。最后一次试

验压力是9600 psi （66.2 MPa），采收

率为93%。

将两次最低压力下的采收率直线

和两次最高压力下的采收率直线进行

外推处理，估算出MMP约为5300 psi
（36.5 MPa），证实第二次试验压力

刚好在MMP之上（右图）。

阿纳达科公司继续评估了在K2油
田实施EOR方法的可能性，并将混相

气驱扩大到注CO2。虽然该公司尚未决

定实施EOR项目，但通过实验室筛选

EOR方法发现了潜在的价值。

ASP驱的实验室预设计

目前化学EOR驱油方法经常采用

专门设计的驱替液，很多公司从事专

用驱替液的开发生产。因此，减少

EOR项目选择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的

重要一步就是在实验室对各种可用化

学剂进行系统评估，正如西得克萨斯

某油田的做法。

休斯敦莱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对

一项使用一种新型表面活性剂的ASP
驱替液配方进行了系列评估[41]。试验

结果针对的是西得克萨斯某油田的

白云岩储层油，但可能反应其他ASP
应用的趋势。这种原油的氢氧化钾

（KOH）酸值为0.2 mg/g，表明通过与

注入的碱水接触后能产生充足的表面

活性剂，协助提高ASP驱油效果。这

次评估提供了一个进行油田评估前实

验室选择驱替液步骤的良好范例。

以往EOR项目使用的很多表面活

性剂都是石油类磺酸盐，来自炼油厂

或油田产出的原油，但如果没有大量

酒精或油，遇到硬盐水易于形成液晶

或发生沉淀[42]。液晶会发展成凝胶体

或絮凝体，从而堵塞孔隙，滞留表面

活性剂，形成粘性乳化液，因此不希

望出现液晶。

莱斯大学进行的评估项目使用

的表面活性剂N67是一种丙氧基硫酸

盐，具有轻微支化的C16－C17烃链。

%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psi

MMP

7,000 8,000 9,000 10,000

^ 最小混相压力评估。利用细管试验测试了不同注入压力下的采收率，用来
估算气-油系统的最低混相压力（蓝色菱形）。整个试验分五个步骤完成，选
两个最高压力使气－油两相达到混相状态，选两个最低压力使气-油两相达到
非混相状态。得到的采收率证实了所选压力是正确的：混相驱采收率高于非
混相驱采收率。MMP估测值在高压趋势外推线与低压趋势外推线的交点处。
本例估测出MMP为5300 psi，在5500 psi下进行的试验证明试验选择的MMP是
正确的（黑色菱形）。

^ 细管试验装置。放在电炉中间的填砂金属线圈中填充了油藏温度下的原油。
线圈水平放置，确保流体沿水平方向流动，以尽量降低重力影响。试验时向线
圈中注入溶剂（如氮气）用于以对K2油田进行评估。线圈提供了较长的流动路
径，目的是使管中的油和注入的氮气实现混相。注入1.2 PV的氮气后，采收到
了油。如果气-油两相达到充分混相，采收率将达到90%或以上。电炉中的其它
组件用来控制流量、温度和压力。细管总长度为100英尺（30.5米）。

和石油类磺酸盐的性质不同，被测试

的硫酸盐的烃链和环氧丙烷链即使在

没有油的情况下也能减少液晶相的形

成，因此这种表面活性剂溶液可作为

单相胶束溶液注入地层。同时，长支

化烃链增加了N67表面活性剂亲油的

能力，在宽泛的适用条件下具有较低

的界面张力。

本次评估用的其他ASP注入剂还

有作为碱液的碳酸钠（Na2CO3），作

为聚合物的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以

及作为辅助表面活性剂的内部烯烃磺

酸盐（IOS）。IOS比N67更亲水，可用

来将混合液矿化度调整到最佳状态。

第一次实验室试验的目的是证

实在没有油的情况下表面活性剂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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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特性。N67与IOS不同浓度比的溶液

都分开放置在不同移液管中，移液管

中的碳酸钠和氯化钠浓度依序从低到

高。

搅拌移液管中的混合液并使其达

到平衡状态。室温下当盐的重量浓度

最高为4%－8%时，表面活性剂处于

单相状态，但该极限值决定于表面活

性剂的比例。当N67：IOS=4：1时，单相

区扩大为6%左右。相比以往的试验结

果，这是一个较大的改善。以往试验

采用石油类磺酸盐作为注入剂，需要

添加油或酒精才能获得单相状态。

接下来用移液管中的混合液检

测添加了油的ASP注入剂的相特性。

油、盐水和表面活性剂三种成分的混

合液能形成一个以上的相，具体决定

于盐水矿化度。矿化度低时，在油、

水和表面活性剂之间能形成一种下相

微乳液，上面是剩余油形成的一个

独立剩余油相，这种微乳液被称为

Winsor I类微乳液[43]。相反，矿化度高

时就会形成上相微乳液（Winsor II类
微乳液），下面是剩余盐水形成的一

个独立剩余盐水相。

在中等矿化度下，在剩余水（下

相）和剩余油（上相）之间形成一个

中间相，称为Winsor III类微乳液（上

图）。促使形成第III类微乳液的矿化

度称为最佳矿化度，在该矿化度下产

生的相间界面张力最小，即微乳液相

I IIIII

^ Winsor微乳液类型。表面活性剂在水相中能形成乳液，留下剩余的油漂浮在上面成为
单独的相，这种微乳液称为Winsor I类微乳液（左）；如果在油相中形成微乳液，留下
剩余的水在下面形成单独的水相，这种微乳液称为Winsor II类微乳液（中）；如果形成
的微乳液相密度介于油和水之间，留下剩余的油在微乳液相上面，剩余的水在下面，
这种微乳液称为Winsor III类微乳液（右）。第III类微乳液的界面张力通常最低。

与油相之间的界面张力等于微乳液相

和盐水相之间的界面张力。在实验误

差范围内，也是在该矿化度下水和油

在微乳液中的增溶比相等[44]。由于在

实验室内容易测试相特性，因此一般

情况下用相特性的矿化度扫描来确定

最佳矿化度（下一页图）。最佳矿化

度取决于所用的表面活性剂和油，以

及试验温度和压力。

在ASP驱替过程中，在驱替液前

缘附近形成表面活性剂和泡沫浓度比

梯度，这是注入碱水与油发生反应生

成泡沫后形成的现象。实验室试验的

目的是确保储层矿化度是表面活性剂

和泡沫浓度比梯度范围对应矿化度中

的一个。这样就形成一个低界面张力

区向前推进通过整个储层，驱替后滞

留少量油或不滞留油。

如果选择的化学剂浓度合适，表

面活性剂与泡沫组合的最佳矿化度比

单一表面活性剂的最佳矿化度稍低。

低矿化度有利于注入，因为能减少岩

石对表面活性剂的吸附，并能在较宽

泛的化学剂浓度范围内保持单相状

态。例如在下面所举的填砂试验中，

单一表面活性剂的最佳矿化度为含5%
的NaCl，在该矿化度下表面活性剂溶

液保持单相。但是，添加用于提高流

度控制的聚合物后，改变了相平衡。

矿化度为4%的表面活性剂溶液和添加

的聚合物分成了两相，而在NaCl浓度

为2%的表面活性剂溶液中添加聚合物

后没有发生分离现象。

N67-IOS系统的矿化度扫描数据还

揭示了另外两个有趣的现象。第一个

是出现了胶态分散体，代表第四相，

在 I类微乳液形成过程中从下相微乳

液相中渐渐分离出来。这可能是因为

存在两种具有不同亲水和疏水特征的

表面活性剂（泡沫和注入的表面活性

剂）的结果。在较宽泛的矿化度范围

内得到了低于0.01 mN/m的界面张力。

但是，如果延长时间使分散体在试验

前分离出去，界面张力就保持很高。

也就是说，出现第四相及其在微乳液

中的扩散对于获得低界面张力极为重

要。关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目前还

未得到很好的认识。

通过交叉偏振光镜观察移液管发

现了第二种现象：在接近最佳矿化度

时盐水相呈现双折射特征。这种现象

通常代表层状液晶相，但在本案例中

该层状相的水分散体保持了低粘度。

即使在本例中没有观察到典型Winsor 
III类微乳液现象，矿化度达到最佳值

时界面张力达到最低，此时表面活性

剂从易溶于水转变成易溶于油。

表面活性剂能吸附到固体表面，

但在驱替结束后残留的表面活性剂是

应该尽量避免的。作为石灰岩和其他

碳酸盐岩地层主要成分的方解石表面

上的电荷在中性PH值液体中是正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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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化度扫描。科学家将已知量的原油和含有碱-表面活性剂混合液（1%的
Na2CO3和不同浓度的NaCl）的盐水装在移液管中（上）。当NaCl浓度低于3.2%
时，形成第I类微乳液（棕色水相）；大于3.2%时，出现向第II类微乳液过渡的
现象，图中标出了中间相的上界面（黑色线）。对于每一个移液管试验，表面
活性剂的体积Vs是已知的。微乳液中的水体积Vw和油体积Vo可以确定，Vw/Vs和
Vo/Vs表示增溶比（下）。NaCl浓度达到一定量时，水和油的增溶比相等。本例
中这个浓度大约在3.5%左右，是最佳矿化度，在该矿化度下的界面张力最低。
（照片由George J. Hirasaki和Clarence A. Miller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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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但碳酸根离子（CO32-）的存在使

其变成负电荷。白云石表面也出现类

似的现象。负电荷排斥带负电荷的表

面活性剂离子，如N67和  IOS中的表

面活性剂离子。最常用的碱（氢氧化

钠（NaOH））在表面活性剂的吸附

现象上与无碱表面活性剂溶液稍有不

同。而和无碱情况相比，添加1%（重

量比）的Na2CO3就能彻底改变N67和
IOS在方解石或白云石粉末上的吸附

性能，这是希望出现的效果，因为能

够降低驱替后滞留下来的表面活性剂

量。

通过移液管试验、 IFT试验和吸

附试验，可指导实验室驱替试验中

如何配置通过白云岩砂柱的ASP驱替

液。白云岩砂粒被填充到直径为1英
寸（2.54厘米），长度为1英尺（30.48
厘米）的玻璃管中，通过这个玻璃管

可观察驱替液前缘。充填砂柱首先

用2%（重量比）的NaCl盐水浸透，

然后用西得克萨斯原油浸透。在60ºC
（140ºF）下经过60小时的成熟过程，

改变了白云岩的润湿性后，将充填砂

柱冷却到室温，并开始水驱，含油饱

和度降低到18%。

接下来用A S P溶液驱替该充填

砂柱。第一次注入了0.5个孔隙体积

（PV）的驱替液，其中含有N67-IOS
混合物、碳酸钠、氯化钠和聚合物。

随后注入了1个孔隙体积的聚合物和氯

化钠。ASP驱替液和聚合物驱替液的

粘度都是45 cP（0.045 Pa.s），等于或

超过了驱替液前面形成的油带有效粘

度。正如前文所示，2%的氯化钠重量

浓度低于表面活性剂驱替液5%的最佳

矿化度。

该ASP驱油过程清楚表明了油带

的形成过程（下一页，上图）。突破

发生在注入0.8个PV（孔隙体积）后。

注入大约1个PV后采出了大部分油，

但继续驱替，直到注入1.5个PV后又采

出一部分油。经过EOR驱油，共采出

了水驱后剩余油的98%，说明这种EOR
方法具有相当的潜力。

43. Winsor PA ：“Hydrotropy，Solubilisation and 
Related Emulsification Processes”，Transactions of 
the Faraday Society，44 卷（1948 年）：376-398。

44. 某种成分的增溶比是指该组分在微乳液相中
的体积与溶质的体积比。在本例中，溶质指
的是表面活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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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井下EOR试验

一旦一种EOR方法经实验室评估

合格，并表明符合验收标准，下一步

就开始油田试验。第一步可能非常简

单，只进行单井注入试验，主要目的

是确定该驱替液能否以可接受的速度

注到目的层。

另一种单井试验要求时间较长，

0.09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0.35 0.40 0.45 0.50 0.55 0.60 0.65 0.70 0.75 0.90 1.50

0.18 0.27 0.36 0.45 0.54 0.63 0.72 0.81 0.90 0.99 1.08 1.17 1.26 1.35 1.44 1.53 1.62 1.71 1.80 1.89 1.98 2.07

^ 白云岩砂柱中油带的形成。经过优化配置的ASP驱替剂被注入一个直径为1英寸的玻璃管管底
（下）。图中所有图片都来自同一玻璃管，依次增加注入的ASP溶液（按孔隙体积计算）后拍摄的图
片。碱和表面活性剂形成一条油带，在化学剂驱替液前面移动。当油带发生突破后，即烧杯中聚集
0.81 PV的流出液后，大部分油已经产出。当注入0.90 PV时，岩心中大部分油已被驱出，并且当盛流出
液的小瓶中收集了0.90 PV的溶液时，大量油仍在产出。注入1.5 PV的驱替液后，表面活性剂溶液驱出了
剩余的油。（图片由George J. Hirasaki和Clarence A. Miller提供）。

但反馈信息较多，这种试验属于单井

示踪剂试验。试验采用溶解在油和水

中的化学示踪剂，如脂类物质，这类

物质被注入地层后发生反应，生成一

种溶于水的成分，如酒精。示踪剂以

段塞形式注入地层，然后在地层中浸

泡数天，使其中的示踪剂充分发生反

应。井投产后，水溶相和油溶相之间

的高产间隔值可用来确定剩余油饱和

度。要对试验结果进行充分解释，还

需要了解有关岩石属性的信息。

在阿曼某油田，采用一种新的单

井试验方法评估了配置的ASP驱替液

的效果[45]。该砂岩油田由阿曼石油开

发公司（PDO）经营，从压降流动性

为3500－4000 mD/cP（3.5 x 106－4 x 106 

mD/Pa.s）的产层采出中等比重的原

油。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打算评估ASP
技术在该油田的效果，而且希望找到

一种比传统的测-注-测工艺迅速的方

法。

在测-注-测过程中，通过第一次

测井确定产层段的岩石属性，特别是

含油饱和度（下一页图）。注入一到

多段驱替剂后，进行第二次测井，再

次测量含油饱和度，确定注入EOR驱
替剂的驱油效果。通常，在单井中实

施测-注-测工艺驱替的是离井筒约10
英尺（3米）的整段产层，要求注入大

量注入剂，要求配置合适的地面设备

进行混合和处理注入剂，还要求延长

注入时间。

在同阿曼石油开发公司（PDO）
交流了关于改进这类耗时单井试验的

观点后，斯仑贝谢充分利用测井技术

方面的各项先进技术，将注入剂用量

降低到相对低的程度。注入剂可提前

混合好备用。

MicroPilot小规模EOR评估采用小

剂量注剂式、容量不足6加仑（22.7
升）的井下流体样品室。因为注入体

积很小，整个过程只持续2－3天，而

典型单井试验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完

成。

虽然注入量比典型的测-注-测工

艺的注入量少得多，但MicroPilot的驱

替体积比实验室进行的典型岩心驱替

试验要大得多，从而可以测试某些地

层非均质性。

MicroPilot的主要目标是将驱替液

精确注入到目标位置。该仪器采用的

钻头是根据目前在用的CHDT套管井动

态测试仪改进而来的。该钻头直径为

0.39英寸（1厘米），最初设计用来钻

穿套管和水泥环并能钻穿泥饼，进入

地层深达6英寸（15厘米）。该钻头

模块可与选自MDT模块式地层动态测

CMR-Plus Dielectric Scanner 

^ 测井仪器敏感度。CMR-Plus测井仪器能在大约1平方英寸（2.5平方厘米）的范围内深入地层1英寸
（2.8厘米）左右进行准确测量（左）。测量范围沿仪器轴线延伸6英寸（15厘米）左右。Dielectric 
Scanner仪器产生的横向电磁场环绕仪器传感器周围，纵向电磁场呈泪滴状，位于测量平面上
（右）。横向和纵向电磁场的交汇部分形成一个深达4英寸（10厘米）的探测深度，其垂向分辨率最
高可达1英寸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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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测-注-测程序进行单井试验。在典型测-注-测程序中（上），用封隔器将目标区隔离。对目标层
段测量后，向目标层注入试验流体，侵入深度达10英尺左右。然后再用相同的测井仪器测量，确定地
层中饱和度的变化。在MicroPilot作业过程中，只测量较小范围的目标区（下）。然后将该仪器定位在
目标区内的某个点上，用钻头模块向地层中钻一个小孔，深度应达到测井仪器最敏感的测量区域。然
后通过这一小孔注入EOR试验流体。试验流体装在井下取样瓶里，注入量最多为几个加仑。最后再对
该层段进行测量。注意示意图未按比例绘制：通常测-注-测程序涉及层段比MircoPilot大得多。

试仪系列的样品室配合使用，样品室

用来传送地下流体。MDT 泵出模块可

用来清洗井筒，测试地层流动能力，

注入流体，而MDT井下流体分析模块

可用来监测和分析被注入或采出的流

体。

EOR如ASP驱油实施过程中难以测

定地下饱和度的变化。地层水、泥浆

滤液和ASP注入剂的矿化度可发生很

大改变。另外，通过ASP驱油可改变

地层的润湿性，因此阿尔奇饱和度指

数n在经历一次成功的驱油过程后也会

发生变化。可根据电阻率测井得到饱

和度值，但在驱油剂注入前后提供的

结果可能不一致。而CMR-Plus组合式

核磁共振仪器对流体的体积、性质和

环境很敏感（前一页，下图）。在原

- -

MicroPilot

EOR

EOR

EOR

油粘度一定范围内，根据流体核磁共

振弛豫测量值和扩散测量值可区分油

和水。

决定采样几何形状的磁场不受流

体交换的影响[46]。方位仪器重点测量

深入具体测量体内1.1英寸的范围，点

测时被测量体是大约1平方英寸 x 6英
寸长，以150英尺/小时（46米/小时）

的速度测量时被测量体是大约1平方英

寸 x 7.5英寸（19厘米）长。CMR-Plus
仪器在该地层中当含油饱和度变化范

围为0－90%时，含油饱和度测量值的

不确定性为5%。

用Dielectric Scanner仪器测得的多

频介质分散结果对水体积也很敏感。

在靠近井筒附近，1 GHz的测量值垂

直分辨率为1英寸，且对IFT变化不敏

感。Dielectric Scanner仪器对矿化度的

敏感度可用根据几个激发-接收间距采

集的多频数据计算的含水饱和度独立

确定。含水饱和度与矿化度无关，可

用上述测量结果结合孔隙度测井结果

计算。

45. Arora S，Horstmann D，Cherukupalli P，Edwards 
J，Ramamoorthy R，McDonald T，Bradley D，
Ayan C，Zaggas J 和 Cig K ：“Single-Well In-Situ 
Measurement of Residual Oil Saturation After an 
EOR Chemical Flood”，SPE 129069，发表在 SPE
西亚石油及天然气EOR会议上，阿曼马斯喀特，
2010 年 4 月 11-13 日。

Cherukupalli P，Horstmann D，Arora S，Ayan C，
Cig K，Kristensen M，Ramamoorthy R，Zaggas 
J 和 Edwards J ：“Analysis and Flow Modeling of 
Single Well MicroPilot*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Chemical EOR Agents”，SPE 136767，发表在
国际石油展览会暨大会上，阿联酋阿布扎比，
2010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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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DO井中进行的MicroPilot试验

结果表明，注入ASP驱替剂成功驱出

了水驱后仍然滞留在地层中的剩余

油。这次试验向CHDT仪器钻的小孔中

共注入了11升（2.9加仑）ASP。用FMI
全井眼地层微成像测井仪记录的电电

阻率图像清楚表明了在以注入孔为中

心形成的大致呈圆形的区域内油带的

形成和剩余油的驱替过程（下一页

图）。

NMR测井结果和介电测井结果

都表明在ASP驱替液前缘后面的剩余

油饱和度从40%基本上降到了零。介

电测井结果也表明在ASP驱替液前缘

前面含油饱和度形成一条油带，这与

ECLIPSE油藏注入模型模拟结果相一

致。

这次评估是PDO公司目前正在进

行的ASP驱油技术研究的大型项目的

部分内容。通过和壳牌技术阿曼公司

合作，PDO对同一种ASP方案进行了几

次单井示踪剂试验。在那些涉及范围

更大的油田试验中所看到的含油饱和

度下降程度和在MicroPilot试验中看到

的结果相似[47]。

在大庆油田公司经营的中国黑龙

江省大庆油田进行了多井ASP试验。这

一三角洲湖泊相多层油藏是中国境内

面积最大的油田。在四次ASP试验中，

在水驱之后又多采出了20%左右的剩余

油，化学剂成本是每采出1桶油需要11
－15美元 [48]。该油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采用聚合物驱提高采收率的油田，有

20多年的聚合物注入历史[49]。聚合物驱

替后采收率超过50%，大庆油田公司表

示这些井在常规注水开发的基础上采

收率提高了10－15%[50]。

未来的发展

根据目前的生产情况，迄今最成

功的EOR技术是蒸汽驱和CO2驱，气驱

排名第三，但与前两种差距较大 [51]。

火烧油层法、注聚合物法和注氮气法

也采出了大量剩余油。其他方法仍在

试验中。

低矿化度水驱是一项得到广泛注

意、并经过了几次试验的EOR方法。大

多数水驱方法都采用高矿化度盐水，

在高矿化度水驱后进行低矿化度水驱

又采出了更多的油[52]。采用专门配置

矿化度和离子组成的注入水也被称为

专配水注入或智能水注入方法[53]。

BP公司在美国阿拉斯加的Endicott
油田进行了低矿化度水驱试验[54]。通

过两口井的现场试验验证了实验室岩

心驱试验结果和几次单井示踪剂试验

结果都是正确的。该油田的原始含油

饱和度为95%，经过高矿化度水驱后

降到41%，此时含水率为95%。接下来

作业公司进行了低矿化度水驱试验。

当低矿化度水前缘在生产井突破时，

含水率下降到92%。剩余油饱和度估

计达到28%，即含油饱和度下降13个
单位。

低矿化度水驱后采收率增加的

机理至今还没有形成一致结论。但原

油、盐水和岩石之间的某些相互作用

或综合相互作用无疑是采收率提高的

一个缘由。一般情况下必须有四方面

因素[55]。第一，这个相互作用的系统

中必须有原油：用饱和精炼油的岩样

进行试验时没有发现上述效果。第

二，必须有地层水。第三，必须出现

原油/盐水界面。第四，必须有粘土：

为了转化和稳定粘土成分将岩心加热

到高温过程中没有出现上述现象。然

而，上述因素也会有一定的变化。最

近采用不含粘土的砂岩岩心和白云岩

岩心进行的低矿化度水驱试验也提高

了采收率，这归因于微粒物质在驱替

液中溶解的结果[56]。

另外一些作业公司在其他地方也

对该方法进行了油田试验，但采出的

油不足以产生经济效益，因此石油行

业对推行这种方法颇为谨慎[57]。深入

了解这种方法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物

理和化学相互作用可能有助于推动这

种技术的进展。

采用专为EOR设计的纳米颗粒是

一种尖端技术方法。专门设计制造的

纳米颗粒的表面更易于使其向油/水界

面移动，从而使更多油流动起来[58]。

致力于研究用于提高采收率的纳米颗

粒的很大一部分工作目前仍在实验室

试验阶段。

46. 岩石润湿性因注入 ASP 发生变化可改变 NMR
响应，使其不容易测定饱和度的变化。实验
室测量结果能够确定该方法是否适用于特定
情况。

47. Stoll WM，al Shureqi H，Finol J，Al-Harthy SAA，
Oyemade S，de Kruijf A，van Wunnik J，Arkesteijn F，
Bouwmeester R 和 Faber MJ ：“Alkaline-Surfactant-
Polymer Flood ：From the Laboratory to the Field”，
SPE 129164，发表在 SPE 西亚石油和天然气
EOR 会议上，阿曼马斯喀特，2010 年 4 月
11-13 日。

48. Shutang G 和 Qiang G ：“Recent Progress and 
Evaluation of ASP Flooding for EOR in Daqing Oil 
Field”，SPE 127714，发表在 SPE 西亚石油和
天然气 EOR 会议上，阿曼马斯喀特，2010 年
4 月 11-13 日。

49 .  He  L，J in l ing  L，J idong  Y，Wen jun  W，
Yongchun Z 和 Liqun Z ：“Successful Practices 
and Development of Polymer Flooding in Daqing 
Oilfield”，SPE 123975，发表在 SPE 亚太石油和
天然气会议暨展览会上，雅加达，2009 年 8
月 4-6 日。

50. He 等人，参考文献 49。

51. Moritis（2010 年），参考文献 2。

52. Tang GQ 和 Morrow NR ：“Salinity，Temperature，
O i l  C o m p o s i t i o n， a n d  O i l  R e c o v e r y  b y 
Waterflooding”，SPE Reservoir Engineering，12 卷，
第 4 期（1997 年 11 月）：269-276。

53. RezaeiDoust A，Puntervold T，Strand S 和 Austad T：
“Smart Water as Wettability Modifier in Carbonate 

and Sandstone ：A Discussion of Similarities/
Differences in the Chemical Mechanisms”，Energy 

& Fuels，23 卷，第 9 期（2009 年 9 月 17 日）：
4479-4485。

54. Seccombe 等人，参考文献 18。

55. Pu H，Xie X，Yin P 和 Morrow NR ：“Low Salinity 
Waterflooding and Mineral Dissolution”，SPE 
134042，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
意大利佛罗伦萨，2010 年 9 月 19-22 日。

56. Pu 等人，参考文献 55。

57. Skrettingland K，Holt T，Tweheyo MT 和 Skjevrak 
I ：“Snorre Low Salinity Water Injection － Core 
Flooding Experiments and Single Well Field Pilot”，
SPE 129877，发表在 SPE 提高采收率专题研讨
会上，图尔萨，2010 年 4 月 24-28 日。

58. 实 例 请 参 见：Onyekonwu MO 和 Ogolo NA ：
“Investigating the Use of Nanoparticles in Enhancing 

Oil Recovery”，SPE 140744，发表在第 34 届 SPE
年度国际会议暨展览会上，尼日利亚 Tinapa-
Calabar，2010 年 7 月 31 日 -8 月 7 日。

59. Felber BJ ：“Selected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EOR Technology Applications”，SPE 89452，发表
在 SPE/DOE第 14届提高采收率专题研讨会上，
图尔萨，2004 年 4 月 17-21 日。

60. Vega B，O’Brien WJ 和 Kovscek AR：“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Oil Recovery From Siliceous Shale 
by Miscible CO2 Injection”，SPE 135627，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意大利佛罗伦萨，
2010 年 9 月 19-22 日。

61. 关于地下页岩干馏的实例，请参见：Fowler 
TD 和 Vinegar HJ ：“Oil Shale ICP － Colorado Field 
Pilots”，SPE 121164，发表在 SPE 西部地区会
议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San Jose，2009 年 3
月 24-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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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OR注入方面的技术研究也取

得了进展。美国能源部资助开发了微

孔技术，用于钻直径从11/4英寸到23/8英

寸的小井眼和使用直径为7/8英寸的测

井仪器。项目目标是用连续油管和微

型底部钻具组合钻深度达到6000英尺

（1800米）的小井眼。然后按照项目

计划向地层注入EOR化学剂，并用微

型测井仪器评估驱油效果[59]。

近年来，从致密地层开采石油的

活动日益增加，如美国的Niobrara、
Bakken和Eagle Ford页岩层。虽然作

业公司已经开始开发这类非常规油藏

的活动，但制定适用于任何远景区的

EOR策略所需的准备时间很长。调查

人员已经开始寻求其他方法如CO2驱来

提高采收率[60]。

采用地下干馏法开采页岩油可能

最终被归类于EOR方法（参见“开采

页岩油”，第4页）。油页岩经过原地

加热到一定温度后其中的干酪根转化

为油和气，并最终通过井眼采出 [61]。

在美国正对几种开采方法进行油田试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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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R技术种类很多，有些已经在

实验室取得了成功，但还未应用于油

田，而有些则已经在油田大获成功，

数十年来已经额外采出数百万桶原

油。随着传统采油方法在老油田逐渐

逼近经济极限，对EOR方法的需求将

持续增长。因为很多EOR方法在适用

性上存在诸多限制，石油行业需要拓

宽并深化EOR技术方法，提高更多EOR
方法的适用范围。最终结果显而易

见，即可以从更多现有油藏开采出更

多的石油。                                      －MAA

^ MicroPilot注入试验形成的油带。图中的FMI图像（第3道）是在注入ASP溶液后获得的，该图像清晰显示了油带和油带后面被
驱扫的地层：圆形亮区围绕暗色内部区域。右上图中的3D剖面图表示随着ASP驱替液（深蓝色）将油带向前推离小注入孔（白
色）所模拟的驱替过程。右下图中的2D垂直剖面图表示电导率，取自ECLIPSE模型，与FMI图像中的油带尺寸匹配，其波及面积
直径为28厘米（11英寸），油带外围直径为54厘米（21英寸）。注入ASP后含水饱和度接近100%，在CMR-Plus测井（第1道）和
Dielectric Scanner测井（第2道）上表现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