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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针对 CO2 驱油过程中独特的沥青 、石蜡沉淀作用 ,探讨了沉淀的机理和影响因素 , 在此基础上着重介绍

了化学方法(加阻垢剂)消除沉淀的工艺措施。简要介绍了气侵 、气锥形成机理和合理的注气工艺及预防注入水和

CO2气体中杂质带来的油层伤害措施;分析了 CO2与水形成碳酸的影响因素及防腐工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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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驱油由于具有较高的采油效率而受到国内

外广泛的重视 ,目前 ,国内的很多油田也在条件适合

的油区进行CO2驱现场试验 ,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

但对 CO2 驱对油藏的伤害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 ,

以致影响了开发的经济效益 ,例如大庆油田 CO2 驱

就因气体指进造成十几天后采油井就大量见气 ,并

伴随有大量结垢的惨痛教训[ 1] 。在气驱之前 ,首先

要对注 CO2可能造成的伤害进行分析和预测 ,辅之

以必要的室内试验 ,在矿场试验中采取有针对性的

措施 ,这样才能确保随后的施工顺利进行 ,减少伤

害 ,提高开发的经济效益 。

1　沥青 、石蜡沉淀

由于CO2的不断抽提作用 ,难溶的沥青 、石蜡最

终沉淀出来 ,这是与 CO2 高效驱替效率相伴的主要

副作用 。当注入的 CO2 与原油接触时 ,流体特性和

平衡条件发生改变 ,有利于有机固体的沉淀。沥青 、

石蜡沉淀可以改变油藏基岩的湿润性 ,影响注水动

态;它也可引起地层损害和井眼堵塞 ,处理和净化费

用很高。

1.1　沉淀机理

在CO2驱过程中 ,由于温度与压力的改变 、原油

中溶解气的损失等原因 ,导致沥青 、石蜡溶解性显著

降低而分离出来 ,形成沉淀或聚集的固相。沥青质

和石蜡的沉积是互相联系的 ,沥青质胶束形成晶核

中心 ,不溶解的石蜡结晶沉淀在其周围。地层颗粒

表面有时可成为良好的成核位置 ,石蜡可以直接沉

积在这些固体表面上。当沉淀发生在地层深处时 ,

能严重降低地层渗透率 ,从而引起油层伤害;当沉淀

发生在井筒附近或井筒内时 ,将造成严重的堵塞 。

1.2　影响因素

1.2.1　油藏现状　提高采收率通常是针对开发产

能枯竭的油藏 ,这类油藏在生产期间轻质组分已被

逐渐消耗 ,石蜡 、沥青质饱和度不断增加 ,而溶解能

力下降 ,导致沉淀问题日益严重 。此外 ,岩石基质的

特性 、原油中的石蜡和树脂的含量 、地层盐水的类型

和含量也是影响重质组分沉淀的重要因素 。

1.2.2　温度　中轻质组分的蒸气从油中释放出来

引起冷却 ,或当油流沿油管上升时 ,由于环境温度的

降低而产生冷却作用 ,这在混相气驱操作中普遍存

在 。当温度降低到低于石蜡倾点的情况下 ,石蜡将

结晶成更像弹性固体的稳定网状物
[ 2]
。

1.2.3　压力与 CO2 浓度　压力本身对石蜡的溶解

度基本上没有影响 ,但却影响了体系在相图上的位

置 ,进而控制了油气 、固相的组成 。

在较高CO2 浓度和高压条件下 ,除存在富含烃

类的液相 L1 和富含 CO2 的液相 L2 外 ,还有固相 S

出现 ,这就是沥青 、石蜡等物质;压力降低后 ,出现一

含 L1、L2 、S 和气相V的多相区;在更低压力下 ,体系

仅存在液 —气两相 。高压下有固相出现是因为 CO2

将原油中的轻质和中间组分抽提后 ,原油溶解沥青 、

石蜡的能力下降 ,这些固体从原油中析出而成为单

独一相;当体系压力下降时 ,富含 CO2的液相蒸发 ,

同时 CO2抽提烃类物质能力有所下降 ,一些烃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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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L1中 ,增加了原油对沥青 、石蜡的溶解能力 ,固相

逐渐消失 ,L1体积相应增大;当 L2完全蒸发为气相

时 ,体系仅存在富含烃类的液相和富含 CO2 的气

相[ 3](见图 1)。

图 1　含有沥青 、石蜡组分的压力—CO2浓度相图

1.2.4　CO2 —水的混合物　两者形成的碳酸 ,相应

地与油层岩石的碳酸盐起反应 ,除了溶解地层基质

提高渗透率外 ,弱酸和沥青质含量高的原油接触后

能沉淀出焦油状的沥青 ,所以在现场注气前 ,应当做

一些简单的室内残油与CO2和含碳酸盐的水混合的

渗滤试验。近年来 ,国外在对区块进行注 CO2 措施

前 ,都要通过电导率的测量 、粘度测量 、分光光度测

定法和重力测量等技术 ,确定沥青沉淀作用的开始

和沉淀作用的范围。

1.2.5　气油的混相性　混相驱过程通过引起地层

流体流动和相行为的改变 ,来改变地层性质。注入

气体与原油的混相能引起沥青质在油层基质中的沉

淀。通常 ,注入气体在原油中溶解越多 ,沉淀问题越

严重 ,从而引起油层产能的损失越大。

1.3　Weyburn油藏沥青沉淀试验

在加拿大 Saskatchewan ,技术人员针对Weyburn

油藏 ,使用了分光光度测定技术测量原油样品中的

沥青含量 ,研究了在Weyburn油藏注 CO2 的操作压

力 、CO2 富集 、地层盐水 、CO2 中的污染物(例如甲烷

和氮)对沥青絮凝作用/沉淀作用所产生的影响。

研究表明:Weyburn 储层流体/CO2 混合物中的

沥青絮凝作用随 CO2 富集而增强;对操作压力不敏

感(研究的压力范围是 10 ～ 20MPa);在水油比为 3∶7

时地层盐水的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少量污染物N2

和CH4 也不会对絮凝方式产生影响 。从Weyburn油

藏采集到不同油样 ,在一个窄带范围内油的沥青含

量有所下降 ,这表明石油性质对沥青絮凝作用的影

响几乎可忽略不计[ 4] 。

1.4　油藏保护措施

影响沥青 、石蜡沉淀的外界因素在混相驱过程

中比较稳定 ,难以对地层内部的沉淀过程进行有效

抑制 ,而在井筒附近 ,外界条件变化较大 ,是沉淀最

易发生的区域 ,所以目前清除沉淀的措施主要是对

井筒进行处理。

1.4.1　常用方法　机械方法和热力方法是常用的

清除沉淀的方法 ,由于井眼附近的渗流面小 ,渗流阻

力较大 ,处理前严重制约了产量 ,而这样的措施往往

比较有效 ,在过去的施工中取得了成功 。但是与此

相关的费用加上产能降低和设备伤害所引起的损失

很高 ,以至于显著影响采油的经济效益 ,因此开发高

效适用的阻垢剂 ,显得尤为重要 。

1.4.2　化学方法　通过化学抑制剂阻止沥青 、石蜡

等沉淀的问题是当前研究的热点 ,目前最经济适用

的阻垢剂基于分散作用(称为分散型抑制剂),使得

即使在絮凝发生后 ,聚集体体积仍可降低到最小程

度 。很明显 ,防止絮凝是防止沉淀的关键 。

2　气侵 、气锥引起的地层伤害

2.1　伤害机理

由于 CO2与地层原油存在较大的流度差异 ,气

侵或气油比上升很容易发生 。由于过早的气体突破

而引起产量下降 ,气体指进和气锥损害地层的机理

类似水锥和水指进 。

气油比随原油的不断采出及油层压力下降而上

升 ,继续下去气体就成为主要的流体 ,造成严重地层

损害 ,直到耗尽为止 。在多油层中发生气体指进或

气锥现象的气体 ,可能是由于套管漏气 、固井质量不

好 、自然裂缝与气区相连通等原因而形成的
[ 5]
。

2.2　保护措施

针对气体粘度小 、流度大的特点 ,目前国内外普

遍的做法有:(1)注气平衡 ,均衡油气流动;(2)控制

注气和采油速度;(3)调整注采方案 ,封堵气层。

3　杂质引起的伤害及保护措施

3.1　伤害机理

CO2 —水段塞交替注入的注入方式 ,水段塞也

是可能引起地层伤害的一大因素;粘土膨胀 、速敏 、

注入井井下作业和管理操作不当 、多相流动 、注入水

水质问题等均可对油藏造成伤害。此外 ,CO2 中杂

质(气流容易夹带压缩机中的润滑油 、柴油 、丝扣铅

油 、铁锈等)进入地层 ,堵塞孔道
[ 6]
,CO2 中夹杂的氧

气进入地层与原油发生氧化作用 ,致使非溶性烃类

43杨　彪等:CO2驱对油藏的伤害及其保护措施



析出沉淀 ,氧气还会使各种细菌繁殖 ,产生大量堵塞

孔道的物质。

3.2　保护措施

3.2.1　严格注水水质的预处理　经过预处理后的

注水水质 ,要求不得含有机械杂质和固体颗粒;不得

含有沥青等烃类物质;不得含有细菌和阳离子表面

活性物质;不得含氧等。此外 ,还要求与地层岩石配

伍 ,与地层粘土矿物配伍 ,与地层水配伍 ,与原油配

伍等 。这样处理后的水质在注水过程中不但注水压

力可以降低 ,而且不会损害地层。

3.2.2　正确选用预处理表面活性剂　正确选用表

面活性剂 ,防止润湿反转和油湿;正确选用相溶液

体 ,防止乳状液形成和相对渗透率降低;正确选用阻

垢剂 ,防止沉淀和结垢 。

3.2.3　严格注入气的预处理　用于注入的 CO2 一

定要严格预处理 ,除尽量减少 H2S 、O2 等的存在外 ,

还要求清除污水等流体以及固体颗粒;另外 ,注入气

要与地层 、岩石矿物 、原油 、地层水配伍 。

4　腐蚀引起的地层伤害

4.1　现场情况

CO2和水反应生成的碳酸对设备有较大的腐蚀

性。其腐蚀物被注入流体带入地层后 ,造成储层孔

隙堵塞。CO2 的腐蚀作用受多种因素影响 , 包括

CO2分压 、温度 、含水量 、流速 、氧 、硫化氢 、氧化物浓

度等参数 。

(1)水气交替循环注入初期 ,CO2 腐蚀性最大。

(2)当 CO2 分压超过 0.1MPa 时 ,碳素钢和低合

金钢点蚀速率增高。

(3)CO2 在井筒的流速变化会使腐蚀速率加快 ,

井筒中的铁皮或锈蚀膜是 CO2腐蚀作用的产物 ,这

种表层薄膜可起到有限的防护作用 ,当流速增加时 ,

这种表皮受到破坏。而当流速减慢到停滞状态时 ,

钢管则受到最强烈的侵蚀 。因此 ,一旦流速显著降

低 ,点蚀趋势就增大[ 7] 。

(4)随着温度升高 ,化学反应速度加快 ,碳素钢

和低合金钢的腐蚀速度随温度升高而加快。

(5)硫化氢和氯化物会加速 CO2的腐蚀作用。

(6)产油井下部范围和产气井上部范围 CO2 损

害比较严重。

4.2　保护措施

(1)流体力学方法 。由于流速变化会加速腐蚀 ,

因此 ,在井下管柱设计中应避免流动方向或直径突

然变化 。油管接箍必须齐平 ,井口连接装置亦如此。

(2)管材的选择 。管材应选高合金钢 ,井下管柱

应采用 13%铬马氏体不锈钢 , 9%铬 、1%钼钢 ,或冷

加工双炼不锈钢。

(3)防腐采用的涂层有水泥 、环氧树脂 、塑料材

料 、改进的聚胺脂和酚醛树脂。

5　结论

(1)注 CO2过程中 ,必然会发生沥青 、石蜡等重

质组分的沉淀和析出 ,通过采油井中的加药盘管注

入阻垢剂可有效防止井眼的堵塞 。

(2)因气体粘性指进而造成油层相对渗透率变

差 ,在对现场实施有效监控的基础上 ,应加强对注气

过程的控制 。

(3)为防止因注入的 CO2 和水中含有的杂质带

来油层伤害 ,需要对气体和水进行严格的预处理 。

(4)采取综合的防腐措施 ,抑制 CO2对管柱和井

下工具的腐蚀 ,避免腐蚀产物进入油层而引起渗透

率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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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ATION DAMAGE AND PROTECT MEASURES ABOUT CO2 FLOODING
by Yang Biao ,Yu Yong ,Li Aishan(Oil Production institute , Shengli Oilfield Limited Company)
Abstract　As a special phenomena , bitumen and paraffin sedimentation occur during CO2 flooding , this article ana-

lyzes the mechanism and affecting factors of sedimentation , pay emphasis on introducing chemical method(add inhibitor)
to eliminate sludge.Tersely illustrates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gas cutting and gas coning with their reasonable gas
flooding technology , measures of preventing impurities in water and CO2 causing the damage of reservoir;it analyzes the
factor that affecting CO2 and water generating carbonic acid , and the measures to prevent corrosion.

Key words　CO2 flooding　bitumen sedimentation　damage　reservoir protection　antiscale
INCREASE PRODUCTION MECHANISM AND APPLICATION OF CO2 HUFF AND PUFF TECHNOLO-

GY
by Cai Xiuling(Shengli Petroleum Administration Bureau), Zhou Zhengping , Du Fenghua
Abstract　The CO2 huff and puff increase production technology is one kind of method of enhanced oil recovery.

The mechanism is that CO2 can change the physical quality of oil when it dissolving in oil under the condition of forma-
tion , so the viscosity of oil has been depressed and the energy of CO2 drive has been increased.Field testing indication
that the technology have evidence increase productivity effect.The condition to select well and the effect of some wells af-
ter using the technology was introduced.

Key words　CO2 huff and puff 　increase production mechanism　 conditions of well selected　application　effect
FRACTURING TECHNOLOGYWITH NO DAMAGE TO FORMATION:FLUID CO2 FRACTURE
by Zhang Qiangde , Wang Peiyi , Yang Donglan(Oil Production Department , Zhongyuan Oilfield Co.)
Abstract　Fluid CO2 fracture technology is a new technology in overseas recently.The main character and technolo-

gy was introduced and analyzed.Some suggestion was put forward to Zhongyuan Oilfield for the fluid CO2 fracture.
Key words　fluid CO2　fracture　technology
RESEARCH ON THE CO2 ADD-ENERGY-FRACTURE FOR THE UPPER-PALAEOZOIC GAS RESER-

VOIRS OF CHANGQING GAS FIELD
by Song Zhenyun , Li Zhenduo , Li Kangmin , Li Yong , Li Zhihang(Petroleum Engineering Tech.Research Inst.of

Changqing Petroleum Exploration Bureau)
Abstract　Changqing upper-palaeozoic gas reservoir is a kind of reservoir with low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 low

pressure modulus and strong water lock.The work fluid flowing back is very difficult and gas well production is low after
general hydraulic fracture technique was used.Based on reservoir betterment and geology research , tackle key problem
indoor to CO2 fracture technology , introduced and developed acidity crosslink technique , optimize CO2 fracture design and
locale construct technique.Via locale use , it shows that CO2 add-energy-fracture is an efficiency fracture technique , it is
good for improving single well output and whol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angqing gas field.

Key words　Changqing gas field　Low permeability gas reservoir　CO2 add-energy-fracture　well location test　
effect analysis

THE CO2 CYCLIC STIMULATION INVESTIGATION AND TRIAL IN DEEP-SEATED VISCOUS OIL
RESERVOIR

by Zhang Hongmei , An Jiuquan , Wu Guohua , Wang Shuisheng (Liaohe Oilfield Co.)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dedicated to the reservoir which is deeper partially with the results of inefficient steam

huff and puff.The new enhanced oil recovery pilot technology is experienced in the deep pay-zone from which the viscous
oil can not be withdraw by the conventional technology and the high frequency cyclic steam pilot reservoir could not be ef-
fectively recovered.This project can increase the driving energy for the oil well by the means of CO2 compressibility
meanwhile the CO2 with solubility and extractive ability can reduce the crude oil viscosity as well as improve the flow
property base upon the conclusion of laboratory experiment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 so that it can provide the theoreti-
cal basis and case history for the recovery mod transition.The case for this kind of CO2 stimulation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blocks , such as Leng-42 、Gao-3624 and Jin-45blocks with in 6 wells.The CO2 cyclic stimulation should be economi-
cal feasibility and cost-effective technology with low investment on the basis of field testing and economical evaluation.

Key words　Liaohe Oilfield　deep-seated viscous oil　CO2 cyclic stimulation　physical simulation　field testing
TRIAL AND EFFECT ANALYSIS OF CO2 HUFF AND PUFF IN COMPLEX FAULT RESERVOIR
by Tan Shihai , Zhou Zhengping , Liu Wei , Qian Weiming(China East Petroleum Administration , Sinopec Star

Petroleum Co.)
Abstract　Between 1989-2001 , CO2 huff and puff technology has been done in nine wells in Qintong Sag of Subei

Oilfield.The effect and affect actors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three kinds of reservoirs such as high permeability and high
water cut pools , low permeability and low production pools , viscous oil reservoir.In the high permeability and high water
cut pools ,CO2 huff and puff can depress water cut and improve production , but the problem of corrosion must be take
good care of.In the low permeability and low production pools , CO2 huff and puff can improve production but must be
solved the problem of secondary pollution.In the viscous oil reservoir , CO2 huff and puff can improve production but
must be solved the problem of oil degassing in the hole.Field testing indicate:this technology some characters with width
using scope , smaller cost , smaller scale and quicker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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