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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乐安油田稠油开发进入中后期 ,汽窜及蒸汽超覆 、边水浸入等问题造成油层动用不均匀的现状 , 开

展了火烧油层试验。通过室内试验进行了示踪剂的筛选 、评价 、用量设计 , 制定了取样制度。利用气体示踪剂 、温

控型示踪剂 、稳定同位素示踪剂等 , 对试验过程的火烧前缘进行动态监测 ,为火烧试验提供了准确 、及时的动态数

据 ,也为同类型油藏热采开发时的监测分析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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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安油田构造位于济阳坳陷东营凹陷南斜坡草

桥—纯化镇鼻状构造带的根部 ,内部被石村基底大

断层切割成上下两盘 ,南区位于下降盘 ,且储层岩性

复杂 ,含油性 、储集物性差异大 ,原油密度在 0.97 ～

0.99g/cm3 之间 ,黏度高 , 50℃地面脱气原油黏度在

25 000 ～ 35 000mPa·s之间。经多年的高速高效开

发 ,油田已进入开发中后期 ,井间汽窜及蒸汽超覆造

成的油层动用不均等问题已成为制约油田开发的主

要因素 。为寻找适合本油田开发的可接替工艺模

式 ,经论证决定开展火烧油层试验 。由于火烧油层

试验本身具有难操作性和复杂性 ,因此 ,强化井组的

动态监测力度 ,为火烧效果动态分析提供准确及时

的第一手资料成为试验成功的关键 。综合本地区的

油藏地质特征和火烧试验结果 ,认为采取气体示踪

剂 、稳定同位素示踪剂和温控型示踪剂等多种示踪

剂同时从不同侧面监测 ,进行综合解释和互相印证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1　火烧试验动态监测原理及内容

1.1　监测原理

含有一定示踪剂浓度的水注入油藏后 ,能与地

层水完全互溶 ,而这种混相的流体在孔隙介质中运

动时会受对流和扩散 2种因素的影响。水力扩散发

生在 2个方向:沿程扩散和横向扩散。由示踪剂的

相对浓度和无因次注入体积关系曲线
[ 1]
可知 ,示踪

剂开始浓度很小 ,以后逐渐增加 ,表明示踪剂在流动

方向上有某种超越 ,即所谓的沿程扩散 。实际油藏

多为非均质的 ,可近似认为是由岩性不同的若干个

油层组成的 ,当注入示踪剂段塞后 ,示踪剂总要沿着

高渗透层或大孔道首先突入生产井 ,产出曲线将出

现峰值 ,若有几个高渗透层 ,则将出现几个峰值 ,进

而由示踪剂产出曲线可判断出以注入井为中心发生

的主要汽窜方向 ,适时采取相应的工艺措施 ,封堵大

孔道 ,为火烧油层的实施创造有利条件。

1.2　监测内容

对采油井示踪剂进行取样分析 ,由分析结果确

定出示踪剂产出曲线 ,确定燃烧方向 ,定性判断温度

场的分布。

　　由上述结果结合生产动态和数模 ,判断火烧前

缘位置和定性确定剩余油饱和度及分布 、温度场及

压力场的分布 ,进而判断燃烧参数的合理性 ,为调整

方案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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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流程为:示踪剂筛选※示踪剂注入※油井

取样※样品示踪剂检测※数据分析整理※示踪数值

模拟※综合解释 、结论

2　示踪剂筛选及室内评价研究

2.1　示踪剂的筛选

2.1.1　选取原则　理想的示踪剂应溶于注入流体 ,

且以注入流体的速度运移 。因此 ,所选择的示踪剂

一般应达到以下要求:(1)背景浓度低 ,用常规分析

方法就可实现检测;(2)岩石表面吸附量少 、同油藏

流体无化学反应和同位素交换;(3)与示踪流体配伍

性好;(4)无毒性或毒性较低及价格合理等 。

2.1.2　多种示踪剂的筛选

(1)气体示踪剂ST:该示踪剂在 800℃以上时具

有热稳定性 ,不分解 ,微溶于水 ,化学性质稳定 ,在

500℃时也不与地层中的石英反应。

(2)温控型示踪剂 AN:是一种有机质 ,与地层矿

物不反应 ,不吸附 ,在水中溶解 ,在 310℃分解。

(3)稳定同位素示踪剂:为稳定同位素微量物

质 ,在地层中的含量微量(小于 1012),与地层矿物不

反应 ,吸附量极少 ,无放射性 ,无高温转化 ,易检出 ,

灵敏度高 。

2.2　室内试验评价

通过配制模拟油层样 ,利用燃烧釜对所筛选的

示踪剂进行室内评价研究 ,以确保所使用的示踪剂

达到所设计的热稳定性能和技术指标。

2.2.1　气体示踪剂 ST 耐高温性能测试 　注入

200mL(标准状态下)气体示踪剂 ,同时保持空气注

入流量不变 ,出口采集到的样品是示踪剂与注入气

体经燃烧后形成的烟道气的混合气体 ,示踪剂在混

合气体中的浓度与混合气体总量的乘积就是示踪剂

的排出量(见表 1),试验结果说明 ,气体示踪剂 ST

在经过火烧前缘后 ,并未因高温而损失 。
表 1　气体示踪剂 ST耐高温性能测试结果

取样时间

/min

示踪剂浓度

/mg·L-1
示踪剂累计

产出量/mL

燃烧前缘

温度/ ℃

压力

/MPa

12 451 9.922 530 2.3

21 268 78.602 530 2.3

27 276 117.442 530 2.3

33 263 182.458 530 2.3

2.2.2　温控型示踪剂吸附系数确定　吸附系数公

式

a=[(Co/ C)-1] ·(VW/ Vr) (1)

式中 , C o为盐水中示踪剂浓度;C 为产出液中示踪

剂浓度;VW为注入盐水体积;Vr为岩心孔隙体积 。

由试验结果得出 ,当注入量达到岩心孔隙体积

的 1.2倍时 ,基本达到物质平衡 ,根据公式计算吸附

系数为 a=0.0013。

2.3　示踪剂用量设计

示踪剂注入量取决于储层中被示踪流体的最大

体积和分析测试的灵敏度 ,其中 ,被示踪流体的最大

体积是一个客观的物理量;分析测试的灵敏度一方

面取决于测试仪器的灵敏度 ,另一方面取决于地层

背景浓度的高低 。当背景浓度很低时 ,主要考虑仪

器的灵敏度;当背景浓度较高时 ,主要考虑投加的示

踪剂能否掩盖背景值。由于同位素示踪剂的背景浓

度一般很低 ,因此 ,主要考虑仪器的灵敏度因素 。

采用的示踪剂注入量计算公式[ 3]如下

A=μ·MDL·V (2)

V=πR
2
h Sw (3)

式中 , μ为保障系数 ,目的是消除各种天然和人工不

利因素的影响 ,保障注入的示踪剂被检测到 ,其数值

一般根据经验确定 ,具体保障系数的大小根据具体

地层情况确定;MDL为最低检测浓度 ,可以是仪器的

分析灵敏度 ,也可是最大本底浓度 ,一般取两者中的

最大值;V为地层最大稀释体积 ,m3;R 为平均井距 ,

m;h 为油层平均厚度 , m; 为油层平均孔隙度 ,百

分数;Sw为油层平均含水饱和度 ,百分数 ,根据物质

平衡计算得到。

将实际地层参数和基本检测参数代入公式(2)、

(3),得到理论计算数值 ,依据该计算数值 ,选取相应

用量的示踪剂。

3　现场施工

2002年 1月 9日对示踪剂进行了现场投加 ,气

体示踪剂ST 的用量为 106kg ,温控型示踪剂的用量

为 3560g ,稳定同位素示踪剂的用量为 267g 。

3.1　投加方法

气体示踪剂由空气压缩机进气口注入 ,将气体

示踪剂钢瓶出口接一管线放入空气压缩机进气口 ,

轻轻拧开阀门 ,控制出气口为常压。温控型示踪剂

及稳定同位素示踪剂在井口用泵打入 ,然后再注入

大约5m
3
水 ,确保示踪剂全部注入地层 。

3.2　取样制度及取样方法

3.2.1　气体示踪剂　取样制度:示踪剂注入后 ,一

线井当天开始取样;二线井第 2d开始取样;三线井

第 3d开始取样;四线井第 4d开始取样;均为每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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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样。取样周期为 1个月。取样方法:将观察井井

口气体阀门打开放空 5min ,然后将气体取样袋与气

体阀门接好充气 ,充满为止。

3.2.2　温控型示踪剂及稳定同位素示踪剂　取样

制度:示踪剂注入后 ,一线井第 3d开始取样;二线井

第5d开始取样 ,均为每天 1个样。取样周期为 2个

月。取样方法:在油井井口用取样桶直接取得油水

样 ,每口油井对应 1个取样桶 。对油水样进行油水

分离 ,每个样品不能相互污染 ,根据油水样含水的多

少采取不同的措施(静置 、过滤 、加破乳剂 、电脱水

等)分离出大约 20mL 干净的水(不含油 、泥砂等杂

物)倒入取样瓶中 ,以待分析。

4　观测资料解释

以气体示踪剂监测为例。

一线监测井共有 4口井取样 ,经检测有 3 口井

(95-1 、95-3 、95-4)见到示踪剂 ,7-2井未见示踪

剂明显显示(见图 1)。CN95-4 为最早见到示踪剂

峰值的观察井 ,其次是CN95-1 、CN95-3 ,进而计算

出推进速度 。在距中心注气井对角线方向的 CN95

-3井推进最快 ,为 47m/d ,最慢的是 CN95-4 , 为

67m/d ,且 CN95-3 的峰值较其它 2口井有很大的

差别 ,注入示踪剂的第 6d见到明显的示踪剂显示 ,

浓度为 254mg/L , 第 12d 示踪剂的浓度达到671.55

mg/L ,且出现多个峰值 ,说明平面上存在着严重的

不均质性 。相对而言 ,同是一线井见示踪剂的 95-

4井方向火烧效果较 95-1 、95-3井差 ,而 7-2井

方向可能燃烧得不够或没有燃烧起来 ,注入气直接

从井筒排出 ,利用率低。

图 1　一线观察井示踪剂产出曲线

二线监测井共有 3口井取样(见图 2),经检测

116-4 、116-2井见示踪剂 , 99-4井未见示踪剂显

示。从见示踪剂效果分析 ,注入气主要沿井组东南

方向推进 ,而且平面推进速度差异很大 ,另从示踪剂

产出峰值可知 ,示踪剂在纵向上存在多层突破 。以

上说明在注气井与采油井间存在很强的平面和层间

非均质性。另从 CO2 分析结果看 ,本井组 116-4井

CO2 分析值较本底采样时分析值高 ,说明随燃烧时

间的延长 ,二线井组的燃烧效果也已初步显示。相

对而言 ,同是见示踪剂的二线井 116-2井方向的火

烧效果较116-4井要差 ,而 99-4井方向可能没有

燃烧起来。

三 、四线监测共有 4口井取样 ,经检测三线井均

见示踪剂 ,四线井 117-4未见示踪剂 。示踪剂突破

时间差异性明显 ,存在较强的非均质性 ,注入气通过

一线 、二线井后继续向井组东南方向三线井推进 ,示

踪剂突破时间差异性明显 。从 CO2 分析结果看 ,本

井组 116-1 、117-1井 CO2分析值较二线井分析值

低 ,说明火烧效果对三线井有一定影响 ,但未见直接

效果。相对而言 ,同是见示踪剂的三线井 116-1井

方向受效性较 117-1 、117-2井相对明显 , 117-4

井方向无影响。

图2　二 、三 、四线观察井示踪剂产出曲线

5　结论

(1)从 3种示踪剂监测资料分析看 ,油藏存在较

强的平面矛盾和纵向矛盾 ,火烧在平面上存在明显

的方向性 ,即向油藏高部位存在明显的火烧前缘 ,距

中心井东南方向窜进明显。

(2)系统配套的动态监测技术为乐安油田火烧

油层试验提供了详尽准确的动态监测资料 ,也可为

国内外同类试验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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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OOSE SANDSTONE

by Li Lianjiang , Zhang Ziyu , Xiong Min , Zhang

Hui , Han Wei , (Linpan Production Plant of Shengli Oil-

field Co.)

Abstract　In oil -field development courses , the

problem of sand-flowing in large quantities and serious

polluted plugging exists simultaneously in the moderately

or highly shaly , low temperature , loose sand oil reservoirs

is a difficult technical problem needs to be solved urgent-

ly.Traditional mechanical and chemical sand control for

this kind of oil reservoir is ineffective or causes blocking

of porosity , leading to the decrease of liquid produce.

This thesis chiefly analyses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in

the course of sand exclusion and plugging removing in quit

oilfield.A technology called “ three -new technology”

which combines sand control with plugging removing theo-

ry , new prescription and new technology was developed.

The principle of acid plugging removing was applied to e-

liminate the polluted plugging , while the electric potential

at the surface of sand grain can be altered and the force

gathering the sand grain can be enhanced , which play a

key role of sand control.Good results were achieved after

using this technology in Quit-field , and the advantages

and practicability of this technology were proven.

Key words　shaly sandstone 　loose sandstone 　

sand control　plugging removing 　technology 　applica-

tion

APPLICATION OF MICROBES ON THE HIGH

TEMPERATURE HIGH SALT RESERVOIR

by Zhao Mingchen(University of Petroleum);Li

Zhongru , Gao Jinfeng , Yang Feng , Yin Zhiqing

Abstract　Most reservoirs of Dongxin Oil Production

Plant are high temperature , high salt reservoirs.Conven-

tional polymer displacement can not enhance the recovery

rate of this kind of reservoir.From 2001 , by cooperating

with microbes , Inc.in MEOR on condition of high tem-

perature , high salt reservoirs , success was gained on mi-

crobes by testing in the lab and field tests.

Key words　microbes production oil　high temper-

ature　high salt reservoir

DYNAMIC CHARACTERISTIC MONITORING OF

IN - SITU COMBUSTION WITH MULTIPLE

TRACER

by Wang Shiwen , Liu Dongliang , Liu Yanbo , Sun

Minglei , Yu Wenbo , (Xianhe Production Plant of Shengli

Oilfield Co.)

Abstract　Following the thick oil development of

Lean oilfield enters into later period , such problems as

gas channeling , steam overlaying and side water invasion

cause the uneven production of the reservoir;fire flooding

test was conducted to solve this problem.Laboratory tests

were conducted to select and evaluate the suitable tracers ,

and determine the specific dosage;sampling schedule was

also made.Dynamic monitoring of the leading edge of fire

flooding was conducted by using the gas tracer , tempera-

ture controlled tracer and isotopic tracer , etc., which

provided accurate and timely dynamic data for the test ,

and can also be used for reference for heating recovery of

the same type of reservoir.

Key words　Anle Oilfield　tracer　monitoring　in

-site combustion　dynamic characteristic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

ON ARTIFICIAL VIBRATINGOIL PRODUCTION

by Sun Renyuan(College of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Tianjin University);Cheng Guoxiang;Chen

Jianwen;Qin Guokun

Abstract 　 Artificial Vibration Oil Production

(AVOP)is a new and prospective method for enhanced

oil recovery.A new system for artificial vibrating simula-

tion was designed and effect of artificial vibration on core

permeability , oil recovery under different stage of water

flooding was studied.Experiments show that action of ar-

tificial vibration can improve the permeability of cores and

oil recovery , while decrease the water cut at the stage of

high water -cut.The results of oil recovery increment

were related to the vibrating parameters.The optimum pa-

rameters got in the experiments is almost identical to the

parameters used in the field tests.

Key words　artificial vibration　artificial vibration

oil production (AVOP)　 EOR　simulation system 　

permeability　water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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