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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油井水泥浆流变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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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油井水泥浆的流变性是注水泥施工的一个重要工艺参数 ,是水泥浆配方设计的核心以及安全施工的前

提。分别从油井水泥浆组成成分 (石膏加量 、比表面积 、分散剂)、工作环境(温度 、压力)、施工参数(搅拌速度 、搅

拌时间)和水泥浆的水灰比等方面通过试验来研究影响水泥浆流变性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随石膏掺量的增多 ,

水泥颗粒的比表面积增加 , 水泥浆的流动性能随之变差 , 而比表面积为 320 ～ 350 m2 /kg时 ,水泥浆流变性能变化不

大;提高搅拌速度和增长搅拌时间能提高水泥浆流变性能;随温度的升高水泥浆的流变性表现为先提高后变差的

变化趋势 , 该试验条件下当温度高于 70 ℃时水泥浆的流变性能明显变差 , 但压力对于水泥浆流变性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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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井过程中 ,油井水泥的作用是把油气水层封

隔开来 ,因此水泥浆和水泥环性能的优劣决定着固

井工程质量的好坏。国内外的有关理论研究和实践

经验认为
[ 1 ～ 6]

,油井水泥浆的流变性能决定着水泥

浆在环形空间的流态 ,故油井水泥浆的流变性是水

泥浆配方设计的核心以及安全施工的前提 。通过试

验研究了水泥浆组成成分 、工作环境 、施工参数及水

灰比对油井水泥浆流变性的影响。

1　水泥浆组分对流变性的影响

1. 1　石膏加量对水泥浆流变性的影响

图 1为在常压 、20 ℃情况下测定水泥浆中石膏

含量对水泥浆流变性影响的试验数据图。

图 1　不同石膏含量水泥的流变性能

从图 1中可以看出 ,随着水泥中石膏加量的增

大 ,水泥浆的流性指数 n变小而稠度指数 K增大 ,

说明随着水泥中石膏含量的增加 ,流动性能逐渐变

差 ,因此在水泥浆中应适当控制石膏的掺加量。

在水泥浆初始水化时 ,当石膏加量变大时 ,由于

石膏在水溶液中的溶解 ,使水泥浆中含有一定量的

SO4
2 -
。在有 OH

-
、碱和硫酸盐离子存在的条件下 ,

发生化学反应 ,生成针状棱柱体的钙矾石 ,即

A lO 4
2 -
+3SO4

2 -
+6C a

2+
→C6A S3H32

使水泥浆中的网状结构形成速度加快 ,同时

C3A的溶解度降低 ,造成水泥浆流变性能变差。随

水泥浆中石膏加量的增大 , SO 4
2 -
和 Ca

2 +
的浓度增

加 ,而液相中所含的铝酸盐离子浓度相对变低 ,从而

SO4
2 -
和 Ca

2+
都很快达到饱和 ,此时会迅速形成大

量的二水石膏晶体 ,从而使水泥浆的流变性迅速变

差 ,甚至失去流动性 。

1. 2　比表面积对水泥浆流变性的影响

图 2是在常压 、20 ℃条件下进行的不同比表面

积水泥浆流变性能试验结果 。从图 2可以看出 ,随

着水泥比表面积的增加 ,水泥浆的 n值变小 ,而 K

值变大 ,说明水泥浆的流动性能变差 。同时也可看

出 ,当水泥比表面积在 320 ～ 350m
2
/kg范围内 , n值

曲线和 K值曲线变化都相对比较小 ,即在这个范围

内 ,随着比表面积的变化 ,水泥浆流变性能变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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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这样可知只要对于水泥的比表面积控制适当 ,

比表面积对于水泥浆的流变性的影响不是很大 。

图 2　不同比表面积水泥的流变性能

当水泥颗粒的比表面积增大时 ,水泥颗粒与其

他物质接触的面积增大 ,水泥颗粒将吸附更多的水

分子 ,使水化反应加剧;同时 ,水泥浆颗粒将受到周

围更多颗粒作用力的影响 ,颗粒间形成的固定作用

力体系将更难以打破 ,根据 DLVO理论 ,水泥浆体系

表现为剪切应力变大 ,流变性变差难以进行变形。

1. 3　分散剂对水泥浆流变性的影响

图 3分别给出了在常压 、20 ℃条件下 ,水灰比

0. 44的胜潍 G级水泥随分散剂 SF加量的增加水泥

浆 n、K值的变化规律。从图 3中可以看出 , n值和

K值在分散剂 SF加量低于 0. 2%时变化不大 ,而当

SF加量大于 0. 2%时 , n值快速上升 , K 值迅速下

降 。说明分散剂 SF对于水泥浆流变性的影响效果

明显 ,能大幅度地改善油井水泥浆的流变性。

图 3　SF分散剂对水泥浆流变性的影响

文献 [ 1 ～ 5]表明 ,加入分散剂的水泥浆的屈服

值和黏度都是减小的 ,且随所加入的分散剂的浓度

增加而减小 ,掺有分散剂的水泥浆的流变性更接近

牛顿流型 。

一般的提高水泥浆流变性的分散剂为表面活性

剂。由于分散剂分子在水泥颗粒 —水界面上形成了

正吸附 ,界面上的表面活性剂浓度增加 ,表面自由能

降低 ,增加了体系的热力学稳定性 ,从而使整个体系

向分散稳定的方向发展 。

2　工作环境对油井水泥流变性的影响

2. 1　压力对油井水泥流变性的影响

对纤维水泥浆和胶乳水泥浆在不同的压力情况

下进行了流变性试验 ,试验条件为 40 ℃、胜潍 G级

水泥 、水灰比为 0. 44。试验表明 ,随着试验压力的

增加 ,水泥浆的剪切应力具有增加的趋势;试验压力

为 0 ～ 70MPa时 ,纤维水泥浆的剪切应力只增加了

3 Pa,增加的比率小于 7. 5%;胶乳水泥浆的剪切应

力只增加了 4 Pa,增加的比率小于 16. 7%,说明压

力对各种水泥浆的流变性影响不大。

2. 2　温度对油井水泥浆流变性的影响

图 4给出了温度对于原浆流变参数 n、K值的影响

曲线 ,试验条件为常压 、水灰比 0. 44、胜潍 G级水泥。

图 4　温度对原浆流变性的影响

由图 4可以看出 ,温度低于 60 ℃时 , K值随着

温度的升高而减小;高于 60 ℃时 ,K值随着温度的

升高而迅速增大。在此过程中流性指数变化也呈现

先增大后降低的趋势。说明低温度条件下温度的增

加有利于提高水泥浆的流变性 ,而高温条件下 ,水泥

浆的流变性随温度的升高会急剧变差。

温度对水泥浆流变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温度对

水泥水化速率及水化过程的影响 。提高温度能够加

快各种浆体的水化速率 ,因此在较高温度条件下浆

体产生结构的能力相对较强 ,导致与水泥浆内部结

构有密切关系的流变参数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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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参数对水泥浆流变性的影响

3. 1　搅拌速度对流变性的影响

表 1给出了密度为 1. 85 g /cm
3
时常压 2种温

度条件下不同搅拌速率对水泥原浆流变性的影响数

据 。可以看出 ,在相同温度下 ,搅拌速率越高 , n值

越大 ,K值越小 ,即水泥浆的流变性越好 。在不同温

度条件下 , API标准 (6000 r /m in搅拌 15 s, 12 000

转 /m in搅拌 35 s)搅拌速度下 ,得常温下水泥原浆

的流变性好于 70 ℃条件下的水泥浆流变性 。
表 1　不同搅拌速率对水泥浆流变性的影响

搅拌器转速

/r m in- 1
n

常温 70 ℃

K /Pa sn

常温 70 ℃

API 0. 524 0. 513 1. 354 1. 566

6000 0. 516 0. 394 1. 461 7. 165

12 000 0. 578 0. 434 1. 345 2. 922

　　搅拌速度对于流变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搅拌速

度有利于提高水泥颗粒在水泥中的分散性 ,能使水

泥颗粒充分分散在水中。

3. 2　搅拌时间对水泥浆流变性的影响

图 5是搅拌时间对水泥原浆流变性的影响曲线 ,

试验条件:常压 、20 ℃、水灰比 0. 44、胜潍 G级水泥。

图 5　搅拌时间对水泥原浆流变性的影响

　　从图 5中可见 ,搅拌时间在 5 ～ 35 m in变化的

过程中 , n值和塑性黏度的变化较小 ,而 K值的变化

比较大 ,随搅拌时间的延长 ,水泥浆流变性变好 。

搅拌时间对水泥浆流变性影响的方式跟搅拌速

度一样 ,通过物理分散的方法来提高水泥颗粒在水

中的分散程度 ,搅拌时间越长 ,水泥颗粒在水中的分

散越好 ,从而提高了水泥浆的流变性 。

4　水灰比对水泥浆流变性的影响

进行了不同水灰比的水泥浆流变性试验 ,试验

条件是常压 、20 ℃、胜潍 G级水泥。

试验表明 ,随着水泥水灰比的变化 , n值和塑性

黏度的变化较小 ,而 K值的变化比较大 。在水灰比

为 0. 44附近时 , n值 、K值和塑性黏度都达到最小

值 ,水灰比在 0. 44 ～ 0. 46范围内各个参数值变化

小 ,而且随着水灰比的变大 ,水泥浆的 K值基本上

是趋向于减小的 ,从而看出水泥浆流变性随着水灰

比的增大而变好。

5　结论

(1)室内试验表明:随石膏掺量的增多 ,水泥浆

的 n值变小 ,K值变大 ,流变性变差;不同比表面积

的水泥浆流变性不同 ,随水泥比表面积的增加 ,水泥

浆的流动性能随之变差 ,而比表面积为 320 ～ 350

m
2
/kg时 ,水泥浆流变性能变化不大;分散剂的使

用 、提高搅拌速度和增长搅拌时间都能提高水泥浆

流变性能;随温度的升高水泥浆的流变性表现为先

提高后变差的变化趋势 ,该试验条件下当温度高于

70 ℃时水泥浆的流变性能明显变差 ,但压力对于水

泥浆流变性影响不大;G级水泥的水灰比在 0. 44附

近变化时 ,水泥浆的 n值 、K值和塑性黏度都到达最

小值 ,说明 G级水泥的水灰比适合于 0. 44左右 。

(2)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的油井水泥 、工作环

境 、施工参数和水泥浆的水灰比等对水泥浆的流变

性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固井施工时应根据实际情

况合理地选用油井水泥 、施工参数 。

参　考　文　献

[ 1] 　H a l G rant Jr. W , Rutledge John M , Roger H. Christy

F ie ld L im ita tions o f L iquid - Additive Cem enting Sys-

tem s. SPE 18 619

[ 2] 　Rober t Po llard, Je ff H ibbe ler. N ew Cem ent Additive Im-

proves S lurry P rope rties and Save Cost, SPE 28 773

[ 3] 　Davison JM , C lary S, Saasen A, e t a.l Rheo logy of Vari-

ous D rilling F lu id System s Under Deepw a te rD rilling Con-

ditions. SPE 56 632

[ 4] 　Rudi Rubiandini R S. New Additive for Im prov ing Shea r-

bond S treng th in H igh Tem pe ra ture and P ressu re Cem en.t

SPE 62 750

[ 5] 　F rigaa rd IA, Pe lipenko S. E ffec tive and Ine ffective Stra te-

g ie s fo rM ud Rem oval and C em en t S lurry Design. SPE 80

999

[ 6] 　何世明 , 刘崇建 , 刘昌魁 , 李辉峰 , 邓建民 , 陈英. 温度

压力对水泥浆流变性的影响规律研究. 石油钻采工

艺 , 1999, 21(6):7 ～ 12

(收稿日期　 2005-04-14)

〔编辑　景　暖〕

45　黄河福等:影响油井水泥浆流变性的因素



and has simp le ope rate, convenient maintenance, low
cost and w ide app lication fo reground.

K ey words　 sidew all stab iliza tion　ho le sloug-
h ing preven tion　 inhibitory　po lymer drilling fluid

STUDY ON THE INFLUENTIAL FACTOR ON

CEMENT SLURRY'S RHEOLOGY

Huang He fu(1. C ollege of Petroleum Engineer-
ing, China Unive rsity o fPetro leum , Dongy ing 257061,
Shandong;2. D rilling Company of Dianqiangui Pe tro le-
um A dm inistra tion, Linpan 251500, Shandong), Tian
Hong liang,W ang Ru ihe, Bu Yuhuan

Abstract　The rheo logy o f cement slu rry is an

importan t process parame te r du ring the cemen ting op-
eration o f cement engineering, and decides the sta te o f
cement slurry in annular space. So it is the key po in t

of cement slurry's compound design and the p recondi-
tion of safe ope ration. The effect o f composition on

rheo logy of cement slurry w as stud ied in th is pape r,
based on expe riments presen ted, including slurry

composition (gypsum , surface to pe r un it vo lume, ad-
ditives), wo rking env ironmen ts ( temperature, pre s-
su re), ope ra tion pa rame te r ( stirring time, stirring

ra te) and slurry pa rame ter (wa ter cement ra tio). The
resu lt o f expe riments indica tes that:when any of the
gypsum add ition and the surface to pe r un it vo lume in-
creases, the flow property o f cement slurry come to be

bad tota lly, and itw ill change a littlew hen the surface
to pe r unit va ries be tw een 320 and 350 m

2
/kg. Ce-

men t slu rry's rheology can be enhanced th rough in-
creasing the stirring ra te and ex tend ing the stirring

time. Tempera ture has obvious influence on the rheo l-
ogy o f cement slurry wh ile pressure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i.t

K ey words　cement slurry　Rheo logy　 Influen-
tial facto r　wo rking env ironment

EVALUATION OF ADDITIVES ON PREVENT

AND REMOVE ASPHALTENE DEPO SITS

Zhao Fenglan, Yan Jie'nian(Ch ina Unive rsity o f
Pe tro leum , Beijing 102249)

Abstract　O rganic scale from asphaltene precip-
itation is one of ma in cause s of fo rmation damage,
Therefore to take some e ffec tive p revention and remove

measures is very necessary. In this paper, th rough
me thods estab lished by w riters, positive polyglyco l

w as evalua ted and se lected as excellent inh ib ito r w ith

inh ib iting efficiency o f100%, and L - 01 can be used
to remove organic scale w ith relative so lub ility of a-

bove 80%. M any hydroxy l g roups have positive e lec-
tricity and stronger adso rptive capacity, so positive

po lyg lyco l can adsorb on rock surface and form into

pro tective laye r. Toluene in L - 01 has good so lub ility

to asphaltene, and petro leum sulfon ic ac id o r ch lo-
rhydric acid have certain so luble ability to the inorgan-
ic scale.

K ey words　 fo rmation damage　 asphaltene de-
posits　p revent　remove　evalua tion

EXPERIMENT STUDY ON HETEROGENEITY

LINEAR MODEL OFWATER DRIVING O IL

He Shunli, LiZhongfeng(ChinaUniversity of Pe-
tro leum , Be ijing 102249 ), Yang Wenx in, Men

Chengquan

Abstract　 In order to dete rm ine the impact o f

diffe rent comb ined core mode, pe rcola tion ma tte r,
permeability, heterogeneity on w ater flooding efficien-
cy and distribution of remaining o il , and to do further
resea rch , this dissertation firstly se lec ts diffe rent natu-
ra l cores, uses comb ined core technique, and establi-
shes differen t he terogeneous models. Then w ith the

he lp o f comb ined physica l simulation technique and

constant flow rate me thod, water driv ing o il experi-
men t is done. From the expe riment, the fo llow ing

find ings are acquired:as series connection mode l is

one -w ay pe rcola ting, water flood ing e fficiency at in-
let is obv iously higher than tha t a t outle t, sa turation o f
rema in ing oil at ou tle t i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a t

in let, and w ater flooding efficiency and saturation o f

rema in ing oil has no thing to do w ith the va lue o f per-
meability;the distribu tion of rema in ing oil is even in

the low -medium -h ighmode l, whereas it is central-
ized in the low pe rmeab ility co re in the h igh -medium

- low model;the wa ter flooding efficiency o f the com-
b ined model has connection w ith the equiva lent per-
meability and he te rogene ity. A s ve rtical he terogeneous

mode l is w ater flooding, the remaining o il is central-
ized in the least permeability co re. F inally, it is con-
cluded that in the fo rmation characterized by obvious

horizonta l heterogeneity charac te r, the pro ject o fwa ter
flood ing in h igh permeability zone and o il extraction a t

low pe rmeability zone can be adop ted to improve the

recove ry ra tio. And in the forma tion cha racterized by

obv ious vertical he terogene ity character, the pro jects

of chem ica lw ate r p lugg ing by profile contro l, plugg ing
the high pe rmeab ility forma tion, improving w ater en try
pro file, or separate w ate r in jec tion can be adopted to
improve the recovery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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