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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含油污泥调剖剂的研制
＊

刘　东　亮
1, 2

(1.胜利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现河采油厂 ,山东东营　257000;2.东南大学动力工程系 ,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为了解决含油污泥的处理问题 , 在对现河采油厂的含油污泥进行成分分析和粒径测定的基础上 , 以含油

污泥为主剂 、稀土矿粉为固化剂 ,研制了一种含油污泥堵剂。通过抗压强度的测试 ,该堵剂养护 3 d的抗压强度在

1 MPa以上。封堵性能实验结果表明 ,该调剖剂岩心封堵率在 99%以上 ,突破压力在 8 MPa以上 , 具有较高的封堵

强度。耐冲涮实验表明 , 在经过 200℃水蒸汽冲刷 100倍后 , 渗透率和堵塞率均没有大的变化 , 说明该调剖剂具有

较强的耐高温性能。研制的含油污泥调剖剂可以用于注水井的调剖 、蒸汽吞吐井的封堵汽窜 , 预期现场应用会有

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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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油污泥是一种富含矿物油的固体废物 ,主要

来自勘探开发业和石油化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油

泥 、油砂 ,具有产量大 、重质油组分高 、综合利用方式

少 、处理难度大等特点 。以石油勘探开发业为例 ,其

产量为原油产量的 0.5% ～ 1%,特别是国内许多大

型油田已进入开发后期 ,含油污泥和油砂的产生量

还要大于这个数据;按照国内目前原油产量估算

(1.8×10
8
t/a),每年将有近百万吨油泥 、油砂产生 。

这些污泥中一般含有苯系物 、酚类 、蒽类等物质 ,并

伴随恶臭和毒性 ,直接和自然环境接触会对土壤 、水

体和植被造成较大污染
[ 1]
。因此 ,将含油污泥进行

无害化处理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

对于含油污泥的处理 ,西欧及美国多采用生物技

术 、物理化学方法从含油污泥中回收污油 ,污泥连续

处理的方法和设备比较先进 、实用 ,原油回收率和能

量回收比相对较高 ,但其运行费用和设备费用很

高
[ 2-3]
。

含油污泥调剖技术是利用含油污泥产于地层 、

与地层有良好的配伍性的有利因素 ,通过添加合适

的辅助剂等向地层回注 ,从而实现对高渗层及大孔

道的封堵 ,达到调剖的目的 。该技术自从 1997年在

华北油田应用以来 ,胜利油田桩西采油厂 、辽河油田

兴隆台采油厂 、河南油田下二门油矿均有成功应用 ,

但到目前为止 ,还仅仅局限于注水井的调剖
[ 4 -7]
,而

且调剖剂的强度都偏低 ,主要是依靠污泥中颗粒在

地层孔隙中的架桥机理对高渗层进行封堵 ,无法应

用于蒸汽吞吐井的封堵汽窜 。笔者利用稀土矿粉作

为固化剂 ,对稀土矿粉 —含油污泥体系的性能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 。

1　含油污泥组分与粒径分析

1.1　含油污泥组成分析

测试方法:取一定量含油污泥样品 ,用蒸馏法测

其含水量 ,然后将蒸馏残余物趁热用砂芯漏斗过滤 ,

并用石油醚和丙酮的混合溶剂反复洗涤 ,直至残余物

不含油为止 ,最后将盛有残余物的砂芯漏斗在 85 ℃

烘箱内恒温 12h后称重 。结果是样品含水83.612%,

含油 1.712%,含泥 14.676%。由此可见 ,现河采油厂

含油污泥主要以水和泥质为主 ,含油量相对较低 ,有

利于污泥颗粒在水基调剖剂中的悬浮稳定。

1.2　含油污泥粒径分析

如表 1所示 , 含油污泥的粒径集中在 15 ～ 85

μm之间 ,占 81.49%。

2　含油污泥调剖剂配方选定

2.1　抗压强度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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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泥质组分粒径分布

粒径 /μm 粒径分布 /%

<5 3.07

5 ～ 10 3.99

10 ～ 15 6.37

15 ～ 85 81.49

85 ～ 150 5.07

　　由于含油污泥本身固结强度很低 ,要想有效地

封堵高渗层 ,需借助于固化剂提高其强度 。拟筛选

的固化剂应具有胶结强度大 、具有一定初始固化时

间 、耐温性好等特点。本研究选用无机胶凝材料稀

土矿粉作为固化剂 ,稀土矿粉是由多种无机材料经

高温煅烧 ,再与少量活化材料粉磨而成 ,物理形态呈

灰白细粉末状。主要化学成分为 SiO2 、 Al2O3 、

Fe2O3 、CaO、MgO、SO3 ,无毒 、无害 。

抗压强度的测试方法:首先把不同配方的含油

污泥调剖剂充分搅拌 ,倒入事先准备好的 50 mm×

50 mm×50mm的立方体试模内 ,放入 50℃的常压

水浴养护箱内 ,放置 3 d后 ,拆掉试模 ,取出里面的

固化物 ,放置在 YES-300型数显式压力试验机上

按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 SY/T5546 -92(油井

水泥应用性能试验方法)进行抗压测试 ,记录最大

的压力值 ,即为该配方下的抗压强度 。

测试结果见表 2-表 4。
表 2　固化剂含量对强度的影响

配方号
油泥 、稀土矿

粉 、水比例
水灰比

抗压强度 /MPa

3 d 6 d 9 d

1 1∶0.6∶1.4 3.7 1.4 1.6 2.0

2 1∶0.5∶1.3 4.2 1.2 1.5 1.8

3 1∶0.4∶1.2 5.0 0.7 0.8 0.9

4 1∶0.3∶1.1 6.3 差 差 0.2

　　由表 2可以看出 ,随着稀土矿粉的加入量增大 ,

抗压强度逐渐增大;配方 2在 3 d后的抗压强度为

1.2MPa, 9 d后的抗压强度可以达到 1.8 MPa。为

了使调剖剂在注入地层后 ,有一定的封堵强度 ,选定

含油污泥和稀土矿粉固化剂的合适比例为 1∶0.5。
表 3　温度对强度的影响

配方号
油泥 、稀土矿

粉 、水比例
水灰比

养护 3d的抗压强度 /MPa

20℃ 30 ℃ 40 ℃

1 1∶0.6∶1.4 3.7 未凝固 未凝固 1.2

2 1∶0.5∶1.3 4.2 未凝固 未凝固 1.0

3 1∶0.4∶1.2 5.0 未凝固 未凝固 0.7

4 1∶0.3∶1.1 6.3 未凝固 未凝固 0.5

　　由表 3可知 ,稀土矿粉与含油污泥混合后 ,在常

温下不会凝固 ,发生凝固的最低温度为 40 ℃,稀土

矿粉的这个特性会大大的便于现场施工 。
表 4　水含量对强度的影响

油泥 、固化剂 、

水比例
水灰比

抗压强度 /MPa

(养护 3 d)

体积收缩率

/%

1∶0.5∶1.5 4.6 1 25

1∶0.5∶1.4 4.4 1 15

1∶0.5∶1.3 4.2 1 6

1∶0.5∶1.2 4.0 1 4.0

1∶0.5∶1.1 3.8 1.1 0

1∶0.5∶1.0 3.6 1.2 0

　　由表 4可以看出 ,水灰比的改变对抗压强度的

影响并不大 ,但随着含水量的增大 ,固化后的体积收

缩率明显增大 。考虑到调剖剂注入地层过程中 ,会

存在少量的水滤失 ,应该适当存在一部分多余水 ,油

泥 、稀土矿粉和水的比例应该为 1∶0.5∶1.3。

2.2　悬浮性能的测试

为了将污泥输送到调剖目的层即高渗透层 ,必

须使用具有悬浮作用的携带液。由于污泥密度与携

带液密度间存在较大差异 ,携带液中污泥颗粒势必

要发生沉降。如果沉降速度过快 ,污泥会在井筒中

堆积 ,影响后续注入过程的进行。所以 ,必须采取措

施抑制污泥颗粒的沉降速度 。

为了施工方便和减少施工成本 ,应尽可能少加

或不加悬浮剂。由文献 [ 8]所述 ,对于颗粒性调剖

剂 ,其固相颗粒的悬浮性是个技术关键 ,但是通过现

场试验证明 ,可以不加任何悬浮剂施工 。为此 ,本研

究首先对调剖剂在不加入任何悬浮剂情况下进行悬

浮性能测试 ,以确定调剖剂是否需要加入悬浮剂 。

实验方法:将配制好的调剖剂充分搅拌 ,倒入

50 mL的量筒内 ,静置观察 ,记录不同时间后的滤出

清液体积 。实验结果见表表 5。
表 5　稀土矿粉—含油污泥体系调剖剂悬浮性能测试

油泥 、稀土矿粉

与水比例

析水量 /%

30 min60 min 2 h 4 h 15 h
结论

1∶0.5∶1.3 2.0 3.0 4.6 6.0 7 较好

1∶0.5∶1.4 2.6 5.8 7.0 8.5 9 较好

1∶0.5∶1.5 3.2 6.2 11.0 13.0 15 差

1∶0.5∶1.6 4.0 7.2 13.0 16.0 17 差

1∶0.5∶1.7 4.4 7.6 15.0 18.0 20 差

　　由表 5可知 ,稀土矿粉—油泥体系调剖剂具有

较好的悬浮性 ,完全沉降的时间在 15 h左右 ,完全

可以不加任何悬浮剂进行施工。本研究把析水率控

制在 10%以下 ,故选择相应的配方为油泥 、稀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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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 、水比例 1∶0.5∶1.3。

3　含油污泥调剖剂的性能评价

3.1　流变性的测试

作为调剖剂 ,必须要有较好的可泵性 ,以便于现

场操作 。实验通过六速旋转黏度计对选定的配方为

油泥 、稀土矿粉 、水比例 1∶0.5∶1.3的体系进行了流

变测试 。测试结果表明 ,调剖体系属于幂律流体 ,本

构方程为 t=0.256γ
0.583
,对其表观黏度进行计算可

知 ,在剪切速率为 100 ～ 1000 s
-1
时 ,体系的表观黏

度在 20 ～ 40mPa· s,该体系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 。

3.2　稠化时间测定

从现场施工的观点看 ,施工用的调剖剂要有一定

的可泵时间 ,既能保证顺利的把调剖剂注入地层 ,随

后又能立即产生强度 ,以便缩短候凝时间 、降低成本。

根据水泥浆采用的 API标准 ,稠化时间应测到 100

BC,但实际到 70BC时 ,水泥浆已产生最大可泵黏度

了。本实验调剖剂的稠化时间采用稠度到达 70 BC

时的时间。所用的主要仪器为常压稠化仪 ,对选定的

配方在地层温度下的稠化时间进行了测试 ,测试的稠

化时间为分别为 13h,满足施工要求。

3.3　封堵性能评价

实验方法:将普通白石英粉用分析筛分成不同

的粒径范围 ,洗净 、烘干 ,按不同配比装入内径 25

mm、长 300 mm的不锈钢岩心筒中 ,制成具有不同

渗透率的人造岩心;随后抽真空饱和蒸馏水 ,计算出

孔隙体积和孔隙度。在一定压力下 ,将配置好的含

油污泥调剖剂注入岩心 ,注入量约为岩心孔隙体积

的 3倍;在地层温度(50℃)条件下 ,候凝 48 h,然后

用水驱替 ,观测并记录突破压力 ,待压力稳定后测突

破后水相渗透率 k2 ,计算出封堵率及阻力系数。其

中有关参数由下列公式计算 。

封堵率(η):指堵剂降低多孔介质渗透率的程

度 ,计算公式为

　　　　　　　η=
k1 -k2
k1

×100% (1)

　　水相残余阻力系数(Fr)指堵剂在多孔介质中

封堵前后水相渗透率的比值 ,计算公式为

Fr=k1 /k2 (2)

式中 , k1原始水相渗透率 , μm
2
;k2堵后水相渗透率 ,

μm
2
。

表 6　岩心封堵实验结果

岩心编号
孔隙度

/%

堵前渗透率

/10-3μm2

堵后渗透率

/10-3μm2

封堵率

/%

突破压力

/MPa

突破压力梯度

/MPa· m-1
残余阻力

系数

1 42.5 25820 3.65 99.98 7.7 26 7074

2 41.6 24650 5.46 99.97 8.7 29 4515

3 32.5 14350 2.58 99.98 9.6 32 5562

4 31.6 16260 4.30 99.97 10.2 34 3781

　　由表 6可知 ,注入调剖剂的岩心模型 ,在地层温

度下候凝 2d后 ,封堵率均在 99%以上 ,突破压力达

7 ～ 10 MPa。可见 ,该调剖剂封堵强度较大 。

3.4　耐冲刷性能评价

为了使调剖剂在注入地层后可以较长时间地对

高渗层进行有效封堵 ,所注入的调剖剂必须要有较

好的耐冲刷性能 。因此 ,有必要对调剖剂的耐冲刷

性进行测试 。

测试方法:对填砂管岩心进行抽真空 ,饱和水 ,

计算孔隙度 ,测定其水驱渗透率;注入 3倍孔隙体积

的调剖剂 ,在 50℃温度下候凝 3d;对候凝后的岩心

进行 200 ℃的蒸汽冲刷 ,水流速控制在 5 mL/min;

蒸汽冲刷 100 PV后 ,岩心自然降温 ,再用冷水测其

渗透率 ,计算冲刷前和冲刷后的渗透率及堵塞率变

化 ,结果见图 1和图 2。注入调剖剂的岩心在常温

水冲刷 100 PV后 ,堵塞率和渗透率几乎没有变化。

在经过 200℃水蒸汽冲刷 100PV后 ,渗透率虽存在

一定程度的增加 , 但冲涮后的渗透率仍在 100 ×

10
-3
μm

2
左右 ,封堵率仍在 99%以上。可见 ,该调

剖剂具有较强的耐常温水和耐高温水冲刷性能。

图 1　常温水温冲刷实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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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温水冲刷实验曲线

4　结论

(1)稀土矿粉是一种廉价的无机胶凝材料 ,与

含油污泥常用的固化剂水泥相比 ,稀土矿粉具有密

度小 、悬浮性能好的特点。

(2)所研制的稀土矿粉 —含油污泥的调剖体系

具有封堵强度高 、可泵性好 、耐高温水冲刷等特点 ,

既可以用于水井的调剖堵水 ,也可以用于热采井的

封堵汽窜。

(3)该技术的推广 ,既可以对油井进行有效的

封堵 ,达到提高采收率的目的 ,也进一步解决了含油

污泥的利用问题 ,实现了废物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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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直径碳氧比能谱测井仪提高套后剩余油监测能力

　　大庆石油管理局钻探集团测井公司针对大庆油

田套后剩余油监测需要 ,自主研制推广了小直径碳

氧比能谱测井仪器。截至 2007年 7月 9日 ,该公司

应用该仪器测井 22口 ,获得了良好经济效益。

小直径碳氧比能谱测井仪器的外壳直径只有

43 mm,精巧灵活 ,不仅可以穿过油管进行测量 ,还

可以在套变井等井型中使用 ,使碳氧比能谱测井施

工范围不断拓宽 。

小直径碳氧比能谱测井仪器虽然外壳直径是

43 mm,但其内部承载部件的有效直径更小 ,只有 30

多毫米。钻探集团测井公司研发人员解决了小直径

中子发生器 、小直径伽马射线探测器 、电子电路设计

小型化等关键技术问题 ,并顺利完成了现场试验和

推广 。该仪器的研制成功 ,标志着大庆石油管理局

钻探集团测井公司套后剩余油监测技术研发和装备

制造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实践证明 ,小直径碳氧比能谱技术不仅提升了

大庆钻探测井公司套后剩余油监测技术服务能力 ,

更为创建百年油田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供稿　文　田)

68 石油钻采工艺　2007年 10月(第 29卷)第 5期　



Keywords:associativepolymer;viscoelasticity;
polyacrylamide;concentration;salinity

CAOBao-ge, PetroleumEngineeringInstitutein
Xi'anPetroleumUniversity, Xi'an710065, Shaanxi,
China

Factorsinfluencingviscosityofassociationpolymer
solutionofreservoirsinBohaiOilfield.XUEXin-
sheng, GUOYong-jun, FENGRu-sen, MAZ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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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takesalongtimetoinjectassocia-
tionpolymersolution(APS)frominjectionallocation

apparatusintowellheadandfinallyyielditfromoil
wells.ItrequiresalotontheviscosityagingofAPS,
i.e., theAPSviscosityshouldbekeptwithinacertain
rangebeforeitflowsfromwellstosurface.Otherwise
itsEOReffectwillbelowered.Sotheeffectlawof
APSviscosityisstudied.Theresultshowsthatitisnot
otherionsordissolvedoxygenbutthecalciumand
magnesiumionsinformationwaterofreservoirsinBo-
haiSZ36-1 oilfieldthatmainlyinfluencetheagingof

APSviscosity.APSismorestablewhenthecalcium
andmagnesiumionsofaqueoussolutionarelowerthan
400 mg/Land250 mg/Lrespectively.Itfeaturesin
hightemperatureandviscosityincrementintheinitial
stageofaging(within40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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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yofcombinationflooding.YANGJian-ping,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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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Abstract:Lowinterfacialtensioncanbeformed
bysurfactantwithoutalkali/polymeroildisplacement
systemandcrudeoil.Furthermore, problemssuchas
equipmentscorrosion, emulsionandsoonaresolved
anddifficultyingroundprocessingofproducedliquids
isdecreasedfornoalkaliinformula.ByLaboratory,
formulaofbinarycomplexsystemisselectedpreferen-

tially, andsomeaspectssuchascompatibility, viscosi-
tystability, thermalstability, salt-resistantproperty,
anti-hardwaterperformance, emulsionproperty, and
soonbetweentheformulaandoil-waterconditionsin
experimentalareaisevaluatedandthepropertiesac-
cordwiththerequirementsinvariousaspects.Mean-

while, physicalsimulationinvestigationisdonebythe
combinationsystem.Itconcludesthatcontributionsof
oilwashingratioinrecoveryefficiencyoccupyapartof
combinationfloodingrecoveryefficiency, however,
polymerexpandingthevolumeoccupiescertainpropor-
tioninrecoveryefficiency.Inaword, itiscoordina-

tionofthemthatenhancesoildisplacementefficiency.
Keywords:binarycompoundflooding;interfa-

cialtension;sweepvolume;recovery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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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newprofilecontrolagentforoily
sludge.LIUDong-liang.ODPT, 2007 , 2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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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solvetheproblemonoily
sludgesettlement, akindofoilypluggingagent,
whosecompressivestrengthforfostering3disabove1
MPabycompressivestrengthtestwithoilysludgeas
mainagentandrareearthpowderascuringagent, is
developedonbasisofcomponentanalysisanddiameter

determinationofoilysludgeinXianheoilextracton.
Theprofilecontrolagentisofhigherblockingstrength
withover99% rockcoreblockingrateand8 MPaa-
bovebreakthroughpressure.Erosion-resistantexperi-
mentshowsthat, bothpenetrationandblockingrate
arewithoutbigchangeafterbeingeroded100 doubles
by200 ℃ steam, whichdemonstratestheprofilecon-
trolagenthasrelativelystronghightemperature-resist-

anceperformance.Profilecontrolagentofoilysludge
developedcanbeusedinprofilecontrolofwaterinjec-
tionwellsandchannelingpluggingofhuffandpuff
wells, whichisexpectedtohavegoodresultsinfield
application.

Keywords:oilysludge;environmentalprotec-
tion;profilecontrolagent;experimentalstudy

LIUDong-liang, XianheOilExtractionPlantof
ShengliOilfieldCompanyLtd., Dongying, 257000,

Shandong, China

Experimentalstudyonchemicalprofilecontrol
technologyforshallowheavyoilhuffandpuffwell
inKaramay.WANG Zhuo-fei, WEIXin-chun,

JIANGLi, LUANHai-jun, XUMing-qiang, ZOU
Yu.ODPT, 2007, 29 (5):69-74

Abstract:TheMETKAsystemofthermalreversi-
blegelistestedpreferentiallyagainstwelldistrictwith
serioussteambreakthroughbyanalyzinghomogeneity
characteristicsofshallowheavyoilreservoirinK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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