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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更好地揭示无碱二元体系在油藏中性能损失规律，结合胜利孤东七区非均质强、储层结构疏松等油藏条件，在不

同长度岩心中开展二元体系溶液渗流实验。通过进行聚合物溶液对表面活性剂界面活性以及表面活性剂对聚合物溶液黏度的

影响来研究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并在不同长度岩心出口端取采出液，测试不同位置处黏度与界面张力的变化研究该二元体系

溶液在近井和油藏流变性和界面活性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加入聚合物溶液后，二元体系界面张力变化规律与单一表面活性

剂相似，但使油 / 水界面张力达到超低时间要长；表面活性剂对聚合物溶液黏度影响不大，二元体系能保持良好的增黏特性；

渗流开始时，二元体系 A 和 B 黏度保留率较单一聚合物溶液要高，而界面活性主要损失在近井地带（相对距离 0~20%），并在相

对距离 60%~100% 处达到稳定；渗流达到稳定时，二元体系黏度保留率在 0~20% 处从 100% 降为 84.2%，并在油藏深部分布

均匀，受到相对距离的影响不大，二元体系与油滴间的界面张力在 60% 时达到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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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property loss law of surfactant-polymer （SP） system in the reservoir, combining with the reser-

voir conditions of strong heterogeneity and unconsolidated reservoir structure in the seventh block of Gudong oilfield, flow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in the cores with different length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urfactant and polymer was studied through the change of 

interfacial activity and viscosity after the polymer and surfactant were added into SP system. The produced fluid was taken out from 

outlet end of cores with different lengths, and interfacial activity and viscosity were measured to study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he-

ology and interfacial activity of surfactant-polymer system in vicinity of wellbore and reservoir.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adding polymer solution, SP system interfacial tension presented similar change law to that of single surfactant, but the time to reach 

ultra-low interfacial tension was longer. The surfactant had little effect on viscosity of polymer solution, and surfactant-polymer system 

could maintain a good property of viscosity-increasing. At the beginning of flowing, the viscosity retention rate of SP system A and B 

were larger than the value of single polymer solution. But most of interfacial activity of SP system lost in vicinity of  wellbore 0~20%, 

the interfacial tension  was stable in the relative distance of 60%~100%. After the flowing became stable, the viscosity retention rate of 

SP system reduced from 100% to 84.2% in the relative distance of 0~20%, the distribution was uniform at deep reservoir, and the relative 

distance influence was comparative less. Interfacial activity between SP system and oil drop was stable in the relative distance of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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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碱二元体系能发挥出聚合物溶液和表面活性

剂协同作用，接近三元复合驱的驱油效果同时克服了

碱导致的结垢、聚合物黏弹性损失以及采出液破乳困

难等弊端［1-6］，研究二元复合驱成为复合驱应用的发

展方向，但化学剂在油藏运移过程中由于吸附滞留、

降解、扩散以及无效运移导致其性能损失严重［7］。

针对化学剂损失的研究主要有吸附滞留、剪切

降解［8-10］，对化学剂性能损失在渗流方向上的分布

研究较少。笔者通过模拟胜利油田孤东七区油藏条

件，开展室内二元体系静态评价和渗流实验，通过

测试加入聚合物溶液和表面活性剂前后界面张力

和黏度变化，研究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同时通过在

不同长度岩心不同位置取样，进行界面活性和流变

性测试，研究二元体系在油藏中的界面活性和流变

性损失分布规律，为二元复合驱在矿场中的应用提

供理论参考。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仪器

2PB00C 型平流泵（北京卫星制造厂生产），岩心

夹持器（Ø2.5 cm×100 cm），恒温箱，Brookfield DV-
II+ 黏度计，德国产 HAAKE RheoStress6000 流变仪，

JJ2000B 型旋转滴界面张力仪（上海数字技术设备

有限公司），高压中间容器，磁力搅拌器，压力采集系

统（北京昆仑通态自动化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1.2　实验试剂和实验条件

实验所用聚合物为 B4（相对分子质量为 2.6×107，

固含量为 90.94%），为一类 HPAM（部分水解聚丙

烯酰胺），表面活性剂为石油磺酸盐（胜利油田生产）

和 1# 助剂以体积比 3:1 混合配制而成，二元体系

A：1 500 mg/L B4+0.3% 表面活性剂，二元体系 B：

1 500 mg/L B4+0.4% 表面活性剂。实验用油为胜

利油田孤东七区油藏脱气脱水原油（地下原油黏度

45 mPa·s）。模拟地层水矿化度为 8 795 mg/L，其中

Ca2+ 和 Mg2+ 的矿化度分别为 223 mg/L 和 60 mg/L。

采用直径为 2.5 cm 人造柱状砂岩岩心模拟胜利油田

孤东七区某油藏，平均渗透率为 1~1.5 mD，平均孔隙

度为 27.07%，模拟油藏平均温度为 68 ℃。

1.3　实验步骤

（1）模型抽真空，饱和水，计算孔隙体积；

（2）68 ℃下恒温 12 h 后，用地层水测岩心渗透率；

（3）配制成 8 种不同的二元体系，其中聚合物溶

液 B4 质量浓度分别为 500 mg/L 和 1 500 mg/L，表

面活性剂体积浓度分别为 0.1%、0.2%、0.3% 和 0.4%，

分别测试其界面张力和黏度。

（4）将其中的二元体系 A 和 B 以 5 m/d 速度分别

注进 10 cm、40 cm、60 cm、80 cm 岩心中，直到各测压

点压力达到稳定为止，同时始终保持围压高于入口

端压力 2.0~3.0 MPa，记录岩心入口端和内部各测压

点压力值，取注入量为 1 PV（PV 为注入孔隙体积倍

数）时的采出液，同时待压力稳定后分别从各测压点

和出口端取采出液，测量其黏度和界面张力的变化。

1.4　实验方法

对二元体系性能分布的研究，大多采用理论预

测和物理模拟方式，有学者［11］通过在长细管物理模

型不同位置上布置多个测点，通过实时测量压力变

化与采集样品检测化学剂浓度变化，取样较少，时间

较短，对测试结果影响较小。但细管实验不能模拟

实际油藏真实的孔隙结构和分布，而采用长岩心分

段取样会导致局部压力扰动，从而对后段体系的渗

流造成严重影响，故笔者提出将不同长度岩心折算

到某一长度岩心的不同位置处，通过测试采出液黏

度和界面张力变化来模拟不同位置处二元体系性能

变化，同时与对比长岩心分段取样结果相结合，得出

二元体系性能损失分布规律。

将不同长度岩心的采出液折算到某一长度不同

位置处，存在一个 PV 数的转换。在实际油藏中，对于

近井部位，化学剂通过的用量较远井部分要大得多，

因此，为区分近井与远井地带经过化学剂体积不同，

定义局部 PV 数为针对某一渗流段通过该段地层的

化学剂体积，用 Vr 表示。对于单向渗流油藏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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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 为渗流的整个岩心长度，m；L1 为渗流的局

部段长度，m，L>L1；Vw 为相对整个岩心的 PV 数，即

整体 PV 数。

对于径向流油藏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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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 为注聚整体油藏半径，m；r 为渗流段距井口

距离，m；Vr'、Vw'分别为局部 PV 数和整体油藏 PV 数。

2　结果与讨论

二元体系在油藏渗流过程中存在聚合物溶液与

表面活性剂的相互作用、两种化学剂与岩石表面之

间的作用以及地层水的稀释作用，通过分析界面活

性和黏度在加入聚合物溶液和表面活性剂前后的变

化研究聚合物溶液与表面活性剂的相互作用，通过

分析二元体系流变性和界面活性的变化研究化学剂

之间、与岩石表面、地层水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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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聚合物溶液对表面活性剂界面活性的影响

测试二元体系的油 / 水界面张力，其中质量浓度

分别为 500 mg/L 和 1 500 mg/L 的聚合物溶液 B4，

表面活性剂的体积分数分别为 0.1%、0.2%、0.3%、

0.4%、0.5%、1%，得不同质量浓度聚合物溶液下二元

体系的油 / 水界面张力见表 1。其中表面活性剂体

积分数为 0.1% 和 0.2% 时，不同浓度下的聚合物溶

液的二元体系油水界面张力未达到超低界面张力，

取稳定时的时间和界面张力值，体积分数大于 0.2%，

取达到超低界面张力时的时间和界面张力值。

表 1　不同质量浓度聚合物溶液的二元体系的油 / 水界面张力变化

表面活性剂体积分数 / 
%

单一表面活性剂 S 500 mg/L B4+S 1 500 mg/L B4+S

t/min σ/10-3 mN·m-1 t/min σ/10-3 mN·m-1 t/min σ/10-3 mN·m-1

0.1 6.0 135.77 28 322.23 56 184.25

0.2 8.5 91.82 31 33.44 38 27.72

0.3 4.0 8.61 8 7.77 20 9.91

0.4 0.5 9.91 3 5.63 7 9.91

0.5 0.4 6.38 4 3.24 9 7.82

1 0.5 9.91 3 2.56 8 5.73

由表 1 可知，对于单一表面活性剂而言，在体积

分数为 0.1% 和 0.2% 时未达到超低界面张力，在大

于 0.3% 时界面张力达到超低，并逐渐稳定。体积

分数大于 0.3% 时，从达到超低时间来看，随着浓度

增加，达到超低界面张力的时间越来越短，并在大于

0.4% 时达到稳定，稳定在 0.5 min。加入不同质量浓

度聚合物溶液 B4 后，虽然在表面活性剂体积分数大

于 0.3% 时能达到超低界面张力，但是其达到超低界

面张力的时间随着聚合物溶液的质量浓度的增加而

变长，达到 0.4% 以上时逐渐达到稳定。

随着聚合物溶液浓度的增加，二元体系中单位

体积内聚合物分子增加，由于聚合物溶液存在疏水

基团，聚合物分子和表面活性剂分子间存在疏水吸

引作用［12］，同时由于聚合物 B4 和石油磺酸盐都是

阴离子型溶液，聚合物分子与表面活性剂分子存在

较强的排斥力，更多的表面活性剂分子被聚合物长

链阻隔，延缓了吸附到油 / 水界面的时间，但是只要

接触时间足够长，仍然可以达到超低界面张力。在二

元驱现场应用中，延长表面活性剂分子与油 / 水界面

接触时间的方式有加大表面活性剂浓度或降低聚合

物溶液浓度两种，这样会导致成本上升或增黏作用

不强，因此多次段塞注入既能延长表面活性剂与油 /
水界面接触时间，又能降低成本、保证体系的增黏性。

2.2　表面活性剂对二元体系黏度的影响

测试二元体系黏度变化，其中表面活性剂的体

积分数为 0、0.1%、0.2%、0.3%、0.4%，聚合物溶液 B4
的质量浓度为 1 500 mg/L。表面活性剂对聚合物溶

液黏度影响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可知，单一的聚合物溶液 B4 黏度为 12.9  
mPa·s，随着表面活性剂浓度的增加，黏度上下波动，

并稳定在 11 mPa·s 左右，说明在静态实验中，表面活

图 1　表面活性剂体积分数对聚合物溶液黏度的影响

性剂的加入仅仅起到稀释作用，对体系黏度并没有

多大影响。

2.3　二元体系在渗流方向上流变性分布

二元体系流变性是在外力作用下，聚合物分子

和表面活性剂分子在渗流过程中表现的变形性质。

黏度作为评价体系提高波及效率的重要指标，在油

藏深部发挥非常大的作用，笔者从黏度变化研究二

元体系的流变性。

2.3.1　渗流开始时黏度分布　通过将不同长度岩心

的 PV 数转换到同一岩心中，得出 80 cm 岩心采出

液 1 PV 时的黏度分布。实验中将长度为 10 cm、40 
cm、60 cm、80 cm 岩心分别折算到 80 cm 岩心中的

12.5%、50%、75% 和 100% 处。以剪切率为 7.34 s-1

时的黏度为例，同一时刻黏度保留率与相对距离曲

线如图 2 所示。

图 2 采出液 1 PV 的黏度保留率与相对距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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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体系的黏度贡献主要源于聚合物溶液的

增黏性，在渗流过程中，聚合物溶液的损失受到吸

附滞留、剪切降解、地层水的稀释作用，由图 2 可

知，二元体系黏度随着渗流相对距离的增加，开始

降低，之后逐渐平稳，在相对距离大于 80% 处下降

较为严重，说明黏度损失主要在入口端，在油藏深

部 ( 相对距离 60%~80%) 黏度分布较为均匀，在出 
口端 ( 相对距离 80%~100%) 处，受到地层水的稀释 
作用，黏度损失较大。同时对比二元体系 A、B 和纯 
聚合物溶液 B4 可知，质量浓度为 1 500 mg/L 的 B4 
溶液在油藏深部相对距离 40%~80% 处黏度保留率 
为 43.1%，而二元体系 A 和 B 黏度保留率分别为

61.3% 和 63.6%，两类化学体系之间的黏度保留率

相 差 18.2% 和 20.5%，是 单 一 聚 合 物 溶 液 的 黏 度

保留率 0.5 倍，主要由于二元体系中聚合物溶液和

表面活性剂间的协同作用，表面活性剂分子沿着

高分子链形成分立的胶束状团簇［12］，同时聚合物

分子上的疏水基团使聚合物分子与表面活性剂分

子间存在较强烈的疏水吸引作用，相同电荷存在

排斥作用，三者共同结果是导致两种分子间形成

的胶束状团簇抗剪切能力增强，从而使黏度保留

率高于相同浓度的聚合物溶液，也可以说明加入

表面活性剂之后能减少聚合物溶液黏度的损失。

2.3.2　渗流达到稳定时的黏度分布　将配制好的

二 元 体 系 A 和 B 以 5 m/d 速 度 注 到 60 cm 和 80 
cm 的岩心中，为避免取样对岩心内部压力和试样

结果的影响，待入口端和岩心内部各测压点压力

达到稳定后，在各测压点取样，并测试其黏度，渗

流稳定时二元体系的黏度保留率分布如图 3 所示。
 

图 3 渗流稳定时黏度保留率与相对距离关系

随着二元体系注入量的增加，渗流逐渐达到稳

定，岩石表面对二元体系的滞留达到饱和，黏度损失

主要由剪切造成。由图 3 可知，黏度保留率在相对

距离 0~20% 处从 100% 降为 84.2%，并在相对距离

20%~80% 内分布较为均匀，受到距离的影响不大，

因此可以认为，剪切作用对黏度的影响随相对距离

的变化并不明显。

2.4 二元体系在渗流方向上界面活性分布

二元体系的界面活性是影响其微观驱油效率最

关键的因素之一［13］，在保证良好流变性条件下，油

水界面张力越低，越有利于提高微观驱油效率，因此

研究沿程方向上界面活性分布有利于了解其在不同

位置处提高微观驱油效率的作用。

2.4.1 注入二元体系开始时的界面活性分布　在相

近渗透率和孔隙条件下，二元体系的界面活性分布

如图 4 所示。由图 4 可知，界面张力随着相对距离

的增加，从超低界面张力 1.1×10-4 mN/m 增加到 10 
mN/m，并在相对距离 20%~100% 处界面张力稳定。

可以看出，界面活性主要损失在相对距离 0~20% 的

渗流前端，即注入井的近井地带。从两种二元体系可

知，二元体系 A 的界面张力值要略大于 B，主要是由

于表面活性剂的浓度越高，油水间界面张力值越低。

图 4 采出液 1PV 的界面张力与相对距离关系变化

二元体系中提高驱油效率方式主要是降低界面

张力，减小渗流阻力，从而最大可能实现油水之间的

混相流动。近井地带经过长期水冲刷之后，剩余油

主要分布在远井地带，因此对二元体系的要求是在

远井地带能保持较高的界面活性。由图 4 可知，在

相对距离 20%~100% 处界面张力就稳定在 10 mN/
m，因此提高采收率幅度主要依靠在油水界面间达

到非超低界面张力，对二元体系而言，在不能达到超

低界面张力时，尽量发挥聚合物溶液与表面活性剂

之间的协同作用应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2.4.2 渗流达到稳定时的界面活性分布　以 5 m/d
的速度注入到长度为 80 cm 岩心中，渗流达到稳定

后，在各测压点处取样，并测试油 / 水界面张力，得出

稳定时界面张力分布曲线，如图 5 所示。

图 5 渗流稳定时界面张力与相对距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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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5 可知，当渗流达到稳定时，二元体系与油

滴间的界面张力从近井地带时的 1.1×10-4 mN/m 逐

渐增加，在相对距离 60% 时达到 9.1×10-2 mN/m，说

明注入多个 PV 的二元体系之后，界面活性依然存在

损失，但损失的速度较初始时慢，吸附和捕集仍导致

表面活性剂浓度的降低。经过长期二元体系驱替的

近井地带 ( 相对距离 0~20%)，界面张力依然保持超

低（2.0×10-4 mN/m），而该地带剩余油含量较少，可以

认为较好的界面活性对提高驱油效率的作用并不明

显。而对于剩余油集中的远井地带，二元体系能够保

持 10-2 mN/m 的界面张力，说明能够有效降低远井地

带驱替原油的阻力，因此对现场二元复合驱而言，使

用多段塞注入方式才能保证二元体系在远井地带具

有良好的界面活性。

室内条件下，在 60 cm 和 80 cm 长的岩心中开

展二元体系渗流实验。由图 5 可知，相同浓度的二

元体系溶液，在不同长度岩心中，其界面张力的变化

规律相似，都是开始急剧增加，之后在相对距离 40%
处逐渐平稳，并保持在 1.12 mN/m，说明二元体系稳

定渗流时界面张力分布与用于评价的岩心长度关系

不大。在二元体系达到相近界面张力条件下，相同

质量浓度的聚合物溶液，表面活性剂的体积分数越

高，在油藏深部 ( 相对距离 60%~100%) 保持的界面

张力越低。因此二元复合驱中，在保证成本条件下，

可使用浓度较高的表面活性剂。

3 结论

（1）无碱二元体系能使油 / 水界面张力达到超低，

但达到超低状态的时间较单一表面活性剂溶液要

长，并具有单一聚合物溶液的良好控制流度比能力。

（2）渗流初始时，二元体系较单一聚合物溶液渗

流时的黏度保留率高，黏度和界面活性主要损失在近

井地带（0~20% 处），油 / 水界面张力在油藏深部为

10 mN/m，降低油 / 水界面张力对油藏深部采收率的

贡献不大，因此充分发挥二元体系中聚合物溶液和

表面活性剂的协同作用应成为发展方向。

（3）多段塞二元体系有利于驱替油藏深部剩余

油，其中表面活性剂体积浓度越高，油 / 水界面张力

绝对值越低，二元复合驱在成本允许条件下可使用

较高浓度的表面活性剂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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