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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概述和评价了确定低渗透油藏启动压力梯度的三种方法 ,重点介绍了低渗油藏试井分析

确定启动压力梯度的方法和实际应用意义。给出了低渗油藏试井分析模型与常规中高渗油藏试井

分析模型的对比。通过实例测试资料分析 ,指出了目前低渗油藏试井资料分析的一种常见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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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低渗透油藏是指孔隙度较低、渗透性较差的原

油储集层。流体在低渗透油藏中的流动明显区别于

中高渗透性油藏中的渗流 ,最本质也是最明显的一

点就是其中的流动规律不再符合经典的渗流规律

———Dracy 定律 ,大量的室内模拟实验和矿场试验已

经对此做出了极好的证明[1 ,2 ,3 ] 。如何准确确定低

渗油藏中流体流动的启动压力梯度一直是一个比较

难以解决的问题 ,所确定低渗油藏中流体流动的启

动压力梯度的应用价值也难以评价。

目前 ,国内比较公认的实验研究是西安石油学

院阎庆来教授等人对不同流体和不同渗透率的低渗

介质所做的实验[2 ,3 ] 。在数值实验方法方面 ,利用

文献[4 ]中给出的 Lattice Boltzmann 方法 ,根据孔喉分

布特征研究了中高渗地层的渗流情况[5 ] ,模拟得到

了经典的渗流规律 ———Dracy 定律。黄延章[7 ]给出

了低渗油藏的渗流机理和启动压力梯度产生的原

因。巢华庆[8 ]对大庆低渗透油田开发技术特征做了

详细描述。在试井分析评价方面国内做的工作比较

多 ,比较重要的有刘慈群[6 ] 、冯文光、葛家理[9 ,10 ,11 ] 、

程时清[12 ,13 ] 、李凡华[14 ]等人所做的工作。国内见到

文献应以刘慈群[6 ]对固结问题研究为早。试井分析

模型以冯文光、葛家理提出的最早[9 ] 。

国外对低渗透油藏的渗流研究较少 ,但最早提

出启动压力梯度概念的是前苏联的 B. A. 弗洛

林[15 ] ,他提出水在致密泥岩和硬粘土中的渗流存在

启动压力梯度。1989 年 W. Charles[16 ]对低渗油藏特

征进行了综述评价。因此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如

何确定启动压力梯度。

室内物理实验模拟方法

室内实验模拟的原油通过不同渗透率岩心综合

渗流曲线如图 1 所示。

通过对试验数据进行分析 ,可以确定原油通过

低渗透多孔介质时启动压力梯度的大小。确定的方

法是利用实验数据后段直线的延长线与压力梯度轴

的交点来确定拟启动压力梯度的大小。存在启动压

力梯度的主要原因是孔道的复杂性。由于存在启动

压力梯度将对低渗透油藏的采收率有较大的影响。

如何克服启动压力梯度的影响来提高低渗油藏的采

收率 ,是急待解决的一大问题。

2002 年 8 月 油 　气 　井 　测 　试 第 11 卷 　第 4 期

Ξ 刘曰武 ,男 ,副研究员 ,博士后 ,目前从事渗流力学和油气藏工程方面的研究工作。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15 号中国科学院力学所 ,
邮政编码 :100080。



数值实验方法

本研究利用Lattice Boltzmann 方法 ,从细观渗流

机制出发 ,将细观机制研究结果应用于宏观研究 ,从

而在细观和宏观之间建立起了一定的必然联系。

首先根据低渗透多孔介质孔隙大小符合

Maxwell 分布的特点 ,建立低渗透多孔介质孔隙结构

的数值化模型 ;然后选择优越的 Lattice Boltzmann 方

法作为首选的计算方法。

确定启动压力梯度的方法如下 :根据油田岩心

的毛管压力曲线或孔喉分布曲线 ,建立 LB 模型计

算的多孔介质数值结构 ,进行 LB 方法的模拟计算 ,

获得如图 2 所示的模拟曲线 ;将模拟曲线的直线段

部分延长并与压力梯度轴相交 ,得到交点的值即为

无量纲启动压力梯度的值 ;通过模拟计算结果与矿

场实际压力梯度结果的对比获得无量纲量与有量纲

量之间的比例系数 ,则可以得到该地层的启动压力

梯度。

这种方法直观方便 ,计算简洁 ,有希望成为室内

油藏物理模拟实验的有效辅助手段。

试井解释方法

由于低渗透油藏的特殊性 ,在实际矿场资料分

析中往往会出现许多问题 ,尤其是在测试曲线压力

导数上翘问题上与常规油藏的封闭边界反映是非常

一致的 ,因此在分析过程中 ,对于不存在边界的油气

井 ,分析出一条甚至是多条边界是常有的事。但这

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思想和分析方法。

低渗透油藏试井的基本模型与常规中高渗油藏

试井分析模型除初始条件和外边界条件相同外 ,其

它均有所不同。具体对比如下 :

①常规中高渗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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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低渗透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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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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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压力降落井 　　　Δp = pi - p 　 　Δt = t

对于压力恢复井 　　　Δp = p - pwsf 　　Δt = t - tp

rD =
r

rw
　　　　CD =

0. 159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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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式中 : pwsf ———关井时井底流压 ,MPa ;

tp ———关井前生产时间 ,h ;

r ———距离 ,m ;

rw ———井筒半径 ,m ;

μ———流体粘度 ,mPa·s。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 ,常规油藏试井模型与低渗

透油藏试井模型的差别在于 :前者只要存在压力梯

度就会有流体流动 ,而低渗透油藏必须在压力梯度

大于启动压力梯度后才会有流体流动。这一点在理

论曲线上 ,就会表现出压力导数曲线是否上翘。

常规油藏试井理论曲线如图 3 所示。低渗透油

藏试井理论曲线启动压力梯度λpD的影响如图 4 所

示 (曲线由上至下分别是λpD取值 0. 1 , 0. 01 , 0. 001 ,

0. 0001 时的压力导数曲线) 。在双对数理论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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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低渗透油藏试井理论曲线的后段 ,由于λpD的影

响 ,呈现出压力和压力导数曲线平行趋势 ,平行线的

斜率取决于λpD的大小。λpD的值在 0～ ∞之间 ,λpD

越大 ,“上翘”程度越大。λpD越接近 0 ,则启动压力

梯度特征越不明显 , 其趋势向达西流动发展。当

λpD等于 0 时 ,流体流动符合达西定律。此时压力导

数曲线特征为水平直线段 ,而且其值等于 0. 5。

实例分析

目前 ,常用的试井分析方法是理论曲线与实测

曲线的双对数图版拟合方法和常规半对数曲线分析

方法。对于低渗透油藏 ,由于实测数据的压力导数

曲线上翘 ,造成了半对数曲线不出现 1. 151 斜率的

直线段。因此 ,常规半对数曲线分析方法是完全不

能使用的。对于低渗油藏的试井测试资料 ,只能用

双对数图版拟合方法。但是这里又存在另外一个问

题 ,即实测资料的压力导数曲线上翘有时和常规油

藏的封闭外边界反映是非常一致的。所以 ,在分析

低渗透油藏的测试资料时应该慎之又慎。

实例分析所采用的油藏及井的基础数据资料如

下 :测试层为粉砂岩地层 ,孔隙度 0. 12 ,地层厚度

5. 2 m ,井底完善 ,井筒半径 0. 1 m ,油井产量 1. 2

m3/ d ,原油体积系数 1. 1 m3/ m3。生产 23 d 后进行

压力测试 ,测试时间 24 h。

利用低渗油藏含启动压力梯度的试井解释模型

计算理论曲线 ,与双对数图中的实测曲线相拟合 ,得

到如图 5 所示的双对数拟合图。利用常规油藏试井

解释模型计算理论曲线 ,与双对数图中的实测曲线

相拟合 ,得到如图 6 所示的双对数拟合图。测试资

料分析主要成果对比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种不同模型对测试资料分析主要成果对比表

参 　　数
启动压力
梯度模型

常规外边界
油藏模型

说明

渗透率 (μm2) 1. 95 ×10 - 3 1. 37 ×10 - 3 低渗透

表皮系数 5. 0 5. 4 有污染

井储系数 (m3/ MPa) 4. 23 ×10 - 3 6. 42 ×10 - 3

平均地层压力 (MPa) 11. 26 11. 34 基本一致

启动压力梯度 (m/ MPa) 0. 0168 本质区别

外边界 无 有 本质区别

第一边界距离 (m) 132

第二边界距离 (m) 183

第三边界距离 (m) 224

第四边界距离 (m)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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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1 可以看出 ,两种模型分析结果的本质差

别在于有无启动压力梯度和外边界。低渗透油藏存

在启动压力梯度已经有了较好的结论。下面讨论有

无边界的问题 :资料分析解释所用的油藏模型为矩

形封闭油藏模型 ,计算结果得到的井到 4 条封闭边

界的距离分别为 132 m、183 m、224 m 和 352 m。在

短短的 24 h 之内 ,对于渗透率为 1. 37 ×10 - 3μm2 的

地层 ,压力波传播到 350 m 之外是不合理的。虽然

曲线拟合的形态较好 ,但结果是不可信的 ,主要原因

是没有认清地层的低渗透特性 ,造成了计算模型选

择错误。

三种方法的评价

在上述三种方法中 ,室内模拟实验方法是直观

的 ,也是可以直接进行渗流规律研究的 ,它是目前比

较公认的启动压力梯度的方法 ,但该方法存在两方

面的困难 : ①实验周期长 ; ②岩心应力释放 ,难以保

证岩心处于地下时的自然状态。这样虽然渗流机理

是正确的 ,但是可能造成较大的数据误差。

数值实验方法虽然有简便快捷、参数范围变化

大等优点 ,但是这种方法必须依赖于地层的孔喉分

布规律和一定的对比实验。结合室内模拟实验方

法 ,该方法可以得到许多与对比实验非常一致的结

果。这种方法有希望成为室内油藏物理模拟实验的

有效辅助手段。

试井解释方法是现场动态的、原位的测试 ,它动

态地反映了油藏的变化规律 ,因此用试井方法确定

的启动压力梯度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这种方法的

缺点在于现场施工时间较长且费用较高。

综上所述 ,本文所述的三种启动压力梯度的确

定方法各有优缺点 ,应针对具体情况分析使用。立

足个人观点 ,建议使用试井解释方法确定低渗透油

藏的启动压力梯度。

结论及建议

1. 通过对确定低渗透油藏启动压力梯度的三种

方法分析 ,和对低渗油藏试井解释方法确定启动压

力梯度的方法的重点介绍 ,说明了确定低渗透油藏

启动压力梯度的实际意义。

2. 给出了低渗油藏试井分析模型与常规中高渗

油藏试井分析模型的对比。

3.通过实例测试资料分析 ,指出了目前低渗油

藏试井资料分析的一种常见错误。

4. 使用试井解释方法确定低渗透油藏的启动压

力梯度是一种实际意义较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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