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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测定水封石油洞库回注水水

质指标的循环回注实验装置，包括实验容器，实

验容器内两侧设有支撑板，支撑板之间设有裂隙

岩体，裂隙岩体从上至下依次设有输水孔、水幕

孔、水封石油洞，实验容器前后表面下方排布有

连通的导水管，导水管内设有软管，各导水管内

的软管上设有水流计量器。本发明能够模拟大型

原油水封石洞库的水幕系统，对水封石油洞不同

水压，以及水封石油洞内的石油压力与孔洞上下

的水压大小为评价指标，实现对水封石油洞水封

效果的实验研究，通过反复注水、排水，实现对反

复排出的水流水质的各项指标进行检测，并判断

水幕孔补水均匀性能，以及补水稳定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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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定水封石油洞库回注水水质指标的循环回注实验装置，包括实验容器（7），实验容

器（7）内两侧设有支撑板（15），支撑板（15）之间设有裂隙岩体（8），裂隙岩体（8）从上至下依

次设有输水孔（26）、水幕孔（25）、水封石油洞（23），其特征在于：所述实验容器（7）前后表面

下方排布有连通的导水管（13），所述导水管（13）内设有软管（12），所述各导水管（13）内的

软管上设有水流计量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测定水封石油洞库回注水水质指标的循环回注实验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导水管（13）内设置的软管（12）通过回注管（9）分别与水幕孔输水桶（17）、雨

水收集桶（18）连接，所述回注管（9）上设有水质检测器（1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测定水封石油洞库回注水水质指标的循环回注实验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水幕孔输水桶（17）与输水管（16）连接，所述输水管（16）通过水幕管（27）与

水幕孔（25）连接，所述水幕孔（25）上设有水幕孔封块（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测定水封石油洞库回注水水质指标的循环回注实验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实验容器（7）一侧前后分别设有通过输油管（20）连接的输油罐（19），输油管

（20）上通过连接管（14）与水封石油洞（23）连通，所述水封石油洞（23）洞口安装有洞库封板

（5）。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测定水封石油洞库回注水水质指标的循环回注实验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输油管（20）和输水管（16）均设有压力控制阀（21）。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测定水封石油洞库回注水水质指标的循环回注实验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水封石油洞（23）内与上下两侧均设有压力计（22），所述压力计（22）通过数

据线与外部设置的计算机（6）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测定水封石油洞库回注水水质指标的循环回注实验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板（15）内壁设有微震波检测器（28），所述实验容器（7）外还安装有沉降

罐（29）通过回注管（9）分别与水质检测器（10）、雨水收集桶（18）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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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水封石油洞库回注水水质指标的循环回注实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油气储运工程，具体涉及测定水封石油洞库回注水水质指标的循环回

注实验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石油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对中国而言，进行石油战略

储备对于保证国家安全，保障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地下水封洞库具

有安全、经济、高效、存储容量大等优点，因此近几十年来得到很大的发展，广泛用于国家石

油战略储备中。地下水封洞库需要大量的地层渗出水以及人工补水来维持洞库对原油的密

封性，并且明天要采出大量的水，这些水随处排放会造成污染，并且也造成浪费，因此多采

用采出水回注，但回注水水质是否符合回注要求，需要进行研究，急需这方面的实验装置和

测试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测定水封石油洞库回注水水质指标的循环回注实验

装置，能够模拟大型原油水封石洞库的水幕系统，通过采出水回注渗流实验，测试出采出水

回注后对洞库岩石渗透性的影响，以及对洞库补水稳定系统的影响，得出水质个指标参数

对补水稳定系统的影响规律，确定水质的各个指标，并判断潜在的灾害活动规律，实现灾害

风险的预警预报。

[0004]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为：测定水封石油洞库回注水水质指标

的循环回注实验装置，包括实验容器，实验容器内两侧设有支撑板，支撑板之间设有裂隙岩

体，裂隙岩体从上至下依次设有输水孔、水幕孔、水封石油洞，实验容器前后表面下方排布

有连通的导水管，导水管内设有软管，各导水管内的软管上设有水流计量器。本发明能够模

拟大型原油水封石洞库的水幕系统，通过在裂隙岩体从上至下依次设置的输水孔、水幕孔、

水封石油洞，设置对水封石油洞不同水压，以及水封石油洞内的石油压力与孔洞上下的水

压大小为评价指标，实现对水封石油洞水封效果的实验研究，同时，在实验容器前后表面下

方排布有连通的导水管，导水管内设有软管，各导水管内的软管上设有水流计量器，能够通

过记录各个导水管中排水量变化，从而使计算机判断水幕孔补水均匀性能，以及补水稳定

性能，并通过反复注水、排水，实现对反复排出的水流水质的各项指标进行检测。

[0005] 作为优选，导水管内设置的软管通过回注管分别与水幕孔输水桶、雨水收集桶连

接，回注管上设有水质检测器。在导水管内设置的软管通过回注管分别与水幕孔输水桶、雨

水收集桶连接，实现实验容器内的水进行收集回注，同时，设置在回注管上设置水质检测

器，能够对导水管内流出的水流水质各项指标进行检测。

[0006] 作为优选，水幕孔输水桶与输水管连接，输水管通过水幕管与水幕孔连接，水幕孔

上设有水幕孔封块。设置的水幕孔封块起到对水幕孔的封堵作用，设置水幕孔输水桶与输

水管连接，输水管通过水幕管与水幕孔连接，使水幕孔输水桶中的水能够通过输水管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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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水幕孔中，水幕孔通过裂隙岩体的裂隙将水输送至水封石油洞周围，继而加大水封石油

洞上下的水压力，从而通过计算机分析出水压力与水封石油洞内油压力的大小，当水压力

大于油压力时，则能够防止石油泄露。

[0007] 作为优选，实验容器一侧前后分别设有通过输油管连接的输油罐，输油管上通过

连接管与水封石油洞连通，水封石油洞洞口安装有洞库封板。实验容器一侧前后分别设有

通过输油管连接的输油罐，输油管上通过连接管与水封石油洞连通，工作时，输油罐通过连

接管对水封石油洞内进行灌油，水封石油洞洞口安装的洞库封板，用于封堵水封石油洞。

[0008] 作为优选，输油管和输水管均设有压力控制阀。在输油管和输水管上均设置压力

控制阀，使计算机能够通过远程调节输油管和输水管上的压力控制阀，实现模拟不同水压

与油压情况下，采出水回注后对洞库岩石渗透性的影响，以及对洞库补水稳定系统的影响。

[0009] 作为优选，水封石油洞内与上下两侧均设有压力计，压力计通过数据线与外部设

置的计算机连接。在水封石油洞内与上下两侧均设有压力计，用于对水封石油洞内与上下

两测的水压与油压的检测，压力计通过数据线与外部设置的计算机连接，用于对压力计检

测出的压力对作业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实现安全作业的模拟试验。

[0010] 作为优选，支撑板内壁设有微震波检测器，实验容器外还安装有沉降罐通过回注

管分别与水质检测器、雨水收集桶连接。在支撑板内壁设有微震波检测器，能够检测裂隙岩

体中的裂隙在反复注水以及不同水压作业环境下的影响，模拟岩石类材料在外界应力作用

下，当能量积聚到某一临界值时，就伴随有弹性波或应力波在周围岩体快速释放和传播，形

成微震，通过微震波检测器检测到的微破裂信号来确定微破裂岩体所发生的时刻和位置，

根据岩石破裂时的时空分布规律可以推断其宏观破裂的发展趋势，判断潜在的灾害活动规

律，从而实现灾害风险的预警预报，防止现实中石油开采过程中出现的油水连通、发生水

淹、水窜现象，在实验容器外还安装有沉降罐通过回注管分别与水质检测器、雨水收集桶连

接，当水质检测器检测出回流水不合格时，通过沉降罐对回注水进行过滤后再通过水质检

测器、雨水收集桶回注于实验容器内进行试验，提高回注水检测的准确率。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装置能够模拟大型原油水封石洞

库的水幕系统，通过采出水回注渗流实验，测试出采出水回注后对洞库岩石渗透性的影响，

以及对洞库补水稳定系统的影响，得出水质个指标参数对补水稳定系统的影响规律，确定

水质的各个指标，同时，还能判断潜在的灾害活动规律，实现灾害风险的预警预报，防止现

实中石油开采过程中出现的油水连通、发生水淹、水窜现象。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图3为本发明图1的B-B的剖视图；

图4为不同材质裂隙岩体在饱水状态下的渗透性对比图。

[0013] 附图标记说明：4.水幕孔封块；5.洞库封板；6.计算机；7.实验容器；8.裂隙岩体；

9.回注管；10.水质检测器；12.软管；13.导水管；14.连接管；15.支撑板；16.输水管；17.水

幕孔输水桶；18.雨水收集桶；19输油罐；20输油管；21压力控制阀；22压力计；23水封石油

洞；24喷头；25水幕孔；26输水孔；27水幕管；28微震波检测器；29沉降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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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15]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上”、“下”、“前”、“后”、“左”、“右”、 

“顶”、“底”、“内”、 “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

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

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16] 实施例1：

参见图1-3所示，测定水封石油洞库回注水水质指标的循环回注实验装置，包括实验容

器7，实验容器7内两侧设有支撑板15，支撑板15之间设有裂隙岩体8，裂隙岩体8从上至下依

次设有输水孔26、水幕孔25、水封石油洞23，实验容器7前后表面下方排布有连通的导水管

13，导水管13内设有软管12，各导水管13内的软管上设有水流计量器。本发明能够模拟大型

原油水封石洞库的水幕系统，通过在裂隙岩体从上至下依次设置的输水孔、水幕孔、水封石

油洞，设置对水封石油洞不同水压，以及水封石油洞内的石油压力与孔洞上下的水压大小

为评价指标，实现对水封石油洞水封效果的实验研究，同时，在实验容器前后表面下方排布

有连通的导水管，导水管内设有软管，各导水管内的软管上设有水流计量器，能够通过记录

各个导水管中排水量变化，从而使计算机判断水幕孔补水均匀性能，以及补水稳定性能，并

通过反复注水、排水，实现对反复排出的水流水质的各项指标进行检测。

[0017] 导水管13内设置的软管12通过回注管9分别与水幕孔输水桶17、雨水收集桶18连

接，回注管9上设有水质检测器10。在导水管内设置的软管通过回注管分别与水幕孔输水

桶、雨水收集桶连接，实现实验容器内的水进行收集回注，同时，设置在回注管上设置水质

检测器，能够对导水管内流出的水流水质各项指标进行检测。

[0018] 水幕孔输水桶17与输水管16连接，输水管16通过水幕管27与水幕孔25连接，水幕

孔25上设有水幕孔封块4。设置的水幕孔封块起到对水幕孔的封堵作用，设置水幕孔输水桶

与输水管连接，输水管通过水幕管与水幕孔连接，使水幕孔输水桶中的水能够通过输水管

输入至水幕孔中，水幕孔通过裂隙岩体的裂隙将水输送至水封石油洞周围，继而加大水封

石油洞上下的水压力，从而通过计算机分析出水压力与水封石油洞内油压力的大小，当水

压力大于油压力时，则能够防止石油泄露。

[0019] 实验容器7一侧前后分别设有通过输油管20连接的输油罐19，输油管20上通过连

接管14与水封石油洞23连通，水封石油洞23洞口安装有洞库封板5。实验容器一侧前后分别

设有通过输油管连接的输油罐，输油管上通过连接管与水封石油洞连通，工作时，输油罐通

过连接管对水封石油洞内进行灌油，水封石油洞洞口安装的洞库封板，用于封堵水封石油

洞。

[0020] 输油管20和输水管16均设有压力控制阀21。在输油管和输水管上均设置压力控制

阀，使计算机能够通过远程调节输油管和输水管上的压力控制阀，实现模拟不同水压与油

压情况下，采出水回注后对洞库岩石渗透性的影响，以及对洞库补水稳定系统的影响。

[0021] 水封石油洞23内与上下两侧均设有压力计22，压力计22通过数据线与外部设置的

计算机6连接。在水封石油洞内与上下两侧均设有压力计，用于对水封石油洞内与上下两测

的水压与油压的检测，压力计通过数据线与外部设置的计算机连接，用于对压力计检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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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对作业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实现安全作业的模拟试验。

[0022] 支撑板15内壁设有微震波检测器28，实验容器7外还安装有沉降罐29通过回注管9

分别与水质检测器10、雨水收集桶18连接。在支撑板内壁设有微震波检测器，能够检测裂隙

岩体中的裂隙在反复注水以及不同水压作业环境下的影响，模拟岩石类材料在外界应力作

用下，当能量积聚到某一临界值时，就伴随有弹性波或应力波在周围岩体快速释放和传播，

形成微震，通过微震波检测器检测到的微破裂信号来确定微破裂岩体所发生的时刻和位

置，根据岩石破裂时的时空分布规律可以推断其宏观破裂的发展趋势，判断潜在的灾害活

动规律，从而实现灾害风险的预警预报，防止现实中石油开采过程中出现的油水连通、发生

水淹、水窜现象，在实验容器外还安装有沉降罐通过回注管分别与水质检测器、雨水收集桶

连接，当水质检测器检测出回流水不合格时，通过沉降罐对回注水进行过滤后再通过水质

检测器、雨水收集桶回注于实验容器内进行试验，提高回注水检测的准确率。

[0023] 实施例2：

上述洞库封板5为金属材质，且表面涂覆有防腐层，防腐蚀涂层由以下成分及重量份组

成：丙烯酸/环氧树脂底漆40-50份，纳米二氧化钛聚合物0.02-1份，硅铝基玻化微珠5-15

份，二甲苯1-5份，有机硅聚氨酯树脂漆/过氯乙烯防腐清漆90-95份，环氧树脂底漆5-10份，

硅溶胶1-6份，硝酸钴1-3份，硝酸铈1-3份，本涂层能有效防护盐雾、潮湿、酸碱、高低温冲击

等恶劣环境，添加的纳米二氧化钛聚合物，它具有很好的防腐性能，且属于纳米级材料，涂

覆均匀，能够填充很微小的结构孔，作为防腐涂层能与洞库封板的金属材质具有很好地结

合力，且受温差影响小，使用寿命长。

[0024] 上述耐磨涂层中的各组分的优选值为：丙烯酸/环氧树脂底漆43份，纳米二氧化钛

聚合物0.1份，硅铝基玻化微珠8份，二甲苯3份，有机硅聚氨酯树脂漆92份，环氧树脂底漆7

份，硅溶胶4份，硝酸钴2份，硝酸铈2份。

[0025] 实施例3：

本发明测定水封石油洞库回注水水质指标的循环回注实验装置的工作原理为：将裂隙

岩体8放置实验容器7内，输油罐19通过输油管20向水封石油洞23注油，水幕孔输水桶17通

过输水管16往水幕孔25注水，水幕孔23通过裂隙岩体8的裂隙将水输送至水封石油洞23周

围，继而加大水封石油洞23上下的水压力，同时通过计算机调节压力控制阀21调节进油压

与进水压，从而通过计算机分析出水压力与水封石油洞23内油压力的大小，当水压力大于

油压力时，则能够防止石油泄露，同时，设置的雨水收集桶18将导水管13流出的水回收后，

回注实验容器7内，通过反复将采出水回注，分析回注水对洞库岩石23渗透性的影响，以及

对洞库补水稳定系统的影响，同时，设置的水质检测器10对回注水的水质进行分析，设置的

微震波检测器28，能够检测裂隙岩体8中的裂隙在反复注水以及不同水压作业环境下的影

响，根据岩石破裂时的时空分布规律可以推断其宏观破裂的发展趋势，判断潜在的灾害活

动规律，从而实现灾害风险的预警预报，防止现实中石油开采过程中出现的油水连通、发生

水淹、水窜现象。

[002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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