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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污水回注对致密砂岩物性及

孔喉分布影响的定量评价方法，首先制备岩心，

气测渗透率；配置工作液，岩心抽真空饱和工作

液，计算岩心孔隙度；测试核磁共振T2谱，得到岩

心样品原始的孔喉分布；岩心离心后再次测试核

磁共振T2谱，得到岩心样品原始的不可动流体占

据的孔喉分布；岩心注入处理过的污水；将注水

后的岩心烘干气测渗透率，再次饱和水测岩心孔

隙度；测试核磁共振T2谱，得到岩心样品注水后

的孔喉分布；岩心离心后再次测试核磁共振T2

谱，得到岩心样品注水后的不可动流体占据的孔

喉分布；将测得的T2谱转化为孔喉半径分布，定

量分析低渗透砂岩储层污水回注对储层物性及

孔喉分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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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污水回注对致密砂岩物性及孔喉分布影响的定量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步骤一：选取某低渗透储层的真实砂岩岩心，洗油烘干后气测岩心样品渗透率；根据油

田采出水的矿化度和离子组成配制模拟地层水；提取岩心对应作业区的注入水；

步骤二：对岩心样品抽真空并高压饱和模拟地层水，计算岩心孔隙度和孔隙体积；

步骤三：将步骤二得到的岩心样品测试核磁共振T2谱，得到岩心样品原始的孔喉分布；

然后将岩心放置于离心设备中进行离心，脱除岩心中的可动水，再次测试核磁共振T2谱，得

到岩心样品原始的不可动流体占据的孔喉分布；

步骤四：将步骤三得到的岩心样品连接驱替流程，设置实验温度，向岩心样品中注入现

场取回的注入水样；

步骤五：将步骤四得到的岩心样品烘干，气测渗透率；然后将岩心抽真空饱和蒸馏水，

测试岩心孔隙度；

步骤六：将步骤五得到的岩心样品测试核磁共振T2谱，得到岩心样品注水后的孔喉分

布；然后将岩心放置于离心设备中进行离心，脱除岩心中的可动水，再次测试核磁共振T2

谱，得到岩心样品注水后的不可动流体占据的孔喉分布；

步骤七：将步骤三和步骤六测得的离心前后的T2谱分别绘制在两张图上，并把T2谱转化

为孔喉半径分布；

步骤八：根据测得的T2谱和孔喉半径分布曲线，定量分析水驱后岩心孔喉半径的分布以

及可动流体孔隙度的变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水回注对致密砂岩物性及孔喉分布影响的定量评价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所述的岩心样品直径为2.5cm、长度为4.0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水回注对致密砂岩物性及孔喉分布影响的定量评价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所述的高压饱和的压力为30MPa。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水回注对致密砂岩物性及孔喉分布影响的定量评价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三和步骤六中离心时间为120min，离心速度为9000r/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水回注对致密砂岩物性及孔喉分布影响的定量评价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四注入速度为0.1mL/min，注入时间为24小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水回注对致密砂岩物性及孔喉分布影响的定量评价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五中烘干温度为80℃，烘干时间为24小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水回注对致密砂岩物性及孔喉分布影响的定量评价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七中采用如下公式将核磁共振T2谱换算成孔喉半径：

式中：r为孔喉半径，μm；

T2为核磁共振测得的横向弛豫时间，ms；

为岩心孔隙度，％；

k为岩心渗透率，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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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回注对致密砂岩物性及孔喉分布影响的定量评价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油气田开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污水回注对致密砂岩物性及孔喉

分布影响的定量评价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低渗透油田分布十分广泛，在鄂尔多斯盆地三叠系延长组长6-长7段，准噶尔

盆地二叠系芦草沟组，四川盆地中—下侏罗统以及松辽盆地白垩系青山口组-泉头组都发

育丰富的低渗透石油资源。低渗透油藏由于其具有渗透率低、供液能力差、地层压力下降快

等特点，普遍采取向油层注水来保持油层能量。随着油田注水开发的进行，特别是到了注水

后期，大量的地层水随原油一起被采出到地面，这些污水如果直接排放必会污染环境，如果

处理后排放会大大增加油田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对于地处水资源匮乏的西北地区，国家环

保法规及水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均要求将污水处理后回注油层、减少外排。由于低渗透储

层孔喉细小，对水质特别敏感，虽然大多数油田污水在回注前都会经过一定处理，但实际生

产发现，污水回注会造成储层伤害，注水压力升高，进而影响水驱效果。目前的研究多集中

在室内岩心伤害评价，宏观的分析污水的水质变化导致的储层渗透率的变化，而没有从微

观上研究由于注入水质造成的孔喉堵塞及孔喉分布、可动流体孔隙度的变化。

[0003] 现有研究中，CN101973641A公布了一种低渗透/特低渗透油田采油污水回注处理

方法。CN105130132A公布了一种稠油污水回注低渗透油田的处理工艺，CN101786739B公布

了一种油田回注用采油污水处理方法，CN203050667U公布了一种油田开发注水井采出污水

过滤装置。高波等人于2010年在《海洋石油》第30卷第1期《渤西油田污水回注储层损害评价

研究及化学保护措施》一文中开展了渤西油田污水回注的室内评价研究，通过计算机预测、

静态结垢实验和动态结垢实验对污水与地层水相容性进行了研究。石京平等人于2002年在

《矿物岩石》第22卷第2期《马岭油田北三区污水回注的实验研究》一文中通过污水与地层水

混合的静态实验结果，并模拟地层条件做岩心流动实验，发现将采出的污水回注到地层与

地层水混合后，亦会使地层渗透率下降，且随着污水含量的增加，渗透率伤害程度增大。李

强等人于2007年在《钻采工艺》第30卷第6期《王27断块油藏污水回注对吸水层的损害研究》

一文中，通过注入水与岩心的流动实验表明，注入水水质不达标以及注水工艺不合理是造

成吸水层损害的根本原因，包括含油量超标和水中悬浮不溶固相颗粒粒径超标。曹晓毛于

2012年在《油气田地面工程》第31卷第2期《特低渗透油田水质处理及污水回注》一文中，针

对普通过滤器难以使注入水达到注入标准的情况，采用双层膨胀式精细过滤器进行注入水

的处理，较好地解决了水质差以及污水不能完全回注的问题。孙宁等人于2016年在《当代化

工》第45卷第4期《油田污水回注对不同渗透率储层伤害评价研究》一文中，通过岩心流动实

验，分析回注污水对不同渗透率级别的岩心所造成的伤害程度，确定出了研究区污水回注

悬浮物浓度的指标要求。上述方法或技术均是针对污水回注对储层渗透率的伤害进行的研

究，并未涉及到污水回注造成的孔喉堵塞的评价。

[0004] 采用压汞方法进行致密砂岩的孔喉分布研究时，进汞饱和度往往达不到100％，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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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压汞数据不能反映出致密岩石中相当多的微小孔隙，氮气吸附方法由于吸附的氮气难以

完全解吸，所以岩心样品不能重复测量，CT扫描方法通常需要对岩样进行切割从而损坏岩

心样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污水回注对致密砂岩物性及孔喉分布影响的定量评

价方法，以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本发明利用核磁共振测试技术，从微观上定量评价致

密砂岩污水回注对储层物性及孔喉分布的影响，可以进一步揭示污水回注对储层的伤害机

理，有助于指导低渗透砂岩油藏注水开发的规范化和高效化，进而指导低渗透砂岩油藏注

入水的水质处理，减少注入水对低渗透储层的伤害。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污水回注对致密砂岩物性及孔喉分布影响的定量评价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一：选取某低渗透储层的真实砂岩岩心，洗油烘干后气测岩心样品渗透率；根

据油田污水的矿化度和离子组成配制模拟地层水；提取岩心对应作业区的注入水，即处理

过的污水；

[0009] 步骤二：对岩心样品抽真空并高压饱和模拟地层水，计算岩心孔隙度和孔隙体积；

[0010] 步骤三：将步骤二得到的岩心样品测试核磁共振T2谱，得到岩心样品原始的孔喉

分布；然后将岩心放置于离心设备中进行离心，脱除岩心中的可动水，再次测试核磁共振T2

谱，得到岩心样品原始的不可动流体占据的孔喉分布；

[0011] 步骤四：将步骤三得到的岩心样品连接驱替流程，设置实验温度，向岩心样品中注

入现场取回的注入水样；

[0012] 步骤五：将步骤四得到的岩心样品烘干，气测渗透率；然后将岩心抽真空饱和蒸馏

水，测试岩心孔隙度；

[0013] 步骤六：将步骤五得到的岩心样品测试核磁共振T2谱，得到岩心样品注水后的孔

喉分布；然后将岩心放置于离心设备中进行离心，脱除岩心中的可动水，再次测试核磁共振

T2谱，得到岩心样品注水后的不可动流体占据的孔喉分布；

[0014] 步骤七：将步骤三和步骤六测得的离心前后的T2谱分别绘制在两张图上，并把T2谱

转化为孔喉半径分布；

[0015] 步骤八：根据测得的T2谱和孔喉半径分布曲线，定量分析水驱后岩心孔喉半径的

分布以及可动流体孔隙度的变化。

[0016] 进一步地，步骤一中所述的岩心样品直径为2.5cm、长度为4.0cm。

[0017] 进一步地，步骤二中所述的高压饱和的压力为30MPa。

[0018] 进一步地，步骤三和步骤六中离心时间为120min，离心速度为9000r/min。

[0019] 进一步地，步骤四注入速度为0.1mL/min，注入时间为24小时。

[0020] 进一步地，步骤五中烘干温度为80℃，烘干时间为24小时。

[0021] 进一步地，步骤七中采用如下公式将核磁共振T2谱换算成孔喉半径：

[0022]

[0023] 式中：r为孔喉半径，μm；

[0024] T2为核磁共振测得的横向弛豫时间，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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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为岩心孔隙度，％；

[0026] k为岩心渗透率，mD。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28] 本发明通过对比注水前后的孔喉分布和可动流体孔隙度的变化，可以从微观上分

析注水对储层造成的伤害，进一步指导注水开发，相对于压汞法、氮气吸附以及CT扫描方

法，本发明采用的核磁共振方法测试孔喉半径分布具有可重复测量、不损坏岩心样品、能实

现对微纳米孔喉进行精确测量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实施例一的岩心注水前后的孔喉半径分布图；

[0030] 图2为实施例二的岩心注水前后的孔喉半径分布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做进一步说明：

[0032] 实施例一

[0033] 该实施例选取鄂尔多斯盆地JB油田Y9储层的岩心和注入水，主要考察注入水和地

层水不配伍对储层的伤害。

[0034] 一种污水回注对致密砂岩物性及孔喉分布影响的定量评价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5] 步骤一：从全直径岩心上钻取直径2.5cm长度4.0cm的岩心样品，洗油烘干，气测岩

心渗透率为4.25×10-3μm2；根据油田污水的矿化度和离子组成配制模拟地层水，提取岩心

对应作业区的注入水，地层水和注入水的水质分析结果见表1。

[0036] 步骤二：对岩心样品抽真空并高压饱和模拟地层水，计算岩心孔隙度8.36％；

[0037] 步骤三：将步骤二得到的岩心样品测试核磁共振T2谱，得到岩心样品原始的孔喉

分布；然后将岩心放置于离心设备中以9000r/min的速度进行离心120min，脱除岩心中的可

动水，再次测试核磁共振T2谱，得到岩心样品原始的不可动流体占据的孔喉分布；根据离心

前后的T2谱累积分布曲线可求得可动流体孔隙度为5.18％。

[0038] 步骤四：将步骤三得到的岩心样品置于岩心夹持器中，连接驱替流程，设置实验温

度50℃，以0.1mL/min的注入速度向岩心样品中注水；

[0039] 步骤五：将步骤四得到的岩心样品置于80℃恒温箱中烘干24小时，气测渗透率为

2.86×10-3μm2；然后将岩心抽真空饱和蒸馏水，测试岩心孔隙度为6.26％；

[0040] 步骤六：将步骤五得到的岩心样品测试核磁共振T2谱，得到岩心样品注水后的孔

喉分布；然后将岩心放置于离心设备中进行离心120min，脱除岩心中的可动水，再次测试核

磁共振T2谱，得到岩心样品注水后的不可动流体占据的孔喉分布；根据离心前后的T2谱累积

分布曲线可求得可动流体孔隙度为3.65％。

[0041] 步骤七：根据以下公式将步骤三和步骤六测得的离心前后的T2谱转化为孔喉半径

分布，见图1；

[0042]

[0043] 式中：r为孔喉半径，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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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T2为核磁共振测得的横向弛豫时间，ms；

[0045] 为岩心孔隙度，％；

[0046] k为岩心渗透率，mD。

[0047] 步骤八：根据孔喉半径分布曲线，定量分析水驱后岩心孔喉半径的分布以及可动

流体孔隙度的变化。

[0048] 表1  JB油田Y9储层地层水和注入水离子组成

[0049]

[0050] 表2岩心注水前后的物性及可动流体孔隙度

[0051]

[0052] 由表2可以看出，岩心在注水后的孔隙度和渗透率均降低，孔隙度由8.36％降到

6.26％，下降幅度为25.12％。渗透率由4.25×10-3μm2降到2.86×10-3μm2，下降幅度达到

32.71％。可动流体孔隙度由5.18％降到3.65％，下降幅度为29.54％。由图1可以看出，注水

后的孔喉半径分布发生了变化，小孔(0.004μm-0.11348μm)变多，占据的孔隙度由1.96％增

加到3.32％。大孔(0.11348μm-9.869μm)变少，占据的孔隙度由6.40％下降到2.94％。分析

原因，虽然注入水是由污水经过了一定的处理，但是由表1可以看出，处理后的注入水还有

Ca2+和Mg2+，这样在一定温度条件下注入水和地层水混合容易形成硫酸钙和碳酸钙沉淀，进

而堵塞一部分孔喉。硫酸钙和碳酸钙沉淀对一些大孔喉的堵塞，形成了大量的小孔，使岩心

的孔喉分布发生变化，即一部分大孔减小的同时形成了更多的小孔。最终使得岩心的渗透

率、孔隙度和可动流体孔隙度下降。

[0053] 实施例二

[0054] 该实施例选取鄂尔多斯盆地HB油田C6储层的岩心和注入水，主要考察注入水中的

不溶固相颗粒对储层的伤害。

[0055] 一种污水回注对致密砂岩物性及孔喉分布影响的定量评价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6] 步骤一：从全直径岩心上钻取直径2.5cm长度4.0cm的岩心样品，洗油烘干，气测岩

心渗透率为3.46×10-3μm2；为了单独考察注入水中的不溶固相颗粒对储层的伤害，模拟地

层水采用去离子水即蒸馏水。提取岩心对应作业区的注入水，注入水的水质分析结果见表

1。

[0057] 步骤二：对岩心样品抽真空并高压饱和模拟地层水，计算岩心孔隙度6.28％；

[0058] 步骤三：将步骤二得到的岩心样品测试核磁共振T2谱，得到岩心样品原始的孔喉

分布；然后将岩心放置于离心设备中以9000r/min的速度进行离心120min，脱除岩心中的可

动水，再次测试核磁共振T2谱，得到岩心样品原始的不可动流体占据的孔喉分布；根据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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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的T2谱累积分布曲线可求得可动流体孔隙度为4.17％。

[0059] 步骤四：将步骤三得到的岩心样品置于岩心夹持器中，连接驱替流程，设置实验温

度50℃，以0.1ml/min的注入速度向岩心样品中注水；

[0060] 步骤五：将步骤四得到的岩心样品置于80℃恒温箱中烘干24小时，气测渗透率为

2.05×10-3μm2；然后将岩心抽真空饱和蒸馏水，测试岩心孔隙度为4.59％；

[0061] 步骤六：将步骤五得到的岩心样品测试核磁共振T2谱，得到岩心样品注水后的孔

喉分布；然后将岩心放置于离心设备中进行离心120min，脱除岩心中的可动水，再次测试核

磁共振T2谱，得到岩心样品注水后的不可动流体占据的孔喉分布；根据离心前后的T2谱累积

分布曲线可求得可动流体孔隙度为3.02％。

[0062] 步骤七：根据以下公式将步骤三和步骤六测得的离心前后的T2谱转化为孔喉半径

分布，见图2；

[0063]

[0064] 式中：r为孔喉半径，μm；

[0065] T2为核磁共振测得的横向弛豫时间，ms；

[0066] 为岩心孔隙度，％；

[0067] k为岩心渗透率，mD。

[0068] 步骤八：根据孔喉半径分布曲线，定量分析水驱后岩心孔喉半径的分布以及可动

流体孔隙度的变化。

[0069] 表3  HB油田C6储层注入水水质分析

[0070]

分析项目 分析结果 行业标准

含油量(mg/L) 4.26 ≤5

不溶固相颗粒(mg/L) 35.6 ≤1

粒径中值(μm) 3.48 ≤1

总铁含量(mg/L) 0.27 ≤0.5

[0071] 表4岩心注水前后的物性及可动流体孔隙度

[0072]

[0073] 由表4可以看出，岩心注水后的孔隙度和渗透率均降低，孔隙度由6 .28％降到

4.59％，下降幅度为26.91％。渗透率由3.46×10-3μm2降到2.05×10-3μm2，下降幅度达到

40.75％。可动流体孔隙度由4.17％降到3.02％，下降幅度为27.58％。由图1可以看出，注水

后的孔喉半径分布发生了变化，小孔(0.001μm-0.029μm)变多，占据的孔隙度由2.24％增加

到3.61％。大孔(0.029μm-20.46μm)变少，占据的孔隙度由4.04％下降到0.98％。分析原因，

由表3可以看出，虽然含油量和总铁含量均在行业标准以下，但处理后的注入水不溶固相颗

粒含量和粒径中值均大大超过了行业标准，这些颗粒会对一些大孔喉形成堵塞，进而形成

了大量的小孔，使岩心的孔喉分布发生变化。最终使得岩心的渗透率、孔隙度和可动流体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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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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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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