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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测量同向渗吸与反向渗吸采

出量的实验装置及实验方法。该装置由待测岩心

1、夹持器2、储液容器3、活塞4、恒温箱5、储液罐

6、电动机7、自吸泵8、烧杯11、计算机12、围压泵

13、压力表14组成，所述夹持器2内装有待测岩心

1，左端连接储液容器3，右端连接活塞4；所述储

液容器3内有螺旋叶片32，上端连接储液罐6，下

端连接烧杯11，还分别连接电动机7与自吸泵8，

自吸泵8的出液管线延伸至位于电子天平10上的

量筒9内；夹持器2下端出液管线延伸至位于电子

天平19上的量筒18内；电子天平连接计算机。利

用该装置可定量测定高温高压条件下同向渗吸

与反向渗吸采出量，为研究真实地层条件的渗吸

驱油动态提供技术支持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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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量同向渗吸与反向渗吸采出量的实验装置，由待测岩心(1)、夹持器(2)、储液容器

(3)、活塞(4)、恒温箱(5)、储液罐(6)、电动机(7)、自吸泵(8)、烧杯(11)、计算机(12)、围压

泵(13)、压力表(14)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夹持器(2)内装有待测岩心(1)，待测岩心(1)外

面有密封套(22)并紧贴夹持器壁面(21)；夹持器左端连接储液容器(3)，夹持器右端连接活

塞(4)，通过该活塞使待测岩心(1)固定在夹持器最左端，夹持器与储液容器均置于恒温箱

(5)内；所述储液容器(3)内有螺旋叶片(32)，储液容器(3)上端连接储液罐(6)，下端连接烧

杯(11)，储液容器(3)还分别连接电动机(7)与自吸泵(8)，自吸泵(8)的出液管线延伸至位

于第一电子天平(10)上的第一量筒(9)内，所述自吸泵(8)出口处有选择性半透膜，该膜只

允许油相流过，而阻止水相流过；所述夹持器(2)还连接压力表(14)和围压泵(13)，夹持器

(2)下端设有出液管线，该出液管线延伸至位于第二电子天平(19)上的第二量筒(18)内；第

一电子天平(10)、第二电子天平(19)均连接计算机(12)，计算机安装有数据采集系统。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测量同向渗吸与反向渗吸采出量的实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夹持器(2)右端连有活塞(4)，通过该活塞使待测岩心始终位于夹持器最左端，使得岩心

左端截面能够接触储液容器中的液体。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测量同向渗吸与反向渗吸采出量的实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储液容器(3)内装有螺旋叶片(32)，通过电动机带动螺旋叶片转动并调节螺旋叶片的转

速。

4.利用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装置测量同向渗吸与反向渗吸采出量的实验方法，依次

包括以下步骤：

a)选取待测岩心，岩心经过洗油、烘干至恒重后测试孔隙度与渗透率；

b)将待测岩心饱和地层水、饱和模拟油后放入模拟油中以备使用，并且计量饱和进入

岩心基质孔隙中的模拟油量；

c)取出待测岩心，擦干去除岩心表面浮油，套入密封套后放入夹持器中，调整夹持器右

端活塞，使得岩心置于夹持器最左端，打开围压泵，通过观察压力表使围压达到预设围压

值；

d)将储液容器与夹持器左端紧密连接，开启上述电子天平，打开计算机；

e)打开储液罐阀门，使储液容器充满测试液体，打开电动机，调整转速到预设值，开启

自吸泵，设置计算机中数据采集系统间隔时间，开始记录数据，得到同向渗吸实时采出量和

反向渗吸实时采出量；

f)分别将同向渗吸与反向渗吸的实时采出量除以饱和进入岩心基质孔隙中的模拟油

量，获得同向渗吸和反向渗吸采收率随时间变化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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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同向渗吸与反向渗吸采出量的实验装置及实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油气田开发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测量同向渗吸与反向渗吸采出量的实

验装置及实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已经步入中后期，为满足对油气资源的需要，非常规油

气资源急需规模开发，非常规油气资源量巨大，但是由于其储层低孔低渗、孔隙结构复杂等

特殊属性，常规的开采方式已无法适用于对非常规储层的开发。尽管非常规储层孔喉细小，

但是其毛管力现象十分明显，近年来提出的利用毛管力作用作为驱动力而使裂缝中的流体

进入岩石基质，从而驱替出岩石孔隙中油气的方法对开采致密油藏尤为有效，此种开采方

式即为渗吸法开采方式，渗吸采收率是渗吸采油评价的最终指标，而渗吸采收率是通过渗

吸量计算所得，因此急需能够定量计量渗吸采出量的实验装置。

[0003] 室内计量渗吸采出量的实验装置主要是体积法装置与称重法装置，体积法装置主

要是利用渗吸瓶来计量渗吸采出量，渗吸瓶下部为容器瓶，上部为毛细刻度管，实验时将待

测岩心放入下部容器瓶中，连接上部毛细计量管，渗吸溶液由毛细计量管顶部注入，调整溶

液液面置于毛细计量管的适当位置，渗吸作用置换出的油相由于密度差将会聚集在毛细计

量管的液面位置，读取不同时刻毛细计量管的刻度获得时间随渗吸采出量的关系。而称重

法装置是主要是利用电子天平测试岩心的实时重量来获得渗吸采出量，待测岩心通过鱼线

连接电子天平，然后浸没于渗吸溶液中，水相由于毛管力作用被吸入岩心基质置换出孔隙

中的油相，由于油水密度差异导致岩心不同时刻的重量变化，基于重量变化可以获得不同

时刻渗吸采出量。传统的测量方式获得的渗吸采出量为同向渗吸方式（润湿相吸入方向与

非润湿相排出方向相同，通常水相为润湿相，油相为非润湿相）与反向渗吸方式（润湿相吸

入方向与非润湿相排出方向相反）共同的采出量，室内实验认为此共同采出量即为地层条

件同尺度状况的真实采出量，此种定量方法所得结果未能匹配地层真实渗吸动态，地层条

件下裂缝内的流体由于渗吸作用进入储层基质孔隙，孔隙内的油相空间被占据，油相又从

流体进入基质孔隙的方向被置换进入裂缝中，此部分采出量是以反向渗吸方式的采出量，

而传统的测量装置并未考虑地层真实发生的情况，因此所得结果并不符合事实。

[0004] 也有学者设计了不同渗吸方式下渗吸实验的简易装置，对于同向渗吸方式测试，

多数装置依然是利用称重法原理，以岩心一端接触水体获得的岩心重量变化量即看作为同

向渗吸量（李曹雄.一种压裂液同向自发渗吸仪CN204314197U，2015；王救邦.渗吸实验描述

与方法适用性评价[J].石油化工应用，2015,34(12):102‑105）。此种测量方法并不准确，因

为水相进入岩心基质，部分油相会从未接触水体的岩心部位渗吸出来，此部分油相即为同

向渗吸采出的油相，另外部分油相依然会从与水体接触的岩心部位渗吸出来，此部分油相

即为反向渗吸作用采出的油相，因此该测量方式并不严格，并未严格区分同向渗吸与反向

渗吸分别的采出量。对于反向渗吸方式测试，多数实验设计均是采用密封材料密封岩心的

端面，仅开放岩心的一个端面用以接触渗吸溶液，此种方式测得的采出量即为反向渗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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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u  C .  Experimental  study  of  boundary  condition  effects  on  spontaneous 

imbibition  in  tight  sandstones[J].  Fuel  235(2019):374‑383），但是该方式仅能测得

常温常压下的渗吸采出量，同样实际油藏地层高温高压的条件。鉴于此，非常有必要设计一

种能够分别测试同向渗吸量与反向渗吸量的实验装置，并且该装置能够满足高温高压条

件。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测量同向渗吸与反向渗吸采出量的实验装置，该装置原理

可靠，操作简便，能够模拟地层条件下裂缝中流体与储层基质的渗吸置换油气动态，定量测

定高温高压条件下的同向渗吸与反向渗吸采出量，为研究真实地层条件的渗吸驱油动态提

供了技术支持和理论依据。

[0006]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还在于利用上述装置测量同向渗吸与反向渗吸采出量的实验

方法，通过该方法测量并计算同向渗吸采收率与反向渗吸采收率，由于测量满足地下油藏

实际条件，更加接近于现场实际情况，对储层开发更具有参考价值。

[0007] 为达到以上技术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8] 测量同向渗吸与反向渗吸采出量的实验装置，主要由待测岩心、夹持器、储液容

器、储液罐、电动机、自吸泵、量筒、电子天平、烧杯、计算机、围压泵、压力表组成。待测岩心

装入夹持器内，夹持器与待测岩心之间有密封套，夹持器上部通过管线连接围压泵，靠近围

压泵的管线处设置压力表；夹持器下端的出液管线延伸至量筒内，量筒放置在电子天平上

面；夹持器的左端连接储液容器，储液容器的上部通过管线连接储液罐，储液容器的下部通

过管线连接烧杯；储液容器还连接电动机和自吸泵，自吸泵的出液管线延伸至量筒内，量筒

放置在电子天平上面；两台电子天平同时连接一台计算机，计算机安装有数据采集系统。

[0009] 本发明中，待测岩心可以选取不同长度的标准岩心，夹持器右端连有活塞，通过该

活塞使待测岩心始终位于夹持器最左端，使得岩心左端截面能够接触储液容器中的液体。

[0010] 所述的夹持器与储液容器放置在恒温箱内，可以通过恒温箱来调节温度，使实验

能够在目标温度下进行。

[0011] 所述的储液容器内部装有类似于风扇的螺旋叶片，通过电动机带动螺旋叶片转动

并调节螺旋叶片的转速。

[0012] 所述的自吸泵出口处安装有选择性半透膜，该膜只能允许油相流过，而阻止水相

流过，起到憎水亲油的作用。

[0013] 所述的电子天平的精度为0.0001。

[0014] 利用上述装置测量同向渗吸与反向渗吸采出量的实验方法，依次包括以下步骤：

[0015] a）选取待测岩心，岩心经过洗油、烘干至恒重后测试孔隙度与渗透率等物性参数；

[0016] b）将待测岩心饱和地层水、饱和模拟油后放入模拟油中以备使用，并且计量饱和

进入岩心基质孔隙中的模拟油量；

[0017] c）取出待测岩心，擦干去除岩心表面浮油，套入密封套后放入夹持器中，调整夹持

器右端活塞，使得岩心置于夹持器最左端，打开围压泵，通过观察压力表使围压达到预设围

压值；

[0018] d）将储液容器与夹持器左端紧密连接，开启天平，打开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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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e）打开储液罐阀门，使储液容器充满测试液体，打开电动机，调整转速到预设值，

开启自吸泵，设置计算机中数据采集系统间隔时间，开始记录数据，得到同向渗吸实时采出

量和反向渗吸实时采出量；

[0020] f）分别将同向渗吸与反向渗吸的实时采出量除以饱和进入岩心基质孔隙中的模

拟油量，获得同向渗吸和反向渗吸采收率随时间变化的关系曲线。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2] 本发明所述装置能够分别计量同向渗吸量与反向渗吸量，进而计算获得同向渗吸

采收率与反向渗吸采收率，更加接近于地层实际情况下渗吸油气采收率；实验能够在高温

高压下进行，测量满足地下油藏实际条件，测量值对储层开发更有参考价值；设计的储液容

器中带有螺旋叶片，电动机带动螺旋叶片旋转可以模拟真实情况裂缝中的流体流动，同时

流体流动会消除常规室内静态渗吸实验出现的油珠挂壁现象，保证了测量的准确性，提高

了测量的精度。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测量同向渗吸与反向渗吸采出量的实验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夹持器左端示意图。

[0025] 图3为储液容器结构示意图。

[0026] 图中：1‑待测岩心；2‑夹持器，21‑夹持器壁面，22‑密封套；3‑储液容器，31‑螺纹，

32‑螺旋叶片；4‑活塞；5‑恒温箱；6‑储液罐；7‑电动机；8‑自吸泵；9、18‑量筒；10、19‑电子天

平；11‑烧杯；12‑计算机；13‑围压泵；14‑压力表；15、16、17‑阀门。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0028] 参看图1、图2、图3。

[0029] 测量同向渗吸与反向渗吸采出量的实验装置，由待测岩心1、夹持器2、储液容器3、

活塞4、恒温箱5、储液罐6、电动机7、自吸泵8、烧杯11、计算机12、围压泵13、压力表14组成。

[0030] 所述夹持器2内装有待测岩心1，待测岩心1外面有密封套22并紧贴夹持器壁面21；

夹持器左端通过螺纹31连接储液容器3，夹持器右端连接活塞4，通过该活塞使待测岩心1固

定在夹持器最左端，夹持器与储液容器均置于恒温箱5内。

[0031] 所述储液容器3内有螺旋叶片32，储液容器3上端通过阀门16和管线连接储液罐6，

储液容器3下端通过阀门17和管线连接烧杯11，储液容器3还分别连接电动机7与自吸泵8，

自吸泵8的出液管线延伸至位于电子天平10上的量筒9内。

[0032] 所述夹持器2还通过阀门15连接压力表14和围压泵13，夹持器2下端设有出液管

线，该出液管线延伸至位于电子天平19上的量筒18内。

[0033] 电子天平10、19均连接计算机12，计算机安装有数据采集系统。

[0034] 所述的同向渗吸是水相吸入方向与油相排出方向相同，以此种方式采出的油相即

为同向渗吸采出量，装置中即为天平19测得的采出量。

[0035] 所述的反向渗吸是水相吸入方向与油相排出方向相反，以此种方式采出的油相即

为反向渗吸采出量，装置中即为天平10测得的采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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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本发明所述装置在进行实验时，待测岩心1套上密封套22后放入夹持器2内，通过

调节活塞4可将待测岩心1的位置固定在夹持器2的最左端，如图2所示，保证待测岩心1只有

左部端面接触液体，通过围压泵13加载围压值（观察压力表14）到预设值，连接储液容器3和

夹持器2，分别将量筒9、18放入电子天平10、19的中心位置。开启阀门16，储液罐6中的测试

液体会流入储液容器中，待储液罐6中液面不再下降时，认为储液容器中已经充满测试液

体，打开电动机7与自吸泵8，调整恒温箱5至目标温度，利用数据采集系统实时记录渗吸采

出量，进而可以得到两种渗吸方式的渗吸采收率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0037] 本发明实验时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38] （1）实验材料准备：包括待测岩心与测试溶液准备，待测岩心切割成标准直径

（2.5cm）长度不限的岩心，岩心经过洗油、清洗、烘干、测物性后饱和预设地层水，然后驱替

饱和预设模拟油，饱和完毕后放入模拟油中待后续使用；配置预设的测试溶液，如蒸馏水溶

液、不同矿化度的盐溶液、表面活性剂溶液等；

[0039] （2）实验装置连接：待测岩心放入夹持器中，夹持器与储液容器和围压泵连接，储

液罐、电动机、自吸泵分别与储液容器连接，出液管线置于量筒中，量筒放置在电子天平上，

电子天平连接电脑；

[0040] （3）实验数据处理：根据计算机采集系统记录的实时同向渗吸与反向渗吸的采出

量分别除以待测岩心中饱和的模拟油量即获得两种渗吸方式采收率随时间的关系曲线。

[004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示意性的具体实施方式，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的范围。任何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构思和原则的前提下所做的任何等同变换、修改、改

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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