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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在

不同温压条件下的微观可流动性的评价方法。该

方法通过检测样品在不同情况下的T2谱，结合分

析评价，得到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在不同温压条

件下的微观可流动性情况。利用该评价方法可以

全面、系统、可靠地认识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不

同温压条件下微观可流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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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在不同温压条件下的微观可流动性的评价方法，其特征在

于，该方法包括：

步骤A：选取储层岩石样品，制备成标准样品，进行编号、称重、计算表观体积，并采用高

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测试原始状态T2谱；

选取的储层岩石样品为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区块产油层段样品；

步骤B：对所述储层岩石样品进行洗油、烘干，采用气测法测定孔隙度和渗透率，并采用

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测试烘干状态T2谱；

步骤C：配制模拟地层水，将所述储层岩石样品抽真空后饱和模拟地层水，并采用高温

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测试饱水状态T2谱；

步骤D：将饱水的储层岩石样品在不同离心力条件下离心，并采用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

心分析装置测试不同离心条件下T2谱；

步骤E：将经过步骤D测试的储层岩石样品烘干，饱和模拟地层水，采用粘度与实际原油

相当的氟油驱水造束缚水，并采用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测试束缚水状态T2谱；

在步骤E中，所述实际原油在50℃的粘度为30-400mPa·s；

步骤F：将所述储层岩石样品以适当压力间隔增加环压至致密油藏原始地层压力状态，

并采用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测试不同压力条件下T2谱；

步骤G：待环压稳定后，以适当温度间隔将所述储层岩石样品增温至致密油藏原始地层

温度状态，并采用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测试不同温度条件下T2谱；

步骤H：在致密油藏原始地层压力、地层温度条件下，对所述储层岩石样品进行水驱氟

油至剩余油状态，并采用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测试剩余油状态的T2谱；

步骤I：将所述储层岩石样品进行高压压汞测试，以获得T2谱与高压压汞之间的刻度因

子；

步骤J：对所述储层岩石样品在不同温度、压力条件下的T2谱进行分析评价，以获得不

同条件下、不同赋存状态流体数量及在不同喉道控制孔隙体积中的分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标准样品为直径2.5cm、长度5cm

的柱塞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

为增配了高温高压夹持器和增温加热器的可进行高温高压条件下核磁共振测试的装置，最

高温度120℃、最高压力50MPa。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增温加热器与所述高温高压夹持

器相连，所述高温高压夹持器与核磁测试设备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D中，离心条件为150psi、

300psi、450psi、600psi。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F中，所述压力间隔为5MPa。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G中，所述温度间隔为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J中，所述分析评价包括对所述

储层岩石样品在不同温度、压力条件下的T2谱的T2截止值、可动流体饱和度、束缚流体饱和

度，以及可动流体饱和度与孔喉分布关系进行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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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在不同温压条件下的微观可流动性

的评价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非常规致密油开发中的致密油可动用性的研究技术，特别涉及一种高

粘度低流度致密油在不同温压条件下的微观可流动性的评价方法，属于石油开采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全球已进入非常规油气开发快速发展时代，致密油已成为是最近全球最引人

注目的非常规石油资源，尤其是以北美为典型代表的致密油开发领域近年来取得显著进

展，通过“水平井+体积压裂+工厂化”模式已实现了工业开采，使美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大幅

下降。中国致密油资源丰富，在鄂尔多斯、准噶尔等盆地发现多个亿吨级规模储量区，在松

辽、渤海湾、四川等盆地也有重要突破。我国致密油属于陆相致密油，与北美海相致密油相

比，具有原油粘度大、气油比低、流度小的显著特点，导致在不同的温度、压力条件下，致密

油赋存状态和可动用性存在明显差异，常规的常温常压下核磁共振测试确定微观流体可流

动性的方法无法全面可靠的评价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的可动用性。

[0003] 对我国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的微观可流动性进行全面可靠的评价，明确该类非常

规石油资源的可动用性，对于制定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开发技术对策具有重大意义，国内

外目前尚无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不同温压条件下微观可流动性评价方法。常规的油气微观

可流动性评价主要依据常温常压条件下核磁共振测试方法确定的可动流体饱和度，常规方

法的优点是可快速进行油气藏可动用性评价，基本满足了常规油气藏可动用性评价需求，

但非常规致密油不仅储层致密、流体赋存状态多样，而且与北美海相致密油和常规油藏相

比其高粘度低流度特点突出，不同温压条件下可流动性差异显著、不容忽视，因此常规核磁

测试方法无法全面、系统、可靠地认识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不同温压条件下微观可流动特

性。

[0004] 因此，提供一种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不同温压条件下微观可流动性评价方法，明

确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不同温压条件下微观可流动特性，对于制定致密油开发技术对策具

有重大意义，国内外目前尚无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不同温压条件下微观可流动性评价方

法。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的微观

可流动性的评价方法，利用该评价方法可以全面、系统、可靠地认识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不

同温压条件下微观可流动特性。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在不同温压条件下的

微观可流动性的评价方法。该方法包括：

[0007] 步骤A：选取储层岩石样品，制备成标准样品，进行编号、称重、计算表观体积，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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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测试原始状态T2谱；

[0008] 步骤B：对所述储层岩石样品进行洗油、烘干，采用气测法测定孔隙度和渗透率，并

采用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测试烘干状态T2谱；

[0009] 步骤C：配制模拟地层水，将所述储层岩石样品抽真空后饱和模拟地层水，并采用

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测试饱水状态T2谱；

[0010] 步骤D：将饱水的储层岩石样品在不同离心力条件下离心，并采用高温高压核磁共

振岩心分析装置测试不同离心条件下T2谱；

[0011] 步骤E：将经过步骤D测试的储层岩石样品烘干，饱和模拟地层水，采用粘度与实际

原油相当的氟油驱水造束缚水，并采用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测试束缚水状态T2

谱；

[0012] 步骤F：将所述储层岩石样品以适当压力间隔增加环压至致密油藏原始地层压力

状态，并采用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测试不同压力条件下T2谱；

[0013] 步骤G：待环压稳定后，以适当温度间隔将所述储层岩石样品增温至致密油藏原始

地层温度状态，并采用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测试不同温度条件下T2谱；

[0014] 步骤H：在致密油藏原始地层压力、地层温度条件下，对所述储层岩石样品进行水

驱氟油至剩余油状态，并采用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测试剩余油状态的T2谱；

[0015] 步骤I：将所述储层岩石样品进行高压压汞测试，以获得T2谱与高压压汞之间的刻

度因子；

[0016] 步骤J：对所述储层岩石样品在不同温度、压力条件下的T2谱进行分析评价，以获

得不同条件下、不同赋存状态流体数量及在不同喉道控制孔隙体积中的分布。

[0017] 在上述评价方法中，优选地，所述选取的储层岩石样品为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区

块产油层段样品。

[0018] 在上述评价方法中，优选地，所述标准样品为直径2.5cm、长度5cm的柱塞样。

[0019] 在上述评价方法中，优选地，所述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为增配了高温

高压夹持器和增温加热器的可进行高温高压条件下核磁共振测试的装置，最高温度120℃、

最高压力50MPa。更优选地，增温加热器与高温高压夹持器相连，所述高温高压夹持器与核

磁测试设备相连。

[0020] 在上述评价方法中，优选地，在步骤D中，离心条件为150psi、300psi、450psi、

600psi。

[0021] 在上述评价方法中，优选地，在步骤E中，实际原油在50℃的粘度为30-400mPa·s，

所采用的氟油的粘度为30-400mPa·s。

[0022] 在上述评价方法中，优选地，在步骤F中，所述压力间隔为5MPa。

[0023] 在上述评价方法中，优选地，在步骤G中，所述温度间隔为5℃。

[0024] 在上述评价方法中，优选地，在步骤J中，分析评价包括对储层岩石样品在不同温

度、压力条件下的T2谱的T2截止值、可动流体饱和度、束缚流体饱和度，以及可动流体饱和

度与孔喉分布关系进行分析评价。

[0025] 利用本发明的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在不同温压条件下的微观可流动性的评价方

法能够全面、系统、可靠地认识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不同温压条件下微观可流动特性，与常

规常温常压条件下通过核磁共振测试方法评价流体微观可流动性方法相比较，对高粘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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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度致密油可动用性特性评价更为全面可靠，更能从深层次认识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在不

同温压条件下可流动性的差异，对于制定该类致密油开发技术对策具有重大意义。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实施例1的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在不同温压条件下的微观可流动性的评价

方法的流程图；

[0027] 图2为采用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对储层岩石样品进行测试得到的原始

状态T2谱和烘干状态T2谱；

[0028] 图3为采用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对储层岩石样品进行测试得到的饱水

状态T2谱，以及分别在150psi、300psi、450psi、600psi离心力条件下测得的T2谱；

[0029] 图4为采用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对储层岩石样品进行测试得到的饱水

状态T2谱和束缚水状态T2谱；

[0030] 图5为以5MPa压力间隔增加环压至致密油藏原始地层压力状态，并采用高温高压

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对储层岩石样品进行测试得到的不同压力条件下T2谱；

[0031] 图6为在环压稳定后，以15℃温度间隔增温至致密油藏原始地层温度状态，并采用

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对储层岩石样品进行测试得到的不同温度条件下T2谱；

[0032] 图7为在致密油藏原始地层压力、地层温度条件下，对储层岩石样品进行水驱氟油

至剩余油状态，并采用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测试得到的不同驱替程度时剩余油

状态的T2谱；

[0033] 图8为对储层岩石样品进行高压压汞测试，获得的T2谱与高压压汞之间的刻度因

子C；

[0034] 图9A和图9B为在常温常压和油藏温压条件下可动油比例及在不同喉道控制孔隙

体积中的分布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为了对本发明的技术特征、目的和有益效果有更加清楚的理解，现对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进行以下详细说明，但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可实施范围的限定。

[0036] 实施例1

[0037]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在不同温压条件下的微观可流动性的

评价方法，其是对中国具有典型“高粘度低流度”特点的准噶尔盆地吉木萨尔凹陷芦草沟组

致密油在不同温压条件下微观流体可流动性进行评价，其流程如图1所示，具体包括以下步

骤：

[0038] S101：选取4块储层岩石样品，将第一块制备成标准样品(直径2.5cm、长度5cm柱塞

样)，编号为J1，称重结果105.09g，计算表观体积为46.56mL，采用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

析装置测试原始状态T2谱，如图2所示；

[0039] S102：对J1样品进行洗油、烘干，采用气测法测定孔隙度为16 .07％、渗透率为

0.24mD，采用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测试烘干状态T2谱，如图2所示，原始状态T2

谱与烘干状态T2谱差异较小，烘干状态T2谱显示可动空间略有减少；

[0040] S103：配制水型为NaHCO3型、矿化度为35000g/mL的模拟地层水，将J1样品抽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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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饱和模拟地层水，并采用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测试饱水状态T2谱，如图3所

示；

[0041] S104：将饱水的储层岩石样品在150psi、300psi、450psi、600psi离心力条件下离

心，并采用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测试不同离心条件下T2谱，如图3所示，由饱水

状态开始，随着离心力的增大，样品内地层水被逐渐排出，T2谱显示可动空间逐步减少，但

减小幅度随离心力增大而减少，600psi时与450psi时相比变化率小于3％，确定J1样品饱和

地层水状态条件下可动流体饱和度51.83％；

[0042] S105：将J1样品烘干，饱和模拟地层水，采用粘度与实际原油(50℃粘度为45mPa·

s)相当的氟油驱水造束缚水，并采用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测试束缚水状态T2

谱，如图4所示；

[0043] S106：以5MPa压力间隔增加环压至致密油藏原始地层压力状态(35MPa)，并采用高

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对储层岩石样品进行测试，得到常压、5MPa、10MPa、15MPa、

20MPa、25MPa、30MPa、35MPa共8种环压条件下的T2谱，如图5所示，测定结果表明流体可流动

性对压力不敏感，围压从常压以5MPa为间隔增至35MPa，T2谱变化率小于3％；

[0044] S107：待J1样品环压达到油藏地层原始压力(35MPa)并稳定后，以5℃温度间隔增

温至致密油藏原始地层温度状态(90℃)，并采用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测试30

℃、45℃、60℃、75℃、90℃共5种温度条件下T2谱，如图6所示，测定结果表明J1样品中高粘

度低流度致密油可流动性对温度极为敏感，温度从30℃以15℃为间隔增至90℃，T2谱可动

空间呈增大趋势，可动油饱和度由30℃时的26.72％增大至90℃时的36.32％；

[0045] S108：将J1样品在致密油藏原始地层压力(35MPa)、地层温度(90℃)条件下，进行

水驱氟油至剩余油状态，并采用高温高压核磁共振岩心分析装置测试剩余油状态的T2谱

(图7)，如图7所示，从饱和油状态开始以0.02mL/min的速度进行水驱氟油，随着注入体积数

的增大，J1样品中可动油被陆续驱出，但单位体积注入水所驱出的油量逐渐减少，在注入体

积达到11PV后，单位体积注入水所驱出的油量明显减少，注入体积达到21PV后，注入水基本

无法再驱出样品中的油，注入体积达30PV时驱替出的总油量占饱和油量的35.3％；

[0046] S109：对储层岩石样品进行高压压汞测试，以获得T2谱与高压压汞之间的刻度因

子；由核磁共振弛豫理论可知T2弛豫时间与孔隙半径r存在对应关系，将J1样品进行高压压

汞测试，得到岩样的孔喉半径分布，如图8所示，由测试得到的压汞数据和T2谱数据来确定T

～r之间的刻度因子C为24.7，从而可利用核磁共振T2谱定量获得J1样品的孔喉半径分布；

[0047] S110：对J1样品不同温度、压力条件下T2谱进行分析评价，获得不同条件下不同赋

存状态流体数量及在不同喉道控制孔隙体积中的分布，如图9A和图9B所示，在温度为30℃、

环压为0MPa时，J1样品在饱油状态下可动油比例为26.72％，不可动油为73.28％，其中半径

0.02～0.05μm的喉道控制了6.52％的可动油、半径0.05～0.1μm的喉道控制了6.8％的可动

油、半径0.1～0.5μm的喉道控制了8.1％的可动油、半径大于0.5μm的喉道控制了5.3％的可

动油(图9A)，在油藏温压条件(温度为90℃、环压为35MPa)时，J1样品在饱油状态下可动油

比例为36.32％，不可动油为63.68％，其中半径0.02～0.05μm的喉道控制了8.8％的可动

油、半径0.05～0.1μm的喉道控制了9.4％的可动油、半径0.1-0.5μm的喉道控制了9.82％的

可动油、半径大于0.5μm的喉道控制了8.3％的可动油(图9B)。上述J1样品实验测试可知对

于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其可流动性对压力不敏感，对温度极为敏感，油藏温压条件下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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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比例较常温常压条件下有明显增大，不同尺度喉道控制孔隙体积内可动油均有增大，但

增大比例不同。

[0048] 对比例

[0049] 针对准噶尔盆地二叠系芦草沟组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某样品，在常规常温常压条

件下测得其可动流体饱和度为26.4％。

[0050] 采用本发明的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在不同温压条件下的微观可流动性的评价方

法进行测试，在围压为35MPa(油藏原始地层压力)条件下，当油藏温度为30℃、45℃、60℃、

75℃、90℃时，测得可动流体饱和度分别为26.8％、28.3％、30.9％、33.3％、37.1％。

[0051] 由以上结果可知在油藏温度和压力条件下真实可动流体饱和度达37.1％，是常规

常温常压条件下可动流体饱和度值的1.4倍，这对于该类致密油开发中可动用储量计算、开

发方式选择等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0052] 以上实施例说明，利用本发明的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在不同温压条件下的微观可

流动性的评价方法可全面、系统、可靠地认识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不同温压条件下微观可

流动特性，与常规常温常压条件下通过核磁共振测试方法评价流体微观可流动性方法相比

较，对高粘度低流度致密油可动用性特性评价更为全面可靠，更能从深层次认识高粘度低

流度致密油在不同温压条件下可动用性的差异，对于制定该类致密油开发技术对策具有重

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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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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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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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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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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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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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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