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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测定空气泡沫在井间有效

运移距离的装置，包括发泡装置、流体装置、地层

条件模拟系统、压力传感器、岩心夹持器、可视化

观察系统和压差数据采集器，发泡装置与流体装

置连通并接入地层条件模拟系统，地层条件模拟

系统上设有若干间隔排列的压力传感器、岩心夹

持器以及可视化观察系统，压力传感器与压差数

据采集器连接，压差数据采集系统与可视化观察

系统均接入信息接收端，本发明提供的这种测定

空气泡沫在井间有效运移距离的装置，操作方

便，能就地实时观测，准确测出堵塞位置计算泡

沫有效运移距离，装置仿真度高，实验数据精准

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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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测定空气泡沫在井间有效运移距离的装置，包括发泡装置(1)、流体装置(2)、地

层条件模拟系统(3)、压力传感器(4)、岩心夹持器(5)、可视化观察系统(6)和压差数据采集

器(7)，其特征在于，所述发泡装置(1)与流体装置(2)连通并接入到地层条件模拟系统(3)

内，地层条件模拟系统(3)上设有若干间隔排列的压力传感器(4)、岩心夹持器(5)以及可视

化观察系统(6)，地层条件模拟系统(3)出口端设有量筒，压力传感器(4)与压差数据采集器

(7)连接，压差数据采集器(7)与可视化观察系统(6)均接入信息接收端；

所述可视化观察系统(6)包括采样室(17)、显微镜(18)、光源(19)，采样室(17)上下为

透明板，透明板上设有增亮涂层并铺有玻璃珠，玻璃珠直径为40-80目；

所述发泡装置(1)包括空气罐(8)和发泡剂(9)，空气罐(8)连接处设有调压器(10)以及

空气流量计(11)，所述发泡剂(9)产生泡沫后在空气罐(8)作用下使泡沫运移，所述压力调

节器(10)和空气流量计(11)对泡沫运移调节和观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测定空气泡沫在井间有效运移距离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发泡剂(9)由以下成分及其重量份组成：十二烷基硫酸钠8-27份、氧化胺5-19份、水41-

67份、分散剂9-21份、а-烯烃磺酸盐10-20份、山梨坦三油酸酯0.01-0 .05份、鞠酸0.002-

0.004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测定空气泡沫在井间有效运移距离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流体装置(2)包括油罐(12)、水罐(13)、恒速恒压泵(14)和水缸(15)，油罐(12)和水罐

(13)均与恒速恒压泵(14)连接，恒速恒压泵(14)一侧设有水缸(1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测定空气泡沫在井间有效运移距离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地层条件模拟系统(3)由若干段填砂管(16)组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测定空气泡沫在井间有效运移距离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填砂管(16)内壁面上设有一层环氧树脂并粘上地层砂，填砂管(16)内填有地层砂，用

于防止注入流体在填砂管(16)的壁面发生窜流。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测定空气泡沫在井间有效运移距离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显微镜(18)上设有CCD摄像头，显微镜(18)分辨率为450-55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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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测定空气泡沫在井间有效运移距离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发明涉及井间运移装置，尤其是一种测定空气泡沫在井间有效运移距离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泡沫体系能够选择性封堵地层孔隙，提高波及效率，增加油藏的弹性能量，进而提

高原油采收率。实际矿场一般将气体和发泡剂体系同时注入地层，二者在多孔介质中剪切

混合形成泡沫，进而发挥作用。泡沫在多孔介质中封堵效果受泡沫的再生能力和稳定性的

影响。但泡沫生成需要的最小流速较高时，若近井地带生成的泡沫的稳定性差，无法有效传

播到远井时，就会降低泡沫驱提高采收率的效果。目前井场只能靠打探井的方法监测泡沫

在某一位置处是否存在，成本太高。而目前的室内实验主要研究无油条件下连续泡沫驱的

阻力因子，研究长距离泡沫驱的过程仅仅通过压力变化这一指标，无法精准的测定空气泡

沫的有效运移距离。 发明内容

[0003] 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操作方便，能就地实时观测，精度较高的

测定空气泡沫在井间有效运移距离的装置。

[0004] 解决上述现有的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方案：一种测定空气泡沫在井间有效

运移距离的装置，包括发泡装置、流体装置、地层条件模拟系统、压力传感器、岩心夹持器、

可视化观察系统和压差数据采集器，发泡装置与流体装置连通并接入地层条件模拟系统，

地层条件模拟系统上设有若干间隔排列的压力传感器、岩心夹持器以及可视化观察系统，

地层条件模拟系统出口端设有量筒，压力传感器与压差数据采集器连接，压差数据采集系

统与可视化观察系统均接入信息接收端。

[0005] 为优选，发泡装置由空气罐、发泡剂组成，空气罐连接处设有调压器以及空气流量

计，通过发泡剂产生泡沫并通过空气罐对发泡剂产生作用力，使泡沫产生运移，并通过调压

器以及空气流量计调节和观测，保证生成出稳定的泡沫。

[0006] 为优选，发泡剂主要由以下成分及其重量份组成：十二烷基硫酸钠8~27份、氧化胺

5~19份、水41~67份、分散剂9~21份、а-烯烃磺酸盐10-20份、山梨坦三油酸酯0  .01-0  .05

份、鞠酸0  .002-0  .004份，本发泡剂通过上述成分组成，能有效的提高发泡的速递，其中加

入山梨坦三油酸酯能有效的提高发泡量，防止泡沫在运移过程中泡沫量不够而无法测定，

并保证泡沫的产生及运移，并促使产生的泡沫较为稳定。

[0007] 作为优选，流体装置包括油罐、水罐、恒速恒压泵和水缸，油罐和水罐均与恒速恒

压泵连接，恒速恒压泵一侧设有水缸，通过水和油的调配，并通过恒速恒压泵运移，使试验

中的土质达到水和油的饱和度，使土质与实际测量时的土质含量相识，在泡沫运移使效果

更加真实，测定结果更加准确。

[0008] 作为优选，地层条件模拟系统由若干段填砂管组成，便于中间连接可视化观察系

统，且通过每个可视化观察系统观测每一段填砂管中泡沫的运移情况，确保实验的数据采

集。

[0009] 作为优选，填砂管壁面上设有一层环氧树脂并粘上地层砂，填砂管内填有地层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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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注入流体在长填砂管的壁面发生窜流，影响泡沫在填砂管内的运移，以及使土质更

加逼真，提高实验的精准性。

[0010] 作为优选，可视化观察系统包括采样室、显微镜、光源，采样室上下为透明板，透明

板上设有增亮涂层，透明板上铺有玻璃珠，玻璃珠直径为40-80目，采样室通过显微镜、光源

的作用下，提高了采样室的光亮度，并与显微镜对泡沫的观测，透明板上铺有玻璃珠使泡沫

在玻璃珠之间便于显微镜的观察。

[0011] 作为优选，显微镜上设有CCD摄像头，显微镜分辨率为450-550倍，显微镜上设有的

CCD摄像头能将显微镜在探测过程中将数据保存，获取高分辨率图像，通过CCD摄像头观察

泡沫图像，获取泡沫形成和渗流过程。

[0012] 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的这种测定空气泡沫在井间有效

运移距离的装置，操作方便，能就地实时观测，准确测出堵塞位置计算泡沫有效运移距离，

装置仿真度高，实验数据精准度高。

[0013] 本发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提供一种测定空气泡沫在井间有效运移距离的装置，

弥补了现有技术的不足，设计合理，操作方便。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5] 图标记说明：发泡装置1；流体装置2；地层条件模拟系统3；压力传感器4；岩心夹持

器5；可视化观察系统6；压差数据采集器7；空气罐8；发泡剂9；调压器10；空气流量计11；油

罐12；水罐13；恒速恒压泵14；水缸15；填砂管16；采样室17；显微镜18；光源19。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17] 实施例1：

[0018] 如图1所述，一种测定空气泡沫在井间有效运移距离的装置，包括发泡装置1、流体

装置2、地层条件模拟系统3、压力传感器4、岩心夹持器5、可视化观察系统6和压差数据采集

器7，发泡装置1与流体装置2连通并接入地层条件模拟系统3，地层条件模拟系统3上设有若

干间隔排列的压力传感器4、岩心夹持器5以及可视化观察系统6，压力传感器4与压差数据

采集器7连接，压差数据采集器7与可视化观察系统6均接入信息接收端。

[0019] 泡装置1由空气罐8、发泡剂9组成，空气罐8连接处设有调压器10以及空气流量计

11，通过调压器10稳压输入，通过发泡剂产生泡沫并通过空气罐8对发泡剂9产生作用力，使

泡沫产生运移，并通过调压器10以及空气流量计11调节和观测，保证生成出稳定的泡沫。

[0020] 泡剂9主要由以下成分及其优选重量份组成：十二烷基硫酸钠15份、氧化胺10份、

水50份、分散剂15份、а-烯烃磺酸盐20份、山梨坦三油酸酯0  .01份、鞠酸0  .004份，本发泡

剂通过上述成分组成，能有效的提高发泡的速递，其中加入山梨坦三油酸酯能有效的提高

发泡量，防止泡沫在运移过程中泡沫量不够而无法测定，并保证泡沫的产生及运移，并促使

产生的泡沫较为稳定。

[0021] 流体装置2包括油罐12、水罐13、恒速恒压泵14和水缸15，油罐12和水罐13均与恒

速恒压泵14连接，恒速恒压泵14一侧设有水缸15，流体装置2将油和水注入地层条件模拟系

统3，达到实际中土质含有的油和水的饱和度，使试验更加逼真。

[0022] 地层条件模拟系统3由若干段填砂管16组成，便于中间连接可视化观察系统6，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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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每个可视化观察系统6观测每一段填砂管16中泡沫的运移情况，确保实验的数据采集。

[0023] 填砂管16壁面上设有一层环氧树脂并粘上地层砂，填砂管16内填有地层砂，模拟

地层对发泡剂的吸附功能，为防止注入流体在长填砂管的壁面发生窜流，影响泡沫在填砂

管内的运移，以及使土质更加逼真，提高实验的精准性。

[0024] 可视化观察系统6包括采样室17、显微镜18、光源19，采样室17上下为透明板，透明

板上设有增亮涂层并铺有玻璃珠，玻璃珠直径为60目，采样室17采用特明板更直观的观测

到采样室17内的泡沫情况，采用黑色的玻璃珠更好的便于观测泡沫状况。

[0025] 显微镜18上设有CCD摄像头，显微镜18分辨率为480倍，显微镜18上设有的CCD摄像

头能将显微镜18在探测过程中将数据保存，获取高分辨率图像，通过CCD摄像头观察泡沫图

像，获取泡沫形成和渗流过程。

[0026] 实施例2：

[0027] 一种测定空气泡沫在井间有效运移距离的装置，包括发泡装置1、流体装置2、地层

条件模拟系统3、压力传感器4、岩心夹持器5、可视化观察系统6和压差数据采集器7，其特征

在于，所述发泡装置1与流体装置2连通并接入到地层条件模拟系统3内，地层条件模拟系统

3上设有若干间隔排列的压力传感器4、岩心夹持器5以及可视化观察系统6，地层条件模拟

系统3出口端设有量筒，压力传感器4与压差数据采集器7连接，压差数据采集器7与可视化

观察系统6均接入信息接收端。

[0028] 泡装置1包括空气罐8和发泡剂9，空气罐8连接处设有调压器10以及空气流量计

11。

[0029] 泡剂9由以下成分及其重量份组成：十二烷基硫酸钠27份、氧化胺19份、水67份、分

散剂21份、а-烯烃磺酸盐20份、山梨坦三油酸酯0.05份、鞠酸0.004份。

[0030] 流体装置2包括油罐12、水罐13、恒速恒压泵14和水缸15，油罐12和水罐13均与恒

速恒压泵14连接，恒速恒压泵14一侧设有水缸15。

[0031] 地层条件模拟系统3由若干段填砂管16组成。

[0032] 填砂管16内壁面上设有一层环氧树脂并粘上地层砂，填砂管16内填有地层砂。

[0033] 可视化观察系统6包括采样室17、显微镜18、光源19，采样室17上下为透明板，透明

板上设有增亮涂层并铺有玻璃珠，玻璃珠直径为40-80目。

[0034] 显微镜18上设有CCD摄像头，显微镜18分辨率为550倍。

[0035] 实施例3：

[0036] 一种测定空气泡沫在井间有效运移距离的装置，实际工作时，打开流体装置2中油

罐12与水罐13的阀门同时打开恒速恒压泵14，以一定的比例的流量对地层条件模拟系统3

注入饱和油直至流入量筒中的原油体积与水的体积比与注入端的比值一致，关闭油罐12与

水罐13的阀门，打开发泡剂9以及空气罐8，气体与注入的发泡剂9流量之比为2:1，恒速恒压

泵14可保证注入泡沫时的压力稳定，当泡沫产出稳定时，将泡沫注入地层条件模拟系统3中

的填砂管16内，出口端设定回压1Mpa，地层条件模拟系统3上均匀设有四个岩心夹持器5，岩

心夹持器5保证填砂管16的平稳度，采用岩心夹持器5能更好的模拟到实际条件，增加实验

的精准度，地层条件模拟系统3上均匀设有四个压力传感器4，能及时感应出地层条件模拟

系统3个位置上的压力指标，并通过压差数据采集器7采集将信息输送到信息接收端，地层

条件模拟系统3上均匀设有的采样室17由两块亚克力板构成，上下两块板的厚度分别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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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m和2  .9cm，亚克力板中心表面上平铺黑色玻璃珠，玻璃珠直径在80目，更能便于观察到

泡沫在采样室17内的状况，采样室17下端设有光源19，采样室17上涂有一层增亮涂层，在开

启光源19后使显微镜18能清楚的显示采样室17内的信息，显微镜18上安装有CCD摄像头，通

过CCD摄像头与信息接收端实时观察采样室17内玻璃珠之间的孔隙内的泡沫的图像，获取

泡沫形成过程和渗流过程的视频，注入泡沫后关闭阀门再次打开流体装置2中的水罐13，注

入速度与泡沫注入速度一致，记入不同的阶段的压力变化，此时计算地层模拟系统3各部分

的最高压力对应的阻力因子，阻力因子发生突降的部分即为泡沫段塞的有效作用距离，同

时观测相应部分出口端的采样室17中是否存在泡沫以及泡沫的数量密度和形态，之后进行

数据分析得出有效运移距离。

[0037]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但

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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