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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层内生成CO2调驱工艺参

数设计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将实际油层简化为

包含调驱层和解堵层的多油层地质模型；将生气

剂与释气剂用量进行动态劈分，通过分析调驱后

各小层吸水指数的差异程度，建立当吸水指数变

异系数最小化时的生气剂注入量、释气剂注入

量、生气剂注入时间、释气剂注入时间和注入段

塞数计算模型；建立生气剂、释气剂注入压力计

算模型；通过遗传算法对以上模型进行求解。本

申请的层内生成CO2调驱工艺参设计方法：可以

实现调驱剂(生气剂和释气剂)注入量和注入段

塞数计算；可以实现施工过程注入压力的实时预

测计算；措施效果表征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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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层内生成CO2调驱工艺参数设计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1)将实际油层简化为包含调驱层和解堵层的多油层地质模型，对地层中需要明显封

堵的小层定义为调驱层，而需要释气剂酸化改善地层物性，同时CO2泡沫封堵作用不明显的

小层定义为解堵层；

(2)首先进行单注生气剂过程，然后进行注释气剂过程；将生气剂与释气剂用量进行动

态劈分，通过分析调驱后各小层吸水指数的差异程度，建立当吸水指数变异系数最小化时

的生气剂注入量、释气剂注入量、生气剂注入时间、释气剂注入时间和注入段塞数计算模

型；

(3)建立生气剂、释气剂注入压力计算模型；

(4)通过遗传算法对以上模型进行求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在步骤(2)中，在某一瞬时时间步下，所述生气剂

的劈分总量等于该时刻的生气剂排量v1(z)，所述释气剂的劈分总量等于该时刻的释气剂

排量v2(z)，

单位时间步上所述生气剂的总注入量按调驱措施前的吸水指数分布劈分到各小层：

式中：Ji为调驱措施前调驱层i的吸水指数，m3/(h·MPa)；Jj为调驱措施前解堵层j的吸

水指数，m3/(h·MPa)；v1(z)为第z个段塞生气剂的排量，m3/h；n1为调驱层的小层数；n2为解

堵层的小层数；Q1i为调驱层i的生气剂注入量，m3；ki为调驱层i的渗透率，mD；hi为调驱层i的

有效厚度，m；kj为解堵层j 的渗透率，mD；hj为解堵层j 的有效厚度，m；μw为水的粘度，mPa·

s；rw为注水井井筒半径，m；re为泄油半径，m；a为单位换算系数a＝0.003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在步骤(3)中，根据压力平衡原理和渗流理论建立

施工过程中的压力计算模型：

Pwht＝Pft+ΔP+Pr‑Pht            (20)

其中，Pwht为药剂井口注入压力，MPa；Pht为药剂在井筒中的液柱压力，MPa；Pft为药剂在

井筒中的摩阻，MPa；ΔP为驱替压差，MPa；Pr为目前地层压力，MPa。

4.根据权利要求1述的方法，其中，在步骤(4)中，所述求解包括染色体编码、个体适应

度评价、选择复制运算、交叉运算和变异运算。

5.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在油藏注水开发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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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层内生成CO2调驱工艺参数设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石油领域，尤指涉及油藏注水开发中的一种层内生成CO2调驱工艺参

数设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层内生成CO2调驱工艺参数主要包括生气剂和释气剂用量、段塞参数设计、施工注

入压力以及注入排量。科学合理的调驱工艺参数设计可以避免低渗透层受到堵剂污染，最

大限度的改善吸水剖面、扩大波及体积，从而提高调驱措施的有效性。目前调驱剂的用量设

计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压降指数PI(pressure  index)和油藏工程RE(reservoir 

engineering)决策技术的调驱剂用量确定方法，需要现场的试注实验确定用量系数，成本

高；二是数值模拟方法，需要历史拟合、多段塞组合预测等过程，耗时较长；三是前后注入能

力比值法，需要事先确定调驱层段处理前后的吸水能力之比，灵活性较差。而调驱剂注入压

力的设计方法主要有选择性注入压力法、排量设定法以及数值模拟方法等。选择性注入压

力法和排量设定法需矿场实验确定注入压力梯度等，成本高；数值模拟方法需要地质建模、

历史拟合等，研究周期长。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层内生成CO2调驱工艺参数设计方法，

所述方法包括建立层内生成CO2调驱工艺中药剂注入量和注入段塞设计模型；并从注采系

统的压力平衡出发，结合计算出的实时排量，建立施工过程注入压力的实时计算模型。从而

实现施工工艺参数的设计，达到药剂用量及调驱效果的最优。

[0004] 为了达到本申请目的，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层内生成CO2调驱工艺参数设计方法，包

括：

[0005] (1)将实际油层简化为包含调驱层和解堵层的多油层地质模型；

[0006] (2)将生气剂与释气剂用量进行动态劈分，通过分析调驱后各小层吸水指数的差

异程度，建立当吸水指数变异系数最小化时的生气剂注入量、释气剂注入量、生气剂注入时

间、释气剂注入时间和注入段塞数计算模型；

[0007] (3)建立生气剂、释气剂注入压力计算模型；

[0008] (4)通过遗传算法对以上模型进行求解。

[0009] 在本申请中，通过注水井注入到地层中反应生成CO2，本文中层内指油藏地层内。

由于储层吸水指数普遍存在差异，生气剂与释气剂会选择性地渗入地层。根据调驱药剂在

地层中的流入动态，结合层内生成CO2调驱选层结果，可以将实际油层简化为包含“调驱层”

和“解堵层”的多油层理想地质模型，对地层中需要明显封堵的小层定义为调驱层，而需要

释气剂酸化改善地层物性，同时CO2泡沫封堵作用不明显的小层定义为解堵层。

[0010] 调驱措施后，由于调驱剂对地层的自然选择作用，各调驱层的吸水指数会有不同

程度的降低，高低渗透层相对吸水量的不均匀程度也不断降低，吸水剖面得到有效改善。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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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调驱剂的不断注入，高低渗透层的吸水指数差异会越来越小。当调驱剂注入总量达到一

定程度时，高低渗透层的吸水指数差异会降低到最小值，继续注入调驱剂，吸水指数的差异

反而会增加。因此存在一个最佳的调驱剂用量，可以最大限度的改善吸水剖面的非均质性。

[0011] 假设调驱井的井口注入压力、注入排量控制合理，所有小层均得到启动，并且生气

剂和释气剂的性能参数(包括浓度、粘度、密度等)一定。地层水平均质等厚，忽略液体及岩

层的弹性作用。约定字母代号下标的第一位是i  代表调驱层，j代表解堵层。约定字母代号

下标的第一位是1代表生气剂，2  代表释气剂。

[0012] 单注生气剂过程

[0013] 调驱工艺可以首先进行单注生气剂过程，在某一瞬时时间步下，生气剂的劈分总

量等于该时刻的生气剂排量v1(z)，释气剂的劈分总量等于该时刻的释气剂排量v2(z)。

[0014] 生气剂在地层中的渗流符合线性渗流规律。因此在纵向剖面上，单位时间步上生

气剂的总注入量可以利用达西定律按调驱措施前的吸水指数分布劈分到各小层。

[0015]

[0016]

[0017]

[0018] 式中：Ji为调驱措施前调驱层i的吸水指数，m3/(h·MPa)；Jj为调驱措施前解堵层j

的吸水指数，m3/(h·MPa)；v1(z)为第z个段塞生气剂的排量，m3/h；  n1为调驱层的小层数；n2
为解堵层的小层数；Q1i为调驱层i的生气剂注入量，m3；  ki为调驱层i的渗透率，mD；hi为调驱

层i的有效厚度，m；kj为解堵层i的渗透率，mD；hj为解堵层i的有效厚度，m；μw为水的粘度，

mPa·s；rw为注水井井筒半径，m；re为泄油半径，m；a为为单位换算系数，a＝0.0036。

[0019] 然后，根据体积法可以计算该时间步下各小层上的生气剂封堵半径：

[0020]

[0021] 式中，rfi为调驱层i的生气剂封堵半径，m；φi为调驱层i的孔隙度。

[0022] 对于调驱层而言，由于生气剂是某种碳酸盐的溶液，大量的聚集也会产生弱封堵

效果，因此在调驱层内，单注生气剂时引起的渗透率下降不可忽略。生气剂的封堵作用在调

驱层井筒周围形成低渗区域，从而引起地层渗流场的改变。根据地层渗流阻力的变化特征，

地层流体在调驱层内的流动区域可以划分为从井筒到封堵半径范围内的流动和从封堵半

径到供给边缘环形区域内的流动。由此可以计算出注入生气剂后各调驱层的吸水指数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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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0024] 式中：J′i为注入生气剂后调驱层的吸水指数，m3/(h·MPa)；RRF1为生气剂残余阻

力系数。

[0025] 由于忽略解堵层生气剂注入的作用，因此解堵层在生气剂注入前后吸水指数保持

不变：

[0026]

[0027] 式中：kj为解堵层的渗透率，mD；hj为解堵层的有效厚度，m；Jj、Jj分别为解堵层措

施前后的吸水指数，m3/(h·MPa)。

[0028] 注释气剂过程

[0029] 完成生气剂注入过程后，可以向地层中注入释气剂溶液。第一个时间步下，释气剂

在各层的劈分可以按照注完生气剂后的各层吸水指数进行劈分。

[0030]

[0031]

[0032] 式中：J′i为调驱措施后调驱层i的吸水指数，m3/(h·MPa)；J′j为调驱措施后解堵

层j的吸水指数，m3/(h·MPa)；v2(z)为第z个段塞释气剂的排量，m3/h；  Q2i为调驱层i的释气

剂注入量，m3；Q2j为解堵层j的释气剂注入量，m3；

[0033] 生气剂与释气剂反应，生成CO2泡沫体系，而对于解堵层，由于剩余油饱和度较高，

遇油消泡作用，所以可以根据体积法计算经过一个时间步下调驱层上的泡沫封堵半径和解

堵层的解堵半径：

[0034]

[0035]

[0036]

[0037] 式中：rfi为调驱层i的生气剂封堵半径，m；rfi为调驱层i的泡沫封堵半径，m；rsj为

解堵层j的解堵半径，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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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计算第一个时间步后的各层吸水指数：

[0039]

[0040]

[0041] 式中：θ为释气剂酸化程度；RRF为泡沫残余阻力系数。

[0042] 则下一时间步，释气剂进行用量劈分时，按照上一时间步变化之后的各层吸水指

数进行劈分。

[0043] 经过某一时间步后，调驱层内的释气剂用量大于生气剂的总用量 ，即

[0044] 此时调驱层内的吸水指数计算公式发生改变，此时的调驱层也出现了释气剂的酸

化效果，调驱层泡沫封堵半径和释气剂酸化半径可以根据体积法进行计算：

[0045]

[0046]

[0047] 调驱层和解堵层的吸水指数计算公式为：

[0048]

[0049]

[0050] 经过段塞循环之后，以各小层最终的吸水指数作为评价指标。各小层吸水指数越

接近，注水过程中吸水剖面越均匀。因此为了反映调驱后各渗透层的吸水指数的差异程度，

采用变异系数作为评价指标。在统计学中，变异系数又称为标准差率，定义为一组观测数据

的标准差与数学期望的比值，其反映了观测数据之间的离散和差异程度。因此可以定义吸

水指数变异系数如下：

[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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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其中

[0053]

[0054] 式中：为调驱后地层的平均吸水指数，m3/(h·MPa)；VJ为吸水指数变异系数。

[0055] 调驱后吸水指数变异系数越大，说明各层的吸水能力差异程度越大，吸水剖面也

越不均匀，措施见效程度越低；否则，吸水剖面越趋于均匀，调驱效果也越好。因此吸水指数

变异系数达到最小值时的施工参数为层内生成CO2调驱的最优施工参数。设计过程：

[0056] 将上式分别代入吸水指数变异系数的式中，可以发现在地层参数和生气剂、释气

剂性能参数一定的情况下，吸水指数变异系数VJ是生气剂、释气剂排量v1(z)  v2(z)、生气

剂、释气剂注入天数d1  d2、段塞数z的函数，即为  VJ[v1(z)，v2(z)，d1，d2，z]。因此通过求解

目标函数VJ[v1(z)，v2(z)，d1，d2，z]的最小值，便可以得到生气剂、释气剂排量v1  v2、生气

剂、释气剂注入天数d1  d2、段塞数  z的最佳施工参数。由于目标函数是非线性最优问题，为

了能够快速准确的获得全局最优解，本文采用遗传算法求解。

[0057] 生气剂、释气剂注入压力计算模型

[0058] 生气剂与释气剂注入过程中，注入系统的压力在任意时刻是平衡的，因此可以根

据压力平衡原理和渗流理论建立施工过程中的压力方程：

[0059] Pwht＝Pft+ΔP+Pr‑Pht      (20)

[0060] 式中：Pwht为药剂井口注入压力，MPa；Pht为药剂在井筒中的液柱压力，  MPa；Pft为

药剂在井筒中的摩阻，MPa；ΔP为驱替压差，MPa；Pr为目前地层压力，MPa。

[0061] 药剂在井筒中的液柱压力Pht为：

[0062]

[0063] 式中：ρt为药剂的密度，g/cm3；H为调驱层段的深度，m。

[0064] 药剂在井筒中的摩阻Pft为：

[0065]

[0066] 式中：q为药剂的注入速度，m3/s；ν为药剂的运动粘度，m2/s；d为油管直径，m；β、m为

摩阻系数，取值与流体流态有关。

[0067] 由于在调驱药剂注入过程中，雷诺数较小，流态主要呈现为层流或水力光滑两种。

层流时，β＝4.15，m＝1；水力光滑时，β＝0.0246，m＝0.25。

[0068] 驱替压差ΔP为：

[0069]

[0070] 式中：v——药剂的排量，m3/h；

[0071] 将Pht、ΔPw、ΔP、Pft的计算公式代入式(20)，整理得出井口注入压力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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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0073] 由式(24)可见，在最优排量确定的情况下，药剂井口注入压力Pwht也已经确定。从

而可以计算出在最优排量注入时的施工压力并绘制施工压力曲线。

[0074] 利用遗传算法对式(24)进行求解如图4，其基本运算步骤可以表述如下：

[0075] (1)初始化操作，确定选择、交叉、变异算子等遗传操作方法和交叉概率、变异概率

等遗传参数；

[0076] (2)选择编码策略，把可行解集合转换染色体结构空间，产生初始种群；

[0077] (3)定义适应函数，便于计算个体的适应度值；

[0078] (4)终止条件判断，若群体性能是否满足某一指标，或者已完成预定的迭代次数，

则终止迭代运算，否则转入第(5)步运算；

[0079] (5)选择复制运算，利用相应的选择算子处理种群；

[0080] (6)交叉运算，利用相应的交叉算子处理种群；

[0081] (7)变异运算，利用相应的变异算子处理种群；

[0082] (8)父代种群经过选择、交叉和变异算子操作后形成下一代群体，然后转步骤(2)。

[0083] 本申请的设计方法还可以应用于油藏注水开发，利用本申请的设计方法获得的生

气剂用量、释气剂用量、段塞数进行层内生成CO2调驱后，注水井注水量、累积增注均明显增

加，井组油井净增油效果明显。

[0084] 相比常规层内生成CO2调驱工艺参数计算，本申请的设计方法具有如下优点：(1)

可以实现调驱剂(生气剂和释气剂)注入量和注入段塞数计算；(2)  可实现施工过程注入压

力的实时预测计算；(3)综合考虑了静态和动态因素，计算方法与工艺特点更加匹配，更加

科学。

[0085] 本申请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的说明书中阐述，并且，部分地从说明书中变

得显而易见，或者通过实施本申请而了解。本申请的目的和其他优点可通过在说明书、权利

要求书以及附图中所特别指出的结构来实现和获得。

附图说明

[0086]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申请技术方案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

申请的实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申请的技术方案，并不构成对本申请技术方案的限制。

[0087] 图1为“多油层”理想地质模型示意图。

[0088] 图2为工艺参数设计思路图。

[0089] 图3为压力系统示意图。

[0090] 图4为遗传算法示意图。

[0091] 图5为本申请实施例中施工排量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0092] 图6为本申请实施例中施工压力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0093] 图7为本申请实施例中施工井注水曲线，施工时间为2016年5月24日至5月27日。

[0094] 图8为本申请实施例中施工井组产油曲线，施工时间为2016年5月24  日至5月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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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95] 为使本申请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文中将结合附图对本申请

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

的特征可以相互任意组合。

[0096] 实施例

[0097] 以下关于注水井为例阐释了本发明的一般原理，但应当注意，本申请绝不限于以

下注水井。采用以下注水井资料进行计算，注水井的基础资料如表  5‑1所示：

[0098] 表1  注水井的基础资料

[0099] 小层 厚度/m 孔隙度 渗透率/mD 日吸水量/m/d 校正后的渗透率/mD 调驱/解堵层 

L30 1.3 0.247 62 0 50 解堵层 

L40 14.5 0.287 1572.15 423.8 175.94 解堵层 

L50 15.1 0.285 2206.60 3284.45 1309.35 调驱层 

L60 13.5 0.273 954 1907.1 850.37 调驱层 

L70 8.5 0.246 678.01 529.75 375.16 解堵层 

L80+L90 34.6 0.256 849.14 3496.35 608.29 调驱层 

L100 23.5 0.252 719.38 741.65 189.98 调驱层 

L110 4.3 0.225 438 211.9 296.64 解堵层 

[0100] 根据本文中的计算公式，应用遗传算法求解，最终计算得到的结果如下：

[0101] 表2  注水井用量

[0102]

[0103] 表3  注水井各段塞生气剂与释气剂排量

[0104] 段塞数 生气剂注入速度/m3/h 释气剂注入速度/m3/h 

1 16.14 19.49 

2 16.35 21.13 

3 16.37 21.25 

4 16.49 18.77 

5 16.66 21.56 

[0105] 注水井按照文中设计结果实施层内生成CO2调驱措施后注水量由  982m3/d上升至

1732m3/d，增注107天，累积增注39254m3；井组内生产井6  口，其中见效5口，累积净增油

8000m3，有效期5个月。

[0106] 虽然本申请所揭露的实施方式如上，但所述的内容仅为便于理解本申请而采用的

实施方式，并非用以限定本申请。任何本申请所属领域内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申请所揭

露的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可以在实施的形式及细节上进行任何的修改与变化，但本申请

的专利保护范围，仍须以所附的权利要求书所界定的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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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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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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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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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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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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