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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湿力的例子在我们的身边随处

可见，它们有着各种实际用途，例如，

它可使雨水在刚刚打过蜡的汽车上形

成水珠，防止汽车生锈。它们还有着一

些奇特的作用，例如润湿力可将砂粒

聚结在一起，因此儿童利用砂粒能够

堆出城堡的形状。

润湿力影响油气储层动态的很多

方面，包括饱和度、多相流和某些测井

解释参数等。但是，在详细介绍之前，

最好先明确什么是润湿性。

润湿性是指某一固体易于与某一

流体而非其他流体接触的倾向性。尽

管用“倾向性”一词描述无生命的物体

看似奇怪，但它却恰当说明了表面力

与界面力之间的平衡。一滴优先润湿

性流体会驱替另一种流体；在极端情

况下它将覆盖整个表面。相反，如果将

一种非润湿性流体滴到已覆盖有润湿

性流体的表面上，它会形成珠状，将其

与固体的接触面积降到最小。如果现实

条件既非强亲水条件也非强亲油条件，

油 / 水 / 固体系统内各种力的平衡会使

固体表面与流体之间形成一个接触角θ

（下图）。

在许多油田应用中，润湿性被视为

二元开关，即岩石不是亲水就是亲油。

这种极端简化掩盖了储集岩润湿性的复

杂性。在油、水饱和的均质、多孔物质

中，“强亲水性”表示在连续介质的一

个端员内，表面有与水接触的强烈倾

向。而强亲油性表面优先与油接触[1]。

润湿度适用于连续介质，如果固体对某

一种流体没有比对另外一种流体更明显

的润湿倾向，它的条件就是中性润湿。

本文稍后再讨论影响连续介质上系统所

在位置的参数。

了解地层润湿性对优化原油采收率非常重要。储层的油湿或水

湿特性会影响储层动态的许多方面，对注水开发和提高采收率技术

的影响尤为明显。如果假设一个储层为亲水储层，但实际上并非亲

水储层的话，会对储层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 接触角。在亲水表面（左），被水（蓝色）包围的油滴（绿色）形成了一个小球，接触角θ几乎为
0。在亲油界面（右），油滴扩散，形成了大约180˚的接触角。在中性润湿表面（中）也形成一个小球，

但接触角是各界面张力之间力平衡的结果，表面 -油界面张力和表面 -水界面张力分别为γSO 和γSW，
油 - 水界面张力为γ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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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集岩结构十分复杂，常常由许多

不同类型的矿物组成。每种矿物的润湿

性各有不同，因此，复合岩的润湿特征

难于描述。一般情况下，在原油运移之

前，储层的主要组分（石英、碳酸盐和

白云岩）为亲水性。

储层的饱和过程可能会影响表面

润湿性，以前接触油的孔隙表面可能亲

油，但那些从未接触过油的孔隙表面则

可能亲水，这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业

界用各种术语描述这两种情况，包括混

合润湿和部分润湿等。本文中用“混合

润湿”一词来描述具有非均匀润湿性的

任何物质。必须注意中性润湿状态（缺

乏较强的润湿倾向）与混合润湿状态

（有不同的润湿倾向，可能包括中性润

湿）之间的根本区别。

另外一个重要区别是优先水湿表

面可与油或气接触。润湿性不能说明饱

和状态，它描述的是在存在某种润湿性

流体的情况下固体被该流体湿润的倾

向。因此，亲水岩石可用烷烃清洗、干

燥，并使其饱和，而同时孔隙表面则仍

然保持水湿状态。可以很容易观察到

以下现象：若将油饱和但亲水的岩石

放入盛水的烧杯中，它将自发吸入大

量水，同时排出石油。

严格来说，不论在自发吸入过程

中还是在被动吸入过程中（如向亲水

材料中注水），“吸入”一词指的是润湿

相饱和度的升高。相反，“排出”指的

是非润湿相饱和度的升高。但是，在实

践中，吸入一词用以表示含水饱和度

升高的过程，而排出一词用以表示含

油饱和度升高的过程。在阅读相关文

献时，要注意明确其含义。

本文概述了润湿性对油田的影响，

叙述了润湿性的基本化学和物理性质，

并在此基础上解释了润湿性的影响。

本文重点探讨了油 /水 /固体之间的相

互影响，但是气/液/固体系也存在，它

们的润湿性也很重要。本文还简述了

各种测量方法。中东的两个实例和北

海白垩岩实验室的一项研究指出了我

们需要了解润湿性的原因。本文最后

给出了可以提高润湿性测量、模拟能

力的实验方法。

1. 除非本文另有说明，否则“亲水”和“亲油”
表示“较强”的润湿倾向性。

2. 1986年和1987年发表了有关润湿性文献广泛的

调研结果。

Anderson WG：“Wettability Literature Survey－ Part
1：Rock/Oil/Brine Interactions and the Effects of Core
Handling on Wettability”，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38 卷，1986 年 10 月：1125-1144。

Anderson WG：“Wettability Literature Survey－ Part
2：Wettability Measurement”，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38 卷，1986 年 11 月：1246-1262。

Anderson WG：“Wettability Literature Survey－ Part
3 ：The Effects of Wettability on the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Porous Media”，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
38 卷，1986 年 12 月：1371-1378。

Anderson WG：“Wettability Literature Survey－ Part
4：Effects of Wettability on Capillary Pressure”，
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39卷，1987年 10
月：1283-1300。

Anderson WG：“Wettability Literature Survey－ Part
5 ：The Effects of Wettability on Relative Permeability”，
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39卷，1987年 11
月：1453-1468。

Anderson WG：“Wettability Literature Survey－ Part
6：The Effects of Wettability on Waterflooding”，
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39卷，1987年 12
月：1605-1622。



> 过渡带的形成。均质地层的饱和度从顶部的高含油饱和度过渡到底部的高含水饱和度（蓝色曲线）。
这种饱和度过渡由毛细压力（Pc）引起，其中毛细压力为界面上水压和油压之差（方程式，如上所示）。

在毛细管内，亲水（WW）表面力使水上升（左插图），表现为驱油。但如果毛细管内表面亲油（OW），
油会将水向下推（右插图）。润湿力及Pc与毛细管半径成反比。毛细上升高度h由润湿力和体相液体
界面所驱替液体的重量之差决定。根据上述说明，在多孔地层存在自由水位（FWL），在自由水位处

油水之间的毛细压力为零。在自由水位之上的任何给定高度，多孔岩石的孔隙和孔喉尺寸分布类似于
毛细管分布，所以具有能将水维持在该高度的尺寸分布的岩石为水饱和岩石。如果高度增大，油在水
中的浮力使毛细压力升高，迫使水从小孔洞中排出。在亲水地层中（左），油水接触面高于自由水位，

这说明必须要施加压力才能迫使油进入最大孔隙。在亲油地层中（右），油水接触面低于自由水位，
表示必须要施加压力才能迫使水相进入最大孔隙。油水接触面将主要含油的区域与主要含水的区域分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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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湿性的重要性

当前的高油价提高了水驱和其他

采收率提高方法的经济效益。储层内

存在多相流，因此，对润湿性的了解

就变得很重要[2]。然而，即便是在一次

开采中，润湿性也会影响产能与采收

率 [3]。在油气运移过程中及油气运移

之后，地层的原始润湿性和改变后的

润湿性会影响原始含水饱和度（Swi）

剖面以及地层的生产特性。

大多数油藏在石油运移之前是亲

水的，而且存在着一个长过渡带，过渡

带的饱和度从顶部到底部逐渐变化，在

顶部基本为含有束缚水的油，在底部为

水。这种分布形式是由油水相之间基于

浮力的压力差决定，此处的压力差被称

为毛细压力 Pc（下图）。运移到亲油储

层的原油具有不同的饱和度剖面：从油

藏顶部到底部基本上为最大含油饱和

度。这一差别说明润湿性流体较容易侵

入。

由于岩性不同，地层内各个岩层的

润湿状态也各不相同。当周围地层亲油

性变强时，如果没有原油或只有少量原

油运移到致密层，则致密层可保持其亲

水性。其他润湿变化则不是很容易解

释。有人认为，中东地区的几个碳酸盐

岩储层的润湿性随地层的变化而变化，

但其中的原因尚不清楚。

润湿非均匀性影响采收率。例如，

使用ECLIPSE油藏模拟软件的模型引入

了中东碳酸盐岩储层的一般参数，其中

亲水层和亲油层的渗透率相近。由于毛

细效应，在水驱情况下，水更容易侵入

亲水层而不是亲油层。模拟显示从亲油

层采出的油非常少。

润湿性也会影响从孔隙内采出的原

油产量，产量在注水后利用残余油饱和

度（Sor）计算而得。在亲水地层，原油

存在于较大孔隙中，并且可能会与大片

连续油藏分离，从而被圈闭。在亲油或

混合润湿性地层，原油附着于表面，增

大了通往生产井的连续路径的可能性，

并使得 Sor 变低。

由于润湿性的影响从孔隙一直到油

藏规模，所以润湿性会影响项目的经济

效益。通过参数 Swi 与 Sor，润湿性会对

采收率产生影响，而采收率则是勘探生

产作业中最重要的变量之一。另外，油

水的相对渗透率随地层润湿性的变化而

变化。在一些前期设施支出巨大的项目

（如深水区域项目）中，如果未能了解

润湿性及其结果将会付出高昂代价。

润湿性影响注水动态，这同样涉及

巨大的前期支出。吸入力－地层吸入润

湿相的倾向－决定了注水的难易程度和

水通过亲水地层的方式。注水后期出现

水突破现象，而在此之前，亲水储层的

原油产量高于亲油储层。

润湿性也会对注气动态产生影响。

注气前缘或油带会推动流动水，并根据

油水湿润倾向再次引起流量变化。另

外，如果原油中含有沥青质，那么沥青

质与注入的烃气相接触会改变当前的平

衡状态，并会导致沥青质沉淀。如后文

所述，沥青质沉淀会改变孔隙表面的润

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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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沥青质沉淀引起的润湿性变化。用正庚烷将几份原油按照不同的原油体积分数稀释，然后通过与这
些稀释后的原油接触可测量出接触角（上）。接触角在沥青质沉淀点附近明显增大（大实心圆）。引起

沥青质沉淀的另一种方式是降低压力（下）。当压力下降到沥青质沉淀点时，PVT容器中的沥青质开
始絮凝或者凝聚在一起，如高压显微镜照片所示。沥青质从溶液中析出后，光透射功率降低（蓝色）。

甚至在天然气储层中，润湿性及其

变化也会影响采收率。井筒附近的凝析

液堵塞会降低天然气产能。一些开采方

法运用化学手段来改变井筒周围的润湿

性，以便将凝析油采出并清除阻塞[4]。

一些采收率提高方法可克服圈闭原

油的润湿力。这些方法的目的或者是将

地层的优先润湿性变为更具亲油性，或

者是降低流体之间的界面张力，从而降

低润湿力。

一些测井方法也依赖于润湿性。

电阻率测井法依赖于岩石中连续的导

电通道，而导电通道由水相提供。在亲

油地层，水可能不连续。这会影响饱和

度和电阻率关系的阿尔奇公式中的饱

和度指数n[5]。在亲水条件下，n小于或

等于 2，但在亲油条件下，n 则大于 2。
因此，如果将亲油地层的n设定为2，则
以电阻率为基础的饱和度测定很有可

能是错误的。

核磁共振（NMR）响应也依赖于流

体相对于孔隙表面的位置。非润湿性流

体位于孔隙中间，所以，非润湿性流体

的弛豫速率与体相流体的弛豫速率相

似，而润湿相由于表面相互作用而使弛

豫时间缩短[6]。

润湿性对钻井液配方很重要，对油

基泥浆配方尤其重要。例如，配方中包

含表面活性剂，以便使固体处于悬浮状

态。含有亲油表面活性剂的油外相泥浆

滤液侵入近井地层很有可能会改变孔隙

的润湿性[7]。这会造成流体在孔隙空间中

的位置发生变化，并影响一些测井响应。

由于改变不是永久性的，所以在后续的

测井过程中可能会得到不同测量结果。

润湿性的变化

润湿力可使至少三种物质之间形成

平衡状态：一种固体和两种流体[8]。三

种物质的成分和状态会对优先润湿性产

生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原油组分、

盐水化学性质、矿物表面，以及系统温

度、压力和饱和过程等[9]。

原油组分是改变天然亲水表面润湿

性的关键，因为改变润湿性的所有组分

都在油相中。它们是树脂和沥青质中的

3. Morrow NR：“Wettability and Its Effect on Oil
Recovery”，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42
卷，第 12 期（1990 年 12 月）：1476-1484。

4. 有关凝析气藏更多的信息，请参见：Fan L，
Harris BW，Jamaluddin A，Kamath J，Mott R，
Pope GA，Shandrygin A 和 Whitson CH：“凝析气
藏研究”，《油田新技术》，17 卷，第 4 期
（2005/2006 年冬季刊）：14-27。

有关凝析气井润湿性改变的实例，请参见：

Panga MKR，Ooi YS，Chan KS，Enkababian P，
Samuel M，Koh PL 和 Cheneviere P：“Wettability
Alteration Used for Water Block Prevention in High-
Temperature Gas Wells”，World Oil，228 卷，第
3 期（2007 年 3 月）：51-58。

5. 阿尔奇公式可表示为 Sw=(Rt/Ro)n，其中，
Rt 是饱和度为 Sw 时的地层电阻率，Ro 是含水

饱和度为 100% 时的地层电阻率。

6. 有关NMR测井更多的信息，请参见：Alvarado

RJ，Damgaard A，Hansen P，Raven M，Heidler
R，Hoshun R，Kovats J，Morriss C 和 Wendt W：

“随钻核磁共振测井”，《油田新技术》，15卷，
第 2 期（2003 年夏季刊）：40-51。

7. 在油包水乳状液中，表面活性剂分子形成了

分子团（称为胶束），分子团由表面活性剂单
层密封的水核组成，在分子团内分子的亲水
部分向内指向水核，亲油部分向外指向油相。

8. 优先润湿也会涉及到三种不混溶液体，如汞、

水和空气。

9. Buckley JS，Liu Y 和Monsterleet S：“Mechanisms
of Wetting Alteration by Crude Oils”，SPE 37230，
SPE Journal，3 卷，第 1 期（1998 年 3 月）：54-
61。

10. Al-Maamari RSH 和 Buckley JS：“Asphaltene
Precipitation and Alteration of Wetting ：The Potential
for Wettability Changes During Oil Production”，SPE
84938，SPE Reservoir Evaluation & Engineering，6
卷，第 4 期（2003 年 8 月）：210-214。

极性化合物，两者均具有亲水和亲油的

特性。体相原油组分决定了极性化合物

的溶解性。与可作自身表面活性剂良性

溶剂的原油相比，可作自身表面活性剂

不良溶剂的原油更具有改变润湿性的可

能性（上图）[10]。温度、压力和原油组分

影响沥青质稳定性（请参见“沥青质问

题研究与分析”，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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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水化学性质对薄膜稳定性和接触角的影响。将玻璃表面分别置于含盐（NaCl）浓度为0.01、0.1或
1.0摩尔 /米 3，pH值为 4、6或 8的水中。然后，此亲水表面在原油（含有能改变润湿性的组分）中老
化。接触角测量结果表明，浓度低、pH值低的情况下表现为亲油特性，浓度高、pH值高的情况下表
现为亲水特性（左）。浓度高、pH值高的情况下，表面水膜保持稳定。在相关测试中，新剥离的云母

表面在不同的NaCl溶液中老化，然后，在原油中老化 11－ 14天。当盐水条件（0.01摩尔 /米 3，pH=4）
允许将润湿性改变为亲油状态时，原子力显微镜（AFM）的表面图像说明有复杂的微米级表面不规则
物沉积于表面（右上）。有人认为这是含沥青的物质，因为不规则物不溶于癸烷。在盐水（1.0摩尔 /
米 3，pH=8）中老化而且仍然具有亲水表面膜的云母表面的相似图像表明无沉淀（右下）。

原油组分要改变润湿性，则油相必

须驱替表面上的盐水。亲水物质的表面

覆盖了一层水相膜[11]。此水膜最接近表

面的部分形成了双电层： 固体表面的

剩余电荷被相反电荷的电解质离子抵

消。带有这些离子的水的第一层是静态

的，第二层则与体相水交换离子。

当两个界面（如固-水界面或水-油
界面）靠近时，将它们分开或将它们拉

得更近的力包括范德华力、静电相互作

用、结构相互作用或溶合相互作用[12]。

合力常常表示为单位面积的力，称为分

离压。界面间的正分离压使界面分离，

而负分离压使界面相互吸引。原油组

分、盐水的 pH 值与组分影响分离压。

这些参量的测量值被用来预测水膜

的稳定性，而实验则确认了一般趋势。

用原子力显微镜（AFM）对老化后的固

体表面进行成像，产生有关表面相互作

用复杂性的图示说明（上图）[13]。当水膜

不稳定时，原油中的极性组分会附着于

表面，使表面更具有亲油性。溶解的二

阶离子（如 Ca2+）也会使水膜不稳定。

由于固体表面电离部位的存在及其

特性，因此，对碳酸盐岩与砂岩来说，

可导致水膜不稳定的 pH 值范围有所不

同。二氧化硅表面带负电，pH值大于2，
因此可吸附带正电荷的离子（基础化学

物种）。相反，方解石表面带正电，pH
值小于 9.5，因此可吸附带负电荷的离

子（酸性物种）[14]。碳酸盐岩润湿性也受

羧酸之间的特殊相互作用以及碳酸盐矿

物反应性的影响[15]。

水相中双层的存在说明了原油饱和

物质与带有亲油表面的物质之间存在差

异的原因。只要水膜是稳定的，原油组

分就无法附着于固体表面，也不会将润

湿倾向朝着亲油的方向改变。表面相互

作用的结果之一就是接触角滞后。在体

相水从表面驱替体相油时产生的水前进

接触角要比体相油驱替体相水时产生的

水后退角大很多。对这两个条件下的表

面层描述可能会很复杂[16]。

这让人想起另一个影响表面优先润

湿性的因素－表面饱和过程。在含油地

层，润湿性随着深度的改变而改变，过

渡带底部附近的水湿倾向性较强，过渡

带顶部附近的油湿倾向性较强[17]。较高

区域的毛细压力较高（毛细压力可抵消

分离压并使水膜变得不稳定），可使原

油中的表面活性成分与固体相接触。在

构造中较低处，大部分固体表面有水

膜。

但是，储层的饱和度并非保持不

变。原油运移的多相性、气顶的发育、

油气从储层中的逸出及构造活动均会影

响储层的饱和状态。根据当时表面的润

湿性，这些变化会形成不同的流体饱和

度。

饱和度与饱和过程的相关性不仅适

用于地质时代，也适用于钻井与开采期

间。钻井液，尤其是油基泥浆，包含有

可侵入孔隙空间的表面活性剂。侵入液

会改变近井地带的润湿性，在油气井生

产时会影响流量。修井作业中使用的流

体会对润湿性产生相似的近井影响。

生产过程中，注入的流体会在有意

或无意中改变地层润湿性，也会改变在

一次开采或水驱部分讨论过的参数。这

可能会提高或降低注入能力或生产能

力。如果注入的盐水中溶解的固相含量

或 pH 值与地层盐水有所不同，则会引

起润湿性变化。表面活性剂（包括由微

生物作用所生成的表面活性剂）可降低

流体之间的界面张力，改变接触角。高

温条件下，石英会变得更亲油，但方解

石会变得更亲水[18]。因此，热采方法会

改变润湿性[19]。

开采过程中，储层压力的递减会改

变原油组分，移动沥青质沉淀点，从而

导致沥青质在储层中沉积。在地层压力

或温度下降时这种现象也会发生，除了

沥青质析出，地层压力或温度下降还会

导致地层结蜡、天然气凝析或形成气

顶；这些会影响地层中的润湿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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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隙润湿性。在亲水状态下（左），原油存在于孔隙的中心位置。如果所有表面亲油，情况则恰恰
相反（右）。在混合润湿状态下，原油会驱替部分表面的水，但原油仍然在亲水孔隙的中心位置（中）。

所示三种情况有相似的含油和含水饱和度。

孔隙级润湿性分析

孔隙几何形状使得前文讨论的润湿

原则的应用变得复杂化。当表面是光滑

平面时，接触角非常容易理解。但是，

孔壁并非光滑平坦的表面，孔隙周围的

基质一般是由一种以上矿物构成。

表面粗糙度混淆了孔隙中简单接触

角的视觉效果，因为根据表面的平均平

面所得的视接触角与根据表面的局部方

向所得的实际接触角（下图）有很大区

别。表面上的突出点或凸起体也是覆盖

在表面的水膜变薄的位置，在这些点上

润湿性有改变的可能。

多孔介质毛细作用的概念模型或指

导模型常指的是“毛细管束”模型。利

用不同半径毛细管的分布模拟孔隙大小

分布。在不同的毛细管吸入压力下，非

亲油相会侵入每一根毛细管，其中毛细

管吸入压力与毛细管半径成反比。一旦

超过吸入压力，毛细管的整个断面就会

充满油。

实际上，孔隙的复杂几何形状由其

周围的颗粒表面决定。在这种几何形状

>  孔隙表面粗糙度。利用表面平均平面计算出的
视接触角与局部倾斜表面上的实际接触角有非常
大的差异（上）。尽管孔隙亲水，表层水可能不是

双层，但由于孔隙的粗糙度，表层水可能较厚
（下）。在粗糙面上，表面力比表面上其他任何地
方都更适于驱替双层。

中，毛细管吸入压力与邻近最大孔喉

的内接半径相关。尽管大部分孔隙体

可能充满原油，但颗粒间的间隙却未

充满原油，这是因为毛细压力不足以

将非亲油相挤入这部分空间。

因此，一部分孔隙空间充满了原

油，另一部分孔隙空间则充满了盐水

（假设无含气饱和度），具体取决于孔隙

与孔喉几何形状以及表面粗糙度。一

些固体表面与原油接触，对于这些表面

的部分或全部，水膜可能不稳定。水膜

不稳定之处的表面优先润湿性有可能会

改变。这可能会导致混合润湿的情况发

生，部分孔隙表面亲水，其他部分则亲

油。普遍接受的理论为：根据形成此条

件的方式，大孔隙空间亲油的可能性更

大，而小孔隙空间与孔隙之间间隙亲水

的可能性则更大（上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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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水和混合润湿条件下的毛细压力和相对渗透率。此示意图对比了亲水储层（左）与混合润湿储层

（右）的毛细压力Pc（红色）、水的相对渗透率曲线 krw（蓝色）及油的相对渗透率曲线 kro（绿色）。首
先考虑原始排泄压力Pc曲线（点线），该曲线表示发生大量水驱替之前所需的油相压力。原油首次运
移时，大部分储层被认为是亲水储层，因此，此曲线也可用于混合润湿条件。在大孔隙空间内，由于

油与表面接触，润湿性有所改变，因此，其他曲线有所不同（虚线＝含水饱和度上升，实线＝含油饱
和度上升）。在强亲水情况下，在大部分饱和度范围内，毛细压力曲线为正值，而在混合润湿情况下，
既有正值也有负值部分，说明表面的一些部分吸入了水，而另一些部分吸入了油。在混合润湿且含水

饱和度低的情况下，kro值较低，因为在较大的孔隙内，原油与水在竞争。同理，在亲水且含水饱和度
高的情况下，krw 值下降，因为原油优先占据了大孔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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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简单理论假设地层为均质，原

油从下向上运移。大部分地层都比此假

设地层复杂，如果要将运移过程应用于

当前的润湿状态中，则必须要考虑岩性

复杂性。

除了这种基于饱和过程的混合润湿

性之外，还可能存在基于矿物成分的混

合润湿性。稳定水膜的 pH 值、浓度与

石英、白云石、方解石表面以及孔隙空

间内的粘土及其他复合物的 pH 值、浓

度不同。因此，不同颗粒有可能有不同

的润湿倾向。

目前，许多专家认为大部分油藏具

有混合润湿的一些特点。初始的亲水状

态在一定程度上随着原油运移而有所改

变。在下文的讨论中，我们通过检测均

匀亲水介质和混合润湿介质中的两相流

情况来考察湿润状态对多相流的影响

（上图）。

亲水情况－作为优先润湿相，水会

留在未被原油侵入的小空间内。原油会

留在较大的空间内。在开采地层前，两

相都是连续的，但地层最高部分原生水

相的饱和度很低，水的相对渗透率 krw

基本上为零。因为电阻率测井响应于连

续的导电水相，所以阿尔奇饱和度指数

n 约为 2 时有效。

在天然水驱或注入水驱的情况下，

两相均流动。由于原油流经最大孔隙，

所以原油相对渗透率kro比较高，而且随

着含油饱和度的降低而降低。水的相对

渗透率 krw 开始比较低，随着含水饱和

度的上升而上升。

在润湿力的作用下，小孔隙空间的

含水饱和度优先上升。从小孔隙空间向

大孔隙空间驱替时，水不断占据原来充

满原油的孔喉。一个或一组含有原油的

孔隙会不再接触其他部分原油。由于缺

乏足够的驱动压力来克服目前水饱和孔

喉的毛细管吸入压力，原油被原地圈

闭。

最后，所有连续的流动通道被水充

满，原油停止流动。由于原油被圈闭在

较大的孔隙中，krw 终值要比 kro 初值低

些。

这些被圈闭的原油是应用提高采收

率法的目标之一。一些采收率提高方法

通过降低界面张力或通过改变接触角来

开采原油。两种方式都可以起到降低毛

细管吸入压力的效果。提高原油产量的

另外一种方式是提高孔隙内的压力梯度

或粘滞力。被驱界面粘滞力（由驱动压

力决定）与毛细管力的比率被称作毛细

管数[21]。毛细管数越高，采收率就越高，

可通过降低界面张力或增大压降来提高

毛细管数。

混合润湿情况－在这种情况中，原

油有可能运移到亲水地层内，因此，原

始含水与含油饱和度分布在宏观上与以

上情况相似。然而，在混合润湿状态下，

占据大孔隙空间的原油改变了被接触孔

隙表面的润湿性。

与前面的情况类似，起初 kro 较高，

krw较低。但是，由于最大孔隙周围表面

亲油，当含水饱和度上升时，水首先侵

入最大孔隙，并保留在这些孔隙中心。

渗透率最大的通道充满了水，造成kro迅

速下降。但是，由于亲油表面为原油提

供了从几乎充满水的孔隙中出逃的通

道，所以，水并没有圈闭原油。注入的

水可能没有接触原生水，所以阿尔奇饱

和度指数 n 大于 2。
在混合润湿状态下，当生产井见水

时，尽管含水率上升，原油生产仍会持

续很长时间。用不同程度混合润湿状态

下准备的岩心进行实验室试验，结果表

明轻度亲水样品的采收率最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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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细压力的滞后现象。原始排泄曲线（红色）
和渗吸曲线（黑色）限定了毛细压力动态的范围。

如果饱和度变化趋势在中间位置反转，Pc将会沿
着中间路径发展（绿色）。趋势的再次反转会让其
与排泄曲线（黄色）重合。这一动态会发生在过

渡带的中间位置，或者在水驱过程中发生集油时
产生。

> 测量岩心的润湿性。在渗吸容器内的水中有一个Swirr 条件下的样品（左）。排出的原油集中在刻度
管的顶部。倒置的相似容器可测量开始为 Sor 时的油浸情况。在离心机中，集水时，刻度管的半径要

比岩心的半径大（右），而集油时则正好相反。利用毛细压力曲线对测量值进行了说明（中）。毛细压
力为零时，从S1（即Swirr）到S2 为自然发生的水渗吸。在离心机中，岩心水驱或旋转，沿着负毛细压
力曲线向 S4 方向发展。从 S4 到 S3 为自然发生的油渗吸，然后，油浸使样品返回到了S1（假设油浸不

会改变润湿性）。渗吸指数为自发饱和度变化与自发加被动饱和度变化之间的比率，水的渗吸指数为
Iw，油的渗吸指数为 Io。Amott-Harvey指数为 Iw－ Io。USBM指数利用正、负毛细压力曲线之间的面积。
此指数为面积比的对数。

在亲水与混合润湿状态下，相对

渗透率与毛细压力的滞后现象随着饱

和度的改变而改变（上图）。这反映出

了水进接触角与水退接触角之间的差

以及孔隙空间中油和水的位置。

亲油情况－完全亲油的储层几乎

不存在，除非储层为自身的生油岩。在

这种情况下，地层内的干酪根（通过加

热可生产原油的有机固体）与原油成

熟过程可形成亲油表面。

测量润湿性

测量储层优先润湿性的方法有多

种。岩心测量法包括渗吸测量法与离心

毛细压力测量法（下图）。渗吸试验将

油和水的自发渗吸与通过注水而得的总

饱和度变化进行了对比。

比较常用的方法是Amott-Harvey渗
吸试验[23]。将处于束缚水饱和度（Swirr）

状态的样品放入一个装满水的管内，样

品在一段时间内（至少10天，甚至更长

的时间内）自然吸水。之后，将样品置

于岩心夹持筒中，迫使水通过，结果回

收的原油有所增加。现在，将样品换成

处于残余油饱和度（Sor）状态的样品，

在装满油的渗吸管及驱油装置中重复上

述过程。水和油的自发渗吸与总饱和度

变化的比率 Iw、Io 分别称为水、油的渗

吸指数。Amott-Harvey指数为水、油比

率之差，介于 +1（强亲水）与－ 1（强

亲油）之间。

在美国矿业局（USBM）进行的一

次测试中，离心机以逐步加快的速度旋

转岩心样品[24]。开始时，充水管中的样

品在束缚水饱和度（Swirr）状态下。以

几种不同速度旋转之后，样品达到了残

余油饱和度（Sor）状态。为了进行其他

测量，将样品放入充油管中。计算每条

毛细压力曲线与零毛细压力线之间的面

积，水增加面积与油增加面积之比的对

数为USBM润湿性指数[25]。但测量范围

从+∞（强亲水）到－∞（强亲油），但

大多数测量结果介于+1和－1之间。离

心法测量速度很快，但必须对饱和度值

进行修正，因为离心机会使样品产生非

线性毛细压力梯度。

通过使用离心机而非水驱和油驱可

以将Amott-Harvey与USBM测量结合起

来，从而达到强制驱替状态。Amott-
Harvey 指数以饱和度的相对变化为基

础，而USBM指数可用来测量强制驱替

所需能量，两者之间相关联但又是相互

独立的润湿性指数。

21. 邦德数为重力与毛细管力之比，用于确定厚

储层的平衡状态。

22. Jadhunandan PP 和 Morrow NR：“Effect of
Wettability on Waterflood Recovery for Crude-Oil/
Brine/Rock Systems”，SPE Reservoir Engineering，
10 卷，第 1 期（1995 年 2 月）：40-46。

23. Amott E：“Observations Relating to the Wettability
of Porous Rock”，AIME 会议文集，216 卷（1959
年）：156-162。

Boneau DF和Clampitt RL：“A Surfactant System for
the Oil-Wet Sandstone of the North Burbank Unit”，
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29 卷，第 5 期
（1977 年 5 月）：501-506。

24. 也可以运用孔板方法确定 USBM 润湿性指数。

25. Donaldson EC，Thomas RD 和 Lorenz PB：
“Wettability Determination and Its Effect on Recovery

Efficiency”，SPE Journal，9 卷（1969 年 3 月）：

13-20。



> 中性润湿碳酸盐扫描曲线。原始排泄曲线（红色）和渗吸曲线（黑色）之间的滞后现象可用一系列
扫描曲线（金色）来表示。每一条扫描曲线代表排泄曲线或渗吸曲线上一个不同的起始饱和度点，与
过渡带的不同高度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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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角测量。代表孔隙表面的晶体在模拟地层
盐水中老化。油滴被圈闭在晶体之间后，系统再
次老化。之后，底部的晶体被驱替。油移动到亲

水表面（左下），形成了水退接触角(θr  )。水移
动到与油相接处的老化表面（右下），形成了水进
接触角(θa  )。

遗憾的是，在岩心到达实验室之前

的几个处理阶段中，尽管采取了保持其

天然润湿状态的措施，但岩心润湿性仍

会有所改变。首先，钻井液会污染岩心。

在取至地面的过程中，温度和压力的变

化使得流体成分发生变化，可能会引起

沥青质和蜡沉淀，覆盖孔隙表面。暴露

在氧气中时，会导致原油的化学组分改

变，形成影响岩心的表面活性剂。在存

储和后续处理过程中，也会发生这些变

化。

保压岩心的一种替代方法是恢复岩

心状态。首先，强化清洁可使岩心变得

亲水，之后，将岩心浸入模拟的地层盐

水中并老化。其次，在储层温度和压力

下，向其注入原油（一般为重油），老

化大约40天。还可以采用更复杂的方法

来保存水敏性粘土。假设此过程的结果

近似于原地润湿状态。但是，盐水或原

油组分在地层（整个发展过程）与实验

室之间的变化会影响最终的润湿状态。

也可以不使用地层岩心进行测量。

实例之一是接触角测试（上图）。在此

测试中，模拟地层盐水中的石英或方解

石晶体被清洗，新云母表面被剥离、老

化。与表面接触的原油滴老化。可使用

几种方法来创建移动接触线，利用接触

线就可以测量水进接触角和水退接触

角。在此测试中，假设原油会将模型表

面（在盐水温度、pH值和含盐浓度条件

下）改变为地层表面。

润湿性常常通过其他测量方法推导

出来。强亲水材料和强亲油材料的相对

渗透率曲线具有明显特征，但中性润湿

和混合润湿状态并非极端润湿性的简单

推断结果。

没有一种润湿性测量方法能给出完

全准确的结果，这使得研究不断发展，

详见下文“实验室技术新进展”一节中

的讨论。

过渡带的开采

当原油运移并改变地层润湿性后，

很难预测过渡带的油水产量。在原状条

件下，均质地层呈现出平滑过渡的特

点：过渡带顶部产出无水原油，随着地

层的加深含水率上升，到自由水面之上

某个点无原油产出。

遗憾的是，钻井作业会干扰近井地

带的流体分布，但欠平衡钻井除外。钻

井液泥浆滤液侵入地层会改变近井饱和

度，影响浅探测测井曲线。在增压过程

中，它也能提高近井地层压力。

测量压力梯度有助于评价储量和产

能。在油层，原油密度决定压力梯度；

在水层中，水的密度控制压力梯度。但

是，泥浆滤液侵入会生成异常地层压力

测量值，如果解释错误，可能会淘汰一

个有远景的区域。非常难以解释的内容

包括：远高于自由水位之上的水的梯度

指示，可能会导致负压力梯度的过渡带

上下部分之间压势的重大变化以及意味

着原油密度与正常期望值不同的梯度。

中东地区均质灰岩储层过渡带的梯

度常常会发生明显异常情况。在其中一

些地层中，甚至可能会从压力梯度和地

层电阻率显示均为水层的层位中采出原

油。斯伦贝谢运用 ECLIPSE 100 有限差

分数字流模拟程序研究了这些现象。工

程师模拟了钻井液入侵以及相对渗透率

与毛细压力曲线中的滞后现象对最终近

井压力和含水率的影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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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地区碳酸盐过渡带异常结果。许多中东地区碳酸盐过渡带的压力测量值（第1道）有三点比较
特殊：拐点曲率大；在紧靠拐点的上方梯度下降；在拐点之下有大量潜在的原油产量。在这种情况
下，由于流动性较高，压力测量值不可能受增压作用的影响，而且电阻率测井曲线说明此层随着位置

的升高含油饱和度上升（第 2 道）。

> 匹配压力异常。假设在混合润湿状态下，运用中东碳酸盐储层的常用参数，
ECLIPSE油藏模拟程序可以匹配压力异常。在钻井滤液侵入前，储层压力分布

图中有清晰的原油和水压力梯度（黑色）。模型中有迟滞扫描曲线，在拐点上
面压力下降，与观测值相匹配（绿色）。如果无迟滞现象，拐点上面的压力梯
度则不会下降（红色）。

由原始含油饱和度决定的润湿特征

随着高度的不同而不同，在过渡带顶部

有很大的亲油岩石表面，过渡带底部则

为亲水状态。这种情况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水的毛细管吸入压力或界限压力随着

深度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当

水基泥浆滤液饱和度超过30%时，界限

压力变得很重要。对于此模型条件来

说，界限压力约为 6 psi（40 kPa），与

油层的值相似。泄油与渗吸毛细压力滞

后现象也与每个高度下的原始饱和度相

关。在模型中，此滞后现象表现为一系

列称为扫描曲线的毛细压力曲线（前一

页，下图）。

模型尝试着解释这些灰岩储层压力

测量值的三个特征（右图）。首先，压

力梯度有一个大曲率拐点，但这并非差

动增压的结果。其次，在拐点下方亲水

梯度层中可采出大量原油。最后，紧靠

拐点的上方，压力梯度下降。

此项研究已经有了研究结果。首先

是具有上述饱和度与润湿特征的混合润

湿地层非常恰当地解释了所有这些特

征。在模型中采用亲水假设并没有获得

异常结果。当采用水基而非油基钻井液

时，才会在模拟中见到异常。

根据此模型的结果可知，拐点下方

产油也是原始饱和度分布的结果（右

图）。当原始水饱和度较高时，可用扫

描曲线预测较低的残余油饱和度。因

此，过渡带底部的原油可能具有较低的

原始饱和度，但由于饱和过程，其中部

分原油仍为可动油。

当面临这些明显的矛盾时，作业者

需要知道过渡带内的油水接触面在哪

里，过渡带内有多少可动油与可动水，

以及这些流体如何流动等。利用测井和

地层测试数据可初步回答这些问题，然

后在单井模拟中与观测到的测量值进行

匹配便可进一步完善这些答案。电阻率

测井有助于识别可能的过渡带与可能的

接触位置。密度测井与中子测井有助于

推导出孔隙度，显示渗透岩性的相似位

置，还可用于为后面进行的电缆地层测

试选择层位。

26. Phelps GD，Stewart G和 Peden JM：“The Analysis
of the Invaded Zon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Wireline Log and Well-Test Interpretation”，SPE
13287，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休
斯敦，1984 年 9 月 16-19 日。

27. Carnegie AJG ：“Understanding the Pressure Gradients
Improves Production from Oil/Water Transition
Carbonate Zones”，SPE 99240，发表于 SPE/DOE
提高采收率研讨会上，塔尔萨，2006 年 4 月
22-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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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电阻率指数（RI）计算Shuaiba碳酸盐岩地层的阿尔奇指数。当岩心样品排泄时（金色符号），
岩心的动态就像它们亲水一样。阿尔奇饱和度指数n约为1.8（黑色虚线），在此对数坐标图中用线段
的负斜率表示。水渗吸过程（蓝色符号）的岩心动态与排泄时的岩心动态相差很大，当含水饱和度

大于 50%时，n等于 4或更高（蓝色虚线）。图中包括一条表示渗吸动态的曲线（蓝色实线），以便于
观看。当 RI 等于 10 时，表示解释的饱和度差约为 25 个饱和度单位。

电缆地层测试器可获得裸眼井泥浆

滤液压力、地层渗透率、流体压力、原

油密度与流体样品[28]。核磁共振（NMR）
测井可用于识别孔隙类型，为地层测试

器筛选测量点。

混合润湿碳酸盐岩中识别水层的实例

阿曼石油开发公司（PDO）一个陆

上油田的产层为白垩系石灰岩构成的

Shuaiba层，孔隙度约为30%。此油田的

生产时间超过35年，最近的水平井加密

钻井出现了测井异常，岩石物理师试图

弄清楚其原因。一些井采出的全部是

水，但电阻率测井确定的含油饱和度超

过50%，在历史上这已经是产水层的极

限值。PDO 认为一些层段已经被水淹，

但由于混合润湿特征所引起的电属性滞

后现象，所以无法在测井曲线上观察到

这些信息[30]。

对于混合润湿地层，测井曲线中电

阻率所提供的饱和度估计值可能不准

确，具体取决于饱和过程。有两种饱和

状态需要考虑： 原始流体饱和与注水

后饱和。原始饱和度分布中的原油与盐

水是原油运移到亲水地层中的结果。用

于将电阻率转换为饱和度的阿尔奇饱和

度指数 n 一般为 2，在本例中为 1.8。
但是，实验室研究表明地层为混合

润湿性，含水饱和度上升与下降时的地

层阿尔奇指数不同（上图）。含水饱和

度在 50% 的截止值以上且不断增大时，

指数 n 等于 4，使得电阻率与饱和度之

间的关系出现很大差别。

了解这些情况之后，PDO试图寻找

一种方法来区分水淹层与含油饱和度高

且处于原始状态的地层。为了达到这一

目标，他们将两种确定饱和度的测井方

法结合起来：电阻率与脉冲中子俘获

（PNC）截面西格玛。

电阻率是作为标准随钻测井

（LWD）系列的一部分进行测量的，脉

冲中子俘获装置位于 RSTPro 油藏饱和

度测井仪内，通过钻杆下入井筒底部。

这两种仪器提供的是两种独立的含水

饱和度测量方法。使用 RSTPro 仪器还

可对环空的水流速进行点测；在仪器

第二次下入过程中，通过WFL水流速测

井识别出流体在一系列点上向井流动

的情况。

因为此油田的井是以欠平衡方式钻

进的，所以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在欠平

衡钻井（UBD）过程中，随钻井筒压力

一直低于地层压力。UBD可避免钻井液

侵入近井筒地带：这对饱和度测量来说

是一个明显优势。流入地层的流体与钻

井液混合，其中流入地层的流体在此处

为来自临近油田的原油。环空中水的唯

一来源是地层。

在这种具有高矿化度地层水和高孔

隙度的有利环境中，由西格玛和电阻率

测井确定的含油饱和度的准确度大约为

孔隙空间的5%－7%。比较这两种测井

曲线时，如果二者之差超过 10%，则表

明饱和度出现异常。

PDO对11口以欠平衡方式钻进的水

平井进行了测井。其中一部分井只产原

油，电阻率和西格玛测井曲线的匹配程

度在10%之内。他们对两口不产水的井

进行了分析：两种方法的平均差为0.1和
0.2个饱和度单位，标准偏差为 4.5个饱

和度单位。这一结果为PDO应用此方法

增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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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格玛饱和度测井与电阻率饱和度测井对比。Shuaiba层的水平井E以欠平衡方式钻进。对电阻率饱和度测量结果（黑色）与脉冲中子饱和度测量结果

（绿色）均进行了计算（第 3道）。50%截止值以上的电阻率测量值用阴影表示（红色），这部分有望产油。如果没有使用新方法，那么这些层段将已经完
井，但 WFL结果（第 5道）表明，三个层段从 1750米（5740 英尺）处开始水侵。水侵层与两种饱和度测量值有较大差别的区域相对应，说明测井结果差
异是鉴别饱和度异常的有效手段。

测井结果被直接用于一些井的完

井决策，如 E 井（下图）。这是一口完

井深度仅有 350米（1150英尺）的边缘

井，距离注水井较远。油井穿透储层之

后就开始以较低速度生产无水原油。

随着钻井作业的继续进行，开始产水，

之后再进一步钻井水产量快速升高。

之后又发现了两个进水层，没有发现

其他油流层。

如果不是通过新方法获得更多信

息，那么该井的几个层段应该已经完

井，这口井应该已经成为一口高产水

井。但实际上，PDO在测深1850米（6070
英尺）处放弃了该井，在测深1775－1825
米（5824－5988英尺）之间进行了裸眼

完井，以便以后实施堵水作业。完井后

的生产测试表明，总产量为 225 米 3/ 日
（1415桶 /日），含水率为 50%[31]。 　

PDO尝试了UBD与电阻率、西格玛

以及WFL测井相结合的方法，为识别混

合润湿地层中的产水层段提供了非常可

靠的方法。问题的根本是电阻率滞后，

这与最近的驱替相相关。解决问题的关

键是将无侵入带 UBD 环境中的电阻率

测井与西格玛测井相结合，因此浅探测

和深探测测量的都是原状地层。

润湿性对裂缝内流体流动的影响

北海白垩地层的润湿性从强亲水

性变化到中性润湿[32]。由于很多白垩地

层经过压裂，而且油田经过注水，所以

挪威卑尔根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润

湿性对穿过裂缝性白垩地层的液流的

影响[33]。

在原始条件下对约20厘米长、10厘
米高、5 厘米厚（7.9 × 4 × 2 英寸）的

露头白垩岩块进行了试验，并与在原油

中老化的相似岩块进行了比较。对材料

相同、并经过与板块相同处理方式的岩

塞进行水渗吸试验，得出 Iw 值分别为 1
和 0.7，说明为强亲水状态和中等亲水

状态。在这些试验中，利用二维核示踪

成像确定了含水饱和度，水相中使用的

是Na-22（22Na）示踪剂。另外，在流动

实验之后，为了确定润湿性，从岩块中

截取了岩塞供渗吸试验用。

28. Carnegie，参考文献 27。

29. Gomaa N，Al-Alyak A，Ouzzane D，Saif O，Okuyiga
M，Allen D，Rose D，Ramamoorthy R 和 Bize E：
“Case Study of Permeability，Vug Quantification，

and Rock Typing in a Complex Carbonate”，SPE
102888，发表在 SPE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得
克萨斯州 San Antonio，2006 年 9 月 24-27 日。

30. Gauthier PJ，Hussain H，Bowling J，Edwards J和
Herold B：“Determination of Water-Producing Zones
While Underbalanced Drilling Horizontal Wells －
Integration of Sigma Log and Real-Time Production
Data”，SPE 105166，发表在第十五届 SPE 中东
油气大会暨展览会上，巴林，2007 年 3 月 11-
14 日。

31. Gauthier 等人，参考文献 30。

32. Andersen，参考文献 17。

33. Graue A 和 Bogno T：“Wettability Effects on Oil
Recovery Mechanisms in Fractured Reservoirs”，SPE
56672，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休
斯敦，1999 年 10 月 3-6 日。

Graue A，Viksund BG，Baldwin BA 和 Spinler EA：
“Large Scale 2D Imaging of Impacts of Wettability on

Oil Recovery in Fractured Chalk”，SPE 38896，发表
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San Antonio，
1997 年 10 月 5-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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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裂缝性白垩岩块注水。露头白垩板块被切分成三块

并重新拼在一起（下）。A部分与B和C部分相邻，代
表闭合裂缝，但2毫米的缝隙代表将B部分与C部分
分开的连通裂缝。扫描图（上）表示的是从上到下注

入量增加时强亲水（WW）板块（左侧序列）和中等
亲水（MWW）板块（右侧序列）的饱和度图。WW
图2中明显的注水前缘说明A部分含水饱和度达到最

大值，在水穿过闭合裂缝之前为 1-Sor，但MWW图 2
则说明水已经在B部分了。此外，在WW图 4中，裂
缝处有一个明显的前缘，在WW图 5中，C部分首先

从连通裂缝开始充满，然后从A部分和B部分充满。
在MWW图3和图4中，C部分在从连通裂缝充填前，
首先从 A 部分穿过闭合裂缝充填。

>

两块板都被锯成三份，锯痕代表

裂缝（左图）。各个岩块连在一起，但

有一个锯痕将白垩片分开2毫米（0.8英
寸），用其代表连通裂缝，而其他锯痕

则代表闭合裂缝。水驱试验从含水饱

和度为 Swirr 的材料开始。

不管各白垩片是否连在一起，在

前缘穿过裂缝之前，强亲水岩块充满

至1-Sor。相反，中等亲水材料中的注水

前缘非常轻松地穿过了闭合裂缝，几

乎和穿过相邻的原状材料相同，从而

将粘滞压力梯度传输到了相邻的基质

岩块。但是，在中等亲水体系中，连通

裂缝比闭合裂缝的阻力还大。

卑尔根的研究人员在第二组试验

中研究了裂缝桥接现象[34]。取自相同露

头的白垩岩心塞被切成直径为 3.8厘米

（1.5 英寸）的柱状。为了改变润湿性，

将原油连续注入岩心塞，维持较长时

间[35]。在每种润湿状态下，将两个岩心

塞按顺序排放，相邻端点之间用2毫米

（0.4英寸）隔离液隔开，代表连通裂缝

（下一页图）。利用核磁共振成像（MRI）
层析成像法对上游岩心末端裂缝内的

流体饱和度分布进行了成像。利用其

他扫描结果生成沿着岩心长度分布的

饱和度分布图。

Swirr状态下的岩心出现水淹。材料

的强亲水性越弱，连通裂缝越早见水。

在中等亲水条件下，在裂缝表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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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过连通裂缝的桥接。注水容器内的两个岩心样品被一道2毫米宽的裂缝分离。一个样品为中等亲
水（MWW，上面的序列），另一个样品为强亲水（WW，下面的序列）。注入不同孔隙体积（PV）时

的饱和度是运用MRI并根据岩心（图表）和上游岩心表面的二维横截面（照片）进行测量而得。MWW
岩心出现早期突破，水在岩心表面形成了水珠。水珠聚集并最终桥接了裂缝（插图）。沿岩心长度的
纵剖面饱和度分布图表明在达到Sor之前，水运移经过连通裂缝。在WW岩心中，饱和度扫描说明在

上游岩心达到Sor 之前，没有水进入连通裂缝。在裂缝从底到顶填满之前，岩心表面的水滴并没有桥
接裂缝（插图）。

34. Aspenes E，Graue A，Baldwin BA，Moradi A，
Stevens J 和 Tobola DP：“Fluid Flow in Fractures
Visualized by MRI During Waterfloods at Various
Wettability Conditions－Emphasis on Fracture Width
and Flow Rate”，SPE 77338，发表在 SPE 技术年
会暨展览会上，San Antonio，2002 年 9 月 29
日 -10 月 2 日。

Graue A，Aspenes E，Moe RW，Baldwin BA，
Moradi A，Stevens J 和 Tobola DP：“MRI
Tomography of Saturation Development in Fractures
During Waterfloods at Various Wettability Conditions”，
SPE 71506，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
新奥尔良，2001 年 9 月 30 日 -10 月 3 日。

35. Graue A，Aspenes E，Bogno T，Moe RW 和

Ramsdal J ：“Alteration of Wettability and Wettability
Heterogeneity”，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33卷，第 1-3 期，（2002年 4 月）：

3-17。

Aspenes E，Graue A 和 Ramsdal J：“In-Situ
Wettability Distribution and Wetting Stability in Outcrop
Chalk Aged in Crude Oil”， 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39 卷，第 3-4 期，（2003 年 9
月）：337-350。

了水珠，这些水珠桥接了2毫米的连通

裂缝。随着液流增加，桥接水珠不断膨

胀并最终填满裂缝。而对于强亲水材料

来说，在水进入裂缝之前，强亲水材料

在整个上游岩心内获得了很高的饱和

度，然后它从下到上充满裂缝。这时，

水才开始流入下游岩心。一个 3.5 毫米

（0.14 英寸）的较宽裂缝缝隙阻止了大

部分桥接，甚至在中等亲水情况下，大

部分水也是从下到上填满了裂缝。

这些结果说明通过组合粘滞力（控

制形成桥接的水滴的生长）和水油相之

间的界面张力（控制小滴接触角）可形

成润湿相桥接。因此，白垩储层的连通

裂缝将对水驱效率有不同的影响，具体

取决于白垩基岩的润湿性。

实验室技术新进展

除了Amott-Harvey简单渗吸实验之

外，还有各种复杂的实验室技术有助于

加深我们对润湿性的理解。运用原子力

显微镜检验表面以及运用二维核示踪图

像检验裂缝性白垩岩块是目前实验室技

术的两个例子。许多其他技术已经投入

使用，目前，这些技术及其他新方法的

最新成果正在实验室内接受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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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块碳酸盐岩石的介电常数色散。在 1 GHz 条件下，矿物成分以及孔隙度
相似的两个含盐水饱和样品具有相似的介电常数。CRI模型（黑色）与碳酸盐

2 的色散相匹配，但岩石结构差异导致碳酸盐 1 低频率响应的偏离。

> 结构模型。充满油和水的亲水孔隙（左上）在结构模型中表示为随机分布

的扁球体，以 CRI 介质为背景（右上）。在亲油岩石中，原油与颗粒相接触，
并环绕在导电盐水四周（左下）。盐水主要分布在孔隙的中央。在结构模型中，
这种情况表示为油围水椭圆体（右下）。

例如，尽管亲水与亲油岩石两类岩

石中各有变化，但大趋势是亲油岩石的

阿尔奇饱和指数相对较高。最近根据渗

漏理论思路进行的工作为确定电阻率与

饱和度关系提供了一种新方法。作为实

例，这些模型当中有一个只引用了两个

参数[36]。其中一个是指数，与阿尔奇饱

和指数n相似。另外一个新参数是水连

通校正指数，与孔隙表面的油湿分数相

关。当这一指数为零时，模型简化为阿

尔奇关系公式。此新模型与亲油石灰岩

岩心测量中所见的关系相匹配[37]。

阿尔奇方程应用了电阻率（为直流

或零频率）测量值。高频率下，材料表

现出一种复杂的介电响应，包括电导率

（电阻率的倒数）和介电常数。地层介

电常数的测量值对地层含水量很敏感，

因为在环境条件下，水的介电常数至少

比原油或岩石基质的介电常数高一个数

量级。若已知地层总孔隙度，则可直接

确定含水饱和度，无需使用阿尔奇公式

中用于解释电阻率测量值的胶结指数与

饱和度指数（一般情况下未知）。

为了解释介电测量值，需要在岩

石介电特性与岩石组分之间建立一种

关系。有人建议成运用多重混合模型

并根据岩石的体积组分预测岩石介电

常数。含油与含盐水饱和的碳酸盐岩

实验数据表明在频率为 1 GHz 的情况

下，复折射率（CRI）定律比其他混合

定律效果更好[38]。

但是，介电常数也受除矿物成分与

含水量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

在低频条件下（左上图）。尽管在1 GHz
条件下，CRI为最佳的简单混合模型，但

它不能在宽频率条件下准确再现岩石的

介电色散与介电常数色散。在宽频率条

件下，包含岩石结构的一种新模型可更

好地与岩石介电特性匹配[39]。新模型具

有CRI模型所描述的平均性能或基本性

能，与椭球状颗粒和孔隙相结合可反映

结构对介电色散的影响（左下图）。

可将孔隙、颗粒与油包裹体简单表

示为扁球体（有两条相等长轴的椭圆

体）。运用椭圆体的好处是可通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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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Montaron B：“A Quantitative Model for the Effect of
Wettability on the Conductivity of Porous Rocks”，
SPE 105041，发表在第 15届中东石油与天然气

大会暨展览会上，巴林，2007年 3月 11-14日。

37. Sweeney SA 和 Jennings HY：“The Electrical
Resistivity of Preferentially Water-Wet and
Preferentially Oil-Wet Carbonate Rock”，
Producer’s Monthly，24 卷，第 7 期（1960 年），
29-32。

38. Seleznev N，Boyd A，Habashy T 和 Luthi S：
“Dielectric Mixing Laws for Fully and Partially Saturated

Carbonate Rocks”，第 45 届 SPWLA 测井年会文
集，荷兰 Noordwijk，2004 年 6 月 6-9 日，论文

CCC。

39. Seleznev N，Habashy T，Boyd A 和 Hizem M：
“Formation Properties Derived from a Multi-Frequency

Dielectric Measurement”，第 47届SPWLA测井年

> 结构模型的色散。图中给出了两组，一组是纵横比（AR）不同，另一组是
润湿性指数（WI）不同。带有球形颗粒（AR＝ 1）的亲水状态（WI＝ 1.0）为
基本状态（红色）。在其中一组中，颗粒AR增大到 10（绿色）和 100（蓝色），

但仍保持为亲水。当颗粒变得扁平，或AR增大时，岩石电导率（下）大幅度
下降，相对渗透率（上）上升。这表明色散性质与岩石结构之间存在重大联
系。另一组仍为球形颗粒（AR＝ 1），但润湿性却发生了从亲水（红色）到中

性润湿（橙色）再到亲油（黑色）的变化。亲油性的不断增强使得岩石电导
率大幅度下降。此处的润湿指数以亲油孔隙占总孔隙体积的分数为基础，范
围从强亲水性的1到强亲油性的－1。这些模型中的孔隙为球形（AR＝1），孔

隙度为 30%，含水饱和度为 80%，盐水电导率为 5 S/m。

计算出模型。每一个相中新增了一个几

何参数：纵横比，即扁球体长、短轴之

比。具有较薄绝缘区的岩石－纵横比较

高的扁平颗粒－表现出较强的介电色散

与电导率频散（右图）。

润湿性影响岩石的介电响应[40]。它

对孔隙空间内导电相与不导电相（分别

为盐水与油气）的空间分布有很大的影

响，因而对岩石的介电性质也产生很大

的影响。在强亲水岩石中，油气相主要

分布在孔隙中间，四周围绕着导电盐

水。在强亲油样品中，液相分布则与此

截然相反，油气相靠近孔壁。导电相与

不导电相的这种相反分布造成几种影

响。在亲油岩石中，导电的盐水相未形

成连续且连通的网络，随着润湿性增

强，盐水越来越孤立。这使得岩石导电

性大大降低。

另一项实验室技术，即NMR技术，

具有帮助描述润湿性和孔隙几何形状的

巨大潜力[41]。NMR信号为初始极化后磁

矩弛豫度的测量值[42]。因为岩石表面存

在顺磁离子或磁性杂质，所以与岩石表

面直接接触的流体经历了强化弛豫[43]。

表面的润湿优选性决定了表面会接触两

种流体中的哪一种和影响到哪一种。

岩石中存在单一液相时，弛豫时间

或T2分布受表面弛豫效应控制。但当存

在两相时，NMR响应会出现巨大差异，

具体取决于岩石润湿性。在实验用原油

排泄后，岩石仍为亲水状态，残余水层

覆盖于岩石表面。

会文集，墨西哥 Veracruz，2006 年 6 月 4-7 日，
论文 VVV。

40. Bona N，Rossi E 和 Capaccioli S：“Electrical
Measurements in the 100 Hz to 10 GHz Frequency
Range for Efficient Rock Wettability Determination”，
SPE Journal，6 卷，第 1 期（2001 年 3 月），80-
88。

41. Allen D，Flaum C，Ramakrishnan TS，Bedford J，
Castelijns K，Fairhurst D，Gubelin G，Heaton N，
Minh CC，Norville MA，Seim MR，Pritchard T 和
Ramamoorthy R：“核磁共振测井技术的发展方
向”，《油田新技术》，12 卷，第 3 期（2000年
秋季刊）：2-19。

Chen J，Hirasaki GJ和Flaum M：“NMR Wettability
Indices：Effect of OBM on Wettability and NMR
Responses”，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52 卷，第 1-4 期（2006 年 6 月）：
161-171。

42. 极化与检测的一般序列为Carr-Purcell-Meiboom-
Gill（CPMG）脉冲回波法：Meiboom S和Gill D：

“Modified Spin-Echo Method for Measuring Nuclear
Relaxation Times”，The Review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s，29卷，第 8期（1958年）：688-691。

43. Brown RJS 和 Fatt I：“Measurements of Fractional
Wettability of Oilfield Rocks by the Nuclear Magnetic
Relaxation Method”，AIME 会议文集 207（1956
年）：262-264。

Foley I，Farooqui SA 和 Kleinberg RL：“Effect of
Paramagnetic Ions on NMR Relaxation of Fluids at Solid
Surfaces”，Journal of Magnetic Resonance，Series
A 123，第 1 期（1996 年 11 月）：9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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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别微孔隙度。平均归一化扩散系数D/D0说明存在两组扩散分子（蓝色）。
微孔隙中所测得的扩散系数比较小（左插图），这是因为分子的扩散路径（红

色）比较弯曲。数值大时的峰值为大孔隙（右插图）中分子的测量值，其 D
值接近于体相D0 值。D值较小时的陡峭峰值表示微孔隙中的分子。曲线下方
到固定截止线（黑色）左侧的面积与曲线下总面积之比为微孔隙度：在此例

中，微孔隙度为孔隙空间的 44%。

> T2衰减时间分布。由于表面相互作用，与体相盐水信号（黑色虚线）相比，

完全盐水饱和（H2O）的碳酸盐样品的T2分布（黑色实线）的时间缩短。用氘
化水（D2O）制作而成的盐水替代盐水，其中氘化水仅有少量残余H2O（绿色），
没有其他 NMR 信号。用 OBM 冲洗氘化样品后，峰值（红色实线）偏离体相

OBM（红色虚线），说明OBM润湿了岩石。清洗样品，然后再次氘化样品，之
后用实验用原油冲洗。主要峰值（蓝色实线）与体相原油信号（蓝色虚线）一
致，所以，在使用实验用原油的情况下，表面仍为亲油。

T2原油峰值接近于体相值（下图）。

相反，油基泥浆（OBM）的排泄使得T2

值比体相 OBM 短。这说明，通过向同

一实验用原油中添加物质（包括沥青

质）而得的 OBM 正在与岩石表面接触

并因此而润湿了岩心。

润湿性随着孔隙尺寸的变化而变

化，微孔隙一般保持为亲水性。因此，

确定微孔部分对复杂润湿性地层分析来

说非常重要。在现场，T2 NMR测井曲线

一般用于判断微孔部分。但是，由于表

面弛豫度或孔隙几何形状会改变，所以

此方法可能会失效。

另一种方法是限制扩散 NMR，不

受表面弛豫度的影响，对孔隙尺寸、连

通性与曲折度很敏感。体相流体扩散系

数D0为常数，用于测量一组集中分子的

分散速度。但在受限空间如岩石孔隙

中，由于分子的运动受孔壁限制，扩散

系数 D 会从体相值下降。

通过分析非均质磁场中的 NMR 回

波衰减可确定扩散系数[44]。一份碳酸盐

岩石样品表明了扩散早期的归一化D/D0

分布（左下图）[45]。当扩散系数较小时，

D/D0分布达到峰值，与受限微孔隙空间

的分子相对应，扩散系数较大时的第二

个峰值更接近D0，与受限程度小的区域

或较大孔隙中的分子相对应。将经验截

止值应用于该分布图便可得到微孔隙

度：D/D0值低于截止值部分所占面积的

百分比即微孔隙度，这一数据与离心分

离后压汞孔隙度仪测定的数据及束缚水

饱和度非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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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隙网络模拟。碳酸盐X射线层析图像切片（左上）被划分（上中）为颗粒（黑色）与孔隙（着色

个体）。三维X射线层析图像由许多切片组成，它可转换为孔隙网络（左下）。图中显示的是模型的小
子集；孔隙并非按比例绘制。网络包含球体和更复杂的形状，如带有三角横截面的管道。这些结构的
驱替为活塞式驱替（右上）。在水湿状态下，原油在管道的中部，水在顶点，如横截面中所示（右中）。

模型可使原油接触表面，改变趋向油湿性的接触角（表面阴影部分）。在随后的水驱中，油层可能会
保留在接触角度大的单元中（右下）。

> 润湿性变化后的孔隙模型结果。微观模型显示了接触角在50°到60°之间
时的初始分布。在模拟中，由于润湿性的变化，95%网络单元的接触角变大。

通过模拟的排放与吸入周期可计算Amott-Harvey（红色）和USBM（黑色）润
湿性指数。如图所示，润湿性指数为变化的接触角的函数。

一些新方法为孔隙网络模拟提供了

数据来源，其中孔隙网络模拟是研究多

孔介质的毛细性质、流动性质与传输特

性的有效方法[46]。用节点与键组成的网

络来模拟孔隙空间能够快速进行流动性

计算，并可详细了解混相驱替与非混相

驱替过程，这对提高采收率来说很重

要。

孔隙网络模型是一种理想化的孔隙

空间，一般包括介质和孔隙级物理事件

的孔隙级描述。可用孔隙网络模型模拟

多孔介质的复杂多相流与传输过程[47]。

对于这些过程，孔隙网络模型在计算机

上的运行速度要快于采用多个精确模型

的其他方法。

孔隙网络模型一般用于定性研究，

但如果孔隙结构参数赋值正确，那么它

有可能用于预测研究。最近，在预测型

孔隙网络模拟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进

展，通过分析三维图像（可通过X射线

微层析成像三维重建而生成）可构建实

用地质网络（左上图）[48]。

但是，目前X射线微层析成像的分

辨率仅有几微米，因此用孔隙网络模型

正确描述微孔隙度仍是一个难题。有几

种技术有可能会将孔隙网络模型的适用

范围拓宽到微孔岩石，如 NMR 限制扩

散、共焦显微术（适用于较厚样品的光

学成像）与扫描电子显微术。

在研究润湿性对采收率影响的过程

中，孔隙网络模拟很有用。可计算不同

润湿状态下的岩石物性参数，如毛细压

力、相对渗透率和电阻率。这些状态由

根据所选分布条件随意指定的接触角决

定，为多次实现提供了网络中的流体分

布和界面形状。可进行准静态排泄与渗

吸模拟来检验润湿状态的结果（左下

图）。

这些实验室技术为将来润湿性的应

用指出了方向。全球各地的油气田都在

老化，石油行业会在放弃油田之前尽可

能多地对油气资源进行经济开采。要达

到这一目标，需要优化所有体系，还需

要不断改进油气田开采基本参数—岩石

润湿性的应用。                       —M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