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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系统总结火驱油墙的研究成果，提出油墙的定义及定量判定指标，并以气液两相稳态渗流理论为基础，

建立考虑温度梯度的一维正向干式火驱渗流新模型。通过实验、单因素分析与正交实验设计，验证了模型的可靠性，
揭示了火驱过程中油墙的形成机理及主控因素，探讨了火驱过程中油墙形成的最佳条件。研究表明，火驱油墙的形
成受 3 个主要因素控制：①油墙的形成存在温度区间和临界温度梯度绝对值，温度过高或过低，温度梯度绝对值低
于临界值，油墙不能形成；②对稠油油藏火驱而言，原油黏度控制油墙形成的宽度与速度，黏度越低，形成油墙越
宽，速度越快；③含油饱和度影响油墙形成最佳温度与速度，含油饱和度越高，最佳储集层温度越低，形成速度越

快。一维正向干式火驱渗流新模型结合正交设计方法，可优选出稠油油藏火驱油墙形成的最佳条件组合。图 13 表 4
参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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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oil bank in fire flooding
LI Qiu1, 2, YI Leihao3, TANG Junshi1, 2, GUAN Wenlong1, 2, JIANG Youwei1, 2,
ZHENG Haoran1, 2, ZHOU Jiuning1, 2, WANG Xiaochun1, 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hanced Oil Recover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Petro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83, China; 3. College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summary of current research on oil bank, the definition of oil bank in the process of fire flooding and
its quantitative indices were proposed; and a new one-dimensional positive dry-fire flooding model considering temperature gradient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steady flow theory of gas and liquid phases. Single factor analysis and orthogonal experiments were adopted to
verify the reliability and reveal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the controlling factors of the oil bank. Then the optimal conditions for the
oil bank to form were discussed. 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e formation of the oil bank is controlled by 3 factors: (1) Oil bank would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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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being within a certain temperature interval and above a critical value of temperature gradient (absolute value), with temperature too
high or too low and temperature gradient absolute value lower than the critical value, the oil bank couldn’t form. (2) For fire flooding
process in heavy oil reservoirs, the viscosity of oil influences the width of oil bank and the speed at which oil bank forms; the lower the
oil viscosity is, the wider the oil bank is and the faster the oil bank forms. (3) Oil saturation could affect the developing temperature and
speed of oil bank. The favorable temperature at which oil bank develops gets lower and the accumulating speed of oil gets faster when the
oil saturation is higher. By orthogonal experiments with the model, the optimal combinations of reservoir conditions for forming oil bank
during fire flooding in heavy oil reservoirs can be worked out.

Key words: fire flooding heavy oil; oil bank; flow model; single factor analysis; controlling factor; orthogonal experiment
引用：李秋, 易雷浩, 唐君实, 等. 火驱油墙形成机理及影响因素[J]. 石油勘探与开发, 2018, 45(3): 474-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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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 45(3): 474-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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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含油饱和度随时间的变化率判定油墙是否可以形

0 引言

成，表达式如下：
火驱是一种重要的热力采油技术，国外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进行了大量的室内研究与矿场试验，于 80
年代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和应用；国内胜利、辽河、新
疆等油田也相继开展了大量火驱试验。近年来，空气驱
及火驱技术的理论研究和矿场应用均取得较大进展[1-3]。
新疆 H1 块火驱先导试验自 2009 年底点火成功后持续
进行火驱开发，截至 2017 年，已连续运行 8 年，在蒸
汽驱基础上提高采收率 25%，取得较好效果 [4] ，目前

ω=dSo / dt

（ 1）

当 ω 大于 0 时，说明含油饱和度随时间逐渐增加，
油墙可以形成，ω 值越大，油墙形成越快；反之，当 ω
小于等于 0 时，油墙无法形成。实际驱替过程中，储
集层不同位置上 ω 的数值不同，其峰值处含油饱和度
增加最快，是油墙的中心。

2 一维正向干式火驱渗流模型

该油田红浅火驱工业化扩大试验正在稳步推进。
2.1 考虑温度梯度影响的渗流模型

石油勘探与开发
在储集层高含水通道（前期注蒸汽开发所形成）

普遍存在的情况下，火驱能够取得较高的波及效率并

模型假设条件：①火驱过程为一维正向干式火驱；

大幅度提高采收率的重要机理之一是油墙的形成。事

②忽略温度对相渗曲线形态的影响；③驱替相为以蒸

实上，很多学者已在多种开发方式中发现了油墙：聚

汽和烟道气为主的气相，被驱替相为液相，忽略油水两

合物驱过程中，驱替前缘会出现含油饱和度激增而形

相渗流的差异；④驱替过程为稳定驱替，不考虑压力波

成油墙 [5]；低渗透油藏气驱过程中，由于轻组分的运移

动的影响；⑤渗流过程中气体为理想气体，忽略气体

和聚集而产生油墙 [6]；蒸汽驱过程中，由于蒸汽的驱油

在液相中的溶解以及气液毛细管力的影响；⑥储集层

[7]

效率远高于热水，所以会在蒸汽带的前方形成油墙 。
室内实验和矿场试验结果均表明火驱过程也可以
形成油墙。对于火驱过程，根据实验研究结论可以将储
集层从空气注入端到出口端划分为 5 个区带：已燃区、
[8]

燃烧带、结焦带、油墙和原始油区 （另有学者提出结
焦带和油墙之间应该有一段很宽的凝结区和集水带，如
果是注蒸汽后期油藏，在油墙后面还将形成集水带 [9]）。
观察火驱油墙的最直观方法是在三维火驱物理模拟实
验中中途注氮气灭火，然后拆开模型，由此可观察到结

均质等厚，各向同性；⑦沿驱替方向，火驱结焦带之
前储集层中仅存在气液两相渗流，且无化学反应发生。
多孔介质一维两相驱替过程中，油、气两相均满
足连续性方程：

dvo
dS
 o
dx
dt
dvg
dS g


dx
dt
同时遵循运动方程：


焦带前有一条平行的深色条带，经测定，该条带含油饱
和度比其他区域高 20%以上，该条带即为火驱过程中
的油墙。在火驱矿场应用中，也能够通过燃烧前缘突破
前产量的快速上升推断出燃烧带之前存在油墙

[10-11]

。

尽管目前关于油墙的文献报道较丰富，但油墙的
概念尚未进行明确的定义。目前的研究大多关注油墙
形成条件。本文基于 B-L 稳态非混相驱渗流理论 [12]，

给出油墙的具体定义，同时对火驱过程中油墙形成的
机理及特征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分析油藏温度、含油

KK ro dp
10 6 μo dx

（ 4）

vg  

KK rg dp
10 6 μg dx

（ 5）

和分流量方程：
So  Sg  1

1 油墙的概念及判定指标
油墙是指原油被驱替过程中一定时间内在多孔介
质一定区域内形成的含油饱和度增加的区带，是原油
在渗流过程中局部逐渐富集的结果。据此定义，可以

（ 6）

vo
vo  vg

（ 7）

vo +vg  vT

（ 8）

fo 

将（ 4）、（ 5）式代入（ 7）式中可得：

饱和度等因素对油墙形成的影响，探讨火驱过程中油
墙形成的最佳条件。

（ 3）

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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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开发效果的影响，并未从理论上研究其形成机理与

（ 2）

fo 

K ro
μo

K ro K rg

μg
μo

（ 9）

将（ 8）式代入（ 7）式，再代入（ 2）式得：
vT

df o
dS
 o
dx
dt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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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o，Krg 为含油饱和度 So 的函数；μo，μg 为温度 T 的
函数；So，T 为位置 x 的函数。将含油率 fo 对 x 求导可得：
d  K ro  K rg d  K rg  K ro
 



df o dx  μo  μg dx  μg  μo

2
dx
 K ro K rg 



μg 
 μo
（ 11）式中复合函数微分形式可写为：
dK ro dSo

 d  K  o dS dx  K ro
o
  ro  
o 2
 dx  o 

dK dS

g rg o  K rg


K
d
dS o dx
rg
 
 
d
x

g 2
  g 
将（ 12）式代入（ 11）式得：

No.3

小于 0。这说明在非混相气驱过程中注采井间任意一点
的含油饱和度值（或注采井间平均含油饱和度）随驱
替时间逐步下降，下降速率与驱替速度成正比，与孔

（ 11）

隙度成反比，同时还与含油饱和度和油藏温度有关。
由此可知，等温非混相气驱过程无法产生油墙。
类似地，也可以推理得到等温非混相水驱过程也无法
形成油墙。

2.2.2 含油饱和度梯度为零时的渗流模型
对原始油藏的热采过程中，当热流体注入瞬间，

d o dT
dT dx

在足够小的范围之内，油藏中不同位置的含油饱和度
（ 12）

d g dT
dT dx

近似相等，即 dSo/dx 等于 0。此时（ 14）式可化简为：

石油勘探与开发
dSo
Mv  Kro Krg dg Kro Krg do  dT
 T 


dt
  g dT
o dT  dx

同理，
（ 17）式中 

 Kro Krg dg Kro K rg do  dT
df o
 M 


o dT  dx
dx
 g dT
dK rg  dSo 

dK ro
 K ro

 K rg

dSo
dSo  dx 


其中

（ 13）

2

K
K 
g o  ro  rg 
g 
 o
将（ 13）式代入（ 10）式中可得：

g

dT
小于 0，故 ω 大于 0。即开始驱替的瞬间，因
dx
温度梯度的影响储集层中含油饱和度将上升，且上升

度，

[12]

是含油饱和度梯度为 0 ，即地层中含油饱和度处处相
等，实际储集层中极少出现这种情况，故结论仅适用
于热流体注入瞬间的情形，而其他时间油墙能否形成
需要进一步讨论。

3 火驱油墙形成机理

：
3.1 一维燃烧管实验设计
为验证所建渗流模型的合理性，采用新疆油田稠油
（ 15）

样品进行一维燃烧管实验。燃烧管实验装置（见图 1）

版权所有

2.2 不同驱替条件下的渗流模型
2.2.1 等温非混相驱替过程的渗流模型
等温非混相气驱过程（如氮气驱等）中不同位置

储集层的温度近似相等，即 dT/dx 等于 0。此时（ 14）

dKrg  dSo
dSo
dK
Mv 
  T  Krg ro  K ro
（ 16）

dt
dSo
dSo  dx
 
dK ro
Mv
分析可知，
（16）式中  T 小于 0， K rg
大于

dSo
0， K ro

dK rg
dS o

小于 0，实际驱替过程中

大于 0，

流体时，在很短的时间内会形成油墙。该结论的前提

b
T

式可化简为：

dT

正比，与孔隙度成反比。因此，在原始油藏中注入热

dK rg  dSo 

dK ro
 K ro
（ 14）

 K rg

dSo
dSo  dx 

式中，气体黏度与温度的关系用萨特兰公式计算，原

 o  ae
 g  T 1.5 288.15  B



T B
 gi  288.15 

K ro K rg dg

速度与温度场、含油饱和度有关，同时与驱替速度成

dSo
Mv  K ro K rg dg K ro K rg do  dT
  T 


dt
  g dT
o dT  dx

油黏度与温度的关系采用 Andrade 方程计算



小于 0，

K ro K rg do
小于 0，因注入流体的温度高于原始油藏温
 o dT

1

M 

MvT

（ 17）

dSo
大于 0，故 ω
dx

图1

一维燃烧管实验系统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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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注入系统、模型本体、测控系统及产出系统 4 部分构
成。注入系统包括空气压缩机、注入泵、中间容器、气
瓶及管阀件；测控系统对温度、压力、流量信号进行采
集并处理；产出系统主要完成对模型产出流体的分离及
计量。实验通过岩心热电偶测温、壁面热电偶测温和加
热瓦加热保温，可将火驱过程热损失的影响降到最低[8]。
实验装置的模型本体（见图 2）为一维岩心管，直
径 70 mm，长 400 mm，在岩心管的沿程均匀分布 13
支热电偶和 5 个压差传感器，用于监测岩心管不同区
域的温度和压力降。
图4

实验过程中各测温点温度变化曲线

石油勘探与开发

于燃烧管首尾热损失较大，数据误差大，实验进行一
段时间后温度场较稳定，此时实验数据误差较小，因
此，选取该时刻的温度场用于渗流模型分析。燃烧管

图2

实验过程中气液两相相渗数据见表 1 ，用于模型计算

燃烧管模型示意图

实验参数根据新疆稠油油藏的地质特征结合火驱

的其他基础参数均采用室内实验参数：总液体流速

相似准则进行设计，实验过程开始时，在点火器预热

0.000 5 m/s，孔隙度 40%，含油饱和度 60%，第 5 个

后注空气实现点火，稳定火驱至整个燃烧管燃烧完成

测温点处含油饱和度梯度绝对值 20 %/m。

后停止注气，结束实验。通过计算机实时采集实验过
程各节点的温度信号，实现对火驱过程温度场及燃烧
带的监控。这里引入压降百分比以便于分析沿程压力
变化情况 [8]，第 i 段的压降百分比 Ri 定义如下：

Ri 

pi
n

 pi

100%

（ 18）

i =1

3.2 火驱渗流模型的验证
火驱过程中（见图 3）：注入井至燃烧带间的区域
为已燃区，含油饱和度为 0；燃烧带右方存在原油高温
反应生成的结焦带；结焦带至生产井间则为剩余油区
域。剩余油区域中接近燃烧带的区域温度高，远离燃烧
带不受影响的区域温度为原始油藏温度，因此剩余油区
域温度变化幅度较大 [13] 。剩余油区域受高温蒸汽和烟
道气驱替作用，表现为受温度影响的非混相气驱区域。

表1
含油
油相相对
饱和度/%
渗透率
46
0
49
0.003 9
52
0.015 6
56
0.035 1
59
0.062 5
62
0.097 6
66
0.140 6
69
0.191 4
73
0.250 0

油气两相相对渗透率
气相相对
渗透率
0.090 0
0.076 5
0.064 4
0.053 5
0.043 8
0.035 2
0.027 7
0.021 3
0.015 9

含油
油相相对
饱和度/% 渗透率
76
0.316 4
79
0.390 6
83
0.472 6
86
0.562 5
89
0.660 1
93
0.765 6
96
0.878 9
100
1.000 0

气相相对
渗透率
0.011 3
0.007 7
0.004 9
0.002 8
0.001 3
0.000 4
0.000 1
0

渗流模型中 μo， μg 的值通过室内实验使用的黏温
曲线计算，具体公式如下：
13 250

－14
T
 o  1.586  10 e
1.5

 g  1.85  10－2  T  398.55
 288.15  T  110.4


（ 19）

将实验参数代入（ 14 ）式，可计算所取时刻的含

版权所有

由燃烧管实验过程中各热电偶测得的温度随时间

油饱和度变化率分布（燃烧带波及区域含油饱和度为

变化的曲线（见图 4）可知，实验进行 105 min 时燃烧

零，不进行含油饱和度变化情况分析），同时将其与该

带位于第 5 个测温点附近，实验刚开始及快结束时由

时刻下的压降曲线进行对比（见图 5）发现：已燃区经

过燃烧后的岩心含油饱和度几乎为零，为单一气相渗
流，渗流阻力极小，因而该区带几乎没有压力损耗；
燃烧带及其前缘（结焦带），气相渗透率较高，该区带
也几乎没有压力降落；压力集中消耗在距点火位置

19～ 26 cm 的区域内，这一区域消耗的压力占总注采压
降的 70%～ 80%。分析原因，该区域多孔介质中含油
图3

火驱过程示意图

饱和度高，气相饱和度低，而油相的渗流阻力远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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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驱油墙形成的影响。
4.2 影响因素

4.2.1 油墙与温度的关系
在实验参数基础上，固定剩余油区域初始含油饱
和度为 60%，含油饱和度梯度为 20 %/m，温度梯度为

500 ℃ /m。通过计算可得温度从 20 ℃到 600 ℃的含
油饱和度变化率曲线（见图 6）。随着温度的升高，含油
饱和度变化率呈先升高后下降形态，峰值出现在 190 ℃，
说明理论上存在使含油饱和度变化率达到最大的临界
温度，该温度是油墙形成的最佳温度，也是油墙形成
速度最高的温度。温度较低时（约小于 100 ℃）含油

石油勘探与开发

饱和度变化率接近于 0，温度较高时（约大于 300 ℃）

含油饱和度变化率也接近于 0。

图5

沿程温度、压降和含油饱和度变化率分布

气相，因此该区域总的渗流阻力大，因而压力消耗占
比高。根据文献 [8]的观点，分段压降百分比最高的区
域即为高含油饱和度油墙，因此，实验中的油墙位于
距点火位置 19～ 26 cm 的区域。

从计算结果看，沿程各点的含油饱和度变化率不
断变化，燃烧带起点位于距点火位置约 12 cm 处，12～

15 cm 区域油饱和度变化率很小，接近为 0，不会形成
油墙，说明油墙距离燃烧带有一定的距离；距点火位
置 18～ 27 cm 区域，含油饱和度变化率曲线波动最大，

图6

温度对含油饱和度变化率的影响

火驱过程中，燃烧带的温度一般超过 550 ℃，剩

峰值出现在距点火位置 24 cm 处，该处含油饱和度迅

余油区远离燃烧带的区域温度接近原始油藏温度，温

速上升，为油墙中心；距离点火位置 30 cm 及以后区

度变化跨度大。靠近燃烧带区域温度过高（该区内原

域的含油饱和度变化率也接近为 0。

油会发生热裂解、蒸馏、脱羧等物理化学变化，原油

实验与计算结果都表明，油墙和结焦带之间确实
存在一定空间，但该区域是否为 Prats[9]所认为的凝结

和有机气体被排出），形成油墙的可能性较小；远离燃
烧带的剩余油分布区，因温度过低形成油墙的可能性

区和集水带则需进一步的实验证实。同时也可看到计

也较小。因此，油墙只能在距离燃烧带一定距离的剩

算结果与实验数据高度吻合，说明渗流新模型是可靠

余油分布区内形成。

的，可用于描述火驱过程中油墙的形成机理。

4.2.2 油墙与温度梯度的关系
固定含油饱和度与含油饱和度梯度不变，设定储集

4 火驱油墙形成的影响因素
4.1 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版权所有

由（14）式可以看出，火驱油墙形成主要受储集层
流体渗流速度、孔隙度、渗透率、温度、流体黏度与含

层初始温度为 127 ℃，计算不同温度梯度下（沿驱替

方向储集层温度逐渐降低，温度梯度为负值，为便于分
析，这里取绝对值）含油饱和度变化率曲线（见图 7）。
含油饱和度变化率随储集层温度梯度绝对值的增

油饱和度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为清晰理解不同因素的

加线性增加，温度梯度的绝对值小于等于 50 ℃ /m 时，

影响程度，这里采用控制变量单因素分析方法开展讨论。

含油饱和度变化率小于 0，即含油饱和度随时间增加而

单因素分析计算中选取火驱实验中的基础参数

减小，原油被气相驱替向前流动，不能形成油墙；温

值，在固定总液体流速为 0.000 5 m/s，孔隙度为 40%

度梯度绝对值大于 50 ℃ /m 时，含油饱和度变化率大

的基础上，分别研究温度、温度梯度、原油黏度、含

于 0，具备形成油墙的条件。即存在临界温度梯度，超

油饱和度、含油饱和度梯度（含油饱和度梯度指含油

过该值时油墙才能形成。

饱和度随位置的变化率，这里只考虑一维情形）等对

根据一维燃烧管实验结果，在火驱过程中，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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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形成油墙及油墙的形成动态特征需进一步研究。

4.2.4 储集层含油饱和度的影响
设定含油饱和度梯度为 20 %/m，温度梯度为 500
℃ /m，计算不同含油饱和度条件下含油饱和度变化率
与温度的关系曲线（见图 9）。可以看到随着含油饱和
度的增加，含油饱和度变化率达到峰值的温度点向左
移动，且峰值逐步增大，含油饱和度越高，油墙形成
的最佳温度越低，油墙形成的速度越快。
图7

温度梯度对含油饱和度变化率的影响

带温度较高，可以达到 550 ℃以上，而远离燃烧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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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油区温度与原始油藏温度相近。故从燃烧带至剩
余油区温度逐渐降低，存在温度梯度，且变化较大，
靠近燃烧带温度梯度绝对值较大，远离燃烧带温度梯
度绝对值较小。因此，火驱过程中油墙只可能在燃烧
带至剩余油区一定范围内形成。

4.2.3 原油黏度的影响
设定初始含油饱和度 60%、孔隙度 40%，开展不
同黏度（见表 2）的稠油一维燃烧管实验，取燃烧带到
达距点火位置 12 cm 处的温度场数据，结合实验基础
参数计算含油饱和度变化率的分布（见图 8）。可以看
出，原油黏度与含油饱和度变化率负相关，油样 4 的
黏度最低，但其含油饱和度变化率最高，曲线 0 轴以
上包围的面积更大，故其形成的油墙宽度最大。实际
稠油油藏火驱开发过程中，原油黏度较低的油藏中形
成的油墙更宽，形成速度更快。
稀油油藏的原油黏温关系与新模型中采用的黏温
模型有较大差别，因此新模型的预测结果对稀油油藏
适用性较差，同时稀油油藏的火驱驱油机理更复杂，
表2

实验油样黏度数据

图9

不同含油饱和度下温度对含油饱和度变化率的影响

稳定火驱过程中随着火线的不断推进，火驱带温度
场也将向前推进，但其分布规律基本保持不变，因此，
火驱过程中可以不考虑温度场推进对油墙形成的影响。
采用一维燃烧管实验的温度分布结果，改变实验
的初始含油饱和度，分别计算距离点火位置 21，24 和

27 cm 处含油饱和度变化率与含油饱和度的关系（见图
10）。由图可知，初始含油饱和度对不同位置处油墙形
成过程的影响不同，如当初始含油饱和度为 55%时，
距离点火位置 21 cm 处的储集层中含油饱和度变化率
最大， 27 cm 处最小，形成的油墙距离燃烧带更近；
而初始含油饱和度为 80%时，距离点火位置 24 cm 处
含油饱和度变化率最大，21 cm 处最小，油墙形成在距

样品

50 ℃脱气原油黏度/
（mPa·s）

50 ℃脱气原油黏度/
（mPa·s）

样品

油样 1

10 000

油样 3

1 000

油样 2

2 500

油样 4

450

离燃烧带较远处。这说明火驱前储集层含油饱和度较
低时（如蒸汽驱后的储集层中进行火驱），形成的油墙
距燃烧带较近，反之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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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不同黏度油样含油饱和度变化率分布

图 10

含油饱和度变化率与初始含油饱和度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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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含油饱和度梯度的影响
储集层物性参数的非均质性导致火驱过程中不同
位置的含油饱和度梯度有差异。基于燃烧管实验的温
度场，分别计算距点火位置 21， 24 cm 处含油饱和度
梯度与含油饱和度变化率关系曲线（见图 11）。可以看
出，含油饱和度变化率与饱和度梯度的绝对值呈线性
负相关，且含油饱和度梯度绝对值存在临界点（图中
分别为 540， 395 %/m）。含油饱和度梯度绝对值大于
临界值时，含油饱和度变化率小于 0，含油饱和度随时

图 12

间而减小，油墙无法形成；当含油饱和度梯度绝对值

相渗曲线

小于临界值时，含油饱和度变化率大于 0，含油饱和度

石油勘探与开发

将随时间而增加，油墙可以形成。

图 13

不同相渗曲线条件下含油饱和度变化率与温度的关系

证实渗流新模型可适用于多种类型储集层，范围较广。

5 成墙条件优选
图 11

含油饱和度梯度与含油饱和度变化率关系曲线

油藏地质条件是火驱成败的首要因素 [9]，实际油藏
中，在饱和度平面分布极不均匀情况下，或者在次生
水体的边缘，含油饱和度梯度较大，油墙可能将无法
形成。对注蒸汽开发油藏后期实施火驱，因储集层中
形成了大小不一的次生水体（水坑） [14]，点火初期注
气井周围可形成高饱和度油墙，但随着油墙逐步推移，
遇到前方水坑时，堆积起来的油墙要消耗一部分填坑。
水坑规模较小，油墙含油饱和度仅有所降低，而不会
消失；水坑规模较大，油墙就会因为填坑而完全消耗，
只能在水坑的后面再重新构建 [10]。这是火驱过程中的

以实验数据为基础，采用正交设计方法，综合研
究油藏温度、温度梯度、含油饱和度和含油饱和度梯
度对含油饱和度变化率的影响，优选油墙形成的最佳
条件。据此设计了 4 影响因素 3 水平的正交实验，其
中温度水平按储集层温度（ 60 ℃）与最高火驱温度
（ 500 ℃）范围进行划分，其他参数水平均根据火驱
过程中参数变化范围划分（见表 3）。据此设计了正交
实验分组（见表 4）。
表3
影响
因素

温度/
℃

正交实验参数设计

温度梯度/
（℃·m1）

含油饱和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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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填坑后成墙”现象 [11]的理论基础。

相对均质油藏条件下的火驱，含油饱和度梯度一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250
500
750

60
260
500

般小于 50 %/m，含油饱和度梯度绝对值对含油饱和度
变化率影响较小，即含油饱和度梯度对原始油藏实际
火驱过程中油墙的形成影响不大。

4.3 相渗曲线对渗流模型的适用性分析
相渗曲线形态因储集层物性不同而存在差异，该
差异对计算结果具有一定影响，为验证其影响程度，
选取 3 条不同的相渗曲线（见图 12），固定其他参数计
算含油饱和度变化率与温度关系曲线（见图 13）。可以
看出，相渗曲线形态对含油饱和度变化率的影响较小，

表4

试验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温度/
℃
60
60
60
260
260
260
500
500
500

50
70
90

含油饱和度
梯度/（%·m1）
1
20
40

正交实验分组

含油饱 温度梯度/ 含油饱和度梯 含油饱和度变
和度/% （℃·m1） 度/（%·m1 ） 化率/（%·s1 ）
50
70
90
50
70
90
50
70
90

250
500
750
750
250
500
500
750
250

1
20
40
20
40
1
40
1
20

1.19106
4.09104
3.11102
4.82101
2.42103
2.02104
3.28108
2.67106
3.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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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表明，当储集层温度为 260 ℃，含油饱
和度为 50%，温度梯度为 750 ℃ /m，含油饱和度梯度

[4]

为 20 %/m 时，含油饱和度变化率最大，等于 0.482 %/s。
火驱过程中，储集层条件与以上条件相近的区域最有
利于油墙的形成。
[5]

6 结论
油墙可定义为原油被驱替过程中一定时间内在多
孔介质一定区域内形成的含油饱和度增加的区带，可

[6]

用含油饱和度随时间的变化率来判定其能否形成。
以气液两相稳态渗流理论为基础，建立考虑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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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的一维正向干式火驱渗流新模型，从渗流力学的
角度揭示了火驱过程中油墙的形成机理。

火驱油墙的形成受 3 个主要因素控制：①油墙的

[7]
[8]

形成存在温度区间和临界温度梯度（绝对值），温度过
高或过低，梯度绝对值低于临界值，油墙不能形成；
②对稠油油藏火驱而言，原油黏度控制油墙形成的宽
度与速度，黏度越低，形成油墙越宽，速度越快；③
含油饱和度影响油墙形成最佳温度与速度，含油饱和

[9]
[10]

度越高，最佳储集层温度越低，形成速度越快。
以一维正向干式火驱渗流新模型为基础，结合油
藏物性特征参数，采用正交设计方法，可优选出稠油
油藏火驱油墙形成的最佳条件组合。
[11]

符号注释：
a，b——Andrade 方程中的常数；B——与气体种类有关
的常数；fo——油相分流量，%；i——燃烧管的测压区段编号；
K——绝对渗透率，103 μm2；Kro，Krg——油气两相相对渗透

[12]

率，无因次；n——燃烧管的总测压段数；p——压力，MPa；
pi ——第 i 段的压降，MPa；Ri ——第 i 段的压降百分数，%；

[13]

Sg——含气饱和度，%；So——含油饱和度，%；t——时间，s；
T——温度，℃；vg，vo，vT ——气相、油相、总液体流速，
m/s；x——坐标，m；μg，μo——气相、油相黏度，mPa·s；
μgi ——15 ℃时气体黏度，mPa·s；ϕ ——多孔介质孔隙度，
%；  ——含油饱和度变化率，%/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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