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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开展人造致密岩心应力敏感滞后性室内实验，分析了致密储集层加压-卸压过程应力敏感性。基于实验结
果，考虑岩心颗粒不同排列方式和变形方式，以颗粒堆积模型为基础，根据 Hertz 接触变形原理建立了致密储集层应
力敏感滞后性定量表征模型，对致密储集层应力敏感滞后性造成的渗透率损失进行了量化分析，并通过对比模型计
算结果与室内实验结果，对新建模型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加压阶段前期，在岩石结构变形和本体变形共同作用
下，岩心渗透率随着有效应力的增加快速下降，当有效应力超过一定值后，岩石结构变形趋于稳定，仅发生本体变
形，岩心渗透率变化趋于平缓；卸压阶段，岩石本体变形随有效应力的降低得以逐渐复原，而结构变形不能复原，
岩心渗透率无法完全恢复，应力敏感滞后现象明显。图 7 表 1 参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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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ss sensitivity of tight reservoirs during pressure loading and unloading process
CAO Nai1, LEI Gang2
(1.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Beijing 102249, China; 2. King Fahd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and
Minerals, Dhahran 31261,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Abstract: Laboratory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on laboratory-made tight cores to investigate the stress-dependent permeability
hysteresis of tight reservoirs during developing process. Based on experiment results, and Hertz contact deformation principle,
considering arrangement and deformation of rock particles, a quantitative stress dependent permeability hysteresis theoretical model for
tight reservoirs was establishe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model was validated by a friendly
agreement between model calculated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during the early pressure-loading
period, structural deformation and primary deformation worked together, rock permeability reduced dramatically with increasing
effective stress. When the effective stress reached a certain value, the structural deformation was stable while the primary deformation
continued; the permeability variation tended to be smooth and steady. In the pressure unloading process, the primary d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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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vered with the decreasing effective stress, while the structural deformation could not. The permeability thus could not fully recover,
namely, the stress-dependent hysteresis was obvious.

Key words: tight reservoir; stress sensitivity hysteresis; permeability stress sensitivity; laboratory experiment; theoretical model
引用：曹耐, 雷刚. 致密储集层加压-卸压过程应力敏感性[J]. 石油勘探与开发, 2019, 46(1): 1-7.
CAO Nai, LEI Gang. Stress sensitivity of tight reservoir during pressure loading and unloading process[J]. Petroleum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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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着流体（水或气）注入，储集层能量不断恢复，而储
集层物性参数（渗透率、孔隙度）不能恢复至原始状

储集层开采过程中，随着地层压力下降，多孔介

态，岩石这种性质被称作应力敏感滞后效应 [5]。相对于

质所承受的有效压力增加，岩石发生弹塑性变形，多

常规储集层，应力敏感滞后效应在致密储集层中尤为明

孔介质孔隙体积缩小，岩石渗透率降低，从而导致储

显[6]。这是致密储集层出现永久性应力敏感损害的主要

集层产能降低，开发效果变差 [1-2]。为了补充和保持地

原因，对于油井产量或储集层采收率具有重大影响[7-8]。

层压力，致密储集层常采用注水或注气开发 [3-4]。伴随

目前，中外学者主要通过实验手段对储集层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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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及分析，对实验结果解释多根

密储集层加压-卸压阶段应力敏感滞后性室内实验结果

据经验，以定性规律研究为主。而且研究主要集中在

的基础上，结合 Hertz 变形理论，建立致密储集层加压-

对加压阶段的分析，该阶段有效应力不断增大，主要

卸压阶段应力敏感滞后性理论模型，并通过实验结果

研究方法可分为：①通过开展大量室内实验，得到渗

与模型计算结果对比验证模型的正确性；根据模型计

透率、孔隙度随有效应力变化的经验公式；②建立岩

算结果量化分析致密储集层应力敏感滞后现象，以四

石粒度组成模型，通过力学分析得到不同有效应力下

颗粒密堆积单元为基础，从理论角度分析解释致密储集

岩石渗透率、孔隙度计算公式。由于实验研究方法及

层加压-卸压阶段岩石变形过程，为实验结果提供合理

岩石物性差异，研究成果存在许多不一致。而应力敏

解释并为致密储集层应力敏感滞后现象提供理论依据。

感滞后现象发生于储集层卸压阶段，因此，针对应力
敏感滞后现象的研究工作重点应在于卸压阶段的储集

1 致密储集层应力敏感滞后性实验

层应力敏感。

1.1 实验岩心

1985 年，Wissler 和 Simmons[9]对砂岩应变的可恢

本实验选用环氧树脂压制胶结法制备人造均质致

复和不可恢复性进行了报道和分析。Bernabe[10]通过实

密岩心 [17]。岩心制备过程中，选用粒径区间为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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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发现了岩石渗透率应力敏感滞后效应，并认为对岩

0.15 mm 及 0.15～0.20 mm 的石英砂，固化温度为 21 ℃，

样进行时效处理（老化处理）后，岩石应力敏感滞后

固化时间为 6.5 h。所制岩心经与天然岩心驱油及应力

效应会消除或降低到最小程度。且经过多次老化后，

敏感对比实验验证，其孔隙度、渗透率、驱替效果及

岩石不再依赖于应力路径，不存在应力敏感滞后效应。

力学性质与天然岩心相似。选取 6 块人造均质致密岩

Warpinski 和 Teufel[11-12]通过研究认为经过时效处理后

心进行实验分析，基本物性参数见表 1。

的岩样，多次循环加载后，岩石应力敏感滞后效应消
表1

失。Tadesse 和 Li[13]对不同尺度、不同岩性的岩样进行

岩心基本参数

了应力敏感实验，发现纳米级岩样应力敏感滞后性较

编号

直径/cm

长度/cm

微米、毫米级岩样更为明显，岩石应力敏感滞后性受

1
2
3
4
5
6

2.45
2.48
2.47
2.52
2.49
2.52

4.84
5.26
4.97
4.38
5.62
5.10

到岩石孔隙尺寸、分布及岩石矿物成分等因素影响，
不同的岩石应力敏感滞后性不同。石玉江等 [14] 通过对
致密岩石施加从小到大的净覆压，在覆压增至最大压
力 45 MPa 后再施加 2 种回返压力，以测试岩石的应力

初始
孔隙度/%
8.26
12.50
11.20
4.39
6.47
8.98

气测渗透率/
103 m2
0.05
0.15
0.12
0.02
0.04
0.06

1.2 实验设备

敏感滞后效应。实验结果表明，岩屑砂岩和含泥砂岩

本实验采用干燥 N2 作为驱替介质。实验装置如图

的应力敏感滞后效应要比石英砂岩强，低孔、低渗砂

1 所示，气源的驱动压力由高压注射泵提供，泵参数包

岩的应力敏感滞后效应比高孔、高渗砂岩明显。阮敏

括：排量 0.01 μL/min～50.00 mL/min，泵速精度 0.01

等 [15]认为低渗致密砂岩受压时，颗粒间泥质产生塑性

μL/min，工作压力 7 kPa，泵压 0.068～68.000 MPa。

形变，泥质被挤向四周，从而堵塞孔道，在该阶段，

岩心夹持器用以固定实验岩心，实验围压通过手动泵

岩石渗透率快速下降，继续加压时，越来越多颗粒开

施加，岩心入口端和出口端压降由压力传感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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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直接接触，岩石发生一些弹性形变；而当卸压时，
弹性形变可以恢复，但发生了塑性变形的泥质及微细
喉道均不可能重新恢复到原态，岩石渗透率的可恢复

量较小。王秀娟 [16]通过研究发现随注水时间延长，储
集层渗透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且恢复程度与储集层
初始渗透率大小有关。储集层初始渗透率越低，其应
力敏感滞后效应越明显。
上述针对卸压阶段的储集层应力敏感研究主要通
过室内实验进行，多为定性研究，理论研究成果较少。
因此有必要从理论角度对储集层应力敏感滞后现象进
行量化分析，对实验结果及规律进行解释。笔者在致

图1

实验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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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结果如图 2 所示，6 块岩心渗透率保留率（岩

1.3 实验流程
实验前对岩样进行清洗烘干处理，烘干时间为 48

石变形后的渗透率与初始渗透率的比值）变化曲线形

h，实验温度为室温。本次实验依照中国石油天然气行

态基本一致。在有效应力增加早期，即从 5 MPa 增加

业标准 SY/T 6385—2016《覆压下岩石孔隙度和渗透率

到 10 MPa 时，岩心渗透率随有效应力增加发生剧烈变

测定方法》，采用围压升降法对致密岩心加压-卸压过程

化，下降幅度较大；有效应力超过 10 MPa 后，岩心渗

进行应力敏感评价。实验结果在保持岩心进口压力值

透率变化趋于平缓。6 块实验岩心均存在应力敏感滞后

不变的情况下得到。具体实验步骤为：①加压阶段：

现象，即卸压后，岩心渗透率不能完全恢复，存在一

保持岩样进口压力不变，缓慢增加围压，使其从 5 MPa

定程度渗透率损失。有效应力在 5～10 MPa 变化时，

逐级增大至 15 MPa，待岩心出口端流量稳定后，进行

加压阶段岩心渗透率下降以及卸压阶段岩心渗透率恢

岩心气测渗透率测定；②卸压阶段：逐渐减小围压，

复均较为明显，但相同应力下，卸压阶段与加压阶段

使其从 15 MPa 降低至 5 MPa，待岩心出口端流量稳定

渗透率差异明显。当有效应力超过一定数值后，加压

后，进行岩心气测渗透率测定。本实验采用的有效应

阶段与卸压阶段渗透率保留率变化曲线重合。说明有

力计算公式

[18-19]

效应力增加早期，岩心发生结构变形和本体变形，渗

为：

石油勘探与开发
   c  p

隙度

（1）

透率变化明显；而当有效应力超过一定程度后，岩心

（1）式中，η 为有效应力系数，一般取为岩石孔

孔隙结构变化趋于稳定，岩心变形为本体变形，渗透

[20-21]

率变化也随之趋于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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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实验岩心加压-卸压过程渗透率保留率变化曲线

2 致密储集层应力敏感滞后性理论模型

两颗粒接触区域面积很小，可将其视为作用在半无限
大体上的力在很小区域上分布。圆球体颗粒接触面半

2.1 Hertz 接触变形原理

径满足 [17-20]：

如图 3 所示，相互接触的两圆球体颗粒（颗粒半
径分别为 R1 和 R2）的初始接触状态为点接触，当其受
到外部应力时，两圆球体颗粒发生变形，此时两圆球
体的接触区域为一圆形平面，其半径为 a。
Hertz 变形法则假设压力呈半椭圆球面分布，与接
触面上点位置相关

[22]

，由于相对于圆球体颗粒体积，

a

3

3F R1 R2  1  12 1  2 2 



4 R1  R2  E1
E2 

（2）

2.2 加压-卸压阶段应力敏感滞后性理论模型
本文建立的加压-卸压阶段应力敏感滞后性理论
模型的假设如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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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F R 1  
a
4
E
3

No.1

（3）

b  R2  a2

（4）

加压阶段模型有效应力为：
2F
0
（5）
πb 2
加压阶段，颗粒变形前、后岩石孔隙渗流面积分

 jp 

别为 [23]：
图3

两圆球体接触 Hertz 变形示意图

①岩石孔隙由等粒径岩石颗粒堆积而成，且基本
堆积单元为四颗粒密堆积 [23-24] 。岩石孔隙初始状态如
图 4a 所示，颗粒半径为 R，变形前四边形 O1O2O3O4

A  4 R 2  πR 2

（6）

a

A  4b 2 sin   4ab   π  4 arctan  R 2
（7）
b

（7）式中，θ 为有效应力函数，随有效应力增加

而逐渐减小，其变化范围为 π/3≤θ≤π/2。考虑到实验

石油勘探与开发

的内角分别为 θ1，θ2，θ3 和 θ4，其中 θ1=θ3，θ2=θ4。

②加压过程中，岩石孔隙发生本体变形和结构变

形 [21]：其中本体变形遵循 Hertz 变形法则，变形后颗

过程中，当有效应力增加至初始有效应力的 2 倍后，

岩心渗透率变化趋于稳定，此时岩心主要发生本体变
形，加压阶段有效应力函数可分段表达为：
π π  
   0
 3 6   jp
 
π π 1
 3  6 2


粒的接触方式由最初的点接触变为面接触（见图 4b），
接触区域为半径为 a 的圆形接触面；孔隙的结构变形
由颗粒排列方式的改变造成（见图 4c）；综合考虑本体
变形和结构变形，岩石孔隙综合变形如图 4d 所示。变

形后四边形 O1O2O3O4 的内角分别为 1 ， 2 ，3 ， 4 ，
其中 1 =  3 ，  2 =  4 。
③卸压过程中，岩石孔隙的本体变形逐渐得以恢
复，而岩石孔隙的结构变形，即四颗粒排列方式不能
恢复。







0
≤2
 jp

（8）

0
＞2
 jp

由（7）式及（8）式可知，岩石发生形变后，岩
石孔隙渗流面积为颗粒半径及有效应力的函数，加压
阶段孔隙度保留率可表达为：

 
 1
0 


3

3

A  R,  0   A  R,  jp    A  R,  jp   2
 

  A  R,  0  
A  R,  0 

 
（9）

基于（9）式可以得到加压阶段岩石发生变形后其
渗透率保留率表达式：

预告版

5

2
K  A  R,  jp   A  R,  jp  



K 0 0 A  R,  0   A  R,  0  



（10）

卸压过程中，颗粒本体变形能够恢复，即颗粒接

触面半径随着有效应力减小而逐渐减小，而颗粒结构
变形不能恢复，即颗粒排列方式不能恢复。假设岩石
受到有效应力为 σxpmax 后开始卸压，此时有效应力函数

为 θxp。卸压开始后，θxp 值逐渐变大，但不能完全恢复
到 θ 值。此时变形后颗粒球心距接触面距离和颗粒接
图4

岩石孔隙变形示意图

加 压 过 程 中 ， 根 据 Hertz 理 论 及 模 型 假 设 ， 将
R1=R2=R 代入（2）式，颗粒接触面半径和变形后颗粒
球心距接触面距离分别为

[24]

：

触面半径分别为：
b  2 Fxp π xp

 0 ≤  xp ≤  xpmax

a  R 2  b2

卸压阶段开始后，岩石孔隙渗流面积为

（11）
（12）

2019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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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xp  4b 2 sin  xp  4ab   π  4 arctan  R 2
b

卸压阶段有效应力函数表达式为：


 xp   1 

（13）


（14）
 xpmax   0 


压力卸载后，岩石孔隙度保留率可表达为：
3
2

（15）

同时，压力卸载后岩石渗透率保留率可表达为：

根据本文新建应力敏感滞后性理论模型，采用上
述实验中所用 6 块人造均质致密岩心的粒径及岩性参
数，通过 Matlab 编程进行计算，基于计算结果得到加
压-卸压过程中岩心渗透率保留率变化曲线，并将模型
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见图 5）。
对比结果表明，岩心渗透率保留率计算结果与实
验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二者在加压阶段前期都经
历了显著下降，而在加压阶段后期逐渐稳定；二者在

5

 Axp  R,  xp   2


K 0  A  R,  0  



K xp

3 模型验证与分析
3.1 模型验证

  xpmax   xp  

xp  Axp  R,  xp  


0  A  R,  0  



5

（16）

有效应力降至初值后都有一定的不可恢复性损失，且
损失程度相当，复原趋势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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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3.2 模型计算结果影响因素

岩心渗透率保留率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对比

粒半径综合影响，对应不同岩性储集层其取值也有所

为了提高模型精度，明确不同参数对模型计算结

不同，可通过确定 β 取值，提高针对不同类型致密储

果的影响，针对影响岩石结构变形的模型变形参数进

集层（砂岩、泥岩、碳酸盐岩等）应力敏感滞后现象

行了讨论。

造成的渗透率损失的预测精度。

针对不同的岩石变形速度参数 β，根据新建模型对

岩石变形程度参数 γ 受有效应力系数及岩石颗粒

加压-卸压阶段岩石渗透率保留率进行计算，分析 β 对

半径综合影响，针对不同的 γ，根据新建模型对卸压阶

岩石渗透率保留率的影响。如图 6 所示，岩石渗透率

段岩石渗透率保留率进行计算，分析 γ 对卸压阶段岩

保留率随 β 增大而减小，β 与 θ 随有效应力变化速率正

石渗透率保留率的影响，并将计算结果与加压过程渗

相关，β 越大，θ 变化越快，岩心结构变形越剧烈，岩

透率保留率进行对比。如图 7 所示，卸压阶段随着 γ

石渗透率保留率变化越明显，即应力敏感滞后现象越

增大，θ 损失程度增大，岩石结构变形不可恢复程度增

明显。β 受岩石泊松比、弹性模量、有效应力系数及颗

大，岩石渗透率应力敏感滞后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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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本体变形，岩心渗透率变化趋于平缓。
卸压后，岩石本体变形能够恢复，而结构变形不
能恢复，从而造成岩石孔隙不可恢复性损失，使岩石
渗透率无法完全恢复至初始状态。
应力敏感滞后性随着岩石变形参数增大而增强。在
致密储集层开发过程中，针对不同岩性的储集层，通过
确定相应的岩石变形参数可对其应力敏感滞后现象进
行预测。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岩性储集层的变形参数仍
需进一步研究和界定。这有助于提高对应力敏感滞后
现象造成的渗透率损失的预测精度，从而进行更准确
的产量预测。在制定开发方案时，除确定合理生产压
差外，还需将储集层的岩性、物性等纳入为考虑因素。
图6

不同 β 下加压-卸压过程岩石渗透率保留率曲线
符号注释：
a——两圆球体颗粒接触面半径，m；A，A——加压阶

石油勘探与开发

段变形前、后岩石孔隙渗流面积，m2；Axp——卸压阶段岩石
孔隙渗流面积，m2；b——变形后颗粒球心距接触面距离，m；
E1，E2——颗粒 1、颗粒 2 的弹性模量，Pa；F，Fxp——加压、
卸压阶段颗粒负载应力，N；K——加压阶段岩石变形后的渗
透率，103 μm2；K0——岩石初始渗透率，103 μm2；Kxp——
卸压后岩石渗透率，103 μm2；p ——流体压力，Pa；R——圆
球体颗粒半径，m；R1，R2——颗粒 1、颗粒 2 的半径，m；
β ——表征 θ 随有效应力变化速度的参数；γ ——表征卸压阶
段 θ 损失程度的参数；η ——有效应力系数；θ，θxp——加压、
卸压阶段有效应力函数； 1 ，θ2 ，θ3 ，θ4 ——变形前四边形
O1O2O3O4 的内角，（°）； 1 ，  2 ，  3 ，  4 ——变形后四边

图7

不同 γ 下卸压阶段岩石渗透率保留率曲线

由于致密储集层种类复杂，不同的岩石应力敏感
滞后性不同 [13]。针对不同岩性致密储集层，可通过确
定相应的岩石变形参数，预测该类储集层应力敏感滞

形 O1O2O3O4 的内角，
（°）；ν1，ν2——颗粒 1、颗粒 2 的泊松
比；σ ——有效应力，Pa；σ0 ——初始有效应力，Pa；σc ——
上覆岩石压力，本文实验中取围压，Pa；σjp——加压过程中的
有效应力，Pa；σxp——卸压过程中有效应力，Pa；σxpmax——
卸压起始有效应力，Pa；  ——加压阶段岩石变形后的孔隙

后性造成的渗透率损失；在开发过程中，制定合理生

度，%；  0 ——岩石初始孔隙度，%；  xp ——卸压后岩石孔

产压差的同时也要考虑储集层的岩性因素。

隙度，%。

4 结论

预告版

在致密储集层加压-卸压阶段应力敏感滞后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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