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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活性剂及其复配体系在三次采油中的应用
张逢玉

卢

艳

韩建彬

( 大庆石油学院华星公司)
摘 要 介绍了表面活性剂结构、三采用表面活性剂种类, 并对表面活性剂驱油机理作了详细叙
述。研究了三元复合驱的技术特点, 指出选择合适的表面活性剂复合体系可在低表面活性剂浓度下, 获
得超低界面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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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采油提高采收率主要是靠化学驱油技术, 其

的。根据极性基团的性质可以把表面活性剂分为阴离

中, 表面活性剂是提高采收率幅度较大、
适用较广、具

子型、
阳离子型、
两性的或非离子型。在这些类型的表

有发展潜力的一种化学驱油剂。采用表面活性剂驱油

面活性剂中, 与其它类型相比, 由于阴离子型表面活性

为进一步开发利用现有原油储量展示了广阔的前景。
然而, 单独使用表面活性剂驱油存在着活性剂波及系

剂在油藏岩石表面的吸附少, 故它广泛用于提高原油

数低、
驱油效率差、
吸附损失较为严重、活性剂用量大、
成本高等缺点。因此, 近年来先后开发了表面活性剂
- 聚合物、表面活性剂- 碱以及聚合物- 碱等二元驱

采收率的工艺技术中。

2

三采中常用的表面活性剂
三采中广泛应用的阴 离子表面活性 剂是磺酸盐

油技术。最近提出的表面活性剂- 碱- 聚合物三元复

类, 常用的有石油磺酸盐、烷基磺酸盐、烷基芳基磺酸

合驱技术, 已在国内外许多油田试验区的矿场试验研

盐、
烯基磺酸盐和木质素磺酸盐。近年来, 国内外还开

究中取得显著效果。

发了石油羧酸及其盐类的新型表面活性剂, 并用于提

1

表面活性剂的结构、分类
表面活性剂单体是由一个非极性的亲油基和一个

高原油采收率试验, 取得了良好效果。

3

表面活性剂驱油机理

极性的亲水基构成。亲油基一般由长烃链组成。表面

3. 1

毛管数理论
在注水开发的末期, 残余油是以静止的球状分布

活性化合物的表面性质受制于其亲油和亲水特性的平
衡。如果表面活性剂中的烃链少于 12 个碳原子, 则该

于藏油岩石的孔隙中, 作用于这些静止的球珠上的两

表面活性剂为水溶性的, 因为极性端基团把全部分子

种主要力是毛细管力和粘滞力。粘滞力与毛细管力之

拉入水中。然而, 当烃链长度大于 14 个碳原子时, 则
这种化合物称为水不溶性( 油溶性) 的表面活性剂。图

比就是毛细管数, 即: N C= Lw Wq/ 4 o / w

1 为表面活性剂分子结构图。

4o/ w- 油水界面张力; W- 油层孔隙度。

式中: Nc- 毛细

管数; Lw- 水的粘度; q- 通过单体 截面积水的流量;
在注 水开 发末期, 毛细 管数 在 10- 6 ~ 10- 7 范围
内。随毛细管数增加, 驱油效率也增加。据报道, 要达
到 100% 驱油效率, 毛细管数必需增加四个数量级, 即
- 2

最大临界毛细管数量值为 10

- 1

~ 10

。毛细管数的

增加, 可以通过提高水相粘度和流量, 或减小油水界面

表面活性剂的分子结构不仅造成表面活性剂在表
面的集中并降低溶剂的表面张力, 而且也影响分子在

张力来实现。这些参数中, 只有减小界面张力能使毛
细管数有 3~ 4 个数量级的变化。油水表( 界) 面张力
一般在 20~ 30mN/ m 范围内。若使用合适的表面活性

表面的排列方向, 其亲油基在溶剂中, 而亲水基部分的

剂, 界面张力可降至 10- 3或 10- 4mN/ m。

取向则要离开溶剂。亲水基是离子型的 或高度极化

3. 2

界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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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替。图 5 为注表面活性剂期间油墙的运动情况。

响。界面张力与其他界面参数如界面电荷、界面粘度
和润湿性有关。
3. 2. 1 界面张力
图 2 是圈闭的油滴或残余油滴通过狭窄孔颈的流
动示意图。要使圈闭油易于流动, 就应当在原油和盐
-2

- 1

水相之间达到 10 ~ 10 的超低界面张力, 这样才能
减小油滴通过狭窄孔颈时的形变功。试验证明, 低浓
度石油磺酸盐表面活性剂就能使石油和盐水相间产生
- 2

10 mN/ m 的超低界面张力, 并且石油磺酸盐当量分
布范围越窄, 效果越好。

3. 2. 4 润湿性
3. 2. 2 界面电荷
界面电荷是存在于油藏岩石矿物和粘土上的表面
电荷, 其符号和大小将对表面活性剂在油藏矿物和粘

图 6 为固体表面润湿性对驱油作用示意图。油湿
表面驱油效率差, 水湿表面驱油效率好。选择合适的

土上的吸附产生影响。图 3 为表面电荷在驱油过程中

表面活性剂, 能选择性地改变岩石对油和水的润湿性,
并能产生良好的条件以提高驱油效率。研究表明, 表

的作用示意图。低表面电荷密度造成高界面张力、高

面活性剂对岩石表面润湿性的改变与降低油水之间界

界面粘度以及在油珠和沙粒之间的低电性排斥。添加
合适的表面活性剂可以增加界面电荷密度, 造成界面

面张力也是密切相关的。

张力和界面粘度降低, 油珠和砂粒之间电性排斥力增
大, 使油不再粘于砂粒表面, 促使油珠通过孔道流动。

综上所述, 不论是毛管数理论, 还是界面现象, 要
想提高原油采收率, 必需一个低的油- 水界面张力, 这
个低界面张力都是通过加入合适的表 面活性剂实现
的。
3. 2. 3 界面粘度
图 4 为驱油过程中界面粘度作用示意图, 要想有
效采油, 就需有较低的界面粘度, 使油珠聚并成油墙,
油墙又和更多的油珠合并促使残余油向生产井进一步

4
4. 1

三元复合驱及复配表面活剂协同效应
三元复合驱技术
三元复合驱即表面活性剂- 碱- 聚合物联合驱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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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该技术具有活性剂用量少, 驱油效率高等特点。

1999

的低张力区。

1994~ 1995 年, 大庆油田在两个试验区进行了三元复
合驱矿场试验, 三元复合体系分别为: 1. 25% Na2 CO3 +
0. 3% B- 100+ 1200mg/ l 1257A, 0. 3% ORS- 41+ 1. 2%
NaOH+ 1200mg/ l 1257A, 其中 B- 100 和 ORS- 41 是磺
酸盐表面活性剂, 1257A 是聚合物。试验结果表明三
元复合驱可大幅度提高油层的驱油效率。
与其它驱替技术相比, 三元复合驱的原油含水下
降幅度很大, 这说明整个驱油过程中驱油体系始终保
持低张力。根据毛管数的原理, 即增加注水的粘度和
速度, 都是很有限的, 而降低油水之间的界面张力, 其
变化范围可达 10- 3 ~ 10- 4 数量级, 是很有潜力的。同
时, 由于碱和表面活性剂的加入, 改变了油层的润湿性
和 pH 值, 也逐渐剥离油膜, 活化残余 油滴, 在运移过
程中聚并和流动, 象/ 滚雪球0 一样, 逐渐形成油墙, 从
而提高了驱油效率。
另外, 三元复合驱表面活性剂的浓度很低, 且形成
低张力的表面活性剂浓度 范围宽。对于 表面活性剂
ORS- 41 和 B- 100, 浓度在 0. 025% ~ 0. 5% 都能与大
庆原油形成超低界面张力。因此, 在设计三元复合驱
配方时, 可以大大降低表面活性剂用量, 从而提高复合
驱的经济效益。
4. 2

5

复配表面活性剂的协同效应

合适的表面活性剂的复配体系, 不仅能产生很好
的协同效应, 进一步降低体系的界面张力, 而且能降低
主表面活性剂吸附损失量, 降低复合驱成本。
4. 2. 1 木质素磺酸盐与石油磺酸盐复配体系的研究

结

语

三元复合驱技术是提高三采收率的关键技术。复
合体系的匹配很重要, 适当选择复合体系, 用低浓度表
面活性剂体系, 得到高采收率。适当采用复配表面活
性剂, 应用复配表面活性剂的协同效应, 降低主表面活
性剂的用量, 从而降低复合驱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

在木质素磺酸盐与 ORS- 41 的混合比为 3B2 时,
活性剂总浓度为 0. 4% ~ 0. 75% , NaOH 含量为 1. 0%
时, 界面张力 可达 10- 4 mN/ m。木质素 磺酸盐与 B100 以 2B3 比例混合在 NaOH 浓度为 1. 0% , 活性剂总
浓度为 0. 3% ~ 0. 75% 时, 也达到了 10- 4 mN/ m 的超低
界面张力。研究表明, 木质素磺酸盐的加入, 使体系的
界面张力进一步降低, 并且低张力区范围加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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