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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凹陷A油田特稠油油藏成因探讨

  赵婷婷, 徐长贵, 陈保柱 (中海石油 (中国) 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天津300459)

[摘要]辽西凹陷A油田在浅层发现大规模特稠油油藏,油藏具有油水倒置和油藏边界垂向上呈不规则弧

形的特征。针对该特殊现象,利用流体包裹体、原油分析和盆地模拟等地质资料及手段,对其特稠油藏

成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稠油的形成主要与东营组的2期成藏和生物降解稠化作用密切相关,第1期

东营组储层成藏之后遭受了初次降解作用,原油物性变差,降低了对盖层条件的要求,并在第2个成藏

期受破坏,运移至浅层,再次经历快速降解作用,在差保存条件下形成大规模的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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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分类指出,特稠油代表黏度分布在10000~50000mPa·s(50℃)、密度大于0.95g/cm3 (20℃),
且必须通过热采技术进行开发的原油[1]。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特种重油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主要集中在

特稠油的油品预测[2]、油源对比[3]和保存条件[4]等方面,对特种重油来源的研究相对较少。下面,笔者以

辽西凹陷A油田特稠油油藏为研究对象,综合多种地质资料和研究方法对其油源特征、稠化机制、成藏期

和稠化期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明确了油藏形成的必要条件,有利于勘探目标的优化。

图1 研究区A油田构造位置

1 基本石油地质特征

  渤海海域辽东湾坳陷整体呈北东 南西向

展布,古近系次级构造单元自西向东依次为

辽东凹陷、辽东隆起、辽中凹陷、辽西隆起

和辽 西 凹 陷,表 现 为 “三 凹 两 凸”的 特

点[5~7]。A油田位于辽西凹陷南部 (见图1),
原油主要在浅层明化镇组和馆陶组的断块圈

闭中聚集,形成典型大规模块状特稠油油藏,
其储集层主要为垂向上连续沉积的大套河流

相砂岩。原油物性分析显示,地面原油密度

在1.004~1.011g/cm3 (20℃),地面原油黏

度为33595~74462mPa·s (50℃)。在东营

组辫状河三角洲前缘砂体中测井解释基本上

为含油水层和油水同层,未发现大规模油气

聚集。已钻井揭示,该油田油藏模式复杂,

油水关系倒置,具有波状起伏的油水界面,且油藏外含油边界呈不规则的弧形。

2 特稠油生物标志化合物和成藏期次特征

  在辽东湾凹陷,沙河街组一段和三段 (以下简称 “沙一段”和 “沙三段”)为2套重要的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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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8]。其中,在沙三段,饱和烃色谱、质谱法测得较高含量的C30-4-甲基甾烷 (m/z=217)和较低含量

的伽马蜡烷 (m/z =191),芳香族色谱质谱法显示出更高水平的C29-4-甲基-24-乙基三芳甾烷和C29-4,

23,24-三甲基三芳甾烷 (m/z=245)[9,10]。根据A油田馆陶组饱和烃和芳香族生物标志化合物的分析

(见图2 (a)),原油饱和烃色谱质谱显示C30-4-甲基甾烷含量较高,伽玛蜡烷烃含量较低。芳香族色谱

质谱显示中等水平的C29-4-甲基-24-乙基三芳甾烷和高C29-4,23,24-三甲基三芳甾烷,具有明显的沙

三段原油特征。

图2 A油田原油色谱质谱图

通过对凹陷某处虚拟井的沙河街组中不同深度的烃源岩生烃史进行模拟,研究区不同深度段的烃源

岩在东营组末期 (30~22Ma)、明化镇组至现今 (5~0Ma)发生了2次生排烃事件 (见图3),东营组

在末期生烃驱油规模较大,有利于砂体中原油的聚集。

图3 烃源岩生排烃特征

同时,A油田东营组砂岩样品中可检出大量烃类包裹体。通过检测东营组与油包裹体同期的盐水包

裹体均一温度,结果表明为2期原油充注 (见图4),第1期为55~65℃,第2期为65~75℃。利用埋

藏史图投影法[11],最终得到第1期油气成藏时间为28~25Ma (东营组沉积末期),第2期成藏时间为

5~0Ma(明化镇组沉积晚期),与烃源岩生排烃模拟结果相符。分析表明,在东营组沉积末期,原油首

先在东营组储集;在明化镇组沉积期新构造运动的影响之后[12],东营组已成藏的原油遭到破坏并再次

运移至馆陶组和明化镇组,并聚集成藏。从原油的色谱、质谱特征来看,东营组原油饱和烃和芳烃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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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A油田A-1井东营组有机包裹体均一温度分布直方图

物标志物特征 (见图2 (b))和馆陶组原油

具有一定的对比性。

3 特稠油成因分析

3.1 稠化机理

原油的稠化包括氧化、水洗和生物降

解。从图2 (a)特稠油饱和烃色谱质谱可

知,在萜烷系列 (m/z=191)中,C30藿烷

严重降解,并且 C25降藿烷含量显着增加。
原油酸值测定表明,特稠油总酸值高达7.6
~9.0mg/g,远高于高酸值原油分级标准。对原油含硫量分析表明,随着原油物性的变差,油质的变稠,
硫元素的质量分数与原油密度及黏度呈正相关关系 (见图5)。A油田特稠油含硫质量分数在0.4%~
0.45%。硫元素的富集、硫酸盐热还原反应 (温度要大于150℃)与生物降解 (优先消耗饱和烃,高分

子量的杂元化合物很难降解)有关,但A油田地温梯度较低,未发生硫酸盐还原反应。综上所述,原

油特征表明,A油田特稠油的形成主要是由生物降解造成的。

图5 不同油田的原油物性随硫质量分数的变化关系

生物降解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原油增稠效应,在地层温度小于100℃时广泛存在。研究表明,生物降

解包括厌氧和嗜氧菌降解[13]。根据 A油田地层水的分析结果,浅层明化镇组和馆陶组地层水均为

CaCl2 型。地层封闭条件相对较好,与地表水沟通较差,因此缺乏有氧细菌作用的条件,原油主要表现

为厌氧细菌的作用。从A油田周围油田东营组原油伴生气成分来看,甲烷气 (CH4)、二氧化碳 (CO2)
以及氮气 (N2)含量在原油发生稠化作用的深度段均出现增大的特征 (见图6),主要是因为厌氧菌和

嗜氧菌对碳氢化合物有不同的氧化。厌氧菌的作用首先是产生乙烷菌,其次是产甲烷菌,除了合成细胞

质成分和产生一些残留物外,主要产物还有CH4、CO2 等;嗜氧菌的主要产物是H2O和CO2,不产生

CH4。

3.2 初步生物降解稠化

根据钻井和岩心观察,A油田明化镇组油层上覆泥岩厚度非常薄,仅1.5~6.0m,馆陶组上覆为

砂砾岩,无泥岩盖层。对于常规原油,根据计算,其封闭油柱的高度约为1m左右,因此盖层几乎没有

封闭能力,可见在聚集前A油田的油品性质已经变差,其密度接近于水且黏度大,否则油藏中的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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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不同油田伴生气相对体积分数随深度的变化特征

图7 不同油田原油密度和黏度的变化关系图

将在大规模聚集之前沿着上覆盖层散失,
故原油是先成藏、后降解、再进一步稠

化。根据成藏期次分析,东营组早期成

藏为初步降解作用的发生提供了必要条

件,在成藏之后,由于地层埋深相对较

浅,因而遭受一定程度的生物降解,导

致原油性质初步变差,降低了对保存条

件的要求,但又不至于影响原油的运移。
从周边油田东营组原油的物性分析可以

看出,东 营 组 的 原 油 密 度 主 要 分 布 在

0.90~0.99g/cm3 (20℃),原油黏度主要

分布在50~10000mPa·s(50℃),已属

于稠油。此外,原油自身的演化过程也

说明了早期稠化作用的发生,从 A油田

周边油田东营组原油密度和黏度的变化关系来看,两者有明显的指数关系。以0.95g/cm3 为界限,小

于该数值时,随着密度的增大黏度变化范围在1000mPa·s以内;超过该数值后,随着密度增大黏度急

剧增加,可以达到8000mPa·s(见图7)。通过对油气来源的分析,东营组储层形成后,经历了一定程

度的原油稠化,油品性质已经恶化,密度大幅增加,减小了对盖层条件的要求,为浅层原油聚集创造了

条件;同时,黏度的相对变化尚未达到现状,对原油的运移影响甚微。

3.3 二次稠化过程

在原油积累的第2阶段,明化镇组和馆陶组的原油不可避免地遭受强烈的生物降解作用,使得原油

物性快速达到现今状态,否则基于上述对盖层条件的分析,也难以实现大规模的聚集。如果同一时期捕

获的同一类油源的碳氢化合物包裹体具有不同的荧光颜色,则表明原油组分在短时间内已经发生了变

化[14]。根据A油田明化镇组和馆陶组砂岩样品烃类包裹体荧光显微观察结果可以发现,不同荧光颜色

的烃类包裹体 (见图8),根据夹杂物的微观温度测量结果,包裹体的均一温度在55~58℃和60~63℃
之间,显示成熟度较高的特征。表明油藏充满原油后,岩石颗粒先捕获的是原油成熟度高的蓝白色荧光

油包裹体,原油填充后,经历快速生物降解并改变其组分,从而进一步捕获黄色荧光包裹体, “红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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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发生,与 “蓝移”恰恰相反。因此原油第2个成藏期内经历了快速生物降解作用,该次生物降解是

继东营组储层原油初步生物降解之后的第2次生物降解,大大降低了对盖层条件的要求。

图8 有机包裹体荧光显微观察照片

4 结论

1)A油田浅层特稠油油源主要来自于沙三段烃源岩,少部分来自于沙一段烃源岩;东营组经历了

2期积聚,第1期成藏时间为28~25Ma,第2期成藏时间为5~0Ma。

2)第1个成藏期东营组储层的成藏为明化镇组和馆陶组特稠油的大规模聚集提供了必要条件,该

时期原油遭受了初步的降解作用,原油物性变差;在第2个成藏期,原油遭受破坏往浅层明化镇组和馆

陶组运移,在差的盖层条件下得以聚集,同时在原油聚集的过程中又再次遭受快速生物降解,最后在浅

层形成了大型超稠油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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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正构烷烃、类异戊二烯烷烃、萜烷、甾烷等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对鄂尔多斯盆地南梁西区延

长组的沉积环境、烃源岩有机质类型、成熟度等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氯仿沥青 “A”质量分数已达到

好烃源岩标准,族组分中可溶烃类质量分数较高,有机质类型好,烃源岩姥植比 (Pr/Ph)绝大部分小于

1,显示植烷优势,反映烃源岩沉积和保存于缺氧、弱还原~还原环境,有利于有机质的富集;升藿烷指

数指示烃源岩沉积和保存于缺氧、弱还原~还原的湖相环境,沉积介质主要为淡水~微咸水。有机质来

源具有低等水生生物和陆源高等植物双重输入特征,长6~长8油层组烃源岩有机质来源相似,以水生生

物略占优势;绝大部分烃源岩处于成熟阶段,部分长9油层组样品或已达高成熟阶段,有利于油气的生

成。

[关键词]生物标志化合物;烃源岩;延长组;南梁西区;鄂尔多斯盆地

[中图分类号]P5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 1409 (2019)01 0006 09

生物标志物是指存在于地壳和大气圈中,分子结构与特定天然产物之间有明确联系的天然有机化合

物。目前已检测出的生物标志物不下几百种,常用的有正构烷烃、类异戊二烯烷烃、萜烷及甾烷类等。
在石油地质研究中,生物标志物主要用于判别有机质类型、成熟度和古沉积环境评价等。近年来,发现

生物标志物的相对稳定性突破了常规油源对比指标的局限性,在原油组群划分、油 源精细对比、主力

烃源岩厘定方面有了新的进展和应用[1,2]。
长期以来,对延长组烃源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岩石学、测井响应特征、分布范围以及有机地球化学

分析等方面[3~6],而对延长组下部长8~长9油层组烃源岩生物标志物研究相对较少。南梁西区位于鄂

尔多斯盆地陕北斜坡中西部,是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近年来高产勘探开发区块之一,勘探面积约

135km2(见图1)。
延长组为该区主要的烃源岩和含油层系,属湖泊~三角洲沉积环境。长6油层组为其主力产层,其

次为长4+5油层组、长7油层组和长8油层组,同时在长3油层组、长9油层组和长10油层组亦发现

零星分布的产油井,预示着良好的石油勘探开发前景[7]。由于该区是长庆油田新建产能区块,对烃源岩

生物标志物特征未开展过系统研究,从而制约了更深层次的勘探工作。为此,笔者在分析延长组烃源岩

生物标志物分布特征的基础上,系统讨论了其对有机质成熟度、母质类型、沉积环境判别等的指示意

义,以期为该区下一步油气勘探提供地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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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鄂尔多斯盆地区域构造及采样位置图

1 样品及试验方法

该研究选取了7口井10块延长组泥页岩样品,所有样品均为井下新鲜岩样 (采样井位见图1),具

体采样层位见表1。样品的有机质抽提按常规有机地球化学方法在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石油地质试

验研究中心进行。首先将泥岩样品经净化处理后放入恒温干燥箱内,在40℃烘干4h以上;干燥后样品

磨碎过筛至80目以下,进行索氏抽提72h;抽提后所得可溶有机质经浓缩后加入正己烷静置沉淀沥青

质,用硅胶、氧化铝色层柱,分别以正己烷、二氯甲烷和甲醇作为冲洗剂,得到饱和烃、芳香烃和非烃

馏分;用气相色谱 质谱对饱和烃进行分析测试,试验仪器为Thermo-TraceGCUltra-DSQⅡ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仪,色谱柱为 HP-5MS弹性石英毛细柱 (60m×0.25mm×0.25μm),柱始温100℃,升温速

率4℃/min,柱终温320℃,恒温20min。载气为99.999%氦气,载气流速1mL/min;离化方式为电子

轰击 (EI,70eV),离子源温度250℃。

2 氯仿沥青 “A” 及族组分特征

烃源岩样品基本参数与族组成见表1,样品中氯仿沥青 “A”质量分数分布于0.21%~0.58%,各

油层组氯仿沥青 “A”质量分数差异较小,长9油层组和长7油层组烃源岩氯仿沥青 “A”质量分数相

似,长6油层组烃源岩氯仿沥青 “A”质量分数与长8油层组烃源岩接近。根据陆相烃源岩有机质类型

评价标准[8],认为长6~长9油层组烃源岩有机质丰度较高,均已达到好生油岩级别。
烃源岩样品的氯仿沥青 “A”组成具有 “两高两低”的特征,即芳香烃和饱和烃质量分数较高,非

烃和沥青质质量分数较低。不同油层组的烃源岩族组成特征差别非常明显,长9油层组烃源岩烃类质量

分数平均为51.54%,长6~长8油层组烃源岩烃类质量分数普遍在73.34%以上。饱和烃除午98井长

61 油层样品异常高外,具有长7>长6>长8>长9油层组的规律;芳香烃质量分数长8油层组最高,
长7油层组、长9油层组和长6油层组次之。非烃和沥青质质量分数长9油层组最高,长6油层组和长

8油层组次之,长7油层组最低 (见表1)。根据陆相烃源岩有机质类型评价标准[8],综合认为长7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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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烃源岩主要以Ⅰ型和Ⅱ1 型为主;长6油层组、长8油层组烃源岩以Ⅱ1-Ⅱ2 型为主,混源特征较明

显;长9油层组烃源岩以Ⅱ1 型和Ⅰ型为主,部分烃源岩具有Ⅲ型干酪根性质。

表1 烃源岩样品基本参数与族组成

井名  层位
深度

/m
岩性

氯仿沥青 “A”

质量分数/%

饱和烃

质量分数/%

芳香烃

质量分数/%

非烃

质量分数/%

沥青质

质量分数/%
饱/芳

午107 长61 1735.30 黑色泥岩 0.34 27.94 40.28 23.5 8.29 0.69
午98 长61 1761.53 深灰色泥岩 0.21 50.57 30.83 16.68 1.92 1.64
午107 长71 1831.80 黑色泥岩 0.23 42.41 30.96 21.74 4.90 1.37
午219 长72 1995.88 黑色油页岩 0.49 11.73 58.05 22.52 7.71 0.20
午103-100 长73 2073.65 黑色泥岩 0.47 22.80 49.85 22.24 5.12 0.46
午98 长73 1965.20 黑色油页岩 0.42 42.85 34.80 18.56 3.80 1.23
午216 长81 - 黑色碳质泥岩 0.27 20.01 50.33 23.83 5.84 0.40
午105 长91 2089.73 黑色碳质泥岩 0.52 8.47 49.37 24.27 17.89 0.17
午103 长91 2139.60 黑色碳质泥岩 0.58 6.86 24.72 27.54 40.87 0.28
午216 长92 - 黑色碳质泥岩 0.31 12.01 53.19 22.00 12.80 0.23

  注:“-”表示样品中未检测出该值,下同;饱/芳为饱和烃质量分数与芳香烃比值,下同。

3 生物标志化合物特征

3.1 正构烷烃

泥岩样品均检测出具有相似分布特征的正构烷烃系列,在气相色图谱上具有以下特点 (见图2):

①碳数分布较完整,从nC14~nC34均有分布;②主峰碳数以nC19为主,其次为nC18和nC17;③正构烷

烃呈前高后低的单峰型分布,单峰型均为前峰型,具有明显的低碳优势;④奇偶优势指数 (IOEP)和碳

优势指数 (ICPI)值可反映有机质热演化程度,表2为正构烷烃与类异戊二烯烷烃数据统计,表2显示

IOEP值分布于0.98~1.07,接近于平衡值1,显示了成熟有机质特征;ICPI值分布于0.95~1.24,无明

显的奇偶碳数分布;⑤∑C-21/∑C+22值可反映生源构成,该值分布于0.76~2.87,均值为1.76,绝大

多数样品大于1,反映了有机质以低等水生生物输入为主,又有一定数量的陆源生物来源。

图2 研究区延长组烃源岩正构烷烃和类异戊二烯烷烃 (m/z=85)气相色谱图

3.2 类异戊二烯烷烃

姥植比 (Pr/Ph)可作为沉积环境及介质酸碱度的重要标志。类异戊二烯烷烃数据统计显示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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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样品Pr/Ph值分布于0.75~3.25,均值为0.86,具有较明显的植烷优势,表明有机质形成于弱

还原~还原环境;少数长91 油层样品具姥鲛烷优势,指示弱氧化环境。Pr/nC17、Ph/nC18值能够较好

地反映样品中有机质的降解程度,一般降解较严重的样品Pr或Ph的相对质量分数会大于其相邻的正

构烷烃。大部分样品Pr/nC17、Ph/nC18值小于0.5,显示了未遭受降解的特征,但午107井长71 油层

烃源岩Ph/nC18值为0.54,反映了该样品可能曾遭受过轻微的降解作用。图3为延长组烃源岩Pr/nC17
与Ph/nC18关系图,由Pr/nC17-Ph/nC18关系图可判断沉积环境氧化还原性,从图3得知,泥岩样品具

有相似的氧化还原条件,绝大多数样品分布在Ⅱ/Ⅲ型过渡相区域,少数分布在Ⅰ/Ⅱ型海相和盐湖相区

域,反映母质以混合来源为主,亦表明烃源岩沉积时为弱还原~还原环境。

表2 正构烷烃与类异戊二烯烷烃数据统计

井名 层位 碳数分布 峰型 主峰碳 ∑C-21/∑C+22 IOEP ICPI Pr/Ph Pr/nC17 Ph/nC18
午107 长61 C15~C31 单峰 C19 1.54 0.98 1.10 0.75 0.35 0.42
午98 长61 C15~C34 单峰 C19 0.76 1.07 1.01 0.75 0.45 0.46
午107 长71 C15~C34 单峰 C19 1.04 1.00 1.00 0.76 0.44 0.54
午219 长72 C14~C28 单峰 C17 2.87 1.06 0.97 0.92 0.15 0.17
午103-100 长73 C14~C32 单峰 C19 2.21 1.02 0.99 1.02 0.11 0.11
午98 长73 C15~C34 单峰 C19 0.76 1.07 1.01 0.75 0.45 0.46
午216 长81 C15~C30 单峰 C19 2.29 0.98 0.99 0.91 0.13 0.13
午105 长91 C14~C30 单峰 C18 0.80 1.01 1.03 1.25 0.22 0.17
午103 长91 C14~C29 单峰 C18 1.52 0.98 1.06 3.25 0.46 0.14
午216 长92 C15~C28 单峰 C18 2.82 1.04 1.24 0.86 0.10 0.10

   注:∑C-21/∑C+22为C21及其之前正烷烃质量分数与C22及其之后正烷烃质量分数总和比值;Pr/Ph为姥鲛烷/植烷质量分数比值;

Pr/nC17为姥鲛烷与正十七烷质量分数比值;Ph/nC18为植烷与正十八烷质量分数比值。

图3 延长组烃源岩Pr/nC17与Ph/nC18关系图

3.3 萜烷

3.3.1 二环倍半萜烷

各烃源岩样品中均检测出较丰富的C15~C16二环倍半萜烷系列化合物。图4为研究区延长组烃源岩

二环倍半萜烷 (m/z=123)质量色谱图。在m/z=123质量色谱图上,C15和C16各有4个同分异构体,
峰A和峰B分别对应C15补身烷的重排异构化合物4,4,8,8,9-五甲基十氢化萘和4,4,8,9,9-五甲基十氢

化萘,峰C对应C15-补身烷,峰D对应C16-升补身烷。该峰群中以C16-升补身烷相对质量分数最高为特

征,而不同样品中C15-补身烷质量分数差异较大。关于二环倍半萜烷的成因目前尚无定论,普遍认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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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是由藿烷先质物在成岩作用早期阶段的降解产物经还原或重排作用而形成[9]。

图4 研究区延长组烃源岩二环倍半萜烷 (m/z=123)质量色谱图

表3为烃源岩中二环倍半萜烷、三环萜烷分布参数,烃源岩中二环倍半萜烷分布参数显示,烃源岩

样品中C15-补身烷/C16-升补身烷比值分布于0.16~0.43,且各油层组样品中该比值变化不大。而重排

补身烷/补身烷、重排补身烷/C15-补身烷比值变化较大,分别为0~0.72和0~2.6,总体上以午103
井、午105井长91 油层烃源岩重排补身烷质量分数较高为特征。该类化合物的重排机制类似于重排藿

烷,主要与黏土矿物催化及热演化程度有关。在一定沉积条件下,热演化程度与重排补身烷的质量分数

成正比[10,11]。笔者认为,这2个样品中二环倍半萜烷所表现出来的非均质性,一方面说明该样品与其

他样品可能存在热演化程度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可能预示氧化还原环境不同和黏土矿物质量分数的差

异,抑或两者兼有。

表3 烃源岩中二环倍半萜烷、三环萜烷分布参数

井名  层位
C15-补身烷

C16-升补身烷
重排补身烷

C15-补身烷
重排补身烷

补身烷
∑C19~21三环萜烷

∑C23~24三环萜烷

午107 长61 0.22 0.90 0.12 1.22
午98 长61 0.17 0.37 0.07 0.70
午107 长71 0.17 0.59 0.05 1.37
午219 长72 0.43 0.73 0.20 1.34
午103-100 长73 0.39 1.41 0.27 1.58
午98 长73 0.30 1.21 0.21 1.29
午216 长81 0.16 - - 0.94
午105 长91 0.24 1.15 0.29 1.52
午103 长91 0.29 2.60 0.72 5.10
午216 长92 0.22 0.76 0.11 1.10

    注: C15-补身烷

C16-升补身烷
、

重排补身烷

C15-补身烷
和

重排补身烷
补身烷

主要反映黏土矿物催化及热演化程度;∑C19~21
三环萜烷

∑C23~24三环萜烷
反映母源参数。

3.3.2 三环萜烷

图5为延长组烃源岩萜烷 (m/z=191)质量色谱图,从图5可以看出,样品抽提物中三环萜烷碳

数分布较为完整,从C19~C30均有分布,呈倒 “V”字型分布,低碳数 (C19~C21)化合物稍占优势,

C25以后各峰的相对峰值明显降低,这种分布特征与我国淡水~微咸水古环境地质样品相似[12]。Peters

·01·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2019年1月



研究指出,淡水环境与咸水环境相比不容易产生三环萜类化合物[13]。研究所测样品中三环萜烷质量分

数均较低,这也进一步表明烃源岩沉积环境以淡水沉积为主。

图5 研究区延长组烃源岩萜烷 (m/z=191)质量色谱图

C19~21/C23~24值常作为母源参数,用来比较藻类脂质体和不同原核生物对母源的贡献[13]。由表3得

知,大部分烃源岩样品检测出C19、C20、C21,且呈上升阶梯状分布;C19~21三环萜烷/C23~24三环萜烷值

除午103井长91 油层烃源岩为5.10外,多数分布于0.7~1.58,总体反映了样品有机质原始母质以混

合来源为主,陆源高等植物丰富,低等水生生物及菌藻类贡献也较大。

3.3.3 霍烷类化合物

源岩样品中霍烷类化合物碳数分布在C27~C35,除了午103井长91 油层烃源岩以C30重排霍烷为主

峰碳外,其余样品均以C30霍烷为主峰碳 (见图5)。研究表明,C31~C35升霍烷主要来自细菌霍烷四

醇[14]。烃源岩样品中C+31升霍烷/霍烷比值为0.04~0.11,C31以上的升霍烷质量分数相对较少,部分样

品C35霍烷较难检测出,并呈阶梯状递减的分布模式,反映有机质中有少量细菌输入。烃源岩中萜烷、
甾烷类分布参数统计结果见表4,成熟度参数Ts/Tm值除了长6油层组烃源岩相对较低,均值为1.61,
长7~长9油层组烃源岩Ts/Tm值均值为2.74,表明延长组烃源岩处于成熟 高成熟阶段。C31αβ-22S/

22 (S+R)也是衡量成熟度的常用参数,SeifertW K等认为C31αβ-22S/22 (S+R)值为0.50~0.54,
指示烃源岩进入生油窗;为0.57~0.62时则表明烃源岩已达到或者进入高成熟阶段[15]。长6~长9油

层组烃源岩C31αβ-22S/22 (S+R)值分布于0.45~0.54,普遍进入成熟阶段。
升霍烷指数 (C35/C31~35)可用于指示沉积环境的古盐度。表4中,长6~长9油层组样品C35/

C31~35值分布于0.02~0.05,其中长91 油层烃源岩中未检测出C35藿烷。长9~长8油层组样品均值为

0.025,显示为微咸水相的淡水环境;长7油层组样品均值为0.033,稍高于长9油层组、长8油层组

样品,揭示长7油层组沉积期水体盐度略有增加;而长61 油层样品均值可达0.045,属于淡水~微咸水

环境,局部为半咸水环境。总体而言,自长9~长6油层组沉积期,湖盆水体盐度略有增加。

3.4 甾类化合物

3.4.1 规则甾烷及孕甾烷

长6~长9油层组样品中规则甾烷总体上以C28和C29略占优势为特征,C27质量分数相对较少,部

分长6、长7油层组样品C27>C29>C28。∑ (C27+C28)>∑C29,表明母质来源具双重性。图6为

C19~21/C23~24三环萜烷与ααα20R-C27/C29甾烷关系图。从图6可知,午103井长91 油层泥岩样品该比值

最小,规则甾烷C27-C28-C29呈反 “L”型分布,以陆源高等植物输入为主,这与之前讨论的三环帖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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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21/C23~24异常高值相对应;其余样品规则甾烷C27-C28-C29均呈 “V”字型或偏 “V”字型分布 (见
图7)。ααα-20RC27、C28和C29规则甾烷三角图显示 (见图8),绝大多数样品分布在混源区,仅少数长

6、长9油层组样品分布在浮游植物区。孕甾烷和升孕甾烷质量分数与母质来源关系密切,∑ (孕甾烷

+升孕甾烷)/∑αααC2920R值反映生源构成,长6~长8油层组样品相对质量分数分布于0.42~2.55,
均值为1.16,说明低等水生生物贡献较大;长9油层组烃源岩相对质量分数分布于0.29~1.89,均值

为0.88,孕甾烷和升孕甾烷质量分数相对较低,反映陆源高等植物贡献较大 (见表4)。

表4 烃源岩中萜烷、甾烷类分布参数

井名  层位 Ts
Tm

C31αβ-22S
22 (R+S)

升藿烷指数 C29ββ
ββ+αα

αααC2920S
20 (S+R)

A B

午107 长61 1.61 0.54 0.04 0.54 0.53 0.42 0.36
午98 长61 1.51 0.54 0.05 0.61 0.52 0.45 0.28
午107 长71 3.56 0.50 0.04 0.65 0.62 0.62 0.54
午219 长72 0.98 0.52 0.02 0.59 0.58 1.72 0.06
午103-100 长73 3.83 0.45 0.03 0.51 0.45 1.13 0.14
午98 长73 3.56 0.50 0.04 0.66 0.62 2.55 0.20
午216 长81 2.42 0.49 0.03 0.61 0.59 1.24 0.08
午105 长91 3.25 0.48 / 0.60 0.57 0.29 0.37
午103 长91 2.31 0.53 / 0.54 0.53 0.48 0.27
午216 长92 2.25 0.49 0.02 0.58 0.57 1.89 0.08

注:Ts
Tm

为18α(H)C27三降藿烷与17α(H)C27三降藿烷质量分数比,反映成熟度;C31αβ-22S
22 (R+S)

为C31-17α-藿烷22S重排立体异构

体与22R和22S重排立体异构体混合物质量分数比值,成熟度指标;升藿烷指数为C35与 (C31至C35升藿烷质量分数之比,反

映氧化还原性指标,也可以反映古盐度;αααC2920S
20 (S+R)

为C29甾烷系列中S构型与S和R混合构型比值,C29ββ
ββ+αα

为低稳定型的ββ

型与稳定型的βα型比值,两者均反映成熟度;A 为∑ (孕甾烷+升孕甾烷)/∑αααC2920R相对质量分数,反映生源构成;B 为

重排甾烷与规则甾烷比值,用于判断烃源岩的沉积条件。

图6 C19~21/C23~24三环萜烷与ααα20R-C27/C29甾烷关系图

Mackenzie最早提出用C29ββ/ (ββ+αα)和αααC2920S/20 (S+R)来计算有机质成熟度[16]。Seifert
WK认为C29ββ/ (ββ+αα)平衡点为0.67~0.71 (镜质体反射率Ro 约为0.9%左右),其进入生油窗

值为0.25 (Ro 约为0.6%左右);αααC2920S/20 (S+R)平衡点为0.52~0.55 (Ro 约为0.8%左

右)[15]。长6~长9油层组烃源岩C29ββ/ (ββ+αα)值分布于0.51~0.66,均已大大高于生油门限值,
但未达到热演化平衡值0.67~0.71;αααC2920S/20 (S+R)值分布于0.45~0.62,平均值为0.56,除

午107井长61 油层烃源岩、午103-100井长73 油层烃源岩、午98井长81 油层烃源岩以及午103井长

91 油层烃源岩外,其余长6~长9油层组烃源岩该值已超过平衡点,失去指示成熟度意义 (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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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研究区延长组烃源岩甾烷 (m/z=217)质量色谱图

Ⅰ-陆生生物;Ⅱ-浮游植物;Ⅲ-藻类;Ⅳ-混合来源;Ⅴ-陆生植物为主;Ⅵ-浮游植物为主;Ⅶ-藻类为主。

图8 甾族C27、C28和C29-ααα-20R关系三角图

3.4.2 重排甾烷

烃源岩样品中重排甾烷总体上质量分数较低,∑重排甾烷/∑规则甾烷分布于0.06~0.54,重排甾

烷主要为C27重排甾烷 (见表4)。通常认为,重排甾烷的质量分数与有机质的成熟度和源岩黏土矿物的

酸性催化作用有关[17],林金辉进一步指出氧化环境更易于重排甾烷的形成[18]。成熟度参数显示所有长

6~长9油层组烃源岩均已达到成熟阶段,而午103井长91 油层烃源岩相对较高的重排甾烷质量分数可

能与其所处的氧化还原环境及由此引起的黏土矿物差异性催化作用有关。地质分析认为[6,7],长91 油层

期为半深湖-浅湖亚相的弱还原~弱氧化环境,其富氧程度明显好于长6~长7油层组期深湖 半深湖亚

相的还原环境,并且地层中富含黏土矿物。因此,该样品中相对较高质量分数的重排甾烷主要受控于该

期弱氧化沉积环境和较丰富黏土矿物的综合作用,有机质成熟度影响可能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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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氯仿沥青 “A”及族组分特征显示延长组烃源岩均已达到好烃源岩标准,以长7油层组有机质丰度

最高为特征;族组成反映长7油层组有机质类型最好,长9油层组次之,其次为长6、长8油层组。

2)烃源岩样品富含正构烷烃、类异戊二烯烷烃、萜类化合物和甾类化合物。正构烷烃呈单峰型分

布,具有低碳数优势,轻烃组分占有绝对优势;奇偶优势指数 (IOEP)值接近1.0,碳优势指数 (ICPI)
分布于0.95~1.24,无明显的奇偶碳数分布。

3)姥植比 (Pr/Ph)值分布于0.75~1.25,具有植烷优势,显示缺氧的弱还原~还原环境;少数

长91 样品具姥鲛烷优势,指示弱氧化环境。

4)生物标志物参数显示,原始有机质母质构成中,既有丰富的菌藻类等低等水生生物,也有一定

比例的陆源高等植物混合输入的特点;长6~长8油层组烃源岩有机质来源相似,以菌藻类等水生生物

占优势;部分长9油层组成烃母质则以陆生高等植物输入为主。

5)C31αβ-22S/22 (S+R)、C29ββ/ (ββ+αα)和αααC2920S/20 (S+R)等参数显示,延长组烃源岩

普遍进入成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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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震波形及属性优选的优势储层预测
———以渤海湾盆地A油田为例

  崔名喆, 郭诚, 穆朋飞, 吴春新, 钱庚 (中海石油 (中国) 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天津300459)

[摘要]渤海湾盆地古近系中深层 (埋深大于2500m的古近系)油藏,储层埋藏深、沉积类型多样,储层

预测问题已严重制约该地区中深层开发井的实施成效。以渤海湾盆地 A油田为靶区,提出了一套适合该

区古近系中深层储层预测的技术思路与方法,精细刻画了中深层沙河街组三段的储层展布特征,并成功

用于指导油田开发井实施。在高分辨率层序地层框架下,建立了油田靶区井震响应关系模板,依据多角

度地震属性切片总结不同目标砂体时空配置关系;在目标砂体内部,开展了基于地震模型正演的储层精

细描述,以垂向波形与岩性组合的耦合关系,建立了地震反射波形剖面与砂体内部波形平面分布特征关

系,识别目标砂体的优势储层发育结构。在 A油田的随钻过程中,应用该技术有效规避了储层风险,16
口开发井实施效果均较好。
[关键词]渤海湾盆地;中深层储层;目标砂体;内部优势储层;模型正演;波形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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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湾盆地古近系中深层 (埋深大于2500m的古近系)油藏,储层埋藏深、沉积类型多样,储层

预测问题已成为制约渤海湾盆地古近系中深层开发井有效实施的关键。目前国内众多学者针对该问题开

展攻关研究,徐长贵等[1~3]针对中深层储层预测问题及难点提出了诸如地震目标处理及采集、相控约束

模拟、古地貌分析等技术和方法,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和应用效果。但海上油田开发受制于成本限

制,地震资料采集处理具有阶段性,因此在研究中常常面临资料不足的窘境,需要研究人员充分利用已

有的地震资料,地震地质一体化,进而降低储层预测的多解性。渤海湾盆地A油田目的层为沙河街组

辫状河三角洲储层,地震资料主频约12Hz,纵向分辨率在40~60m,已钻井统计单砂体厚度小于5m
的占88%,在现有地震分辨尺度下,识别单砂体几乎不可能。因此只能识别砂体组合,通过岩性组合

与地震响应关系达到储层预测的目的。基于油田中面临的实际问题,笔者提出了一套适合渤海盆地

  图1 渤海湾盆地A油田区域位置图

A油田古近系中深层储层预测的技术思路与方法:首先,在高精度层序框架约束下,油组内部连续性追

踪识别3期前积砂体;再利用地震属性切片识别不同期次前积砂体的平面展布范围;最后,聚焦到前积

砂体内部,通过波形结构与岩性组合的耦合关系,
结合正演模型,将波形的剖面分布特征转换为主河

道内部波形平面分布特征,精细识别前积体内部储

层结构。

1 区域地质概况

  区域上,渤海湾盆地 A油田构造位于莱州湾

凹陷中央隆起带中部,南抬北倾,北侧紧邻莱州湾

凹陷北洼,整体为受东西向大型滑脱断裂控制的断

块、半 背 斜 构 造,成 藏 位 置 非 常 有 利[4,5] (见
图1)。区块的主要目的层为沙河街组三段上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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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三上亚段)Ⅱ、Ⅲ油组,以辫状河三角洲前缘沉积为主。综合岩心、井壁取心、岩屑及测井资料,

A油田沉积储层受辫状分流河道控制明显,砂体呈多期、叠加的沉积模式[6~8]。

  图2 优势储层预测技术路线示意图

2 储层预测技术

  渤海湾盆地 A 油田目的层埋深大于

2500m,地震资料信噪比低、主频约12Hz,
纵向分辨率在40~60m,Ⅱ、Ⅲ油组只有

4个地震同向轴,已钻井统计单砂体厚度小

于5m的砂体占88%,在现有地震分辨尺度

下,识别单砂体几乎不可能,难以满足开发

需求。针对上述难点,结合油田实际地质和

地震特点,沿用 “井震结合、分级控制,模

式引导、属性聚类”的总体思路,分级、分

层次开展储层预测。具体技术包括地震属性

切片技术、模型正演技术以及波形聚类技

术,类比波形特征与岩相组合耦合关系,对

优势储层进行精细识别,技术路线示意图如

图2所示。

2.1 地震属性切片技术识别前积体平面分布

不同等时格架内的沉积体,其沉积岩石学特征有一定差别,该差别会引起地震反射特征的变化。地

震属性切片技术正是依据上述理论提出的。具体识别步骤如下:

1)井震标定建立地震同向轴与钻遇砂体的岩 电 震关系 以沙三上亚段顶部全区稳定发育的泥岩

为标志层标定,建立目的层段Ⅱ、Ⅲ油组的井震响应关系模板:以厚砂岩为主的岩性组合特征在Ⅱ油组

对应较强振幅、连续性中等的复波反射,为三角洲前缘主河道发育区;而砂泥比接近1的薄互层沉积在

地震上为连续性较好的中等振幅反射,以三角洲前缘河道边部沉积为主;对于三角洲前缘远砂坝的泥岩

沉积,表现为连续性较差的弱振幅响应特征 (见图3)[9~12]。通过全区井震响应图版的建立,可以在宏

观上较清晰地识别目的层井震反射特征及沉积发育演化特点。

图3 井震响应图版

2)垂向识别沉积体空间演化期次 通过井震关系的建立,进一步对A油田Ⅱ、Ⅲ油组内部地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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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进 行 分 析,全 区 等 时 性 追 踪 了 3 期 明 显 叠 置 现 象 的 前 积 体[13,14],分 别 命 名 为 复 合 砂

体1、2、3 (见图4)。

图4 3期前积体的井震响应

3)地震敏感属性优选及切片筛选 为了满足开发钻前阶段的研究尺度,以地震可分辨的精细地层

单元结构为单位,通过地震振幅、频率、连续性及波形结构等属性参数表征储层的空间变化特征。采用

趋势面差分法等分油组为基本单元,通过常规方法提取储层变化敏感属性,结合剖面分析成果,进一步

粗化合并,以达到勾画前积体平面展布范围的目的。分析发现,A油田前积体的发育存在向工区东北部

进积的趋势,复合砂体2、复合砂体3较复合砂体1延伸距离更远、展布范围更广 (见图5)。

图5 3期前积体平面展布范围

2.2 模型正演技术判别砂体内部优势储层响应特征

针对A油田地震资料精度不高,储层段Ⅱ、Ⅲ油组只有4个地震同向轴,常规振幅类属性不能满

足开发需求的问题,寻求地震波形特征与岩相组合的耦合关系,以模型正演为手段,筛选对储层岩性变

化敏感的波形类属性,以达到识别不同组合优势砂体的目的[15]。
以主要发育的复合砂体3为例 (见图6),其对应岩性组合为沙三上亚段Ⅱ油组沉积响应,K1井钻

遇该砂体,地震波形振幅较强;K3井波形特征发生明显的振幅衰弱现象。
通过对复合砂体3进行正演模拟,K1井厚砂泥岩 (泥岩平均厚度2m)频繁互层,在地震波形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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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复合砂体3的K1井、K3井地震波形响应特征

上对应为波形、箱形特征,振幅较强;K3井井上岩性组合特征为上部8m厚砂岩,下部频繁2m厚砂

泥互层,对应地震波形为上部振幅较下部弱的中等振幅双峰钟型反射特征 (见图7 (a))。通过井震的

精细标定,结合反射原理分析,若2m厚的简单振幅单次波对应河道主体反射特征为弱振幅反射,8m
厚砂岩对应河道主体反射特征为波形振幅相对较强反射,则当岩性组合为1m厚单砂体时,其对应上河

道反射特征为较2m厚砂岩弱振幅更弱的振幅反射特征 (见图7 (b))。在该基础上,推测无井控区域

地震波形反射特征对应岩性组合:井区内上缓下陡钟型波形反射特征对应上部薄层砂 (1m)下部频繁

砂泥互层 (2m砂)的岩相组合;振幅较弱复合波形反射特征对应岩相组合为1m薄层砂岩的叠置。

图7 复合砂体3的井震标定特征及地震波形反射原理

2.3 波形聚类技术划分储层内部结构

基于上述正演模拟的结果,将A油田河道波形划分为4类,分别为复合对称型、钟型、标准型及

叠加标准型,在岩性组合上对应双10m厚层砂岩叠置、上5m厚砂岩下部10m厚层砂岩叠置、单层厚

(5~10m)砂层、薄层 (1m)多期叠置4种匹配关系 (见图8)。
通过波形聚类完成剖 平面转换,建立了地震波形的平面展布图。以复合砂体3为例,A区对应复

合对称型的河道主体发育区,B区对应钟型的次河道主体发育区,C区对应标准型的河道侧缘发育区,

D区对应叠加标准型的河道远端砂坝发育区 (见图9)。通过利用地震属性切片技术、模型正演技术及

波形聚类技术,类比波形特征与岩相组合的耦合关系,对研究区内优势储层进行精细预测,并将上述技

·81·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2019年1月



图8 复合砂体3的波形正演模拟

  图9 复合砂体3的波形平面分布

术应用到渤海湾盆地 A油田的钻前井位

优化中,总结出研究区内优势储层发育

区为河道主体发育区 (见图9中的 A、

B区),其次为河道侧缘发育区或河道远端

砂坝发育区 (见图9中的C、D、E区)。

3 应用效果

在A油田的钻前井位优化阶段,将

A17井优化至主体河道的优势储层发育

区,即对应波形平面分布的 A区,钻前

预测优势储层厚度15~20m,实钻油层

厚度15.6m,证实该区域为优势储层的

河道主体发育区;A10井位于波形平面

分布的D区,预测以河道远端砂坝沉积为主,厚度在5~10m,实钻验证储层厚度6.4m;A4井位于前

积体内非河道发育区,即对应波形平面分布图中的黄色区域,预测储层厚度0~5m,实钻储层厚度

3.4m;实钻厚度与预测结果基本一致 (见图10)。基于该认识,对A油田第一批16口开发井进行适当

优化,实施后取得了较好的开发效果。
钻井揭示的储层厚度差异性验证了该区河道展布规律的复杂性,与该波形正演的储层预测结论相

符,对于中深层的储层半定量化预测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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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通过实例分析总结出了一套适合渤海湾盆地A油田古近系中深层储层预测技术,包括地震属性切

片技术、模型正演技术以及波形聚类技术等。采用 “井震结合、分级控制,模式引导、属性聚类”的总

体思路:首先在高精度层序框架约束下,油组内部连续性追踪识别了3期前积砂体;再利用地震属性切

片识别不同期次前积砂体的平面展布范围;最后聚焦到前积砂体内部,通过波形结构与岩性组合的耦合

关系,结合正演模型,将波形剖面分布转换为不同主河道内部波形平面分布特征,进而识别前积体内部

储层结构。通过实钻井位验证,A4井、A10井分别钻遇了3.4、6.4m储层,A17井钻遇了15.6m储

层,为优势储层发育区,证实了该储层预测方法的准确性。

图10 A油田实钻井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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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弧插值技术在 MIT-MTT组合
测井解释中的应用

  王艳萍, 韩智鑫, 刘力玮, 郑晓凤 (中国石油集团测井公司辽河分公司, 辽宁 盘锦124011)

[摘要]MIT-MTT (多臂井径成像测井仪 磁壁厚测井仪)组合测井资料解释软件在分析处理数据时,能

采用多条井径曲线和12条壁厚曲线生成井筒截面图来评价套管损伤。在该基础上引入圆弧插值技术,在

井眼或套管内径圆周上实现等间隔和非等间隔插值,增加测井信息量来形成井筒截面图,达到整体评价

套管状况的目的。该技术在CIFLog-Geomatrix解释平台中应用结果表明,经圆弧插值技术处理后,MIT-
MTT组合测井资料形成的井筒横截面图更形象、具体,能够更好地评价套管损伤程度及类型。
[关键词]MIT-MTT组合;套管损伤评价;圆弧插值技术;井筒横截面图;插值节点;CIFLog-Geoma-
trix解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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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下管柱损伤对油气井持续生产、正常安全作业影响显著,因此对井内的套管或油管进行监测至关

重要。MIT-MTT (多臂井径成像测井仪 磁壁厚测井仪)组合测井是目前世界上较先进的套损检查技

术之一,在油田生产中对井内油套管腐蚀、破损、变形及射孔质量评价效果较好[1]。辽河油田在

2011年引进了英国Sondex公司新一代的 MIT和 MTT,一次下井可实现多条井径曲线和12条壁厚曲

线以及相应的井斜、方位等曲线的测量[2],可用于检查、评价井内套管腐蚀、管柱破损、套管变形、结

垢程度、射孔质量等。

MIT-MTT组合测井资料进行套管损伤评价的解释处理,其中一项重要解释技术就是对全井每个单

根管柱本体进行内径和壁厚的定量计算,再对全部所测管柱进行对比分析。在全井范围内对扩径、缩

径、金属受损严重的位置排序,绘制出相应位置的井筒截面图,显示套管或者裸眼井径横截面,直观展

示套管在某一深度上的横截面和裸眼井某一深度处的井眼状况,帮助解决与井眼有关的技术性问题,精

确分析其损伤程度及损伤类型。资料解释处理需要给出井眼变形区域和套管损伤类型,在原有限数目的

井径或套管内径数值条件下,完成对整体井眼或者套管的评价效果不理想[3]。因此,笔者在原技术处理

基础上引入了圆弧插值技术,在CIFLog-Geomatrix解释平台上,利用原有测量臂的测量值经过圆弧插

值得到井眼或套管内径圆周上多个插值点内径,实现将有限个数的井眼内径和套管内径信息量扩增,在

井眼或井筒圆周上等间隔和非等间隔插值[3],由原有测量值、圆周上插值节点和插值点内径共同生成套

管损伤截面图,完成整体井眼和套管损伤程度及损伤类型的评价。

1 MIT和 MTT测井原理

1.1 MIT测井原理

MIT是一种机械式多臂井径仪器,通过臂的张开和收拢测量油管或套管的纵向和横向上的内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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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根据臂的不同分为24、40、60、80共4种规格,每种仪器的外径和测量范围不同,根据实际情况

更换探测臂,以适应不同尺寸套管的测量[1]。通过高效传感器测量仪器中心到触角接触点的半径数值,
每个探测臂都与对应的传感器独立连接,同时记录独立的井径数据,通过解释软件处理曲线和图像资

料,对腐蚀、结垢、穿孔变形等套损情况进行定量分析[2]。

1.2 MTT测井原理

MTT能够测量井内管柱的金属壁厚,测井仪有相对独立的12个接收探头,分布在弓形弹簧上,
组成接收阵列。发射器发射的磁信号产生交变磁场,沿套管或油管传播被12个传感器模块接收,完成

一个循环周期,所用时间取决于油套管的壁厚度,通过发射和接收传感器信号的相位差,得到油管或套

管壁厚的变化[4]。

2 圆弧插值技术

2.1 圆弧插值技术原理

横截面绘制时所用井眼圆周插值等理论方法是后续测井解释的基础,井眼圆周插值结果的精度决定

后续测井解释结果的精度,因此套管和井眼横截面图显得尤为重要。圆弧插值方法适合应用于所有具有

圆周阵列型探头的测井仪器的资料解释。MIT属于阵列型测井仪器,测井时仪器的多个井径测量臂张

开后,均匀分布在测量井中同一深度对应的圆周上,相邻两个测量臂之间的夹角是固定的,因此测量能

够获得同一深度处的多个井径,多个井径经过圆周插值处理可获得井眼圆周上任意个井径数值,增加了

信息量。将多个井径按照每个井径对应的测量角度绘制成井眼横截面图,能够直观展示井眼的状况。
由于井眼或油、套管的横截面呈类似圆周形,因此可利用其圆弧特性。圆弧插值技术采用了适合圆

弧处理的余弦函数和第一类边界条件的三次样条函数组合插值法,实现在井眼井径或套管内径数值中等

间隔或非等间隔插值,最终将圆周上插值点和插值点内径数据处理后,可形成光滑、直观的井眼或套管

横截面图形,同时保证插值后的井眼或者套管内径形成的圆弧图形始终过插值节点,且圆弧保护形度

高,获得了更多的测井信息量,形成的套管损伤横截面图可以增加评价的完整性[3]。
井眼或套管内径的横截面呈类圆形,据此可将每个测量臂测量所得到的相应角度和井径值模拟成圆

周函数y=cos(2πx)上相对应的点和其对应的函数值。根据 MIT-MTT组合测井资料解释插值要求,
将上述点设为插值节点,用第一类边界条件构造出插值边界 (插值区间),采用光滑性高、弯曲性好的

三次样条插值法,在相邻节点的区间内求出插值点对应井径的函数近似值。圆弧函数公式为:

  D=cos(2πx) (1)
式中:D 为井眼井径或套管内径,m;x 为对应角度,(°)。

插值点近似值公式:

  Di=f(xi)=cos(2πxi) x0 <x1 < … <xi < … <xn-1;i=0,1,2,…,n-1 (2)
式中:xi 为插值点对应角度,(°);n 为测量臂数;i为圆周插值点数;Di 为插值后井眼井径或套管内

径,m。
圆弧插值技术需要构造插值函数、插值节点和插值点。假定在圆周上以正北向开始,每隔一个偏移

角度取一个角度值,选取m+1个数据点作为插值点,插值点在圆周上可以均匀分布,也可以是无序分

布。由样条插值法演变而来的圆弧插值法,可以实现圆周上的等间隔插值,也可以实现圆周上的非等间

隔插值,并实现插值节点始终在插值后形成井眼或套管内径的横截面图形上。

2.2 圆弧插值方法的实现

在CIFLog-Geomatrix平台上开发的 MIT-MTT处理解释软件设计的套管横截面功能模块编写加入

圆弧插值计算方法软件,实现在井眼井径或套管内径圆弧360°组合插值。套管截面图功能界面主要包

括输入测井数据窗口、输出测井数据窗口和参数控制界面,通过在模块上设置的理论内外径、模型内外

径、测量内外径、旋转方位解释参数共同控制套管损伤横截面图的形成 (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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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CIFLog-Geomatrix平台横截面图功能界面

  图2 Mx-x井套管截面图

3 应用效果评价

3.1 Mx-x井

图2为 Mx-x井利用 MIT-MTT
组合测井技术在1193.08、1193.35m
深度处的套管横截面图,图中黑色中

点代表套管的中轴心,黄色区域代表

套管,红色内圈代表经过插值后的套

管内径。该井在1193.0~1193.1m井

段套管中度变形,套管磨损,壁厚变

薄(见图2(a));在1193.1~1193.37m
表1 Mx-x井套管损伤描述及分级评价表

套管编号 深度/m 模型内径/mm 损伤分级 损伤描述

1 1087.1461 9.9418 2 中度点状损伤

2 1098.4701 9.8800 1 中度点状损伤

3 1110.3761 9.8714 2 中度点状损伤

4 1120.7872 9.9810 1 中度点状损伤

5 1131.5555 9.6817 1 中度点状损伤

6 1142.7238 9.4744 2 中度点状损伤

7 1153.8806 9.8655 2 中度点状损伤

8 1156.3730 9.7148 5 重度点状损伤

9 1167.6346 9.3688 2 中度点状损伤

10 1176.4148 9.0331 2 中度点状损伤

11 1181.6006 8.8911 4 重度点状损伤

12 1187.8181 9.2507 2 中度点状损伤

表2 Mx-x井套损类型统计表

损伤类型 数量/处 损伤类型 数量/处 损伤类型 数量/处

独立腐蚀点 3 线状损伤 1 可能的孔眼 16
点状损伤 12 环状损伤 2

井段套管严重变形和严重破损,
破 损 最 严 重 处 存 在 穿 孔

(见图2(b))。通过Mx-x井12根套

管各个深度的横截面图和其他数据综

合分析,得到其套管损伤描述及分级

评价(见表1)、损伤类型 (见表2)。由

表1和表2可知,该井所测的12根套

管中,全部有不同程度的斑点状损伤,
而且损伤严重的套管存在穿孔,建议

对损伤较重和穿孔的套管进行修补。

3.2 强1-x-x井

强1-x-x井测量井段为1860~
2260m,该 次 测 井 的 目 的 是 利 用

MIT-MTT组合测井检查该井的射孔

质 量 及 套 管 变 形 情 况。通 过 在

1551.0~1554.0m井段圆周上采用360个插值点数后绘制成套管横截面 (见图3)。插值点过插值节点,
其套管截面图具有较高的圆弧保形度,能 (下转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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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积砂体埋深预测不确定性分析方法
———以尼日尔三角洲E油田为例

  张会来, 乐靖, 范廷恩, 高云峰, 田楠 (中海油研究总院, 北京100027)

[摘要]在油气田勘探开发过程中,地质资料的不完备性、不确定性是固有存在的,弄清不确定性有助于

降低勘探开发的风险。针对正在实施开发井钻探的尼日尔三角洲E油田开展砂体埋深预测不确定性研究,

形成3类不确定性分析图版,用以表征砂体埋深预测的不确定性范围和影响原因:应用砂体埋深误差分

布范围不确定性图版,分级表征砂体埋深预测整体不确定范围;应用砂体埋深预测差异与位置关系不确

定性图版,表征不同位置砂体埋深预测差异不确定性范围;应用目标井与速度参考井距离分析图版,表

征砂体预测差异与参考速度距离的关系。
[关键词]砂体埋深;不确定性;差异分析图版;水平井随钻

[中图分类号]P63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 1409 (2019)01 0024 05

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及其资料的不完备性、不确定性[1,2]制约了油气田的勘探与开发,因此加强不确

定性分析有助于降低构造预测、储层埋深预测的风险[3]。在油田开发生产过程中,构造的不确定性与钻

前设计、随钻优化直接相关,因此构造的不确定性分析是开发生产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构造不确定

性来源很多,比较典型的有偏移、层位追踪、断层解释以及时深转换[4~6]。在勘探开发中,地震速度是

非常重要的参数,速度不确定性是偏移不确定性和时深转换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圈闭容量评价以及钻

井井位设计都需要考虑与速度模型不唯一性有关的构造不确定性[6~8]。

E油田位于西非尼日尔三角洲,属于深水浊流沉积,储层为深水扇浊积砂岩,油田的主力油藏为朵

叶复合体。该油田采用全水平井开发方式,其预期砂体钻遇长度直接影响后续生产效果,砂体埋深预测

与砂体分布预测是水平井钻探成功的关键。笔者通过逆向思维,基于尼日尔三角洲E油田已钻的18口

开发井,统计砂体埋深差异特征,分析不确定性规律,建立相应的不确定性图版,将不确定性研究成果

应用于后续近20口开发井的井位设计与随钻研究。

1 砂体埋深预测不确定性分析图版

  通过对E油田的特征分析,明确了导致砂体埋深预测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通过已钻开发井钻后

分析,获得与不确定性相关的参数数据,如误差范围数据、目标井与速度参考井井距数据、储层位置与

砂体预测差异综合分析图。将统计数据与导致砂体埋深预测不确定性原因进行耦合分析,建立图版表征

不确定性形成的规律,应用不确定性分析图版指导后续开发井砂体埋深预测与井位优化 (见图1)。

1.1 砂体埋深预测不确定性原因分析

E油田为深水扇储层油田,主要油藏单元为朵叶沉积,基于地震叠前反演成果,该油田开展了系统

的储层顶面解释。油田开发井钻探前,基于5口探井、评价井开展井震标定,获得时深关系,建立地层

格架约束的三维速度场。开发井深度埋深预测以距离最近井为速度参考井,应用三维速度场精细砂体埋

深预测成果进行质控。根据上述研究基础分析,若井震标定、三维速度场基础速度合理,则认为影响开

发井砂体埋深预测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储层解释精度与参考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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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浊积砂体埋深预测不确定性分析技术路线图

1.2 砂体埋深预测差异及相关数据统计

以E油田18口已钻开发井为基础开展分类统计,内

容包括3个方面:①分油藏砂体埋深预测差异统计;②开

发井所处砂体位置统计 (主体部位或非主体部位);③目

标井与速度参考井距离统计。3个方面数据统计的目标是

分油藏认识误差范围、获得砂体主体部位与砂体非主体

位置埋深预测误差规律、分析差异特征与速度参考井距

离的关系。

1.3 砂体埋深预测不确定性分析图版

基于已钻井的砂体埋深预测差异统计数据,建立砂

体埋深误差分布范围不确定性图版、砂体埋深预测差异

与位置关系不确定性图版、目标井与速度参考井距离分

析图版。通过上述图版展示不同油藏砂体埋深预测误差

范围及误差规律分布,分析砂体埋深预测误差分布与速

度参考井距离之间的关系。通过其所揭示的砂体埋深预

测误差分布规律,不断优化随钻阶段砂体顶面埋深预测

方法和思路,提高后续开发井砂体埋深预测精度。

1)砂体埋深误差分布范围不确定性图版 根据已钻井分油藏砂体埋深预测差异统计数据,通过直

方图来分油藏表征砂体埋深预测可能的不确定性范围。直方图的横坐标表示各口已钻井,纵坐标表示各

口已钻井在某一油藏的砂体埋深预测误差。该图版可以形象地展示该油藏砂体埋深预测可能的不确定性

范围,对于该油藏后续的待钻开发井,还可以明确其砂体埋深预测可能的不确定性范围,有助于提高砂

体埋深预测精度。

2)砂体埋深预测差异与位置关系不确定性图版 在各已钻井分油藏砂体埋深预测差异统计数据基

础上,分析钻遇储层主体区和储层边部埋深预测误差的分布规律,并分别形成蛛网分析图版和散点分析

图版。采用数字1代表储层边部,数字3代表储层主体,与各井的砂体埋深预测误差形成蛛网图。以蓝

色圆点代表不同井的砂体埋深预测误差值,红色圆点代表储层主体区或储层边部,横坐标表示储层位

置,纵坐标表示砂体埋深预测误差,按照井点钻遇储层位置进行排序,形成散点图分析图版。上述2个

图版用于表征砂体埋深预测误差与位置关系的不确定性范围。根据该图版开展后续开发井砂体埋深预测

时,根据靶点钻遇的储层位置就可以分析深度预测误差的不确定性范围。

3)目标井与速度参考井距离分析图版 在已钻井分油藏砂体埋深预测差异统计数据基础上,分析

目标井与速度参考井距离大小及砂体埋深预测误差的分布规律。横坐标表示目标井与速度参考井距离,
纵坐标表示各井的砂体埋深预测误差,横坐标按照目标井与速度参考井距离从小到大排列,形成散点

图。通过目标井与速度参考井距离分析图版,表征目标井与速度参考井距离从小到大变化时砂体埋深预

测误差的分布规律,明确目标井与速度参考井距离在什么范围内砂体埋深预测误差较小。根据该图版开

展后续开发井砂体埋深预测时,根据目标井与参考井之间的距离就可以确定埋深预测的不确定性范围。

1.4 应用思路

通过砂体埋深预测差异与位置关系不确定性分析图版所揭示的砂体埋深预测误差分布范围以及与钻

遇储层位置、与速度参考井距离的分布规律,应用于后续开发井砂体埋深预测中,其主要思路为:①根

据邻近已钻井的时深关系来开展待钻井的砂体顶面埋深预测,同时参考更新后的三维速度场预测砂体顶

面埋深,两者结合得到一个砂体顶面埋深预测不确定性范围;②将砂体顶面埋深预测不确定性范围与砂

体埋深误差分布范围不确定性图版进行对比,如果埋深预测不确定性范围与图版一致,表明预测合理,
反之要分析原因,重新预测;③分析待钻井靶点钻遇的储层位置,根据砂体埋深预测不确定性与位置关

系不确定性图版进一步分析靶点的埋深预测不确定性范围;④分析待钻井与速度参考井之间距离,根据

两者之间距离确定靶点的埋深预测不确定性范围,综合砂体埋深预测不确定性分析图版的认识结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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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确定靶点的埋深预测不确定性范围。

2 应用实例

  尼日尔三角洲E油田构造复杂,为一被断层复杂化的背斜构造,断层多且密。E油田于2014年12
月开钻,预计投产前完钻24口开发井。油田以水平井为主要井型进行开发,水平井要求高精度的砂体

埋深预测,如果砂体埋深预测不准,水平井的砂体钻遇率就会降低,影响生产井的产能。为了提高水平

井的砂体钻遇率,应用砂体埋深预测不确定性分析技术,根据E油田18口已钻开发井砂体埋深预测误

差统计数据 (①分油藏砂体埋深预测差异统计;②开发井所处砂体位置统计 (主体部位或非主体部位);

③目标井与速度参考井距离统计),建立了3类砂体埋深预测不确定性分析图版。
在单井砂体顶面埋深误差分析的基础上,分别统计每个油藏砂体顶面埋深误差,认识各个油藏平面

上深度预测误差的不确定性范围,用于指导后续开发井砂体埋深预测。如图2所示,R1180eastchan-
nel砂体埋深预测差异不确定性范围在-7.1~4.5m (见图2 (a)),R1180eastlobe砂体埋深预测差异

不确定性范围在-4.3~7.8m (见图2 (b)),把所有已钻井在目的层R1120和R1180的砂体埋深预测

误差一起分析,可以看到砂体埋深预测差异不确定性范围在-8~8m (见图2 (c))。因此,基于现有

的砂体埋深预测思路和方法,不同油藏的砂体埋深预测差异不确定性范围在-8~8m,为后续新钻井的

靶点深度预测误差指明了不确定性范围,并在该基础上进一步减少不确定性范围。

图2 埋深误差分布范围不确定性图版

在18口已钻井分油藏砂体埋深预测差异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分析R1120和R1180油藏钻遇储层主

体区和储层边部的埋深预测误差的分布规律,并分别形成蛛网分析图版 (见图3)和散点分析图

版 (见图4)。R1120储层边部的砂体埋深预测误差绝对值大部分在4~8m之间,储层主体的砂体埋深预

测误差绝对值大部分在4m以内。R1180朵叶储层主体部位埋深预测误差绝对值在0~4m,储层边部误

差绝对值在4~8m;R1180水道储层砂体埋深预测整体误差绝对值在0~8m。
根据上述2个图版,在开展后续开发井砂体埋深预测时,根据靶点钻遇的储层位置就可以明确深度

预测误差的不确定性范围:储层主体部位埋深预测误差绝对值在0~4m,储层边部差异绝对值在

4~8m,在该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减小埋深预测的不确定性范围。
在R1120和R1180砂体埋深预测差异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分析目标井与速度参考井距离大小与砂体埋

深预测误差的分布规律,如图5所示。由图5可以看出,目标井与参考井距离小于800m时,埋深预测误

差在-4~4m;与参考井距离大于800m时,预测误差为-8~8m。该图版表征了目标井与速度参考井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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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蛛网图分析图版 (R1120砂体埋深预测差异

及位置综合分析图)

从小到大变化时砂体埋深预测误差的分布

规律,明确了目标井与速度参考井距离在

何范围内砂体埋深预测误差较小。该图版

开展后续开发井砂体埋深预测时,根据目

标井与参考井之间的距离就可以确定埋深

预测的不确定性范围。
将上述3类砂体埋深预测不确定性分

析图版所揭示的砂体埋深预测误差分布范

围,以及与钻遇储层位置、速度参考井距

离的分布规律,应用于后续开发井砂体埋

深预测中。首先根据邻近已钻井的时深关

系开展待钻井的砂体顶面埋深预测,同时

参考更新后的三维速度场预测砂体顶面埋

深,两者结合得到一个砂体顶面埋深预测

不确定性范围,然后与砂体埋深误差分布

范围不确定性图版进行对比,同时分析待

钻井靶点钻遇的储层位置和待钻井与速度参考井之间的距离,根据砂体埋深预测差异与位置关系不确定性

图版和目标井与速度参考井距离分析图版,最终确定靶点的埋深预测不确定性范围。

图4 散点分析图版 (R1120&R1180砂体埋深预测差异与沉积位置综合分析)

图5 目标井与速度参考井距离分析图版 (R1120&R1180井点埋深预测差异与速度参考井距离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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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思路对后续7口井进行了目的层段砂体埋深预测,结果如图6所示。从图6可以看出,与

实钻结果相比,采用砂体埋深预测不确定性分析技术得到的砂体埋深预测误差绝对值不到5m,比之前

8m的预测误差绝对值降低了3m,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提高了后续钻井的砂体钻遇率,保证了油

田设计产能的实现。

图6 新钻井 (红线框内)砂体埋深预测误差分布范围

3 结语

  砂体埋深预测不确定性分析技术实现了对砂体埋深预测误差的定量化不确定性分析,也实现了定量

化应用。在后续的开发井随钻过程中,砂体埋深预测误差绝对值从8m降低到5m,取得了较好的应用

效果,提高了后续开发井的砂体钻遇率。砂体埋深预测不确定性分析技术有助于认识井位钻前砂体埋深

预测的不确定性,进而规避风险,提高砂体钻遇率,其技术思路对其他油田的钻前砂体埋深预测具有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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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围压下凝灰岩力学特征和脆 延性评价对指导该类火成岩气藏的高效开发有重要意义。以松辽盆

地北部深层凝灰岩为研究对象,基于常规三轴压缩试验和 Mohr-Coulomb强度准则,研究了其在不同围压

下的强度、变形参数、破坏特征及脆 延性转换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围压增加,凝灰岩的强度显著

增加,变形能力增强,破坏前段凝灰岩经历了塑弹性 弹性 弹塑性转变,破坏后应变软化特性逐渐减弱;

与峰值强度曲线相比,残余强度曲线斜率更高,随着围压增加,两者趋于闭合;随着围压增加,脆性指

数呈指数函数形式减小,由脆性向延性转变。该研究成果为钻井和压裂等工程设计提供了基础依据。
[关键词]凝灰岩;三轴压缩试验;力学特性;脆 延性转换;临界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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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灰岩是一种重要火山碎屑岩,在我国松辽盆地深层和新疆准噶尔盆地的火成岩气藏中广泛出

现[1~3],对其强度和变形特性的正确认识是钻井、压裂等工程设计的前提和依据。
凝灰岩是典型的缺陷性材料[4~6],内部的随机缺陷对外载荷作用有独特的响应,造成其力学特性随

着围压变化而变化,具有应变硬化、软化及脆 延性转换等特征[7~12]。目前,国内外对凝灰岩的研究多

集中在浅部地下工程,认识的凝灰岩多属于软岩,多孔且有较强的水敏性和流变性[13~15]。由于高围压

和特殊的成岩过程,造成松辽盆地深层凝灰岩与浅层凝灰岩差异较大,呈现出致密和高强度的特性。为

此,笔者选取松辽盆地深层凝灰岩为研究对象,开展了常规三轴压缩试验,测定了不同围压下松辽盆地

深层凝灰岩的全应力 应变曲线,获得了围压下凝灰岩峰值强度、残余强度、峰前弹性模量、峰后割线

模量、泊松比和脆性指数等力学参数的变化规律,并以围压下脆性指数变化为依据,结合 Mohr-Cou-
lomb强度准则,建立了脆 延性转换评价模型和临界围压计算方法。

1 凝灰岩三轴应力试验

1.1 试验岩心及试验方案

试验所选用的岩石样品取自松辽盆地深层凝灰岩,基本参数如表1所示。全尺寸岩心和薄片鉴定如

图1所示,岩心呈灰色,坚硬致密,薄片鉴定显示具有凝灰结构,岩石主要由火山灰、晶屑、玻屑组

成。三轴应力试验仪器采用RAW-2000微机控制电液伺服三轴试验机。岩石样品经过钻取、切割和打

磨几道工序,制备成直径25mm,高度50mm的圆柱形试件,保证端面平整光滑。依据岩心在地层赋存

环境下所受的有效应力,设置试验方案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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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徐深6井营城组凝灰岩试验岩心基本参数及试验方案

岩心编号 岩心密度/ (g·cm-3) 岩心长度/mm 岩心直径/mm 围压/MPa

1 2.673 50.00 25 0
2 2.654 51.42 25 18
3 2.701 52.38 25 36
4 2.687 50.69 25 54

图1 凝灰岩岩心及薄片鉴定

1.2 试验结果

图2 不同围压下凝灰岩全应力-应变曲线

首先对岩石试件施加围压到目标

值,然后按照300N/s的加载速度增加

轴向力,并记录加载过程的应力 应变

参数,获 得 了 凝 灰 岩 在 0、18、36、

54MPa下常规三轴试验的全应力 应变

关系曲线,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
随着围压增加,凝灰岩的强度显著增

加,变形能力增强,破坏前段凝灰岩经

历了塑弹性 弹性 弹塑性转变,破坏后

应变软化特性逐渐减弱。
以全应力 应变曲线的破坏前段直

线段斜率作为峰前弹性模量,以峰值点

和残余强度初始点连线斜率为峰后割线

模量,计算不同围压下凝灰岩力学参

数,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围压凝灰岩力学参数

试件编号 围压/MPa 峰值强度/MPa 残余强度/MPa 峰前弹性模量/MPa 峰后割线模量/MPa 泊松比/1

1 0 260.37 0 41156.9 21654 0.113
2 18 421.24 158.24 48057.5 16910 0.135
3 36 544.58 283.82 51511.4 14786 0.137
4 54 620.63 414.57 53054.9 10849 0.188

2 围压作用下岩石强度和变形参数变化规律

2.1 岩石强度和变形参数变化特征

围压作用下,岩石的峰值强度、残余强度、峰前弹性模量和峰后割线模量变化如图3所示。由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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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可知,随着围压的增加,凝灰岩峰值强度和残余强度都增大,围压 峰值强度和围压 残余强度的趋

势线斜率值分别为6.69和7.82,残余强度增加速度更快。由图3 (b)可知,随着围压增加,峰前弹性

模量增大,峰后割线模量逐渐减小。

图3 围压与强度和变形模量的关系曲线

2.2 内聚力和内摩擦角变化特征

岩石破坏表现为内聚力的弱化和内摩擦力的强化过程,在塑性变形阶段,黏聚力是逐渐弱化的,而

内摩擦角逐渐增大,当达到残余强度时摩擦角趋于稳定。假设凝灰岩的强度破坏过程符合 Mohr Cou-
lomb准则,当应力跌落至残余强度时,岩石内部已经形成宏观裂缝,内聚力消失,主要依靠内摩擦力

维持承载能力,则峰值强度和残余强度可以表示为:

  τf=cf+σftanφf (1)

  τc=σctanφc (2)
式中:τf为峰值强度,MPa;τc为残余强度,MPa;cf为内聚力,MPa;σf为完全断裂时裂缝面上法向应

力,MPa;φf为峰值内摩擦角,(°);σc为临界断裂时破坏面上法向应力,MPa;φc为残余内摩擦角,(°)。
依据三轴试验结果,在σ-τ坐标系上绘制峰值强度和残余强度莫尔应力圆和强度包络线,如图4所

示。计算出内聚力、峰值内摩擦角和残余内摩擦角分别为53.012MPa、48.11°、50.78°,峰后贯通阶

段形成的贯穿裂缝的内摩擦角大于岩石材料峰值强度时的内摩擦角。

图4 峰值强度和残余强度莫尔应力圆及强度包络线

·13·第16卷 第1期 张立刚 等: 围压下凝灰岩力学特征和脆性指数变化规律  



3 围压对岩石脆性指数的影响

影响岩石脆性指数的因素包括矿物组分和结构、围压、应力路径、加荷速率、温度等,其中围压是

关键因素之一[14]。目前,关于脆性尚无统一的概念、测量方法和分级标准,其中一个比较被认可和广

泛应用的脆性指数指标是利用峰值强度和残余强度进行定义[15]:

  IB=1-
τc
τf

(3)

式中:IB为脆性指数,1。
从围压对峰值强度和残余强度的影响出发,讨论围压对脆性指数变化的影响。峰值强度曲线和残余

强度曲线将整个应力空间分成3个区域,如图5所示。

图5 峰值强度和残余强度莫尔包络线

当应力组合在区域Ⅰ上时,岩石将发生破坏,岩石的强度下降。区间Ⅱ反映了应力 应变曲线峰后

过程,该阶段峰前积累的弹性应变能快速释放,促使微裂纹失稳扩展,形成宏观的破裂面,应力组合快

速跌落致残余强度曲线上。当应力组合跌落到残余强度曲线时,岩石的变形更多是由破裂面的滑移引发

的,岩石仍然具备一定的承载能力,此时如果将应力卸载至区域Ⅲ上,岩石将不会解体,在围压作用下

保持稳定。
基于 Mohr-Coulomb强度准则,给定围压以后岩石的峰值强度和残余强度可表示为:

  τf=
1+sinφf
1-sinφf

σ3+
2cosφf
1-sinφf

cf (4)

  τc=
1+sinφc

1-sinφc
σ3 (5)

把式 (4)、(5)代入式 (3)得:

  IB=1-
(1+sinφc)(1-sinφf)σ3

(1+sinφf)(1-sinφc)σ3+2(1-sinφc)cosφfcf
(6)

式中:σ3 为第三主应力,MPa。
绘制脆性指数与围压的关系曲线,如图6所示。由图6可以看出,随着围压增加脆性指数呈指数函

数减小,最后趋近于0,即残余强度和峰值强度相等,凝灰岩达到理想塑性状态,定义该为围压值为脆

延性转变临界围压。令式 (6)为零,得临界围压预测模型:

  σ3L=
cfcosφf(1-sinφf)
sinφc-sinφf

(7)

式中:σ3L 为三轴应力,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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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凝灰岩的三轴应力试验结果,预测凝灰岩脆 延性转变的临界围压为263.42MPa。

  图6 脆性指数与围压的关系曲线

4 结论

1)徐深气田深层凝灰岩单轴下的峰值

强度 为 260.37MPa,峰 前 弹 性 模 量 为

41156.9MPa, 峰 后 割 线 模 量 为

21654MPa。随着围压增加,峰值强度、残

余强度和峰前弹性模量显著增大,峰后割

线模量逐渐减小,当围压为54MPa时,峰

值 强 度 和 残 余 强 度 分 别 达 到 了 为

620.63MPa和414.57MPa,峰前弹性模量

达到了53054.9MPa,峰后割线模量减小

到10849MPa。

2)依据 Mohr-Coulomb准则,建立了

以峰值强度和残余强度表征的脆性指数与围压、内聚力、峰值内摩擦角和残余内摩擦角的关系模型。随

着围压增加,脆性指数呈指数函数减小,凝灰岩由脆性向延性的转变,最后趋于理想塑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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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与水泥环的材料性质对油气井井筒
力学状态的影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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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井筒的完整性是保证油气井安全生产的前提。地层与水泥环的材料性质会影响井筒的力学状态,

但是目前相关研究资料并不多。通过建立地层 水泥环 套管的力学模型,应用弹性力学理论,推导在地应

力场中井筒第一、二界面的接触压力。引入压力传递系数概念,分析了水泥环和地层的弹性模量、泊松

比对套管与水泥环力学状态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具有较大弹性模量与泊松比的地层有利于降低井筒

载荷。推荐固井选用高强度、低弹性模量、小泊松比的水泥浆体系来提高井筒完整性。该研究成果对基

于材料性质提高井筒完整性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井筒完整性;井筒力学状态;套管;水泥环;材料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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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筒完整性是油气井安全钻井和正常生产的重要保障[1]。油气井的井筒一般由套管、水泥环和地层

组成。对于井筒的力学分析,前人对套管、水泥环、地层组合结构应力与变形的研究都只针对套管的抗

外挤能力[2,3],设套管、水泥环和地层的材料性质为常数[4,6],不考虑水泥环与地层。研究结果不能反

映水泥环本身的强度问题,也不能反映水泥环、地层的材料性质对套管载荷的影响。实际应用中,固井

后的水泥环对套管载荷具有重要影响[7,8]。因此在研究套管载荷或井筒完整性时不能忽略水泥环。少数

关于水泥环的材料性质对套管受力的影响研究[9~12],其考虑因素或计算方法都不完善。为了弥补相关

内容的不足,笔者详细研究了水泥环与地层材料参数对套管受力的影响,分析了水泥环的强度,并兼顾

保护套管及水泥环的角度优化了井筒材料参数。

  图1 套管-水泥环-地层组合结构的力学模型

1 力学模型

固井段井筒由套管、水泥环及地层组成,井

筒的轴向变形受到约束,可简化为平面应变问

题[13]。为方便分析,进行以下假设:①套管、
水泥环、地层是理想的弹性材料;②套管、水泥

环、地层视为与井眼同心的厚壁筒;③套管、水

泥环、地层完整地胶结在一起。组合结构的力学

模型如图1所示。
根据圣维南原理,当地层边界超过井眼半径

的5~6倍时,地层边界对井眼的影响很小[14],
故地层边界圆半径可设定为井眼半径的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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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井筒载荷计算

  井筒中的套管、水泥环及地层可简化为弹性力学中的厚壁筒问题。根据厚壁筒的弹性解公式 (拉梅

公式)[15],在内压pi和外压pi+1作用下,厚壁筒的应力和径向位移为:

  

σir=
pir2i -pi+1r2i+1

r2i+1-r2i
-
(pi-pi+1)r2ir2i+1
(r2i+1-r2i)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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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σir、σiθ (i=1~3)依次为套管、水泥环、地层的径向应力和环向应力,MPa;σiz (i=1~3)
依次为套管、水泥环、地层的轴向应力,MPa;ui 为径向位移,m;Ei (i=1~3)依次为套管、水泥

环、地层的弹性模量,GPa;μi (i=1~3)依次为套管、水泥环、地层的泊松比,1。
径向位移公式可变形为:

  ui=
1+μi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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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i+1-r2i)r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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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i=1,r=r2 时,代入式 (2),可求出套管外壁的径向位移u1o;当i=2,r=r2 时,代入式

(2),可求出水泥环内壁的径向位移u2i;当i=2,r=r3 时,代入式 (2),可求出水泥环外壁的径向位

移u2o;当i=3,r=r3 时,代入式 (2),可求出地层内壁的径向位移u3i。则上述界面处的径向位移表

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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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3)可以化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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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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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i (i=1~8)为与套管、水泥环、地层的材料参数和几何参数相关的常数,1;u1o为套管外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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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位移,mm;u2i为水泥环内壁的径向位移,mm;u2o 为水泥环外壁的径向位移,mm;u3i 为地层

内壁的径向位移,mm。
根据位移连续条件,套管外壁位移等于水泥环内壁位移,水泥环外壁位移等于地层内壁位移,

则有:

  
u1o=u2i

u2o=u3i
{ (6)

由此可求出井筒第一、二界面的接触压力p2、p3,其表达式为: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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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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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 (7)代入式 (1),再取i=1、2、3,即可求解套管、水泥环及地层的应力与径向位移。
综上可得井筒第一、二界面的接触压力,套管、水泥环及地层的应力与径向位移。

3 影响规律研究

在井筒组成中,套管的材料已经标准化,无法改变。采用不同的水泥浆体系,则水泥环的材料性质

不同。在不同区块钻井,则地层的性质也不同。水泥环和地层可视为弹性材料,其力学性质可用弹性模

量和泊松比表示。研究水泥环和地层的弹性模量和泊松比对井筒力学状态的影响关系,从而为改善井筒

受力和提高井筒完整性提供参考。
在式 (7)中,若令套管内压为0MPa,地应力为1MPa,公式则变为地层对套管的压力传递系数A

和地层对水泥环的压力传递系数a。显然,在一定地应力条件下,压力传递系数越小越有利于减小套管

和水泥环的载荷。

3.1 弹性模量对压力传递系数的影响

3.1.1 水泥环弹性模量

水泥环弹性模量变化范围1~50GPa,研究水泥环弹性模量对套管和水泥环受力情况的影响。在地

层弹性模量分别为10、30、50GPa条件下 (即软、中、硬地层),水泥环弹性模量对压力传递系数的影

响规律如图2 (a)所示。随着水泥环弹性模量的增大,地层对水泥环的压力传递系数a 增大。从减小

水泥环外压的角度分析,应使用弹性模量尽可能小的水泥浆体系。随着水泥环弹性模量的增大,地层对

套管的压力传递系数A 先增大后减小。但是,在不同软硬程度的地层中,减小趋势有所差异;地层越

硬,减小趋势越不明显。
从减小套管和水泥环载荷角度考虑,建议研发和使用低弹性模量 (小于10GPa)的水泥浆体系

固井。

3.1.2 地层弹性模量

地层弹性模量变化范围1~50GPa,研究地层弹性模量对套管和水泥环受力情况的影响。在水泥环

弹性模量分别为10、30、50GPa条件下,地层弹性模量对压力传递系数的影响规律如图2 (b)所示。
无论水泥环弹性模量的大小,地层对套管的压力传递系数A 和地层对水泥环的压力传递系数a 都随着

地层弹性模量的增大而减小。说明地层越硬,地应力作用在套管和水泥环上的载荷越小,越有利于保护

套管和水泥环。

3.2 泊松比对压力传递系数的影响

3.2.1 水泥环泊松比

水泥环泊松比变化范围0.1~0.49,研究水泥环的不同泊松比对套管和水泥环受力情况的影响。在

地层泊松比分别为0.1、0.25、0.49条件下,水泥环泊松比对压力传递系数的影响规律如图4所示。

2个压力传递系数 (A 和a)都随着水泥环泊松比的增大而增大,但是泊松比对井筒受力影响较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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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使用小泊松比的水泥浆体系固井。

图2 不同介质的弹性模量对压力传递系数的影响

3.2.2 地层泊松比

在地层泊松比变化范围为0.1~0.49时,研究地层泊松比对套管和水泥环受力情况的影响。在水泥

环泊松比分别为0.1、0.25、0.49的条件下,地层泊松比对压力传递系数的影响规律如图3所示。2个

压力传递系数 (A 和a)都随着地层泊松比的增大而减小。地层泊松比越大,越有利于套管和水泥环保

护。

图3 不同介质的泊松比对压力传递系数的影响

4 结论

1)地层和水泥环的弹性模量和泊松比对套管和水泥环力学状态影响程度、变化规律不同,探索相

关规律并优化材料参数,可以改善井筒受力情况,从而提高井筒完整性。

2)随着地层弹性模量与泊松比增大,套管和水泥环受到地应力作用的载荷减小。

3)固井施工中推荐使用高强度、低弹性模量、小泊松比的水泥浆体系,从而减小套管和水泥环承

受的外部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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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强1-x-x井套管截面图

够高效地显示套管缩径、扩径及变

形的整体效果。套管截面图显示在

1551.5~1554.5m 井段内套管变形

较严重,综合分析后认为套管存在

斑点状区域性损伤,其中有5处中度

损伤,最大内径及其对应深度点分

别 为 ⌀ 125.5mm/1551.83m、

⌀124.4mm/1552.5m、⌀125.3mm/

1552.88m、⌀124.7mm/1553.06m、

⌀124.8mm/1553.47m,其余为轻度

损伤,最小井径值及其对应深度点为⌀114.7mm/1553.78m。

4 结语

  MIT-MTT组合测井解释处理加入圆弧插值技术生成井筒横截面图,对全井段套管损伤统计分析,
特别在井眼变形严重的区域,评价解释结果更趋于合理化、具体化、精确化,该方法加强了 MIT-MTT
组合测井解释的可靠性。圆弧插值技术在 MIT-MTT组合测井解释中的成功应用,为其他圆周阵列探

头的测井数据处理中实现增加测井信息量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借鉴。

[参考文献]
[1]赵宝华,刘文军,闫明英,等.SondexMIT/MTT成像套损检查组合仪原理及应用 [J]. 国外测井技术,2006,21 (6):60~63.
[2]李玉宁,李强,安秀荣,等.MIT-MTT组合套损检查技术在长庆油田的应用 [J]. 测井技术,2006,30 (5):449~453.
[3]刘越,伍东,何志明. 圆弧插值在测井资料处理中的应用 [J]. 特种油气藏,2016,23 (6):136~140.
[4]陈磊.Sondex腐蚀测井技术在长庆油田的应用研究 [J]. 钻采工艺,2010,33 (增刊):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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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DriveArcher+VorteX旋转导向技术
在页岩气开发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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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页岩气水平井具有造斜点深、造斜率高、大井斜角、水平段长等特点,对常规定向工具提出了新

的挑战。为了加快页岩气开发速度,提高机械钻速,降低井下风险,在长宁区块试验使用斯伦贝谢Pow-
erDriveArcher+VorteX旋转导向系统。该系统搭配斯伦贝谢PowerDriveArcher旋转导向,既能实现全

旋转高造斜率导向钻进,又能通过螺杆钻具提供额外的井下动力,在提高机械钻速的前提下避免了常规

螺杆钻具定向过程中摩阻过高、滑动钻进慢、容易产生不规则井眼等问题,极大地降低了后期完井作业

的风险,为页岩气开发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介绍了该系统的构成、工作原理以及现场应用情况,分析

了该设备在页岩气开发的应用效果以及提速方案。
[关键词]页岩气;水平井;高造斜率;旋转导向;PowerDriveArcher;VorteX
[中图分类号]TE24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 1409 (2019)01 0039 05

1 PowerDriveArcher系统

1.1 PowerDriveArcher系统工作原理

  图1 Archer高造斜率旋转导向工具

斯伦贝谢公司新一代高

造斜率旋转导向PowerDrive
Archer(以 下 简 称 Archer)
系统是一种混合了传统推靠

式和指向式的旋转导向工具

(见图1),可在全旋转模式

下实现高造斜率安全钻进[1]。
工具主要由导向组块 (BU)
和控制组块 (CU)组成,工

具自身状态信息通过C-Link
无线电磁波模式传至 CLPS
信号传输器,CLPS接受到

信 号 后 与 随 钻 测 量 工 具

SlimPluseMWD连接,将工具信息转化为脉冲信号上传至地面接收装置 (压力传感器)后,由地面计

算机进行识别[2]。钻进中,旋转导向系统执行地面指令并将CU单元测得的近钻头数据 (含井斜角、方

位角、方位伽马和系统工作模式代码等数据)通过C-Link途径传递给动力总成以上的 MWD仪器,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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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MWD仪器实时传至地面处理仪器;当需要进行井眼轨迹调整时,由地面下达旋转导向专用指令,
实现增降斜、方位调整等轨迹控制措施。同时指令发送成功后,系统会通过C-Link发送一个代码给

MWD,用以确认指令正确[3]。Archer控制组块与PowerDriveX6型旋转导向系统的内部结构基本相同,
其上部旋转控制阀保持不动,钻井液通过推动4个内部推靠块,进而推动导向扶正套内壁使钻头发生轴

向偏移,钻头指向施工要求的工具面 (见图1),4个推靠块利用泥浆泵排量的3%作为自身推靠的动

力。与PowerDriveX6 (以下简称X6)系统不同的是Archer推靠块置于工具内部,而非推靠井壁,不

会受井下恶劣条件的影响,有助于延长工具的使用寿命。同时,为了实现更高的造斜率,可以选择0.6
~1.0°不同尺寸的调节环来控制钻头指向的偏移量,达到不同程度的造斜率[4]。

1.2 技术优势

Archer高造斜率旋转导向在实钻过程中有着很多优势[5]。

1)增大储层接触面积。高造斜率旋转导向工具配合特殊设计的SmithMDI516钻头可实现高达

15°/30m的造斜率,能以最小的曲率半径进入储层,从而在有限的钻井井深中获得更长的水平段和更大

的储层接触面积,有助于提高产量[6]。

2)精确的井眼轨迹控制。高造斜率旋转导向工具带有近钻头井斜、方位、伽马等地质参数测量,
其测量盲区仅有2.5m[7]。在页岩气 “甜区”的钻进过程中可以方便地质导向专家依据实时地层数据控

制钻头始终保持在优质页岩地层中精确钻进。

3)完善的井下检测。工具自带钻头转速、井下震动、钻具疲劳、工具状态等参数的监测,方便工

程师实时对井下工具的状态、黏滑指数等进行判断;及时在工具出现故障之前进行预判,降低因井下工

具损坏而造成井下事故的发生概率[8]。

4)丰富的指令发送方式。与以往单纯的通过泵排量发送作业指令不同,Archer可通过顶驱 (或转

盘)、泵排量、地面Downlink设备发送作业指令,并且指令有6min和12min2种模式。当一种发送指

令的传感器损坏时可以依靠其他正常的传感器继续作业,可适应机械钻机、电动钻机等不同的施工

环境。

5)提高钻井作业效率。高造斜率旋转导向工具可实现一次完成垂直段、造斜段和水平段的钻进,
减少了起下钻操作和滑动钻进,加之设备本身设计巧妙,内置推靠块降低了设备磨损,增加了耐用性,
节约了起下钻时间[9]。常规螺杆钻具钻出的井眼屈曲度大、井壁粗糙,容易形成锯齿形井眼,增加后期

作业风险。

2 VorteX系统

2.1 工具结构

VorteX型动力导向钻井系统由旋转导向系统、大扭矩井下动力总成、Filter+Flex总成等组成

(图2)。其中,动力总成是一种可靠性高、功率大的直螺杆钻具,其动力由泵排量提供,可在井下产生

额外动力带动前段旋转导向及钻头高速转动并输出能量;旋转导向工具主要负责钻具的全程旋转和接

收,执行地面发出的指令,从而进行井眼轨迹调整。信号传输方面,通过C-Link途径和钻井液脉冲构

成信号双向传导,成为统一整体[10]。

2.2 技术优势

VorteX型动力导向钻井系统结合了螺杆和旋转导向2种钻具的优点,其优势在于将旋转导向系统

和大扭矩井下螺杆钻具进行结合,通过增加额外的井下动力,达到提高机械钻速和扩大钻机适应性的目

的。该系统利用螺杆钻具的高转速和高扭矩输出实现快速钻进,同时利用Archer旋转导向技术控制井

眼轨迹,实现高造斜率准确钻进[11]。

1)加快机械钻速。动力导向钻井系统配备的高扭矩螺杆钻具,可将钻井液水力动能转换为机械能,
带动钻头高速旋转;在顶驱或转盘的旋转配合下,显著提高了钻头转速,使其达200r/min以上,加强

了钻压传递的有效性,机械钻速明显提高[12]。此外,特殊合金制作的轴承和传输系统,以及等壁厚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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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注橡胶技术等可使该系统承受更大的操作载荷、输出更大扭矩,能确保安全地带动旋转导向和钻头,
增大单趟进尺及机械钻速。

图2 VorteX型动力导向钻井系统构成

2)降低钻机载荷。VorteX型附加动力旋转导向钻井系统使底部动力大幅度提高,对钻柱转速及钻

机负荷的要求也随之降低,顶驱或转盘转速可由120r/min降至60r/min,降低了对钻机设备的要求;
同时,由于上部钻具转速降低,可大大缓解上部套管的磨损状况,保障了井下安全[13]。

3 设备工作参数

  VorteX附加动力旋转导向使用的直螺杆钻具,为斯伦贝谢配套的Dynadrill675783.4DTX螺杆钻

具。该钻具为本体外径171.5mm,马达总成结构为7/8头,3.4级等壁厚的螺杆钻具。为了适应Vor-
teX系统大扭矩、高负荷等特点,在驱动头、传动轴部分采用合金材料加工,确保在高转速、高扭矩条

件下工具的稳定性及安全性。该螺杆钻具可在油基钻井液或水基钻井液环境中使用,适用排量19~
41L/s,并配备螺杆防掉装置,最高可耐温度150℃,最大输出扭矩18500N·m,最高转速175r/min。
为了配套Archer工具高造斜率的要求,该螺杆可承受高弯矩,最大通过度为18°/30m。

VorteX井下动力实际输出效果与钻井泥浆泵排量有关,在设备要求的排量范围内,排量越大,钻

头钻速越高,扭矩越大。当排量为41L/s、井底压力为80MPa时,钻头钻速可达到150r/min,输出扭

矩为16500N·m,而当排量为30L/s、井底压力为80MPa时,钻头钻速仅为100r/min,输出扭矩为

11000N·m。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附加动力旋转导向效果,应在钻井机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在工具使用的排量范围内实现最大排量的钻进。

表1是Archer+VorteX系统、Archer系统、普通螺杆钻具使用参数。从表1中可以看出,Archer
+VorteX与单独使用Archer均需要使用专门设计的 MDi516钻头,而常规螺杆钻具则不限制钻头型

号;3种造斜工具均可实现较高的造斜率,并可在各类型钻井液中使用;最大工作温度均可达到150°C。

Archer工具受泥浆泵排量的影响更小,在排量为14.5L/s时即可驱动使用,其他2种设备排量则需达

到19L/s。Archer+VorteX工具由于在Archer工具上增加了附加动力螺杆,造成该套设备施工时循环

压耗达到10MPa,循环压耗更高,在钻井作业后期对循环系统的要求比较高。

表1 Archer+VorteX、Archer、普通螺杆使用参数对比表

工具类型
井眼尺寸

/mm

钻头

型号

最大造斜率

/(°)·(30m)-1
循环压耗

/MPa

适用

钻井液

排量范围

/(L·s-1)

最大转速

/(r·min-1)

最大工作

温度/℃

Archer+VorteX系统 215.9 MDi516 15 10 油基 水基钻井液 19~41 350 150

Archer系统 215.9 MDi516 15 6 油基 水基钻井液 14.5~41 350 150
普通螺杆钻具 215.9 任意型号 18 4 油基 水基钻井液 19~41 17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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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场应用情况

4.1 试验平台概况

长宁某平台部署2排共6口龙马溪组页岩气专层水平井,该平台造斜点井眼尺寸215.9mm,造斜点

井深在2700~2800m之间,目的层位龙马溪组。该平台轨迹特点为:①高造斜率。造斜扭方位段造斜率

为6~9°/30m,较高的造斜率可有效减少靶前位移,增加实际水平段长度;②扭方位工作量大。为保证达

到400m左右水平井巷道的距离,多数井在井斜70~80°处扭50~110°方位,工作量大;③水平段较长。该

水平段长为1500~1900m,施工难度大,常规螺杆钻具施工脱压严重,调整轨迹困难[14]。介于以上特点,
在该平台试验使用Archer+VorteX附加动力高造斜率旋转导向系统。

4.2 下井情况简介

为了保证施工过程有参考意义,平台所有使用旋转导向工具井段均采用斯伦贝谢公司推荐使用的史

密斯 MDi516型钻头。该型钻头通过IDEAS软件仿真模拟,根据每口井的轨迹、钻具组合、钻头轮廓及岩

性对钻头的工作进行模拟仿真(图3),得到钻头设计,甚至钻具组合的黏滑现象、振动趋势,进而判断出不

同钻头设计的造斜率趋势。该PDC钻头采用5刀翼设计,面部切削齿16mm,保径切削齿16mm,侧面切

削齿13mm,同时针对高造斜率工具采用ArcherGauge旋转导向特殊热稳定聚晶金刚石齿保径设计,在
刀翼上部布有PDC复合片倒划眼齿[15]。

图3 史密斯公司 MDi516型钻头示意图

4.3 施工对比

为保证试验结果具有对比性,选取使用附加动力螺杆的3#井作为标准井,未使用附加动力系统的5#、

6#井作为参照井,由于对比井所钻层位相同,配套钻头相同,使用钻机相同,所以试验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使用井段:2815.00~3504.71m;层位和岩性:龙马溪组,灰质泥岩、黑色页岩。
钻具组合:⌀215.9mmPDC钻头+⌀171mm旋转导向_Archer(0.8控制环)+⌀171mmUBHO坐

键接头 +⌀171mmCLPS信号传输器+SlimPulse_MWD+Pony短无磁+⌀171mm井下滤网接头+
⌀171mmDTX马达+⌀127mm无磁承压钻杆 +⌀171mm井下滤网接头+⌀171mm回压阀+⌀127mm
加重杆×20m+⌀165mm震击器+⌀127mm加重杆1根+⌀127mm钻杆至井口。

钻井参数:钻压为8~12t;排量为1600~1700L/min;转盘转速为40~45r/min;泵压为30~32MPa。
组合旋转导向工具后下钻,到井深2765m复测伽马,划眼到2795m发指令改变工具到磁性工具面,排量

1300L/min、转速20r/min。下钻到底后开始以指令288/100%(工具面/造斜能力,下同)小参数磨合钻头后

以钻进参数为排量1683L/min,钻压6t钻进。钻进至2826m时,发指令288/60%继续钻进观察。钻进至

2838m时,发指令348/50%,以重力工具面钻进观察,钻进过程中夹层较多,比较影响钻时,适当调整钻进参

数钻进。钻进至2845.5m时,观察到50%力度造斜率在7°左右,发指令降力度10%钻进观察。钻进至

2854.5m时,方位持续右飘,同时造斜率略低,发指令342/75%钻进观察。钻进过程中,75%力度造斜率偏

高。适当控制造斜率钻进。钻进至继续按设计增斜钻进,钻进参数为钻压8~10t,排量1683L/min,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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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r/min,扭矩在7~15kN·m。钻进到井深3130m开始调整方位,钻进过程中扭矩明显增大,适当控制钻进

参数钻进。按地质导向要求A靶点垂深调整到3091m保持井斜86°探储层,同时按设计方位钻进。钻进至

3433m时地质导向通知进入目的层箱体顶部,地层2.5~3°上倾,以90°左右井斜下切地层继续钻进,同时继

续按设计调整方位。钻进至3504.71m时,由于钻时慢,决定起钻更换钻具组合,该趟钻结束。起出钻头内排

齿磨损较为严重,螺杆传动轴间隙在5mm。由于该施工循环压耗已经达到32MPa,达到循环系统极限,为了

安全起见后续不再使用附加动力螺杆钻具,单独使用Archer工具钻至完钻。

表2 长宁某平台旋转导向系统现场使用效果

井号
造斜

工具

钻压

/kN

最大造斜率

/(°)·(30m)-1
机械钻速

/(m·h-1)

不均匀旋转转速

/(r·min-1)

顶驱转速

/(r·min-1)

钻头转速

/(r·min-1)

顶驱扭矩

/(kN·m)
3# Archer+VorteX 120 7.96 5.79 190 40~45 160 18
5# Archer 140 7.8 4.95 240 80 80 22
6# Archer 110 7.97 3.94 258 80 80 23

表2是长宁某平台旋转导向系统现场使用效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Archer+VorteX附加动力旋

转导向工具相对于其他2口对比井机械钻速分别提高17%和47%,提速效果明显;同时,由于井下螺

杆钻具增加实际钻头转速,转速由80r/min降为45r/min,可大幅度地降低钻机负荷;使用螺杆钻具的

3#井不均匀转速为190r/min,明显低于2口未使用附加动力工具的参考井,表示井下黏滑指数较低,
井眼较为光滑;3口井造斜率相近,表明使用井下动力钻具并不影响工具造斜率。

虽然使用Archer+VorteX附加动力旋转导向工具可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机械钻速,降低井下风险,
但是该试验仍然没有完全发挥出该系统的全部能力,主要原因是由于循环系统承压能力不足,即钻井泵

和地面高压管汇能力不足的问题。随着井深增加,泵压最终达到32MPa,已经达到循环系统的极限,
保险阀频繁憋断,以至于无法钻进。只能采取降低排量方式继续钻进,实际排量为28L/s,而工具排量

范围为19~41L/s,更大的排量不仅可以增加钻头转速,而且对清洁井眼都有很大的好处,为了进一步

开发Archer+VorteX系统的潜力,后续施工应改进循环系统的承压能力[16,17]。

5 结论

1)Archer+VorteX附加动力旋转导向工具集合了Archer旋转导向工具的高造斜率以及VorteX井

下动力系统的高转速特点于一身,可在全旋转的情况下,快速安全地完成钻井进尺。通过自身的C-Link
通讯系统可实现地面仪器与井下工具的双向通讯,可实时根据随钻测井曲线调整井眼轨迹,大大提高优

质页岩钻遇率。

2)Archer+VorteX附加动力旋转导向工具虽然增加了井下动力部分,但是实钻过程发现增加的动

力部分并不影响原来Archer工具高造斜率的特点,实钻中在相同作业指令下造斜率几乎相同,方便地

质专家对井眼轨迹进行精细调整。

3)VorteX井下附加动力钻具的使用增加了钻头转速,降低了钻井设备的负荷,降低了钻具的不规

则旋转,减少了钻具的疲劳损坏,极大地增加井下工具的安全系数以及钻机的纯钻效率,为后续安全进

行完井作业奠定了基础。

4)Archer旋转导向系统虽然有着全旋转、高造斜率、系统稳定等特点,但是该工具只能匹配斯伦

贝谢公司旗下的史密斯钻头才能发挥效果,影响了钻头选取的多样性,建议将来可试验使用其他公司造

型类似的钻头,进一步降低使用成本。

5)Archer+VorteX附加动力旋转导向工具在1#井施工过程中受泥浆泵泵压过高的原因影响只能

使用低排量钻进,无法发挥出该系统的最大能力。最终由于泵压达到极限无法钻进,只能起钻更换钻具

组合。为了进一步开发Archer+VorteX系统的潜力,后续施工应改进循环系统的承压能力。
(下转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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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型仿真物理模型的二类油层水聚接触带
流体运动规律研究

  董加宇 (中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三采油厂, 黑龙江 大庆163000)

[摘要]针对大庆油田BSX二类油层开发遇到的矿场问题,采用非均质大型仿真物理模型模拟BSX二类

油层实际油层条件、井网井距、井组连通方式,进行了水聚接触带不同注入速度匹配下的驱油试验,研

究了二类油层水聚接触带区域油水运动变化规律。通过试验监测的采收率、含水率、聚合物质量浓度、

示踪剂质量浓度、含油饱和度变化判断油水在二类油层、水聚接触带、三次加密油层处的动态变化规律:

得出二类油层水聚接触带以水驱井完善二类油层注采关系的连通方式下,水驱与聚驱最佳注入速度比在

1∶1左右。
[关键词]聚合物驱;二类油层;水聚接触带;注入速度;物理模型

[中图分类号]TE3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 1409 (2019)01 0044 06

  图1 水聚同驱接触带示意图

目前大庆油田一类油层聚合物驱已陆续

进入后续水驱开采阶段,随着二类油层三次

采油聚合物驱驱油技术工业化推广区块规模

的不断扩大,二类油层聚合物驱开发已成为

大庆油田原油稳产的重要手段之一[1~5]。与

一类油层相比,二类油层发育明显变差,平

面及纵向非均质性较严重。为进一步提高二

类油层聚驱控制程度,在编制BSX (萨北开

发区北三区东部西区)二类油层布井和射孔

方案时,一方面采取了限定对象、缩小井

距、细分层系、优化组合等优化设计;另一

方面,采取二类油层聚驱与三类油层水驱相

结合的方式,即二类油层限定对象选择目的

层射孔,水驱井 (以三次加密为主)射开剩

余薄差层及表外层,这样,在平面上就形成了水聚同驱开采。由于水聚同驱区域采取油井封边的原则,
使水聚同驱形成各自的独立系统,则出现水聚接触带区域[4] (见图1)。以BSX二类油层为例,15个沉

积单元中水聚同驱单元有10个,占66.7%。若放弃开采该单元,会造成15%~20%的地质储量损失。
因此,如何协调水聚接触带附近水驱井与二类油层聚驱井的注采关系,减少水聚同驱相互影响,是二类

油层开发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统计BSX二类油层聚驱、水聚同驱边界的连通方式[6~10],主要有以下3种:注聚井➝水驱油井

➝注水井占66.3%,注聚井➝聚驱油井➝水驱油井➝注水井占17.6%,注聚井➝聚驱油井➝
注水井占10.5%。该试验研究主要针对连通方式占60%以上的注聚井➝水驱油井➝注水井连通方

式,开展水聚接触带区域水驱、聚驱不同注入速度关系下接触带区域油水运动变化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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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室内物理模拟试验条件

1.1 试验用液

1)试验 用 聚 合 物 分 子 量 为 (1200~1600)×104 的 中 等 分 子 量 聚 合 物,配 制 质 量 浓 度 为

1000mg/L,45℃下黏度为37mPa·s的聚合物溶液。

2)试验用油采用大庆油田BSX生产原油与煤油按一定比例配制而成的模拟油,45℃下黏度

9.8mPa·s,使用前经1.2μm的聚碳酸酯微孔滤膜过滤。

3)试验用水为大庆油田BSX二类油层实际注入清水,离子组成及总矿化度见表1。

表1 试验用水离子组成及总矿化度

离子组成质量浓度/ (mg·L-1)

CO2-3 HCO-3 Cl- SO2-4 Ca2+ Mg2+ K++Na+
总矿化度

/ (mg·L-1)
34.28 121.45 30.37 32.55 21.27 10.27 89.27 339.46

  图2 注聚井➝水驱油井➝注水井模型平面示意图

1.2 模型制作

模型采用石英砂与环氧树脂胶结模型,对每一

种渗透率,选择石英砂合理粒度分布均方差σ,通

过调整石英砂粒度分布中值 (φ)
[11],确定各种粒

径砂子的用量与环氧树脂用量,将砂子搅拌均匀

后,放入模具中加压成型。采用该方法可精确地控

制渗透率的数值,而且重复性好。
水聚接触带连通方式为:注聚井➝水驱油井

➝注水井的井组,连通方式一般是二类油层采油

井位于河道变差部位,利用水驱采油井代替聚驱采

油井,完善二类油层注采关系。根据BSX二类油层

井网井距、井网连通方式、实际油层物性及砂体发

育几何形状,依据相似准则制作了3块三维大型物

理仿真模型。模型平面上分为聚驱区域、接触带区

域、水驱区域3个部分,水聚同驱接触带采取实际河道曲线、渗透率渐变方式过渡,较准确地模拟了油

层的实际发育状况 (见图2)。模型自上而下分为3层,按实际油层的渗透率低、中、高分布,其中三

次加密区域底部高渗透油层不发育 (见表2)。模型的几何尺寸为60cm×60cm×4.5cm,呈纵向非均

质、平面非均质分布。

表2 模型纵向渗透率分布情况

渗透率分层
渗透率/mD

聚驱模型 接触带 水驱模型

低渗层 300 200 150
中渗层 800 500 300
高渗层 1800 800 50

1.3 采集系统安装及检测原理

采集装置由微电极、传输电缆、数字量输出

板、A/D转换接口板和计算机组成。微电极是在

压模前插入到模型中,平面上等距离分布,按模型

的大小布不同的数量。纵向上按模型的分层情况,
将电极插入每个层的中部。微电极布好以后,将微

电极与扁电缆焊接,并与A/D转换板和计算机相

连,每对电极测定一个点的电阻率。在模型驱替过程中,利用数据采集系统,监测各层、各点电阻率的

变化,进而确定各层油水饱和度分布状况。

1.4 试验方案

根据SB (萨北)油田实际生产情况,水驱三次加密平均注入速度为0.6mg/m左右,二类油层聚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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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注入速度0.3mg/m,所以进行水驱三次加密与二类油层聚驱注入速度比为2∶1的驱油试验;同

时,由于BSX水驱三次加密井实际注入速度只在0.3mg/m左右,因此采用水驱三次加密与二类油层聚

驱注入速度比为1∶1进行驱油试验。根据2个方案的试验结果 (保持聚驱注入速度不变),进行注入速

度比为0.5∶1的对比试验,得出适合于BSX最佳的注入速度比。
方案1:同时打开注水井和注聚井,空白水驱至综合含水率90%后,二类油层改注聚合物0.64PV

(按二类油层PV数计算),三次加密区域继续水驱,后续水驱至综合含水率98%。试验过程中,保持

水驱三次加密与二类油层聚驱注入速度比为2∶1。
方案2:保持水驱三次加密与二类油层聚驱注入速度比为1∶1,试验过程同方案1。
方案3:保持水驱三次加密与二类油层聚驱注入速度比为0.5∶1,试验过程同方案1。
为了监测三次加密油层注入水波及范围,在三次加密油层注入水中加入示踪剂 (SCN-),质量浓

度为200mg/L,通过取样井检测示踪剂的质量浓度,进一步分析三次加密水窜流规律。

1.5 试验主要仪器和设备

SG83-1双联自控恒温箱1台;平流泵4台;真空泵2台;WCJ-801型控温磁力搅拌器;不同量程

压力传感器;黏度计;电子天平;气瓶;容器等。

2 大型仿真物理模型水聚同驱效果

2.1 不同注入速度下采收率、含水变化规律

不同注入速度比下采收率、含水率随注入PV数的变化曲线如图3所示。

  图3 不同注入速度比下采收率、含水率随注入PV数的变化曲线

注入速度比为2∶1 (方案1)时,
模型水驱阶段采收率为34.02%,聚

驱后总采收率为56%,采收率提高了

21.98个百分点。
注入速度比为1∶1 (方案2)时,

模型水驱阶段采收率为32.35%,聚

驱后总采收率为57.74%,采收率提

高了25.39个百分点。由方案1和二

驱油试验结果来看,随着水驱注入速

度的降低,水驱阶段采收率值虽然有

所下降,但聚驱阶段含水率下降值较

大且低值期相对较长 (见图3),提高

采收率值也增加较大,总采收率提高

了1.74个百分点。因此,为进一步减

小水驱干扰,方案3在设计上进一步降低了三次加密油层水驱注入速度。
改为注入速度比为0.5∶1 (方案3)后,模型水驱后综合采收率为30.41%,而聚驱后总采收率只

有49.03%,采收率提高了18.62个百分点。在进一步降低三次加密油层注水速度后,水驱阶段采收率

值明显降低,聚驱阶段虽然含水率下降幅度较大,但低值期较短,因此聚驱提高采收率值也较低。
综上所述,水驱阶段适当增大水驱注水速度,聚驱阶段保持注入速度比为1∶1左右,将更有利于

提高整体开发效果。

2.2 取样井质量浓度变化规律

模型在采出井、水聚接触带处布置了取样井 (见图2),从不同阶段的取样质量浓度变化规律可以

得出:水驱阶段三次加密注水强度大于二类油层注入速度时,注入水窜至水聚接触带及二类油层区域,
从而提高二类油层中、低渗透层水驱开发效果。

通过在三次加密油层注入水中加入SCN-,试验过程进行取样,可检测到注入水中SCN-质量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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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进而得出三次加密油层注入水的运动规律。在空白水驱后,3个方案中取样井均不同程度地检测

到SCN-,说明3个方案空白水驱阶段注入水不同程度地进入水聚接触带及二类油层区域。随着三次加

密注入速度的增加,检测SCN- 质量浓度也较高,采出井SCN- 质量浓度按注入速度增加,分别为

20.04、28.3、35.07mg/L (见图4 (a))。
聚驱阶段三次加密注入速度过大,注入水窜至水聚接触带及聚驱区域,影响采油井开采效果。

1)从各测点的聚合物质量浓度变化情况来看,3个方案中水聚接触带处取样井均见聚。

2)对比采出井不同注入方案下聚合物质量浓度变化曲线,注入速度比为1∶1、0.5∶1时,聚合物

质量浓度的峰值出现的晚、浓度保留时间长,说明有效地控制了三次加密水的窜流;注入速度比为

2∶1时,采出井聚合物质量浓度峰值出现较低,且下降速度很快 (见图4 (b))。可见,聚驱阶段,三

次加密注水强度过大,注入水过多地窜至水聚接触带及聚驱区域,使井组平面矛盾加剧,影响采油井开

发效果。

图4 不同注入速度比下取样井及采出井物质质量浓度随注入PV数的变化曲线

3)注入速度比为0.5∶1时,取样井1#聚合物质量浓度一直大于采出井 (见图5 (a));而注入速

度比为1∶1、2∶1时,取样井1#聚合物质量浓度先小于采出井后大于采出井 (见图5 (b)和 (c)),
说明随着注入速度的增加到达取样井1#的聚合物量减少或被稀释,聚合物窜流到接触带得到控制。

  图5 不同注入速度比时,采出井与取样井1的聚合物质量浓度随注入PV数的变化曲线

4)后续水驱阶段,二类油层压力下降快,三次加密油层物性差压力下降慢,由于压力的传导作用

三次加密水大量地进入接触带及二类油层区域。注入速度比为2∶1时,后续水驱阶段SCN-质量浓度

开始上升 (见图6),表明随着三次加密注入速度的增大这种窜流会更明显,使聚驱效果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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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剩余油含油饱和度变化规律

  图6 不同注入速度比下采出井SCN- 质量浓度随注入PV数的变化曲线

聚驱开始后,注入速度比

为2∶1时,三次加密注入水

已波及到中渗透层水聚接触带

区域,波及范围比较广;二类

油层的边井由于受到三次加密

注入 水 的 影 响,聚 合 物 被 稀

释,形成 了 剩 余 油 条 带 (见
图7)。注入速度比为1∶1时,
聚驱后二类油层区域、三次加

密区域及接触带处都得到较好

的动用,剩余油主要分布在三

次加密区域非主流线两翼,剩

余油含油饱和度为50%左右;
二类油层非主流线两翼及水聚

接触带区域剩余油含油饱和度

只为40%。注入速度比为0.5∶1时,三次加密区域波及范围比较小,非主流线上还有大量的剩余油。
无论二类油层区域、三次加密区域及接触带处,聚驱后都被有效地波及,三次加密区域非主流线、

水聚驱接触带区域剩余油含油饱和度最高,在50%~60%,二类油层非主流线剩余油含油饱和度在

40%~50%。

图7 中渗透层聚驱结束后不同注入速度比下剩余油含油饱和度变化图

3 结论

1)水驱阶段适当增大水驱注水速度,聚驱阶段保持注入速度比为1∶1左右,将更有利于提高整体

开发效果。

2)水驱阶段三次加密注水速度大于二类油层注入速度时,导致注入水窜至水聚接触带及二类油层

区域,提高二类油层中、低渗透层开发效果。聚驱阶段三次加密注入速度过大,注入水窜至水聚接触带

及二类油层区域,造成聚合物的稀释,影响二类油层开发效果。

3)聚驱后,三次加密区域非主流线、水聚驱接触带区域剩余油含油饱和度最高,在50%~60%,
二类油层非主流线剩余油含油饱和度在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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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常规酸酸压时,由于酸岩反应剧烈,酸液主要消耗在近井地带,难以形成长缝。为提高储层酸压

效果,江苏油田自主合成了一种VES (黏弹性表面活性)稠化酸。通过室内试验研究了该VES稠化酸对

裂缝壁面的酸蚀效果及酸蚀裂缝导流能力,并进一步研究了注入排量、注入工艺对酸蚀效果及酸蚀裂缝

导流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VES稠化酸具有一定的缓速性能,应用于深度酸压中可以增加裂缝的有效

长度,减少近井地带的溶蚀;注酸排量的增加有利于提高裂缝有效长度,注酸排量的降低有利于提高裂

缝导流能力;相比于单级注入,多级交替注入酸压工艺可以改善裂缝壁面的酸蚀效果,有利于酸蚀裂缝

导流能力的提高和有效缝长的增加。研究结果可为酸压方案的优化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稠化酸;黏弹性表面活性 (VES);酸蚀裂缝;裂缝导流能力;有效缝长;缓速性能;交替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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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压的目的是产生一条裂缝,从而对油气产生更有效的泄流,以大幅度提高单井产量。酸压裂缝的

长度和酸蚀裂缝导流能力严重影响着酸压的效果。常规酸酸压中,由于酸、岩反应速度较快,酸液主要

消耗在近井地带,余酸难以对裂缝远端产生有效刻蚀,最终导致酸液有效作用距离大大缩短,增产效果

不理想[1~4]。江苏油田根据勘探开发需要,自主合成了一种具有缓速性能的 VES (黏弹性表面活性)
稠化酸,笔者通过室内试验研究了该稠化酸的缓速性能。另外,酸压施工中,若注入参数及工艺选取不

当,不仅会降低储层改造效果,还会增加施工成本[5~7]。通过室内试验,进一步研究了该VES稠化酸

在不同注入参数、注入工艺条件下的酸蚀裂缝导流能力、酸蚀裂缝形态,以期为现场施工方案的优化提

供指导。

1 VES稠化酸酸液体系

  合成VES稠化酸酸液体系的稠化剂为一种新型结构的表面活性剂,其主要原料为有机胺,合成步

骤如下:

1)将十八烷基二乙醇胺和1,3-二氯-2-丙醇按照1∶0.55的摩尔比混合,以碳酸钠调整反应体系

的pH值至7.5~8.5,加热至120℃,反应生成阳离子双子表面活性剂。

2)将反应产物降温至70~80℃,加入氨基磺酸和尿素,其中氨基磺酸与十八烷基二乙醇胺的投料

摩尔比为1∶1,尿素的投料质量占十八烷基二乙醇胺、1,3-二氯-2-丙醇、氨基磺酸和尿素总质量的

0.3%,加热至130℃,反应生成硫酸脂盐两性双子表面活性剂,即稠化剂。

3)将合成的稠化剂与盐酸、缓蚀剂、乙二胺四乙酸钠和水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形成具有稠化剂用

量低、耐温性能强、起黏性能好、缓速性能强、压后自破胶等优点的酸液体系。
稠化剂质量分数为3%~5%,盐酸质量分数为20%时,稠化剂形成的蠕虫状胶束可以相互缠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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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形成三维网络状结构,宏观上表现出较高的黏度。图1为稠化剂质量分数为5%、盐酸质量分数为

20%时的酸液体系在温度为120℃、剪切速率为170s-1的条件下的流变曲线,酸液体系黏度可以保持在

30mPa·s左右,较好地满足了施工要求。

图1 VES稠化酸流变曲线

2 试验方法

  试验岩板为大理石,根据符合 API标准的酸蚀裂缝反应室将其加工成尺寸为15.2cm×5cm×
2.2cm的矩形平行岩板,表面光滑,无加工所留的碎屑、裂纹、缺口、锯口及明显的裂缝。

主要通过导流仪测量酸液流经大理石岩板后的酸蚀裂缝导流能力、岩板的酸蚀形态研究酸液的缓速

性能。该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较真实地模拟酸压过程中酸液在裂缝中的分布、酸液对裂缝壁面的酸蚀,
可较真实地反映酸蚀裂缝导流能力变化规律。试验温度为100℃。

试验装置为AFCS-845型酸蚀裂缝导流仪,该装置主要由液压侍辅系统、酸化导流室、流程管路、
液罐群、数据采集与控制系统、温控系统等组成,具体流程如图2所示。测试方法如下:大泵将液罐中

的酸液经加热器注入到导流室与岩板反应,反应后将岩板闭合,注入清水,压差传感器会记录导流室两

端的压差,计算反应后的裂缝导流能力。

图2 酸蚀裂缝导流能力测试试验流程图

3 VES稠化酸缓速性能

  试验选取质量分数为20%的盐酸及质量分数分别为3%的VES稠化酸 (3%稠化剂+20%盐酸)和

5%的VES稠化酸 (5%稠化剂+20%盐酸),酸液用量为500mL,注酸排量为20mL/min。不同闭合压

力下的酸蚀裂缝导流能力如图3所示,3种酸液的酸蚀裂缝导流能力在不同闭合压力作用下均保持较高

水平,可以满足油气泄流要求。相同条件下,VES稠化酸的酸蚀裂缝导流能力小于常规盐酸,并且稠

化剂质量分数较高时,酸蚀裂缝导流能力较小。

3种酸液体系对岩板的酸蚀情况如图4~6所示,相比常规盐酸,VES稠化酸对岩板的酸蚀程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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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不同酸液体系的酸蚀裂缝导流能力随闭合压力的变化情况

弱,并且稠化剂质量分数较高时,
岩板的酸蚀程度较弱。

在岩板物性相似、尺寸相同、
酸液注入参数相同的条件下,相比

于常规盐酸,VES稠化酸对岩板

的酸蚀程度较弱,获得的酸蚀裂缝

导流能力也较低,这说明 VES稠

化酸在导流室内与岩板的反应速度

较慢,原因是 VES稠化酸具有一

定的缓速性能,可以降低酸岩反应

速度,从而降低了酸液对岩板的溶

蚀程度以及酸蚀裂缝导流能力。

图4 20%盐酸注入反应前、后的岩板表面形态

图5 3%稠化剂+20%盐酸注入反应前、后的岩板表面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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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5%稠化剂+20%盐酸注入反应前、后的岩板表面形态

VES稠化酸具有较好的缓速性能,一是因为酸液黏度的提高降低了氢离子的扩散速度,二是稠化

剂为一种黏弹性表面活性剂,其形成的胶体网状结构可以阻止氢离子的活动。在实际酸压中,利用

VES稠化酸的缓速性能可以减少酸液在近井地带的消耗量,增加酸液活性的保持时间,从而使得更多

的酸液运移并作用在裂缝远端,最终实现深度酸压,提高裂缝有效长度,改善增产效果。

4 酸蚀裂缝导流能力优化

4.1 注酸排量的优化

  图7 不同注酸排量下酸蚀裂缝导流能力

随闭合压力的变化

试验中,盐酸质量分数为20%,稠

化剂质量分数为5%,注酸量为500mL,
注酸排量分别为10、20、30mL/min,酸

蚀裂缝导流能力随闭合压力的变化如图7
所示。由图7可知,在注酸量一定的前提

下,注酸排量越大,酸液与岩板接触反

应的时间越短,酸蚀裂缝导流能力越低,
同时提高注酸排量可以快速将酸液推进

至裂缝远端,减少酸液在近井地带的过

度消耗,增加酸液活性的保持时间,有

利于增加裂缝有效长度。在实际酸压中,
施工初期可以适当提高施工排量,以增

加裂缝长度和酸液波及面积;后期可以

适当 降 低 排 量,以 提 高 酸 蚀 裂 缝 导 流

能力。

4.2 注入方式的优化

稠化酸多级交替注入酸压技术主要原理是多级交替注入稠化酸和非反应液体[8,9]。试验中,VES稠

化酸酸液中盐酸质量分数为20%,稠化剂质量分数为5%,注酸量为500mL,注酸排量为20mL/min。
主要注入程序如下:①注VES稠化酸100mL;②注低黏非反应液体50mL;③注VES稠化酸100mL;

④注低黏非反应液体50mL;⑤注VES稠化酸100mL;⑥注低黏非反应液体50mL;⑦注VES稠化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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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 不同注入工艺下的酸蚀裂缝导流能力

随闭合压力的变化

200mL,停泵反应5min;⑧注水10min,
顶替管线中的酸液,测量裂缝导流能力。
不同注入工艺下的酸蚀裂缝导流能力随

闭合压力的变化如图8所示,多级交替注

入条件下的酸蚀裂缝导流能力大于单级

注入条件下的酸蚀裂缝导流能力。
图9、图10为不同注入工艺反应前

后的岩板表面形态,可以看出多级交替

注入工艺对岩板表面的刻蚀效果更好,
主要表现在多级交替注入下岩板表面形

成更多的连通酸蚀沟槽,因此多级交替

注入工艺有助于裂缝导流能力的提高。
多级交替注入时,酸蚀裂缝导流能

力有所提高,分析原因认为:首先,非反应液体的顶替作用可尽快将酸液推进到裂缝远端,有利于降低

酸液在近井地带的过度消耗,扩大酸液在裂缝内的波及范围,改善裂缝酸蚀效果,提高裂缝有效长度;
其次,VES稠化酸黏度较大,与低黏非反应液体的黏度差产生的指进现象可以增加酸液向裂缝远端的

推进速度,增大酸液的穿透距离;另外,VES稠化酸中的稠化剂为表面活性剂,具有一定的吸附性能,
可以在裂缝壁面形成一定的吸附层,减少岩板与酸液的接触。单级注入条件下,由于隔离层的作用,注

入后期酸液对岩石壁面的酸蚀作用大大降低,而多级交替注入条件下,一方面低黏非反应液体对隔离层

形成物理冲刷,一方面表面活性剂形成的胶束遇水后破胶,从岩板壁面脱落,两者的共同作用可以减少

隔离层的形成,增加酸液对裂缝壁面的刻蚀深度和面积,提高裂缝导流能力。

图9 VES稠化酸单级注入反应前、后的岩板表面形态

综合分析,在VES稠化酸酸压中,选择多级交替注入工艺,可以进一步改善酸液对裂缝壁面的酸

蚀效果,提高酸液有效作用距离,从而增加酸蚀裂缝导流能力及有效缝长。在实际施工中,可以将压裂

与酸压技术相结合,首先注入压裂液,在地层中形成一定长度的裂缝;然后通过多级交替注入的方式注

入酸液及非反应性液体,改善酸液对裂缝壁面的酸蚀效果,以提高酸蚀裂缝导流能力、酸液有效作用距

离和酸压改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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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VES稠化酸多级注入反应前、后的岩板表面形态

5 结论

1)江苏油田自主研发的VES稠化酸具有一定的缓速性能,可以降低酸、岩反应速度,应用于深度

酸压中有助于改善裂缝壁面的酸蚀效果,提高裂缝有效长度。

2)酸量一定时,大排量注酸可以将酸液迅速推至裂缝远端,提高裂缝有效长度;小排量注酸可以

增加酸液与裂缝的反应时间,提高裂缝导流能力。

3)稠化酸酸压多级交替注入可以改善裂缝壁面的酸蚀效果,有利于提高裂缝导流能力和有效缝长,
研究为后期进一步探索不同的多级交替注入模式下酸液对裂缝壁面的酸蚀效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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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清防蜡技术在文南油田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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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南油田油井结蜡十分严重,传统的热洗清蜡和化学清蜡存在热洗频繁、影响油井产量、成本高

等诸多弊端,急需采取更有效的清防蜡措施解决油井结蜡问题。介绍了微生物清防蜡技术的作用机理、

适用范围和施工工艺,并在文南油田高温高盐油井进行试验应用。在文南油田28口微生物清防蜡技术实

施油井中,有效油井 (延长热洗周期倍数在1倍以上)高达96.4%,且具有成本低、效率高、不伤害地

层、不影响油井产量、施工工艺简单便捷、安全环保等优势。
[关键词]油井;结蜡;清防蜡;热洗;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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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油田属典型高温、高盐、低渗、非均质复杂断块油气田,地层温度100~140℃,地层水矿化

度 (2.2~3.4)×105mg/L,平均空气渗透率4.3~208.9mD,储层孔隙度11.4%~21.6%。文南油田

油井普遍结蜡严重,热洗周期一般在30~50d,严重影响油井正常生产和油井产量,油井清防蜡目前主

要采用传统的热洗清蜡和化学清蜡2种措施。
热洗清蜡主要包括普通水泥车热水循环洗井 (以下简称普通洗井)、热力车高温水洗井 (以下简称

高温洗井)、小排量洗井车洗井 (以下简称小排量洗井,主要用于低产井)及蒸汽洗井等。由于热洗水

柱压力大于地层压力,热洗留在油井中的洗井水需要经过3~7d时间返排后油井才能恢复正常生产,平

均每口井每年因热洗影响产量高达55t,且热洗只具有清蜡作用而无防蜡作用[1,2]。热洗清蜡费用每井

次为2516元,平均单井年热洗费用为2.26万元。因此,热洗不仅成本高,还严重影响油井产量。
化学清防蜡是通过加入化学药剂,溶解蜡质,或减缓和抑制蜡晶的生成和聚集,从而达到清防蜡的

目的。文南油田主要使用油基清蜡剂,其主要化学成分为有机溶剂,如混苯等。油基清蜡剂清除蜡堵较

为有效,但无防蜡作用,且加药量大,价格昂贵,加药频繁,药剂易燃易爆,毒性强,对人体健康危害

较大。投加油基清蜡剂成本高,单井每月需1.2t,单价7450元/t,单井年成本高达10.73万元。
传统的热洗和化学清防蜡方法存在成本高、影响油井产量等诸多弊端,因此急需采取更有效的清防

蜡措施解决油井结蜡问题。为此,结合文南油田油井高温高盐且结蜡严重的实际,经文献调研和现场调

查[3~6],选用微生物清防蜡技术在文南油田高温高盐油井进行试验应用。

1 微生物清防蜡技术

1.1 作用机理

微生物防蜡菌剂是由多种厌氧及兼性厌氧菌组成的石油烃降解混合菌,这些混合菌分离自高含蜡油

井采出液,以原油中的蜡质成分为生长繁殖的唯一碳源。当微生物防蜡菌剂注入油井后,混合菌将以原

油中的蜡质组成为碳源进行新陈代谢,使长链烃转化为短链烃,并产生脂肪酸、糖脂、类脂体等多种生

物表面活性剂,形成亲水疏油的菌膜而改变金属或黏土矿物表面的润湿性,从而阻止蜡结晶的析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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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沉积[2,7,8]。因此,微生物防蜡菌剂的投加具有明显和长效的油井防蜡效果。

1.2 适用范围

微生物清防蜡技术有其适用范围[2~4],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微生物清防蜡技术适用范围

井别 产液量/ (m3·d-1)含水率/% 温度/℃ 原油含蜡量/% 沉没度/m 产出液矿化度/ (mg·L-1) pH值

抽油机井 1~40 5~90 25~120 >3 50~1000 <360000 6~9

由表1可见,微生物清防蜡技术对结蜡油井具有较为广泛的适应性。

1.3 施工工艺

一般采用套管加入法[3,4],即在抽油机正常工作 (不关井)的情况下,将一定量的微生物清防蜡菌

剂 (一般为200kg)从油套管环形空间泵入即可,根据井况调整加菌频率 (一般每月1次)。加入量与

加入周期可依据现场井况进行适当调整。该技术为不关井工艺,不影响油井的正常生产,且施工方法极

为简单,人工成本低。

2 现场应用与评价

  根据表1所列微生物清防蜡技术的适应范围,在文南油田结蜡油井中选择28口油井进行微生物清

防蜡技术的应用。以业界公认的延长洗井周期作为微生物清防蜡效果的主要判别指标。其中,以延长

1个热洗周期以上 (即延长热洗周期倍数1倍以上)作为有效井,以延长2个热洗周期以上 (即延长热

洗周期倍数2倍以上)作为高效井,以延长4个热洗周期以上 (即延长热洗周期倍数4倍以上)作为特

效井,延长热洗周期倍数小于1倍的为无效井。28口油井现场应用跟踪统计结果及清防蜡效果评价结

果见表2。
表2 28口油井微生物清防蜡应用效果跟踪与评价

序号 区号 井号 原热洗方式 热洗周期/d 措施后热洗周期/d 延长热洗时间/d 延长热洗周期倍数 效果评价

1 一区 W33-287 蒸汽 45 201 156 3.47 高效井

2 一区 NW33-49 高温 45 192 147 3.27 高效井

3 一区 W33-427 高温 40 187 147 3.68 高效井

4 一区 W33-304 小排量 30 221 191 6.37 特效井

5 一区 W33-330 高温 40 94 54 1.35 有效井

6 二区 W95-99 小排量 35 183 148 4.23 特效井

7 二区 W266-16 小排量 35 77 42 1.20 有效井

8 二区 W95-105 小排量 55 84 29 0.53 无效井

9 二区 W294-1 小排量 35 73 38 1.09 有效井

10 三区 NW72-93 高温 40 204 164 4.10 特效井

11 三区 W72-4 高温 45 181 136 3.02 高效井

12 三区 W72-145 高温 45 187 142 3.16 高效井

13 三区 W72-173 高温 40 199 159 3.98 高效井

14 三区 W72-180 高温 50 211 161 3.22 高效井

15 三区 W72-450 高温 40 201 161 4.02 特效井

16 三区 W72-469 高温 40 232 192 4.80 特效井

17 三区 W72-457 高温 40 114 74 1.85 有效井

18 四区 PS7 高温 45 199 154 3.42 高效井

19 四区 W88-36 高温 50 207 157 3.14 高效井

20 四区 W72-409 小排量 35 200 165 4.71 特效井

21 四区 W82-15 高温 45 122 77 1.71 有效井

22 四区 W88-21 高温 50 123 73 1.46 有效井

23 四区 W88-22 高温 45 133 88 1.96 有效井

24 四区 W88-54 高温 50 124 74 1.48 有效井

25 五区 W79-41 高温 40 206 166 4.15 特效井

26 五区 W79-54 高温 45 181 136 3.02 高效井

27 五区 W138-27 高温 45 198 153 3.40 高效井

28 五区 W133-C15 小排量 40 82 42 1.05 有效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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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见,在所应用的28口油井中,延长热洗周期倍数在1倍以上的有27口,即有效油井占

96.4%,延长热洗周期倍数在2倍以上的有18口,即高效油井占64.3%,延长热洗周期倍数在4倍以

上的有7口,即特效油井占25.0%,表现出良好的应用效果。

3 效益评价

3.1 经济效益

以 W33-427井为例,原热洗周期为40d,一年需要热洗9次,投加微生物清防蜡菌剂后187d才洗

井,一年只需热洗2次,因此一年可减少洗井7次,节约洗井费用17612元;年减少因热洗所影响的产

量55t,按每吨原油3000元计算,共创效165000元;而该井每年投加微生物清防蜡菌剂2.4t,费用只

需17904元。因此,仅此一项这口井每年净创效164708元。

3.2 环境效益

此外,采用微生物清防蜡技术,施工工艺简单便捷,效率高,人工成本低;对地层敏感性小,能有

效防止因热洗所引起的地层漏失和地层伤害;对于中原油田小断块油藏,尤其是低产能油井适应性强,
安全环保。与其他清防蜡措施相比,效果周期长,大大减少了油井清防蜡施工作业量,便于油田油井生

产管理。

4 结论

1)采用套管加药、不关井工艺,在文南油田28口高温高盐结蜡油井进行微生物清防蜡技术应用,
应用结果表明,该技术大大延长油井热洗周期,热洗次数明显减少,油井清防蜡有效率高达96.4%,
显现出该技术良好的技术优势。

2)以 W33-427井单井为例,对微生物清防蜡技术实施后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仅减少热洗和减少

产量影响一项,一口井每年净创效164708元,显现出该技术良好的经济效益。

3)微生物清防蜡技术施工工艺简单,效率高,人工成本低,能有效防止因热洗所引起的地层漏失

和地层伤害,对低产能油井适应性强,安全环保,且便于油田生产管理。

[参考文献]
[1]罗英俊,万仁溥.采油技术手册 (下册)[M].第3版.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5:1328~1329.
[2]王彪,林晶晶,王志明,等.微生物清防蜡技术研究综述 [J].长江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14,11 (16):112~114.
[3]易绍金,胡凯,李斌,等.微生物清防蜡技术在江汉油田高温高盐油井的矿场试验 [J].石油天然气学报 (江汉石油学院学报),

2009,31 (4):146~148.
[4]易绍金,钱爱萍,周慧.微生物清防蜡技术在新疆油田采油二厂的矿场应用 [J].石油天然气学报 (江汉石油学院学报),2012,

34 (10):129~132.
[5]易绍金,谈媛.高温高盐条件下嗜蜡菌的培养、驯化及应用潜力 [J].石油天然气学报 (江汉石油学院学报),2008,31 (3):144

~146.
[6]易绍金,佘跃惠.石油与环境微生物技术 [M].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2:55~89.
[7]谈媛,易绍金,李向东.表面粘附菌膜及微生物清防蜡作用机理研究 [J].石油天然气学报 (江汉石油学院学报),2008,31 (1):

344~346.
[8]雷光伦.微生物采油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J].石油学报,2001,22 (2):56~61.

[编辑]  赵宏敏

·85·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2019年1月



 [收稿日期] 2018 08 20
 [作者简介] 喻国辉 (1971 ), 男, 工程师, 现主要从事测井业务技术支持方面的研究工作, yugh.gwdc@cnpc.com.cn。

[引著格式] 喻国辉.基于磁记忆的套管射孔应力状态检测 [J].长江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19, 16 (1): 59~65.

基于磁记忆的套管射孔应力状态检测

  喻国辉 (中国石油集团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100192)

[摘要]射孔是造成套管损伤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评价井下射孔套管的剩余强度,结合金属磁记忆检测

技术建立了井下套管射孔应力状态测试方法。利用套管射孔磁记忆检测信号梯度峰峰值归一化作为射孔

对套管损伤的评价特征值,建立了套管射孔磁记忆检测数据处理模型。在此基础之上研制出井下套管射

孔应力状态测井仪,实现了对井下套管射孔损伤的量化识别。结果表明,套管射孔磁记忆检测信号梯度

峰峰值能够反映套管射孔应力状态变化,井下套管射孔状态测井仪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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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油气开发进入中后期,套管损伤问题逐渐突出。套管损伤主要发生在射孔层段,这是因为套管

在孔眼附近形成应力集中,降低了剩余强度,严重时损伤比例超过70%[1,2]。同时,油井注水压力、地

层错动、地质运动挤压等外部载荷的影响,会增大射孔应力集中程度,加剧射孔套管受到的损坏[3,4],
因此,研究井下套管射孔应力状态检测、计算射孔套管剩余强度能够为井筒完整性评价和油气安全生产

提供重要支撑[5,6]。
目前,国内外常用的井下套管损伤检测技术有井径仪、电磁探伤、井下电视测井等[7,8],这些检测

手段只能发现套管已有的结构损伤,而不能获取套管射孔的应力状态、提前预测套管损伤。金属磁记忆

技术通过铁磁材料漏磁场信息对应力集中区进行检测,该技术具有对应力集中敏感的特性,能够对磁性

金属部件安全性能进行早期诊断[9,10]。同时,其检测结果不受试样表面污垢影响,适合复杂井下环境。
为此,将该技术应用于油气田工程测井领域,可实现在役井套管射孔周围应力集中状态检测、井筒安全

等级评价的目的,对提高油气作业安全保障技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图1 套管射孔应力集中状态检测方案

1 套管射孔应力集中状态检测方案

图1为井下套管射孔应力集中状态

检测方案流程图。磁记忆检测技术是一

种新兴的无损检测技术,其原理是在地

磁环境中的铁磁性材料受外加载荷的作

用发生磁致伸缩效应,其内部的磁畴组

织会发生不可逆的重新排列,并在应力

和变形集中区形成最大漏磁场变化[11]。
为了检测套管射孔应力集中状态,首先

要建立射孔应力集中状态与漏磁场之间

的关系。笔者通过有限元模拟计算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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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套管射孔附近应力分布,并在室内对含有射孔缺陷的套管进行同等载荷加载试验,检测射孔附近

磁场,进而实现射孔应力集中状态与漏磁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开发出井下套管射孔状

态测井仪,实现了对井下套管射孔损伤的量化识别。

2 射孔应力集中状态与漏磁场关系的建立

2.1 射孔应力集中状态模拟

为了模拟地层错断对套管射孔应力集中程度的影响,笔者建立了射孔套管径向加载三维FE分析模

型。在套管壁面开一圆孔以模拟射孔。在垂直于圆孔轴线的方向,沿套管径向方向通过平面压头对套管

表1 套管材料参数

钢级 弹性模量/MPa 泊松比/1 屈服强度/MPa 拉伸强度/MPa

N80 2.06×1011 0.27 625 860

施加挤压外力,计算不同外力作用

下射孔周围应力分布。根据对称

性,模型为1/4模型,可减少计算

时 间。 模 型 中 套 管 规 格 为

⌀177.8mm×9.19mm,套管材料参数如表1所示。
为了消除边界效应,根据圣维南准则,模型长度设定为1000mm。假设套管的应力 应变关系为理

想弹塑性模型,选取Solid45作为单元类型,根据下一步实际加载特性,压头与套管表面选择面 面接

触,摩擦系数为0.12,对模型进行网格划分,如图2 (a)所示[12]。利用压头对套管径向加载,计算

VonMises等效应力,如图2 (b)所示。

图2 射孔套管加载模拟FE模型网格

图3 VonMises等效应力随外力变化

图3是3种不同直径的射孔在外

力由5kN变化到30kN过程中射孔周

围最大 VonMises等效应力的变化。
从图3可以看出,每种直径射孔周围

最大应力均随着外力的增加而线性增

加。其中,同等外力条件下,射孔直

径越小,射孔周围最大应力越大。

2.2 套管射孔应力状态检测室内试验

2.2.1 试验方案

建立与2.1节中FE分析模型同

等条件的射孔套管加载及应力状态检

测室内试验系统,如图4所示。该系

统利用竖直方向液压缸对水平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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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管施加径向方向外力,套管加载序列如表2所示。在加载状态下,通过可水平平移的磁记忆传感器扫

描射孔位置附近套管壁表面的漏磁场。

图4 射孔套管加载及应力状态检测室内试验系统

表2 套管加载序列

孔径/mm 径向载荷/kN

2 5 10 15 20 26 31
3 5 10 15 21 25 31
4 5 10 15 20 26 32

图5 梯度峰宽值和峰值的选取

2.2.2 检测信号特征提取

铁磁性材料表面漏磁场在缺陷、损伤和

应力集中区域存在切向分量 Hp(x)具有最大

值、法向分量Hp(y)过零点的特征[13,14]。根

据这些规律,经过试验发现射孔内表面磁记

忆信号的梯度峰宽值和峰值是其重要的特征

参数。磁记忆信号梯度k的计算公式为:

  ki=
xi+1-xi

li+1-li
(1)

式中:xi 为第i个磁记忆信号幅值,V;li 为

第i个采样点距离,m。
梯度峰宽值L 和峰值H 分别是检测信号

的梯度值K 在某一异常信号区域内相邻峰值

间和波峰波谷间的距离,如图5所示,其表

达式如下:

  L=|lmax(K)-lmin(K)|
  H =Kmax-Kmin (2)

式中:lmax(K)为最大峰值处的测量距离值,m;lmin(K)为最小峰值处的测量距离值,m;Kmax、Kmin 分别

为某一异常信号区域内波峰、波谷的梯度,V/mm。

2.2.3 试验结果

计算试验获取的射孔磁记忆信号梯度,并提取不同外力作用下射孔磁记忆信号梯度峰宽值和峰峰值

如图6所示。从图6中可以看出,不同孔径射孔的磁记忆信号梯度峰峰值随着加载在套管外壁载荷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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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增加;梯度峰宽值随着外载荷的增加变化微弱,但是梯度峰宽值随射孔孔径的增加而增加。这些现

象说明套管射孔磁记忆信号梯度峰宽值对孔径敏感,而梯度峰峰值对射孔应力状态敏感。为了深入研究

套管射孔磁记忆检测信号梯度峰峰值对射孔应力状态的影响,需要结合2.1节中不同外力作用下套管射

孔应力集中FE模拟结果,建立漏磁场与射孔应力集中状态的关系。

图6 不同孔径射孔的磁记忆检测信号梯度及其外力关系

2.3 关系的建立

图7 射孔磁记忆信号梯度峰峰值与应力集中关系

联合2.1节中套管射孔应力集中FE
模拟结果和2.2节中套管射孔应力状态磁

记忆检测室内试验结果建立射孔磁记忆

检测信号梯度峰峰值随射孔应力集中程

度的关系,如图7所示。可以看出,射孔

磁记忆信号梯度峰峰值随应力集中程度

的增加而增加,近似呈线性关系;当应

力集中程度较小的时候,直径大的射孔

磁记忆信号梯度峰峰值较大;当应力集

中程度较大的时候,出现反转。这是因

为应力集中较小时,磁记忆信号主要受

孔径影响,当应力集中较大时,磁记忆

信号主要受应力集中影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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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井仪器的研制

  根据射孔应力集中程度磁记忆检测原理开发出井下套管射孔应力集中状态检测装置。图8为井下检

测仪器结构示意图,包括电缆头、传输短节、数据采集处理部分、磁记忆传感器、下接短节等5个部

分。井下检测仪器通过测井电缆连接到地面,测井信号经过传输短节预处理增强后通过电缆传至地面仪

器进行滤波、放大、特征值提取。

图8 井下仪器结构示意图

4 测井数据处理方法

4.1 数据预处理

4.1.1 深度校正

通常原始的测井数据存储在磁盘或者磁带上。首先读取多通道测井数据为原始测井数据矩阵X:

  X =[xij]I×J =

h1 x11 x12 x13 … x1j … x1J

h2 x21 x22 x23 … x2j … x2J

… … … … … … … …

hi xi1 xi2 xi3 … xij … xiJ

… … … … … … … …

hI xI1 xI2 xI3 … xIj … xIJ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

(3)

图9 前磁与磁记忆测井接箍信号

式中:第1列为深度数据;其余J 列代表J
通道测井曲线;I 行代表每条测井曲线上I
个采样点。

转换成矩阵形式的测井数据便于计算机

的后期处理,提高数据处理效率。矩阵形式

测井数据需要对测井深度进行校正,采用磁

记忆测井接箍信号深度hm 与前磁接箍信号

深度 Hp 对比的校正方法 (见图9)。完井过

程中下入井中的套管具有确定的状态 (套管

大小、长度、顺序),套管接箍在一定时间

内相对地层的深度是确定的。由于金属磁记

忆测井与前磁测井在测井过程中所检测的信

号均为套管接箍的磁信号,故两者测得接箍

所在深度的磁场信号应具有一致性,这样就

可以以磁信号为标准,校核磁记忆测井信号

深度[16]。

4.1.2 数据平滑

原始数据内混有很多噪声信号,而噪声信号会影响数据质量、不利于提取磁记忆信号的特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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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提前对原始信号进行平滑处理。
磁记忆信号所含噪声为白噪声,常见的磁记忆信号预处理滤波方法有滑动中值平滑器滤波、算数平

均滤波和加权平均滤波。滑动中值平滑器滤波能够有效剔除外来尖脉冲信号的影响;算数平均滤波是最

简单而有效的滤波方法;而加权平均滤波是在算数平均滤波的基础上的改进,需要考虑历史数据对当前

时刻数据的影响。笔者利用算数平均法对磁记忆信号进行降噪处理。某通道第m 个采样点磁记忆信号

梯度的计算公式为:

  xm =
1
n ∑

m+N-1

i=m
xi (4)

式中:n 为信号的降噪窗口宽度。
在选取降噪窗口宽度N 时,应注意避开信号的周期,以防将信号中有用的特征参数消去。

4.2 磁记忆信号特征提取

由于井下仪器由18支传感器组成,不同的传感器因差异采集的套管射孔数据产生相对偏差。这一

差异可以通过不同通道的射孔数据归一化而去掉。归一化处理利用某通道磁记忆信号梯度峰峰值的均方

根作为归一化因子。设初始磁记忆信号梯度峰峰值数据集合为 {x1,x2,x3,…,xn},对xi 作变换:

  φi=
xi

x
-

(5)

得到归一化集合 {φi}={φ1,φ2,φ3,…,φi,…,φn}。其中x
-

为每列数据的均方根值:

  x
-
=
∑
n

i=1
x2

i

n
(6)

归一化的梯度峰峰值是表征射孔尺度的重要参数。为了验证仪器检测功能,开展现场压裂前后套管

射孔应力集中变化检测。

5 现场检测

针对大庆油田某井段套管射孔应力集中程度在压裂前后的变化,在该井水力压裂前后分别进行2次

磁记忆检测并对测井数据进行分析,得到该井1195.6~1196.2m井段的套管射孔磁记忆信号梯度瀑布

图,如图10所示。该射孔井段完井射孔如表3所示。

表3 测井井段套管射孔信息

数量

/个

孔密

/ (个·m-1)
结构

套管外径

/mm
套管钢级

6 16 螺旋射孔 139.7 N80

表4 压裂前后套管射孔磁记忆信号梯度峰峰值变化

压裂前梯度峰峰值

/ (V·mm-1)

压裂后梯度峰峰值

/ (V·mm-1)

增长率

/%
0.47 0.48 2.13

0.86 0.96 11.63

1.75 3.59 105.14

1.91 3.01 58.42

2.34 3.69 57.69

2.36 5.36 127.12

  对比磁记忆测井信号梯度图和该井段

射孔完井信息可以看出,图10中磁记忆

信号梯度出现波峰 波谷处为射孔位置。
通过判断射孔分布的规律可以区分其在2
次测井中对应的磁记忆传感器信号,计算

出的2次重复测井射孔磁记忆信号特征值

———梯度峰峰值归一化后结果见表4。从

表4可以看出,水压后套管射孔磁记忆信

号梯度峰峰值相比较压裂前整体增加,增

长最大值为3.00V/mm (最大增长率为

127.12%),说明水力压裂增加了套管射

孔应力集中程度。根据2.3节中的建立的

射孔应力集中状态与磁记忆信号梯度峰峰

值关系,计算出该射孔应力集中程度变增

长值为172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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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压裂前后射孔磁记忆信号梯度瀑布图

6 结论

  1)结合套管射孔应力集中FE模拟和室内套管射孔应力集中磁记忆检测试验,得出套管射孔磁记

忆信号梯度峰峰值随射孔应力集中程度增加而增加的关系,初步论证了基于磁记忆检测井下套管射孔应

力集中状态的可行性。

2)建立了多通道磁记忆测井数据处理方法,提出利用套管射孔磁记忆检测信号梯度峰峰值归一化

作为射孔应力集中状态评价特征值。在此基础之上研制出井下套管射孔状态测井仪,实现了对井下套管

射孔损伤的量化识别。

3)现场压裂前后射孔应力集中程度测井试验验证了开发的井下套管射孔状态测井仪能够检测出射

孔应力状态变化,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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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正交设计的田间小区试验,探讨了氮肥、磷肥、钾肥和硒肥配合施用对水稻 (Oryzasativa)

产量及外观品质及其吸收硒的影响。结果表明,氮肥施用是水稻产量指标变化的主控因子,施氮水平为

150kg/hm2 (以N计)时,水 稻 产 量 性 状 最 佳。水 稻 主 要 外 观 品 质 也 取 决 于 氮 肥 施 用 量,在90~

210kg/hm2施用量范围内,水稻外观品质随氮肥用量增大而改善。水稻各器官硒含量直接决定于硒肥的施

用,施硒量为31.2g/hm2 时,精米硒含量最高可达到0.29mg/kg,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和富硒食品

标准。综合水稻产量、外观品质和硒含量,施氮量150kg/hm2、施磷量 (以P2O5 计)150kg/hm2、施钾

量 (以K2O计)0kg/hm2、施硒量 (以Se计)15.6g/hm2 为最佳的组合,可达到水稻富硒、高产、高品

质的最佳效果。
[关键词]水稻 (Oryzasativa);硒肥;产量;外观品质;正交设计

[中图分类号]S511;S14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 1409 (2019)01 0066 06

水稻是人类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水稻也是我国种植面积和生产量最大的粮食作物,全国有

60%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1]。氮、磷、钾是水稻生长必不可少的三大营养元素,也是提高水稻产量、品

质、养分吸收利用率及经济效益的重要元素[2]。硒 (Se)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具有多种重要的生理

功能,是重要的生命元素[3],但也是稀缺元素,对防治疾病、促进康健和防止衰老具备重要意义,被誉

为 “生命的奇效元素”[4]。提高稻米硒含量,是改善人体硒营养和促进人体健康的重要途径[5]。因此,
掌握氮、磷、钾、硒等营养元素对水稻生长发育和产量品质的影响、水稻富硒栽培以及获得最佳施肥配

比模式很有必要。
关于硒肥和氮、磷、钾肥对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影响,前人已开展了大量研究[6~9]。黄元财等[10]认

为增加施氮量可有效促使水稻分蘖,增加最终成穗数,但相应地降低了每穗颖花数等。李熙英等[11]研

究得出,随着施磷量增加,穗粒数及结实率有增加的趋势。倪道理等[12]研究表明,钾肥的施用在一定

程度上增强了水稻的分蘖能力,使水稻单株成穗率及产量提高。郭天宇等[13]研究指出,硒不但能提高

水稻产量,还能改善其品质,使水稻在原有基础上更具备营养保健作用,使其商品性得到提高,增强市

场竞争力。吴永尧等[3]认为将硒作为微肥应用于水稻生产,能有效增进水稻生产,增加千粒重,提高产

量。但硒与氮、磷、钾肥配施效果的研究尚未见报道,为此,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之上,采用正交设计田

间小区试验,探讨了不同用量的硒与氮磷钾肥配施对水稻产量及品质的影响,旨在为水稻富硒、高产、

·66·
长江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9年 第16卷 第1期

JournalofYangtzeUniversity (NaturalScienceEdition)  2019, Vol.16No.1



高质栽培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水稻品种为广两优476,种植于湖北省荆州市农业气象站试验基地。供试肥料有尿素(N46%,
湖北三宁化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过 磷 酸 钙 (P2O512%,湖 北 宜 都 兴 发 化 工 有 限 公 司)、氯 化 钾

(K2O60%,黑龙江倍丰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公司)和硒矿粉 (Se83mg/kg,湖北省恩施市三色源有

机肥厂)。

1.2 试验设计

采用L9 (34)正交设计,设有4个因素氮肥用量 (A);磷肥用量 (B);钾肥用量 (C);硒肥用

量 (D)。每个因素设3个水平。氮用量 (kg/hm2,以 N计)的3个水平为:A1 (90)、A2 (150)、

A3 (210)。磷用量 (kg/hm2,以P2O5 计)的3个水平为:B1 (0)、B2 (75)、B3 (150)。钾用量

(kg/hm2,以K2O计)的3个水平为:C1 (0)、C2 (75)、C3 (150)。硒用量 (g/hm2,以Se计)的

3个水平为D1 (0)、D2 (15.6)、D3 (31.2)。共设9个处理,每个处理2次重复,具体试验设计详见

表1。采取随机区组法,小区面积12m2 (6m×2m)。供试稻田土壤的基本理化性质为:pH值8,有机

质含量17.68g/kg,全 氮 含 量1.34g/kg,全 磷 含 量0.96g/kg,全 钾 含 量6.62g/kg,碱 解 氮 含 量

78.14mg/kg,速效磷含量16.74mg/kg,速效钾含量116.74mg/kg,全硒含量0.164mg/kg。

表1 正交试验方案

处理
因素

A/(kg·hm-2) B/(kg·hm-2) C/(kg·hm-2) D/(g·hm-2)
1(A1B1C1D1) 90 0 0 0
2(A1B2C2D2) 90 75 75 15.6
3(A1B3C3D3) 90 150 150 31.2
4(A2B1C2D3) 150 0 75 31.2
5(A2B2C3D1) 150 75 150 0
6(A2B3C1D2) 150 150 0 15.6
7(A3B1C3D2) 210 0 150 15.6
8(A3B2C1D3) 210 75 0 31.2
9(A3B3C2D1) 210 150 75 0

1.3 田间管理

水稻栽培管理与正常生产一致。水稻于2015年5月2日播种,2015年6月6日移栽于小区中,每

小区176蔸,每蔸3株。2015年9月21日采样,9月22日收获测产。
磷肥和硒肥均作基肥,于移栽前1天施入。氮肥50%作基肥,30%为分蘖肥,于移栽后15d (6月

20日)施入,20%作穗肥,于水稻拔节初期 (7月21日)施入。钾肥50%作基肥,50%作穗肥。为防

止小区之间的肥料互相干扰,用薄膜将小区分隔开。施分蘖肥时加入除草剂混施,除草剂 (异丙

甲·苄,稻农富牌,浙江省永康市农药厂生产)用量为750g/hm2。

1.4 测定指标

各处理成熟收获后调查测定穗数、每穗总粒数、结实率、千粒重和实际产量。稻谷干燥贮藏3个月

后,按照部颁标准 《NY147—88米质测定方法》测定糙米率、整精米率、垩白粒率、垩白度。水稻茎

秆、稻壳、精米和米糠中硒含量参考国家标准测定方法 《GB5009.93—2010食品中硒的测定》,采用

AFS-230E型全自动双道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度计测定。

1.5 数据分析

应用Excel201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表格制作,利用DPSV14.10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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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采用Duncan法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硒与氮磷钾肥配施对水稻产量指标的影响

硒与氮磷钾肥配施各处理水稻产量指标如表2所示。施氮量150kg/hm2 处理的水稻实际产量较高,
其平均产量比施氮量90kg/hm2 和210kg/hm2 处理的平均产量分别高10.9%和15.3%,产量最高施肥

组合为 施 氮 量 150kg/hm2、施 磷 量 150kg/hm2、施 钾 量 0kg/hm2、施 硒 量 15.6g/hm2 (处 理 6,

A2B3C1D2)。极差分析结果 (R)显示,各项施肥措施对每穗粒数影响大小表现为A>B>C>D,对

结实率表现为B>A>C>D,对千粒重表现为A>C>D>B,对实际产量表现为A>B>D>C;但

其K 值均未呈现规律性变化。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施氮处理 (A)对水稻产量和千粒重的影响达到

显著水平 (P <0.05),磷肥、钾肥和硒肥用量对每穗粒数、结实率、千粒重、实际产量等水稻产量指

标均无显著影响 (P >0.05)。可见,在供试稻田土壤上,氮肥施用是水稻产量指标变化的主控因子,
磷肥、钾肥和硒的施用对水稻产量指标的影响相对较小。

表2 硒与氮磷钾肥配施对水稻产量指标的影响

处理(项目) 每穗粒数 结实率/% 千粒重/g 实际产量/(kg·hm-2)

1(A1B1C1D1) 171.4±5.4ab 69.7±2.3a 30.7±2.1a 6413±368abc
2(A1B2C2D2) 167.3±11.7ab 74.1±4.5a 28.1±0.1bc 6210±169bc
3(A1B3C3D3) 158.7±2.9b 78.9±4.4a 29.3±0.5ab 6502±642abc
4(A2B1C2D3) 172.9±18.6ab 68.4±12.6a 28.7±0.7bc 7028±352ab
5(A2B2C3D1) 162.4±5.4ab 80.9±8.6a 29.2±0.5ab 6867±80abc
6(A2B3C1D2) 161.9±16.0ab 76.2±16.4a 29.0±0.1abc 7318±282a
7(A3B1C3D2) 180.9±3.3a 69.2±6.7a 28.1±0.1bc 6301±324bc
8(A3B2C1D3) 168.5±22.1ab 64.7±5.0a 28.2±0.9bc 5988±661c
9(A3B3C2D1) 181.9±9.8a 64.4±1.8a 27.4±0.9c 6113±109bc

KA1 165.80 74.23 29.37 6375.00

KA2 165.73 75.17 28.97 7071.00
KA3 177.10 66.10 27.90 6134.00
RA 11.37 9.07 1.47 937.00
PA 0.088 0.110 0.023 0.007
KB1 175.07 69.10 29.03 6580.67

KB2 166.07 107.83 28.50 6355.00
KB3 167.50 73.17 28.57 6644.33
RB 9.00 38.73 0.53 289.33

PB 0.218 0.538 0.293 0.423
KC1 167.27 70.20 29.30 6573.00

KC2 173.70 68.97 28.07 6450.33
KC3 167.33 76.33 28.87 6556.67
RC 6.37 7.37 1.23 122.67
PC 0.352 0.220 0.053 0.834
KD1 171.90 71.67 29.10 6464.33

KD2 170.03 73.17 28.40 6609.67
KD3 166.70 70.67 28.73 6506.00
RD 5.20 2.50 0.70 145.33
PD 0.597 0.838 0.332 0.797

  注:①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 (P<0.05);② KA1~KA3、KB1~KB3、KC1~KC3、KD1~KD3分别表示

A、B、C、D 因素在1~3水平下的平均值;③RA、RB、RC、RD分别表示氮、磷、钾和硒因素的极差;PA、PB、PC、PD 分别表示

氮、磷、钾和硒因素间F 检验结果,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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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硒与氮磷钾肥配施对水稻外观品质的影响

硒与氮磷钾肥配施对水稻外观品质的影响 (如表3所示)。施氮量为210kg/hm2 处理的水稻整精米

率较高,垩白粒率和垩白度均较低,平均整精米率比施氮量90kg/hm2 和施氮量150kg/hm2 处理的平

均整精米率分别高7.7%和4.8%,外观品质最佳的施肥组合为施氮量210kg/hm2、施磷量150kg/hm2、

施钾量75kg/hm2、施硒量0g/hm2 (处理9,A3B3C2D1)。极差分析结 (R)果显示,各项施肥措施对

整精米率影响大小表现为A>C>D>B,对垩白粒率表现为A>C>B>D,对垩白度表现为A>C>
B>D;由K 值可知,随着施氮量的增加,有提高整精米率、降低垩白粒率和垩白度、提高水稻外观品

质的趋势,而随施磷量和施硒量的增加,有降低整精米率、增加垩白粒率和垩白度、降低水稻外观品质

的趋势,钾肥对其影响未呈现规律性变化。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氮肥用量 (A)对整精米率、垩白粒

率和垩白度的影响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P<0.01);而磷肥用量 (B)对外观品质指标均无显著影响 (P
>0.05);钾肥用量 (C)对整精米率和垩白粒率的影响均达到显著水平 (P<0.05),对垩白度无显著

影响 (P>0.05);外源硒用量 (D)对整精米率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 (P<0.05),对垩白粒率和垩白

度无显著影响 (P>0.05)。可见,在供试稻田土壤上,氮肥是影响水稻外观品质指标变化的主控因子,
随着施氮量增加,整精米率增加,垩白粒率和垩白度降低,其次是钾肥用量,磷肥和硒的施用对水稻外

观品质的影响相对较小。

表3 硒与氮磷钾肥配施对水稻外观品质的影响

处理(项目) 整精米率/% 垩白粒率/% 垩白度/%
1(A1B1C1D1) 83.7±1.7b 15.2±8.1bc 4.7±2.5abc
2(A1B2C2D2) 82.8±0.6b 18.7±5.1ab 5.4±0.3ab
3(A1B3C3D3) 72.5±1.8c 23.5±6.4a 7.5±3.0a
4(A2B1C2D3) 82.3±2.3b 7.1±1.8d 2.1±0.4c
5(A2B2C3D1) 81.8±5.2b 11.1±7.8cd 3.9±1.6bc
6(A2B3C1D2) 81.7±1.6b 9.9±2.3cd 2.5±0.1bc
7(A3B1C3D2) 83.4±6.2b 9.2±1.8d 2.7±0.1bc
8(A3B2C1D3) 83.8±3.0b 8.9±4.4d 2.5±1.1bc
9(A3B3C2D1) 90.3±0.4a 6.2±4.8d 3.0±0.1bc

KA1 79.67 19.13 5.87

KA2 81.93 9.37 2.83
KA3 85.83 8.10 2.73
RA 6.17 11.03 3.13
PA 0.009 <0.001 0.003
KB1 83.13 10.50 3.17

KB2 82.80 12.90 3.93
KB3 81.50 13.20 4.33
RB 1.63 2.70 1.17
PB 0.529 0.1628 0.271
KC1 83.07 11.33 3.23

KC2 85.13 10.67 3.50
KC3 79.23 14.60 4.70
RC 5.90 3.93 1.47
PC 0.011 0.048 0.129
KD1 85.27 10.83 3.87

KD2 82.63 12.60 3.53
KD3 79.53 13.17 4.03
RD 5.73 2.33 0.50
PD 0.013 0.28067 0.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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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硒与氮磷钾肥配施对水稻硒含量的影响

硒与氮磷钾肥配施对水稻硒含量的影响如表4所示。施硒量为31.2g/hm2 的处理水稻硒含量较高,
其平均精米硒含量比施硒量为0kg/hm2 和15.6g/hm2的处理平均精米硒含量分别高84.5%和19.0%。
精米硒含量最高的组合为施氮量150kg/hm2、施磷量150kg/hm2、施钾量75kg/hm2、施硒量为31.2g/

hm2 (处理4,A2B1C2D3)。极差分析结果 (R)显示,各项施肥措施对水稻茎秆硒含量影响大小表现

为D>A>B>C,对稻壳硒含量表现为D>C>B>A,对精米硒含量表现为D>C>B>A,对米糠

硒含量表现为D>A>B>C。由K 值可知,随施硒量的增加,水稻各部位硒含量均增加,但氮、磷、
钾肥对水稻硒含量的影响未呈现规律性变化。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施用硒肥 (D)对水稻茎秆硒含

量、稻壳硒含量、精米硒含量和米糠硒含量的影响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P<0.01),氮、磷、钾肥对水

稻硒含量均无显著影响 (P>0.05)。可见,在供试稻田土壤上,外源硒是影响水稻硒含量的主控因子,
在一定范围内水稻硒含量随硒水平增加而增加,氮、磷、钾肥对水稻硒含量影响相对较小。各施肥处理

精米硒最高含量为0.29mg/kg,符合富硒米的含量标准和国家食品卫生标准 (≤0.30mg/kg)。

表4 硒与氮磷钾肥配施对水稻硒含量的影响

处理(项目)
茎秆Se含量

/(mg·kg-1)
稻壳Se含量

/(mg·kg-1)
精米Se含量

/(mg·kg-1)
米糠Se含量

/(mg·kg-1)
1(A1B1C1D1) 0.183±0.029abc 0.122±0.022b 0.149±0.008c 0.109±0.003cd
2(A1B2C2D2) 0.246±0.015ab 0.218±0.024a 0.24±0.016a 0.27±0.004a
3(A1B3C3D3) 0.281±0.033a 0.258±0.031a 0.28±0.054a 0.288±0.043a
4(A2B1C2D3) 0.26±0.034a 0.247±0.044a 0.291±0.068a 0.285±0.034a
5(A2B2C3D1) 0.094±0.053c 0.106±0.034bc 0.142±0.002c 0.164±0.021bc
6(A2B3C1D2) 0.234±0.048ab 0.218±0.02a 0.244±0.008a 0.254±0.015a
7(A3B1C3D2) 0.253±0.013a 0.224±0.045a 0.228±0.023ab 0.243±0.008ab
8(A3B2C1D3) 0.275±0.046a 0.259±0.037a 0.276±0.044a 0.279±0.046a
9(A3B3C2D1) 0.148±0.063bc 0.073±0.044c 0.168±0.028bc 0.074±0.068d

KA1 0.237 0.199 0.223 0.222

KA2 0.196 0.190 0.226 0.234
KA3 0.225 0.185 0.224 0.199
RA 0.041 0.009 0.003 0.036
PA 0.275 0.525 0.988 0.279
KB1 0.232 0.198 0.223 0.212

KB2 0.205 0.194 0.219 0.238
KB3 0.221 0.183 0.231 0.205
RB 0.027 0.015 0.011 0.032
PB 0.557 0.446 0.797 0.319
KC1 0.231 0.200 0.223 0.214

KC2 0.218 0.179 0.233 0.210
KC3 0.209 0.196 0.217 0.232
RC 0.021 0.020 0.016 0.022
PC 0.682 0.230 0.634 0.556
KD1 0.142 0.100 0.153 0.116

KD2 0.244 0.220 0.237 0.256
KD3 0.272 0.255 0.282 0.284
RD 0.103 0.154 0.129 0.168
PD 0.002 <0.001 <0.001 <0.001

3 讨论与结论

施肥能够影响水稻产量前提是土壤自身养分供应不足,这也是施肥的目的。王伟妮等[14]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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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磷钾肥的施用均可提高水稻产量。王成瑷等[15]在研究氮、磷、钾肥料用量对水稻产量与品质的影响

时提出,各种肥料处理产量较高的用量为:氮肥240kg/hm2 (经济施肥量为160kg/hm2)、磷肥

(P2O5)150kg/hm2、钾肥 (K2O)120kg/hm2,且增加氮肥用量,可以有效提高产量。谢金学等[16]研

究表明,水稻最佳氮、磷、钾施肥量分别为:N23.4g/m2、P2O57.8g/m2、K2O10.2g/m2。笔者研究

结果显示,氮肥施用是水稻产量指标变化的主控因子,产量最高施肥组合为处理6施氮量150kg/hm2、
施磷量 (P2O5)150kg/hm2、施钾量 (K2O)0kg/hm2、施硒量为15.6g/hm2。该研究结果与前人研究

存在一定差异,可能与土壤养分条件和施肥种类及配比有关。供试稻田土壤全钾和速效钾含量分别为

6.62g/kg和116.74mg/kg,钾素供应能力较强,可能是钾肥施用对产量与品质影响较小的原因之一。
此外,施硒促进水稻对钾素的吸收和利用,也可能是出现上述现象的另一个原因。肖利杰等[17]研究发

现,施硒能提高水稻各器官钾含量,且钾含量随着硒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该研究结果显示,氮肥是影响水稻外观品质指标变化的主控因子,随着施氮量增加,整精米率增

加,垩白度和垩白粒率降低,外观品质最佳的施肥组合为处理9,即施氮量210kg/hm2、施磷量

150kg/hm2、施钾量75kg/hm2、施硒量0g/hm2。而前人关于施肥对于水稻外观品质影响,研究结果差

异较大。王伟妮等[14]认为,氮磷钾肥的施用可以提高整精米率,使垩白度降低。徐春梅等[18]研究指

出,增施氮肥可以使垩白粒率和垩白度降低。钱银飞等[19]则发现糙米率和精米率均随施氮量的增加先

增加后降低。刘代银等[20]研究发现增施氮肥会提高垩白粒率和垩白度,不利于垩白性状的改善。但总

体来看,氮肥均是影响水稻外观品质的重要因子,磷肥和钾肥施用效果的差异则可能取决于栽培土壤肥

力条件的差异。
硒是动物体必需的营养元素和植物有益的营养元素,在体内起着重要的平衡氧化和提高人体免疫力

的作用。吴永尧等[3]研究发现,用硒作微肥,能增强根系还原能力,促进分蘖,增加产量,提高籽粒含

硒量。胡莹等[21]研究也表明,土壤添加硒肥可显著提高水稻铁膜、根系、茎叶、谷壳和糙米中硒含量。
本研究得出,在供试稻田土壤上,硒肥是影响水稻硒含量变化的主控因子,在一定范围内水稻硒含量随

硒水平增加而增加,精米硒含量最高的组合处理4施氮量为150kg/hm2、施磷量为150kg/hm2、施钾

量为75kg/hm2、施硒量为31.2g/hm2。本研究的处理4中精米硒含量为0.29mg/kg,符合富硒米的含

量标准和国家食品卫生标准 (≤0.30mg/kg)。根据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成人的硒摄入量为每日50~
250μg,成人每日谷物摄入量为0.3~0.5kg,若食用此试验精米,则硒的每日摄入量则为87~145μg,
符合营养学需求。

氮肥施用是水稻产量指标变化的主控因子,施氮量为150kg/hm2 时水稻产量性状较好。氮肥也是

水稻外观品质指标的主控因子,在90~210kg/hm2 的氮肥施用范围内,随着氮肥用量的增大,整精米

率增加,垩白粒降低。水稻各器官硒含量随硒肥施用量的增大而增加,精米硒含量最高为0.29mg/kg,
符合国家食品安全和富硒食品标准。综合水稻产量、外观品质和硒含量指标变化,在供试稻田土壤上,
施氮量150kg/hm2、施磷量150kg/hm2、施钾量0kg/hm2、施硒量为15.6g/hm2 为最佳的组合,可达

到水稻富硒、高产、高品质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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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评选出适宜湖北利川南坪种植的水稻新品种,对参加2015~2016年湖北省恩施州早熟中稻区

试的水稻新品种在利川南坪优质稻基地进行了试验筛选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闽香优683和绵7优恩

66经两年试验,在产量、抗性、熟期等方面综合表现较好,可在该基地加快示范种植;新参试品种长农

优231和中100A/R65综合表现好,可在2017年继续进行试验筛选;其他品种表现不突出。
[关键词]新品种;优质;早熟中稻;抗稻瘟病;筛选;利用评价

[中图分类号]S338;S5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 1409 (2019)01 0072 05

湖北省利川市位于武陵山区腹地,是湖北省恩施州水稻主产区,也是一个稻瘟病常发重发病区。利

川南坪地处利中盆地,稻田大多分布在海拔1100~1250m,温光资源良好,适宜一季早熟中籼稻种植,
在水稻生育后期的灌浆成熟阶段,气温相对较低,昼夜温差大,有利优良稻米品质的形成,因而恩施州

在该地建立了优质稻米生产基地。但由于该地区稻瘟病常发重发,且在水稻生育后期降温快,遭遇 “寒
露风”频率高,这成为该地区优质稻米产业稳定健康发展主要瓶颈。因此,通过鉴定评选出优质、高

产、抗稻瘟病、生育期适宜的早熟中稻新品种,是推动南坪优质稻米产业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和基础,
也是当地水稻育种工作者的主攻目标。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品种共11个,其中2016年续试新品种2个,供试品种种子由恩施州种子管理局向选育或供种

单位收取并统一提供,以绵5优142为统一对照(CK)。供试品种(组合)及其选育/供种单位详见表1。

1.2 试验方法

1.2.1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完全随机区组排列,重复3次,小区面积13.33m2 (6.67m×2m)。插植规格:行距

20cm,株距16.7cm,10行区,每行40穴,每穴2粒谷苗。小区四周设置1m以上保护区。

1.2.2 试验过程与田间管理

2016年秧田:种子风选后以强氯精浸种,3月30日浸种,4月1日催芽,4月2日播种。每公顷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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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参试品种与供种单位

品种编号 品种 亲本组合 选育/供种单位

恩稻早01 长农优231 长农2A×长恢31 长江大学

恩稻早02 忠优199 忠香A×忠恢199 重庆市皇华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恩稻早03 珞优636 珞红4A×恩恢636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

恩稻早04 闽香优683(续)* 闽香A×福恢683 中种集团福建农嘉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恩稻早05 繁优1508 繁源A×福恢1508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恩稻早06 泰丰优17号 泰丰A×华恢17号 恩施自治州汇丰源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恩稻早07 绵5优142(CK) 绵5A×恩恢142 湖北中种武陵种业有限公司

恩稻早08 绵7优恩66(续)* 绵7A×恩恢66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

恩稻早09 瑜晶优50 瑜晶A×R50 湖北中郎智能工业有限公司

恩稻早10 中100A/R65 中100A×R65 湖北中种武陵种业有限公司

恩稻早11 赣73优518 赣73A×恩恢518 湖北省利川富农农资有限公司

  注:*为2015~2016年2a区试品种。

种量187.5kg。采用双膜旱育秧。每公顷施复合肥 (N∶P2O5∶K2O为15∶15∶15,下同)225kg,尿

素75kg作基肥。于4月15日 (1叶1心)、4月25日 (2叶1心)和移栽前1周分别每公顷追施尿素

75kg。秧田期间扯草除稗3次,防治稻秆潜蝇等2次。

2016年试验大田:前作冬闲。机耕,一耕两耙。5月17日移栽,秧龄45d。每公顷施复合肥225kg
和尿素75kg作基肥。于5月25日每公顷追施尿素150kg;6月15日每公顷追施氯化钾 (60%)75kg
和尿素75kg。分别于6月22日、6月27日、7月8日和7月20日喷施康宽、宝剑、吡蚜酮等防治稻秆

潜蝇、二化螟、稻纵卷叶螟和稻褐飞虱等虫害4次。于5月27日补浮秧。于6月5日除草1次,6月

27日、7月11日和8月18日人工扯草除稗各1次。7月1日排水晒田,7月27日复水。

2015年秧田:4月1日浸种,4月3日催芽,4月5日播种。5月15日移栽,秧龄40d。其他管理

与2016年基本一致。
观察记载项目与标准按 《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技术规范水稻》[1]以及 《国家水稻品种试验观察记载

项目、方法及标准》、《南方稻区国家水稻品种区试及生产试验记载表》等的要求执行。

1.2.3 特征特性鉴定

稻瘟病、纹枯病和稻曲病的抗性鉴定由恩施自治州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所负责。米质品质检测由农

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武汉)进行,样品由基地试验点提供。

1.3 数据处理

产量结果采用 RCT99软件进行分析,方差分析采用混合模型,品种间产量差异多重比较采用

Duncan’s新复极差法,丰产性主要以参试品种相对于对照品种产量进行衡量。生育期以参试品种全生

育期比对照长短的日数衡量,其他主要性状表现以试验平均值评价。
参试品种的抗性以指定的鉴定单位的鉴定结果为主要依据。参试品种的米质检测、评价按照部颁标

准 《NY/T593—2013食用稻品种品质》[2]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产量

试验小区产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该试验的误差变异系数为5.788%,试验结果可靠,参试品种产

量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对照绵5优142平均每公顷产量9350.0kg,居第6位。瑜晶优50比对照增产

15.37%,达极显著水平,为第一档次品种;繁优1508比对照增产12.83%,达显著水平,为第二档次

品种;绵7优恩66、长农优231和闽香优683分别对照增产9.49%、8.42%和7.75%,增产不显著,
为第三档次品种。其他品种均比对照不同程度减产,分别减产0.27%、3.88%、7.89%和8.16%(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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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参试品种产量表现

品种
小区产量/kg

Ⅰ Ⅱ Ⅲ 平均

单产

/(kg·hm-2)
产量差异显著性

0.05 0.01

比CK增

减率/%

比组平均

增减率/%

产量

位次

长农优231 14.30 13.00 13.25 13.52 10137.50 ab ABC 8.42 5.76 4
忠优199 12.80 11.75 11.40 11.98 8987.50 c CDE -3.88 -6.23 8
珞优636 11.10 11.55 11.70 11.45 8587.50 c E -8.16 -10.41 11
闽香优683 14.55 12.75 13.00 13.43 10075.00 ab ABCD 7.75 5.11 5
繁优1508 13.70 15.20 13.30 14.07 10550.00 a AB 12.83 10.07 2
泰丰优17号 12.05 10.85 12.30 11.73 8800.00 c DE -5.88 -8.19 9
绵5优142 12.40 12.15 12.85 12.47 9350.00 bc BCDE 0.00 -2.45 6
绵7优恩66 13.95 13.90 13.10 13.65 10237.50 ab ABC 9.49 6.81 3
瑜晶优50 14.35 13.70 15.10 14.38 10787.50 a A 15.37 12.55 1
中100A/R65 12.40 13.60 11.30 12.43 9325.00 bc BCDE -0.27 -2.71 7
赣73优518 12.10 11.00 11.35 11.48 8612.50 c E -7.89 -10.15 10

  
2.2 生育期及主要农艺性状表现

对照绵5优142全育期为174d,参试品种中瑜晶优50、珞优636和繁优1508生育期较长,全育期

分别比对照长5d、4d和2d。其他品种全育期比对照短。
参试品种分蘖数不多,但成穗率较高,每公顷最高苗217.5万~379.5万,每公顷有效穗201.0万

~369.0万,成穗率91.9%~97.6%。参试品种株高92.0~114.0cm,穗实粒数83.8~165.7粒,结实

率66.8~96.3%,其中珞优636、绵5优142和瑜晶优50结实率低于75% (表3)。

表3 参试品种主要经济性状和生育期表

品种

每公顷

最高苗

数/104

每公顷

有效穗

数/104

成穗

率/%

株高

/cm

平均

穗长

/cm

每穗

总粒

数

每穗

实粒

数

结实

率/%

千粒

重/g

播种期

(mm-dd)
始穗期

(mm-dd)
齐穗期

(mm-dd)
成熟期

(mm-dd)

全生

育期

/d
长农优231 286.5 271.5 94.8 100.0 24.0 181.6 141.1 77.7 26.5 04-02 08-02 08-10 09-20 171
忠优199 318.0 310.5 97.6 114.0 24.5 117.4 106.9 91.1 27.1 04-02 07-30 08-09 09-19 170
珞优636 379.5 369.0 97.2 101.0 26.0 125.5 83.8 66.8 27.7 04-02 08-10 08-17 09-27 178
闽香优683 370.5 354.0 95.5 100.0 25.0 118.3 101.0 85.4 28.1 04-02 08-01 08-08 09-18 169
繁优1508 288.0 276.0 95.8 104.0 24.0 156.4 139.6 89.3 27.5 04-02 08-08 08-15 09-25 176
泰丰优17号 226.5 220.5 97.4 108.0 27.0 185.6 143.1 77.1 28.0 04-02 07-27 08-06 09-16 167
绵5优142 246.0 237.0 96.3 93.0 23.0 201.1 147.5 73.3 26.9 04-02 08-06 08-13 09-23 174
绵7优恩66 318.0 301.5 94.8 96.0 24.0 150.2 123.4 82.2 27.6 04-02 07-29 08-07 09-17 168
瑜晶优50 334.5 307.5 91.9 103.0 23.0 170.6 124.3 72.9 28.3 04-02 08-11 08-18 09-28 179
中100A/R65 217.5 201.0 92.4 102.0 26.0 172.0 165.7 96.3 28.2 04-02 08-05 08-12 09-22 173
赣73优518 267.0 252.0 94.4 92.0 23.0 135.7 125.0 92.1 27.4 04-02 07-25 08-05 09-10 161

2.3 续试品种表现

对照绵5优142两年的结实率表现均较低。续试品种闽香优683和绵7优恩66两年平均产量均比

对照绵5优142增产,全生育期均短于对照绵5优142,主要经济性状综合表现优良 (表4)。

2.4 稻米品质

2016年试验中,瑜晶优50和忠优199分别达国标优质稻谷2级和3级标准,品质优;长农优231
在整精米率、长宽比、垩白度、垩白率直链淀粉含量等主要米质指标上均达到或接近国标3级,品质较

好;其他品种米质为等外级,品质一般 (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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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15~2016年试验产量、生育期及主要经济性状表现

品种 年份

产量

平均产量

/(kg·hm-2)
比CK增

减率/%

生育期

全生育

期/d

比CK
长短/d

主要经济性状

每公顷有

效穗数/104
成穗率

/%

株高

/cm

平均穗

长/cm

每穗

总粒数

每穗

实粒数

结实

率/%

千粒

重/g

闽香优

683

绵7优

恩66



绵5优

142



2015 8987.55 20.44 174.0 -6.0 240.0 87.0 78.0 23.0 190.0 145.0 76.3 28.3
2016 10075.00 7.75 169.0 -5.0 354.0 95.5 100.0 25.0 118.3 101.0 85.4 28.1
平均 9531.28 13.38 171.5 -6.5 297.0 91.3 89.0 24.0 154.2 123.0 80.8 28.2

2015 7287.45 -2.35 180.0 -2.0 216.0 90.0 76.0 21.0 161.0 136.0 84.5 27.3

2016 10237.50 9.49 168.0 -6.0 301.5 94.8 96.0 24.0 150.2 123.4 82.2 27.6
平均 8762.48 4.24 174.0 -4.0 258.8 92.4 86.0 22.5 155.6 129.7 83.3 27.5

2015 7462.50 0.00 182.0 0.0 252.0 89.8 82.0 21.0 200.0 118.0 59.0 27.5

2016 9350.00 0.00 174.0 0.0 237.0 96.3 93.0 23.0 201.1 147.5 73.3 26.9
平均 8406.25 0.00 178.0 0.0 244.5 93.1 87.5 22.0 200.6 132.8 66.2 27.2

表5 2016年参试品种稻米品质分析结果

品种
国标

等级

出糙

率/%

精米

率/%

整精米

率/%

粒长

/mm

长宽

比

垩白粒

率/%

垩白度

/%

直链淀

粉/%

胶稠

度/mm

碱消

值/级

透明

度/级

水分

/%
长农优231 等外 80.0 69.8 55.7 6.7 3.1 31.0 6.1 14.8 65.0 5.3 1 13.8
忠优199 优3 81.4 73.2 65.6 6.7 3.1 18.0 3.8 15.0 63.0 5.4 1 13.2
珞优636 等外 81.3 71.6 42.9 6.9 3.0 45.0 12.4 19.8 33.0 5.4 2 13.4
闽香优683 等外 80.8 68.8 43.9 6.9 2.9 45.0 9.4 16.1 65.0 4.9 1 13.5
繁优1508 等外 79.4 64.7 47.8 7.1 3.2 29.0 6.0 16.0 58.0 5.0 1 13.5
泰丰优17号 等外 79.9 68.8 49.5 7.2 3.6 12.0 3.3 15.3 75.0 5.4 1 13.4
绵5优142 等外 79.6 69.1 53.6 6.8 3.0 44.0 9.5 20.7 35.0 6.3 2 13.4
绵7优恩66 等外 80.6 69.9 53.8 7.0 3.1 28.0 6.7 19.7 30.0 5.8 2 13.5
瑜晶优50 优2 78.7 70.1 59.8 7.0 3.2 13.0 2.8 17.0 50.0 6.7 2 13.1
中100A/R65 等外 80.7 71.2 56.5 7.1 3.2 35.0 8.0 20.1 31.0 6.9 2 14.1
赣73优518 等外 81.3 69.9 50.0 7.1 3.2 38.0 6.6 16.1 49.0 6.8 1 14.1

2.5 抗性

2015~2016年两年鉴定,闽香优683中抗稻瘟病,劣于对照,高感纹枯病,发生稻曲病;绵7优

恩66抗稻瘟病,与对照相当,感纹枯病,感稻曲病。在2016年试验中,对照绵5优142稻瘟病综合抗

性指数2.2,穗瘟损失率最高级1级,抗稻瘟病;高感纹枯病;抗稻曲病。依据穗瘟损失率最高级,无

稻瘟病感病和高感品种,所有参试品种的稻瘟病综合抗性指数≤4.3。纹枯病抗性表现为中感的有忠优

199和绵7优恩66,其他品种为感病或高感。稻曲病抗性表现为抗或中抗的有中100A/R65、闽香优

683和瑜晶优50,其他品种为中感和感病 (表6)。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对照品种绵5优142,在两年区试中均表现丰产性较差,结实性差,建议以更优异的品种更换该品

种作统一对照。
两年试验品种中,闽香优683在两年的试验中表现丰产性稳产性好,熟期较早,中抗稻瘟病,稻米

品质中等,主要经济性状优良,株叶型适中,植株整齐,综合表现突出,建议扩大示范种植。绵7优恩

66在两年的试验中表现丰产性好,年际间稳产性一般,熟期较早,抗稻瘟病,稻米品质中等,主要经

济性状优良,株叶型适中,植株整齐,综合表现较突出,建议扩大示范种植。
一年试验品种中,长农优231在2016年试验中丰产性、稳产性和适应性好,熟期较早,稻米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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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等,中抗稻瘟病,主要经济性状优良,株叶型适中,植株整齐,综合表现突出,建议2017年继续

试验。其他参试品种表现一般或较差,建议不再继续参加试验。

表6 2015~2016年参试品种抗病性鉴定综合评价结果表

品种

名称

试验

年份

稻瘟病

2016
抗性

指数

损失

最高级

抗性

评价

2015~2016*

抗性指

数最大值

损失

最高级

抗性

评价

纹枯病

2016
病级

2015~2016*

最高

病级

抗性

评价

稻曲病

2016
病级

2015~2016*

最高

病级

抗性

评价

闽香优683
2015~
2016

1.8 1 抗病 2.4 3 中抗 7 9 高感 3 3 发病

绵5优42
2015~
2016

2.2 1 抗病 2.2 1 抗病 9 9 高感 1 5 中感

绵7优恩66
2015~
2016

2.2 1 抗病 2.2 1 抗病 5 7 感病 7 7 感病

赣73优518 2016 1.8 1 抗病 7 感病 7 感病

珞优636 2016 2 1 抗病 7 感病 5 中感

繁优1508 2016 2.6 1 抗病 7 感病 5 中感

瑜晶优50 2016 2.7 3 中抗 7 感病 3 发病

中100A/R65 2016 2.8 3 中抗 7 感病 1 发病

长农优231 2016 2.9 3 中抗 7 感病 7 感病

忠优199 2016 3.5 5 中感 5 中感 7 感病

泰丰优17号 2016 4.3 5 中感 7 感病 5 中感

  注:*为2015~2016年综合评价结果。

3.2 讨论

恩施不是湖北水稻的主产区,但利川等二高山地区却是恩施水稻的主产区,然而该地区发展稻作产

业的限制因素较多[3]。只有建立集中连片资源禀赋相对较好的基地,培植特色突出的优质稻米产业 (如
优质富硒无公害稻米等),才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并获得较高经济效益。因此,对推广应用的品种

提出了较高要求,稻瘟病抗性太差 (稻瘟病综合抗性指数≥5.0)、生育期过长 (≥对照2d)、结实率过

低 (≤75%)等类型品种都属于一票否决对象。本试验中有的品种如瑜晶优50虽然产量、品质和抗性

都表现不俗,但却因生育期太长、后期风险太大而不能进行推广应用。
总体看来,本试验参试品种对稻瘟病抗性不错,但优质品种比率低,参试的11个品种只有1个达

国标2级,1个达国标3级,其余均为等外。因此,本地区引育种工作在品质改良方面尚有待加强。

[参考文献]
[1]NY/T1300—2007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技术规范水稻 [S].
[2]NY/T593—2013食用稻品种品质 [S].
[3]冉从辉,杨隆维,袁道宪.利川市早熟杂交中籼新组合筛选试验 [J].农业科技通讯,2010,(5):10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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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中药材田间害虫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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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河西走廊特色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 甘肃 张掖734000
æ

è
ç

ö

ø
÷

  王红鹃 甘肃省张掖市生产力存进中心, 甘肃 张掖734000( )

  费永祥 甘肃省张掖市植保植检站, 甘肃 张掖73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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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田间调查和室内鉴定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了河西走廊中药材田块发生的主要害虫种类和发生

程度。结果表明:河西走廊中药材田块的主要害虫有12种,鳞翅目 (Lepidopter)昆虫占33.3%,其中

菜青虫 (Pierisrapae(L.))和小菜蛾 (Plutellaxylostella (Linnaeus))在板蓝根田块发生程度最严

重;双翅目 (Diptera)昆虫主要是种蝇 (Deliaplatura (Meigen))和斑潜蝇 (LiriomyzasativaeBlan-
chard)的发生程度较重;同翅目 (Homoptera)蚜科 (Aphidinae)昆虫危害范围比较广,基本上对所有

的中药材都有危害;地下害虫主要是黑绒鳃金龟甲 (SericaorientaolisMotschulsky)的幼虫 (蛴螬)。
[关键词]河西走廊;中药材;田间害虫

[中图分类号]S4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 1409 (2019)01 0077 02

甘肃地处我国西北部,位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蒙新高原的交汇地带,是全国最重要药材产区之

一,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品质优良[1]。除受特有病虫危害外,中药材栽培中还会受到当地一般农作

物、果树、蔬菜、林木、牧草等病虫的侵入为害。由于环境条件的改变和缺乏原有天敌控制,这些侵入

性病虫极易暴发,造成严重的危害。中药材以根、茎、叶、花、果、全株入药,各器官都会受病虫危

害,受害面宽。同时,药材在收获、储藏、运输过程中都有可能受害,且受害期长。药用植物受害后,
或直接减产、失收,或间接影响生长发育,造成品质下降,甚至失去药用或商品价值[2]。对不同种类的

中药材田块进行初步调查,摸清河西走廊中药材田块的主要害虫种类,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基点

选取中药材种植比较集中的民乐县六坝乡、南丰乡,山丹县清泉乡、位奇乡、陈户镇、大马营乡,
天祝县安远乡、西大滩乡的11个村户做为基点。每个基点选取中药材田3块,每块田不少于667m2,
共计调查中药材田块33个,计22011m2。

1.2 调查方法

针对不同的中药材种类,按照不同的生育期,分别进行一次调查采集。注意采集不同的虫害部位,
认真记载危害部位、危害特征、生境等,在田间调查发生株率,按照发生株率分为以下等级:发生株率

在0~20%的发生程度记为+,21%~50%记为,51%~80%记为,81%以上记为。对典型的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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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进行网捕采集,并带回实验室制成浸渍标本和针插标本,进行进一步鉴定和分类。

2 结果与分析

经现场和实验室分类鉴定,河西走廊中药材田块主要害虫种类如表1所示。危害河西走廊中药材田

块的主要害虫有12种,鳞翅目昆虫占33.3%,其中菜青虫和小菜蛾在板蓝根田块发生程度最严重,这

与其对十字花科植物的选择性有很大关系[3]。双翅目昆虫主要是种蝇和斑潜蝇的发生较重。同翅目蚜科

昆虫危害范围比较广,基本上对所有的中药材都有危害。地下害虫主要是黑绒鳃金龟甲的幼虫 (蛴螬)。

表1 河西走廊中药材田间主要害虫种类及危害程度

目 种类 寄主 发生地点 发生程度

鳞翅目Lepidopter 菜青虫Pierisrapae(L.) 板蓝根 民乐县六坝乡六坝村 
双翅目Diptera 美洲斑潜蝇LiriomyzasativaeBlanchard 板蓝根 民乐县六坝乡六坝村 
鳞翅目Lepidopter 小菜蛾Plutellaxylostella (Linnaeus) 板蓝根 民乐县六坝乡六坝村 
同翅目 Homoptera 甘蓝蚜 Brevicorynebrassicae(Linnaeus) 蓖麻 民乐县六坝乡六坝村 
鳞翅目Lepidopter 斜纹夜蛾Prodenialitura (Fabricius) 党参 民乐县六坝乡六坝村 +
鞘翅目Coleoptera 双斑萤叶甲 Monoleptahieroglyphica(Motschulsky) 党参 民乐县六坝乡六坝村 +
同翅目 Homoptera 棉蚜AphisgossypiiGlover 党参 民乐县六坝乡六坝村 
鞘翅目Coleoptera 红斑芫菁 MylabrisspeciosaPallas 黄芩 民乐县六坝乡六坝村 +
鳞翅目Lepidopter 斜纹夜蛾Prodenialitura (Fabricius) 黄芩 民乐县六坝乡六坝村 +
膜翅目 Hymenoptera小麦叶蜂DolerustriticiChu 黄芩 民乐县六坝乡六坝村 +
鳞翅目Lepidopter 银锭夜蛾 Macdunnoughiacrassisigna (Warren) 款冬 民乐县六坝乡六坝村 +
同翅目 Homoptera 棉蚜AphisgossypiiGlover 红花 山丹县清泉乡南湾村 
同翅目 Homoptera 棉蚜AphisgossypiiGlover 甘草 山丹县清泉乡龙家庄子 
鞘翅目Coleoptera 黑绒鳃金龟SericaorientalisMotschulsky 当归 天祝县西大滩乡马场村 
双翅目Diptera 种蝇Deliaplatura (Meigen) 当归 天祝县西大滩乡马场村 

3 讨论

通过此次调查,对河西走廊中药材田块的主要害虫进行了澄清。但是由于条件限制,所选取的调查

基点只能是代表性的,而且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田间的害虫种类也会有所波动。因此,河西走廊中药

材田块害虫尚待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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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压缩感知的农情监测节点稀疏采样决策方法

  赵刚, 饶元, 朱军, 李绍稳 (安徽农业大学信息与计算机学院, 安徽 合肥230036)

[摘要]将压缩感知应用于农情监测节点的稀疏采样,能够有效减少数据冗余和能耗,而如何甄选测量矩

阵、稀疏基和重构算法,是实现节点稀疏采样和数据收集质量控制的关键。系统分析了基于压缩感知的

单节点稀疏采样与重构方法,设计了基于压缩感知的农情监测节点稀疏采样决策系统功能架构,阐述了

Python语言环境下系统的实现技术与效果。系统初步应用表明,对于30d连续监测、采样间隔为15min
的花卉植株茎流、土壤湿度数据的压缩感知,宜选择固定采样率,测量矩阵、稀疏基、重构算法分别选

取周期测量矩阵、差分矩阵和SL0算法,每2~10d重构一次数据可实现数据恢复代价与精度的良好折

衷。
[关键词]压缩感知;农情监测节点;稀疏采样;决策

[中图分类号]TP391;S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 1409 (2019)01 0079 09

农业物联网系统已经成为农业大数据最重要的数据源之一[1]。通过将具有感知、通信和计算能力的

微型传感器部署应用于农业生产管理中,全面、准确、高效地监测SPAC (土壤 植物 大气连续体)系

统,能够有效推进 “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为精准农业的实现提供重要支撑[2,3]。
对基于物联网技术自动获取的数据进行质量控制是开展高价值农业生产分析以及基础科研数据应用

的重要前提。农情监测网络通常部署在野外环境,持续供电困难,有限的通信带宽也给数据可靠交付带

来了极大挑战。实现节点长期稳定运行与高效数据获取一直是农业无线传感器网络部署应用亟待突破的

关键瓶颈问题。为提高数据采集效率、延长网络生命周期,研究者们分别从路由算法、数据压缩与融合

等方面开展研究,试图减少节点所采集数据的冗余度、降低网络中的数据传输量[4]。
压缩感知CS (CompressiveSensing)技术的出现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传感器节点能够

以较低的速率在采样的同时对信号进行适当压缩,Sink端通过求解一个优化问题就可以高概率精确重

构原信号,有效减少传感节点的数据获取能耗[5]。测量矩阵、信号稀疏表示和重构算法等三要素是决定

基于压缩感知的数据采集质量关键性因素[6,7]。稀疏基矩阵能够对采样信号进行稀疏化,测量矩阵用来

表示采样策略,重构算法的选择对信号恢复质量和代价有着决定性作用。根据参与数据采集的节点规

模,常用的压缩感知方法可分为多节点协同调度采样[7,8]和单节点调度采样[5,9~11]。当前农情传感器成

本较高,大规模应用部署较为困难。实际农业生产环境中,通常采用选取少量代表性站点进行监测,故

单节点的稀疏采样方法研究更为实用。然而,针对不同的数据对象,压缩感知三要素的具体实现形式与

算法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
为此,笔者全面分析了基于压缩感知的单节点稀疏采样与重构方法,设计并使用Python语言开发

了基于压缩感知的农情监测节点稀疏采样决策系统,以便于实际农情数据采集中,快速有效开展测量矩

阵、信号稀疏表示和重构算法等三要素的组合应用效果评估,为实现高效率、高质量农情数据的获取提

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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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压缩感知的单节点数据稀疏采样与重构

压缩感知利用被采集数据的稀疏特征和原始数据的低秩特性,将物理世界的传感数据进行稀疏化表

示,在小于Nyquist采样率的条件下,获取信号的少量离散样本,然后通过非线性重建算法恢复信号。
记某传感器节点一定时间内采集的物理量时序为X= [x1,x2,…,xN]T,假设向量ψi 是RN 空间中

的N 维列向量,组成基矩阵Ψ= [ψ1,ψ2,….,ψN],则RN 空间的任意信号X 都可表示为:

  X =∑
N

i=1
αiψi 或X =Ψα (1)

压缩感知理论指出,在稀疏条件下,用一个与Ψ 满足有限等距性 (RestrictedIsometryPrinciple,

RIP)约束的观测矩阵Φ ∈RM×N M ≼N( ) 对X 进行线性亚采样得到观测值Y,可以通过Y 求解优化

问题精确的重构出X[5,10],该理论可表达为:

  ζ:α
^
=argmin||α||1

  s.t.Y=ΦΨα (2)
基于压缩感知的节点稀疏采样与重构研究需要面对3个方面的问题[7~10]:

Ⅰ、对采样策略设计M×N 测量矩阵Φ,使M 尽量小以减少采样次数。

Ⅱ、稀疏矩阵的构建,针对X 的特征,为稀疏化X 而设计稀疏基Ψ。

Ⅲ、对已知的测量信号Y 和矩阵Φ、Ψ,根据重构算法Ω ,确定α,重建原始信号X =Ψα。

  图1 单节点采样测量矩阵

对于问题Ⅰ,传统的高斯随机测量矩阵、随机贝努利矩阵[6,10]等并不适用。传感器节点在同一时刻

只能采样一次,故单节点采样调度的测量矩阵每列最多一个 “1”,每行有且仅有一个 “1”,其余元素全

为 “0”,其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该矩阵表示对一个长度为N 的离散信号X 进行M 次采样。矩阵元素

(m,n)=1表示节点的m 次采样在n 时刻发生,(m,n)=0代表非采样点。该矩阵包含 “1”的列

可随机分布或等间隔均匀分布,分别对应随机采样和均匀采样。随机采样中,节点随机选择 M 个时刻

采样。周期性采样策略是指节点按照N/M 等间隔采样M 次。M 值决定了节点执行采样的总次数,对

于节点能耗与数据恢复效果有着关键作用。
定义采样率p=M/N 。采样率越低,节能效果越好,但可能会导致较大的数据恢复误差。故设计

采样调度策略时要根据对恢复数据的精度需求来对二者进行权衡。为此,长期的数据采集过程中,可结

合数据的变化特征动态调节采样率。通过降低线性变化数据段的采样率,提高非线性变化数据段的采样

率,以平衡采样率和数据恢复间存在的矛盾。具体地,设基准采样率pbase,将节点数据采集过程分解

为多个子采样段,各段采样率SRi 动态调整方法如下[5,10]:

  SRi=pbase+ R2
mean-R2

i( )β (3)

  SRi=pbase+ R2
i-1-R2

i-2( )β (4)
式中:R2

i 、R2
i-1和R2

i-2分别表示当前段、前一子段和前两子段数据线性拟合的决定系数;R2
mean为整个采

集周期内数据线性拟合的决定系数;β为增量调节因子。
式 (3)通过分析历史同期数据的变化特征来确定当前时间段的采样率[5],式 (4)根据前期相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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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段内数据特征预测其未来变化趋势,动态调节点的采样率[10]。
对于问题Ⅱ,选择的稀疏矩阵Ψ 要能够很好的稀疏化目标信号X。正交变换基容易实现且重建准

确度高。最常用于一维信号稀疏化表示的正交基有离散余弦变换DCT(DiscreteCosineTransform)、离

散小波变换DWT(DiscreteWaveletTransform)和差分矩阵等[7,9,11~13]。其中,差分矩阵的逆具有如

图2所示的结构,通常元素ζ>0以确保MD 可逆。

  图2 差分矩阵结构图

对于问题Ⅲ,第1类是基于l0 范数的贪婪迭代算法,其通过迭代的方式寻找稀疏向量的支撑集,
并使用受限支撑最小二乘估计来重构信号[14~16]。这类算法计算复杂度较低,但需要较高的采样率,重

建精度低。主要包括匹配追踪算法 MP(MatchingPursuit)、正交匹配追踪算法 OMP(Orthogonal
MatchingPursuit)、CoSaMP算法 (CompressiveSamplingMatchingPursuit)、子空间追踪算法SP
(SubspacePursuit)以及SL0 算法 (SmoothNorm)等。第2类是基于l1 范数的最小化松弛算法,将

求解最小l0 范数转化为求解最小l1 范数,利用凸优化方法求解原问题[14~16]。这类方法重建精度较高,
但需要较低的采样率,计算复杂度较高。特别地,SL0、基追踪算法BP和子空间追踪算法SP在一维数

据重构方面恢复精度较高[5,9,10]。

2 决策系统功能设计与实现

2.1 系统功能设计

系统由采样率调节、核心功能和辅助功能等组成,采用Python3.6语言开发。如图3所示,采样调

节模块实现了固定/动态采样方式,其中固定采样即直接使用预先设定的基准采样率,动态采样则是基

于历史同期数据特征的自适应调节采样率、基于数据趋势预测的自适应调节采样率,分别对应于式 (3)
和式 (4)的2种采样率自适应更新方法。核心模块包括压缩感知三要素:测量矩阵、稀疏基和重构算

法的实现。辅助模块有数据导入/导出、图形展示和算法评价等模块,主要实现数据导入、算法评价结

果输出和数据图形化展示等功能。各模块独立封装,使用时直接传参调用,可扩展性强。

2.2 实现技术及效果

2.2.1 采样率调节实现

图4所示的是采样率调节组成及实现方式。定义采样率调节samplerate_adjust_func类,包含固

定采样函数fixed_sampling_rate(pbase)、历史同期数据特征自适应采样函数hist_sampling_rate
(pbase,data)和基于数据趋势预测自适应采样函数pre_sampling_rate (pbase,data)。其中,参数

pbase 为基准采样率,data是输入的历史数据。以上函数调用NumPy、Math和Scipy工具包,返回值均

为采样率srate。
固定采样函数fixed_sampling_rate(pbase)返回基准采样率。历史同期数据特征自适应采样函

数hist_sampling_rate(pbase,data)调用Scipy库函数scipy.stats.pearsonr()求取所输入数据的

皮尔逊系数,再平方后获得决定系数R2,随后采用历史平均决定系数与R2的差乘以调节基数获得同期

采样率变化值,最后加上基准采样率得到实际的采样率。基于数据趋势预测自适应采样函数pre_sam-
pling_rate(pbase,data)调用库函数scipy.stats.pearsonr()求取最近2个数据段的决定系数,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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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系数之差预测下一段数据的采样率。

图3 基于压缩感知的农情监测节点稀疏采样决策系统功能架构

图4 采样率调节模块组成及实现方式

2.2.2 核心功能实现

图5所示的是测量矩阵、稀疏基和重构算法等核心模块的组成及实现方式。

1)测量矩阵。定义measure_ matric_func类,包含高斯测量矩阵生成函数gauss_ meas_ matric
(srate,len)、周期测量矩阵生成函数period_ meas_ matric (srate,len)和随机测量矩阵生成函数

rand_ meas_ matric(srate,len)。其中,参数srate是采样率,len是待采样信号长度。以上函数调用

NumPy和Random工具包,返回值均为 (srate*len)×len的测量矩阵Phi。
高斯测量矩阵生成函数gauss_ masure_ matric (srate,len)直接调用numpy.random.randn

(srate*len,len)构 建。周 期 测 量 矩 阵 生 成 函 数 period _ masure_ matric (srate,len)先 调 用

numpy.zeros()初始化测量矩阵,接着对矩阵从左上角首元素起每隔 ⌊N/M」行、⌊N/M」列的元素赋

值1,再使用numpy.insert()将矩阵尾部连续的零列插入矩阵内。随机测量矩阵生成函数rand_ ma-
sure_ matric(srate,len)先调用numpy.zeros()初始化测量矩阵,再采用random.sample()生成

随机数集合,接着用Python内建排序函数sort()排序,最后以随机数集合作为列号将初始化矩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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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应列元素赋值为1构造随机测量矩阵。

图5 核心模块组成及实现方式

2)稀疏基。定义sparse_ matric_func类,实现差分矩阵diff_sparse_ matric(len)、离散余弦

变换基dct_sparse_ matric(len)和离散小波基dwt_sparse_ matric(len)等3种稀疏基构造函数。
其中,参数len是待采样信号长度。以上函数调用 NumPy、Math工具包和PyWavelets小波工具箱,
返回值是大小为len×len的稀疏矩阵。

差分矩阵diff_sparse_ matric(len)调用numpy.eye()构造差分矩阵框架,接着替换矩阵最后

一个元素,再使用numpy.linalg.inv()求取矩阵的逆得到差分稀疏矩阵。离散余弦变换基dct_sparse
_ matric(len)调用零矩阵生成函数numpy.zeros()、余弦求值函数numpy.cos()、矩阵点积函数

numpy.dot()、矩阵均值函数numpy.mean ()和矩阵范式求解函数numpy.linalg.norm ()。离散小

波基dwt_sparse_ matric(len)采用PyWavelets工具包中的 Wavelet函数对’haar’小波基进行高通

和低通滤波得到该小波的高频系数和低频系数部分,再调用numpy.flip ()函数对分解的高频系数和

低频系数进行列向量转置翻转、numpy.roll()进行矩阵移位、numpy.hstack ()进行融合等处理,
最后构造出离散小波基矩阵。

3)重构算法。定义rec_ algorithm_func类,实现SL0 重构算法rec_ algorithm _SL0 (y,A)、
基追踪重构算法rec_ algorithm_BP (y,A)、子空间追踪算法rec_ algorithm _SP (y,A)等3种

重构算法。其中,参数y为观测值,A 为感知矩阵 (测量矩阵与稀疏基之和)。以上函数共调用

NumPy、SciPy和 Math工具包,返回值为重构的数据。

SL0 重构算法rec_ algorithm_SL0 (y,A)调用求逆函数numpy.linalg.pinv(),根据平滑l0 范

式的重构算法原理构建。基追踪重构算法rec_ algorithm _ BP (y,A)利用numpy.ones ()和

numpy.hstack ()处理线性规划模型参数,然后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函数scipy.optimize.linprog ()优

化求解该参数,以重构数据。子空间追踪算法rec_ algorithm _SP (y,A)调用 math.floor()函数

和NumPy工具包中的求逆函数numpy.linalg.inv()、取绝对值函数numpy.fabs()和范式求解函数

numpy.linalg.norm ()等。

2.2.3 辅助功能实现

图6所示的是辅助模块组成及实现方式。

1)数据导入导出。定义data_in_out类,包含数据导入函数data_import()和数据导出函数

data_output()。调用Pandas工具包和GUI库Tkinter。数据导入函数data_import()调用tk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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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skopenfilename ()函 数 弹 出 文 件 选 择 框,返 回 用 户 所 选 择 文 件 的 完 整 路 径,再 由

pandas.datetime.strptime()指定表头和读取格式,采用pandas.read_excel()/pandas.read_csv
()接收文件路径及读取格式后完成Excel/CSV文件数据的读入。数据导出函数data_output()调用

tkinter.asksaveasfilename()函数和Python内建函数open ()。使用tkinter.asksaveasfilename()函

数创建目标文件,再由内建函数open ()以’w’模式将缓存区数据写入到文件。

图6 辅助模块组成及实现方式

2)算法评价与图形化展示。定义eval_graph类,实现算法评价指标和数据图形化展示等功能,
调用NumPy库和 Matplotlib绘图库。算法评价指标包括信噪比函数SNR ()和均方根误差RMSE ()
函数。函数Plot_curve()调用 Matplotlib绘图库的Canvas控件及NavigationToolbar2TkAgg组件,
实现数据曲线的展示、缩放、拖拽和图片保存等功能。

2.2.4 系统界面效果

基于以上实现技术,采用Python3.6实现各功能模块并有机整合。决策系统界面如图7所示,主要

由导入数据、数据源选择、分段数、采样方式、测量矩阵、稀疏基、重构算法、采样重构和导出结果等

部分组成,各部分按照操作步骤编号。系统的 【数据显示】模块提供原始数据与重构数据展示、重构数

据相对于原始数据的偏差度分析功能,支持曲线图的缩放、拖拽和保存,便于开展压缩感知三要素

的遴选。

3 系统应用与分析

试验数据来自安徽农业大学农萃园,自2016年3月13日起部署以色列植物生长监测仪PM11z、基

于ArduinoMega2560研发的数据采集节点不间断收集园区园艺花卉育苗日光温室大棚内外的环境信

息、土壤温湿度 (SWR-100W型土壤温湿度传感器)、花卉植株茎流 (TDP-10型植物茎流计)等本体

信息,采样间隔为15min。笔者取2017年9月1日至30日共30d时间段内植株茎流和土壤湿度数据

(见图8)。其中,植株茎流、土壤湿度均呈周期性变化,植株茎流变化周期为24h,土壤湿度变化周期

与灌溉间隔时长有关。
为全面评估采样率调节方法、压缩感知三要素的功用,通过设置数据分段、基准采样率,选择不同

的采样率调节方法、测量矩阵、稀疏基和重构算法组合,全面评估不同组合条件下的数据稀疏采样及其

重构效果。试验过程中,设置基准采样率为10%、30%。采用分段数1、3、6、10、15、30和60,分

别对应采样时段长度为30、10、5、3、2、1、0.5d。试验过程中发现采用差分矩阵、重构算法SL0 较

其他重构算法消耗的重构时间更短,但具有更好的恢复效果,后续分析仅提供稀疏基、重构算法分别为

差分矩阵、SL0 算法时的重构效果。选取信噪比SNR (Signal-NoiseRatio)作为数据重构精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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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图7 稀疏采样决策系统界面

图8 植株茎流与土壤湿度数据

图9表示的是植株茎流数据不同数据稀疏采样下的重构效果。为排除动态采样调节的干扰,选取

10%、30%两种定采样率评估不同测量矩阵下的重构效果,结果如图9 (a)所示。随着采样率的增加

数据重构效果明显变好,周期测量矩阵的重构效果显著优于随机和高斯测量矩阵,且过细的分段采样对

于重构效果的提升有限,甚至有负面影响 (分60段时)。采样率从10%提升到30%时,更多的原始数

据参与重构提升了数据重构效果。若用于重构的数据量过少,原始数据的稀疏性及RIP条件的充要条

件受到负面影响,导致1d以内的数据为重构单元时恢复效果变差。
为评估不同采样率调节方式对重构效果的影响,分析同一测量矩阵在定采样率、基于历史同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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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和基于数据趋势预测的自适应采样率调节方式下的数据重构效果。图9 (b)所示是采用周期测量

矩阵时3种采样率调节方式的重构效果。特别地,随机和高斯测量矩阵下的重构效果与图9 (b)类似。
故可得出,不同采样率调节方式对重构结果的影响无明显差异。

图9 不同数据稀疏采样下植株茎流数据重构效果

因此,压缩感知方法应用于植株茎流数据采集时,宜选取固定采样率、周期测量矩阵进行稀疏采

样;以1d以上的数据序列为单位进行重构较为合适;高频率采样的数据有着更好的重构效果,如采样

率从10%上升到30%,信噪比提升30%。

  图10 定采样与不同测量矩阵下土壤湿度重构效果  图11 定采样率与周期测量矩阵下各分段的重构时间

土壤湿度数据在定采样与不同测量矩阵下重构效果如图10所示。数据重构效果随着分段数、采样

率的增加而上升。此外,通过分析不同采样率调节方式的重构效果,可得3种采样调节方式未对重构结

果造成明显的影响。因此,压缩感知方法应用于土壤湿度采集时,宜选取固定采样率、周期测量矩阵进

行稀疏采样;数据序列重构单位越小越好;高频率采样的数据可获得更好的重构效果。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采用压缩感知方法采集植物茎流、土壤湿度数据时,宜采用固定采样率,分别

选取周期测量矩阵、差分矩阵、SL0 算法为测量矩阵、稀疏基和重构算法,数据重构单元因数据对象不

同而有所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重构数据不可避免地与原始数据存在偏差,且偏差对实际应用的影响与

应用场景密切相关,具体偏差大小可通过改变采样率进行调节。采用10%采样率时,重构数据的取值、
变化趋势等与原始数据符合度较高,可满足田间生产管理需求。

具体应用中,重构时长也是数据重构单元选取的重要因素之一。图11为植株茎流和土壤湿度2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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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在不同分段数、定采样率和周期性测量矩阵下的重构时间对比,运行环境为Inteli5处理器、4GB
内存、Windows7操作系统。可以看出,重构时长均是在分段数达到3 (10d数据)后显著下降,此后

逐步趋于稳定。故针对植株茎流、土壤湿度数据的压缩感知采集,可每2~10d进行一次稀疏采样数据

的重构。

4 结语

探索农情数据的高效采集是农业物联网研究中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笔者研发了基于压缩感知的

农情监测节点稀疏采样决策系统,实现了采样率调节、测量矩阵、稀疏基和重构算法的多组合调用。通

过对30d连续监测、采样间隔为15min的花卉植株的茎流、土壤湿度数据压缩感知分析,验证了该系

统能够为基于压缩感知理论的农情数据稀疏采样决策提供有效支撑。后续将深入开展基于压缩感知的非

周期性变化、视频图像等复杂农情数据的稀疏采样方法研究,为全面提升农情数据的获取质量与效率提

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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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字向量和LSTM 的句子相似度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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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句子相似度度量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针对现有的句子相似度计算方法不能充

分捕捉句子的语义结构特征信息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字向量和LSTM (long-shorttermmemory,长短

期记忆)网络的句子相度计算方法。首先,通过 Word2Vec模型对中文维基百科语料进行训练,得到中文

字向量词典;然后根据字向量词典将句子映射为句向量,并输入LSTM 网络,获得句子的特征向量;最

后,通过相似度算法计算2个句子特征向量之间的相似度。通过在2个数据集上的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

能够提高句子相似度计算的准确性,效果好于传统的语句相似度计算方法和基于词向量的相似度计算方

法。
[关键词]句子相似度;字向量;Word2Vec;LSTM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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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相似度度量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基础,可应用于文本摘要、搜索引擎、论文查重、舆情分

析、新闻去重、问答系统等业务领域。特别是在文本相似度计算方面,可以有效提高门户网站新闻去重

效果。目前,中文句子相似度计算方法总体上可以分为基于统计学方法、基于汉语语义框架分析方法、
基于向量空间模型方法和混合方法4类。

基于统计学方法是通过共现词、统计词频等来计算相似度。赵臻等[1]提出通过对句子语义较为重要

的名词、动词、关键词等元素的词性、词位置以及词在句子中出现的频度统计量,设计权重计算公式,
综合语义相似度和词序相似度,进行语句相似度计算。冯凯等[2]利用2个句子的所有最长公共子串来计

算句子的相似度,在含有大量专有名词的问题集上提高了句子相似度准确率。传统相似度计算方法的缺

点是受字词差异、错别字、语法错误、语序的影响较大,基于汉语语义框架分析方法是通过引入知网等

专业语义资源,利用语义关系和语法成分来进行相似度计算。闫红等[3]在知网的词汇语义基础上,加入

词语义原间反义、对义关系、单义原的否定等额外的特征来计算词语的相似度。朱新华等[4]在知网与同

义词词林的词语语义相似度计算方法上重新设计权重计算策略,并考虑词语分布统计进行词语语义相似

度计算。黄贤英、张金鹏等[5]基于 HowNet语义词典进行改进,提出从词项词性角度构建词性向量,
并利用词性向量计算短文本相似度。基于语义的句子相似度算法能够较好的处理多义词、同义词等情

况,但准确率受语义资源的质量和规模影响。基于向量空间模型方法是利用深度学习等方法建立文本特

征向量,通过特征向量进行相似度计算。李晓等[6]基于 Word2Vec模型训练语料库获得词向量,然后根

据句法分析,分别计算主语、谓语、宾语3部分向量相似度,并赋予不同的权重系数,从而设计句子相

似度算法;郭胜国等[7]提出基于词向量计算Jaccard相似度与基于词向量依存句法相结合的相似度计算

方法。混合方法是将多种相似度计算方法叠加起来的方法。周永梅等[8]通过综合VSM 算法、语义相似

度算法、结构相似度算法并进行改进,加入词性标注、权值和知网词语语义后设计语句相似度算法。继

友翟[9]提出结合词语相似度、词权重和句型相似度来计算句子语义相似度。宋冬云等[10]通过改进向量

空间模型,获得关键词加权文本相似度,然后结合文本主干语义相似度,分别加权计算得到文本最终相

似度。混合方法能够综合考虑语法、语义和文本结构,使得文本相似度计算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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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深度学习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运用,在大规模语料库上训练 Word2Vec模型,获得更好的词向

量来表征语义信息,使得对自然语言的理解更加准确成为可能。李伟康等[11]利用深度学习方法将字向

量和词向量结合起来应用在自动问答系统任务上,并取得不错的效果。笔者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提出融

合字向量和LSTM (长短期记忆)网络的句子相似度计算方法。

1 模型原理

1.1 字向量与词向量

  图1 LSTM单元

2003年,Bengio等[12]提出利用神经概率语言模

型训练词的分布式表示,即词向量。词向量表示了语

言的深层语义,用稠密的向量解决了传统one-hot表

示带 来 的 维 度 灾 难 和 词 汇 鸿 沟 问 题[13]。2013 年

Mikolov等[14]改进了神经网络语言模型,提出包含

CBOW (Continuous Bag-of-Words) 和 Skip-gram
(ContinuousSkip-gram)2种计算框架的语言模型

Word2Vec,可实现在海量数据集上进行高效词向量

训练。CBOW原理是利用词 W 前后n 个词预测当前

词;而Skim-gram 则是利用词 W 预测前后n 个词。
词向量可以获得文本中的语义信息、语句结构信息、
句法信息等等丰富的内容。在无监督学习下通过训练

词向量可以获得 “queen-king+ man=women”这类

词语语义相关性。字作为中文文本最小组成单位,字

包含了丰富的语义信息,特别是成语这样的超短文

本,基于字向量进行分析能够获得更好的语义信息。
因此,使用字向量来进行中文自然语言处理具有重要

的实践意义。笔者采用Skip-gram模型进行中文字向

量训练,获得字向量表示,并通过字向量进行句子相

似度分析。

1.2 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
1997年,Hochreiter和Schmidhuber改进了RNN(RecurrentNeuralNetwork,循环神经网络)模

型,使用LSTM(LongShort-TermMemory,长短期记忆网络)代替隐藏层的节点,使得RNN可以记

忆、更新长距离的信息,从而可以实现对长距离信息的处理[15]。LSTM的原理是通过门 (Gates)的结

构来实现,如图1所示。使用门机制可以实现选择性地让信息通过。LSTM有3个门:遗忘门 (Forget
Gate)、输入门 (InputGate)和输出门 (OutputGate),和单元 (cell)实现历史信息的更新和保留。

2 模型结构

为了实现句子相似度计算的任务,笔者提出了基于字向量和LSTM 神经网络的相似度计算模型,
模型结构如图2所示。模型总共包含3个主要部分:由字向量构成的文本向量化层、基于LSTM 的特

征信息提取层、相似度度量层。

2.1 文本向量化层

将文本信息转换为高质量的向量表示是自然语言处理工作的首要步骤。利用 Word2Vec对语料库数

据进行训练获得字向量表示,字向量定义如下:

  vi=[vi1,vi2,vi3,…,v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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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i 为第i个字向量;n 为字向量的维度, 在训练字向量时进行设置。
进一步地,将语句中的文本逐字映射到向量空间,获得句子向量化表示:

  Sk =[v1,v2,v3,…,vt] (2)
式中:Sk 为句子k;vt 为句子中第t个位置字的字向量,对应LSTM网络第t时刻的输入向量。

图2 基于字向量和LSTM的模型结构图

2.2 LSTM 语句特征信息提取层

将向量化后的2个语句的句向量分别输入LSTM 网络,获得对应的特征向量。LSTM 网络的计算

过程和输出结果表述如下:

  it=σg(Wivt+Uiht-1+bi) (3)

  ft=σg(Wfvt+Ufht-1+bf) (4)

  ct
~
=tanh(Wcvt+Ucht-1+bc) (5)

  ct=ftct-1+itci
~ (6)

  ot=σg(Wovt+Uoht-1+bo) (7)

  ht=ottanh(ct) (8)
式中:it 表示输入门;ft 表示遗忘门;ct 表示记忆单元状态;ot 表示输出门;ht 表示隐藏层状态;σg

表示sigmoid函数;表示元素乘法;vt 为t时刻输入向量;Wi,Wf,Wc,Wo 为不同门的权值矩阵;

Ui,Uf,Uc,Uo 为各门的偏置值。

2.3 相似度度量层

LSTM层的输出结果取最后一个LSTM 单元的输出值作为特征向量,然后在相似度度量层计算

2个句子特征向量的余弦相似度,求得结果后送入Softmax分类器,获得相似度判断结果。具体计算公

式如下:

  Pr(yi)=Softmax
hahb

‖ha‖‖hb‖
æ

è
ç

ö

ø
÷ (9)

式中:yi 表示相似度类别;ha 是句子的a 特征向量表示;hb 是句子的b特征向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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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似度计算方法与说明

首先,通过 Word2Vec对语料库数据进行训练获得字向量表示。对句子Sa 和Sb 分别进行预处理,

并获得句子的字序列后,利用 Word2Vec训练得到的字向量,将字序列转换为字向量矩阵 [v1,v2,

v3,…,vt]。 然后,将句子Sa 和Sb 的字向量矩阵以序列方式分别输入LSTM到网络中进行训练,获

得句子的特征向量表示ha 和hb 。最后,将句子Sa 和Sb 的LSTM 输出ha 和hb 代入相似度计算公式

(9),求得相似度值。

dropout方法是目前能有效预防神经网络过拟合的方法之一,其原理是在训练迭代过程中,以设定

的概率P 随机删除神经元,用余下的神经元组成网络来训练数据。为了防止模型过拟合,在图2所示

模型中采用dropout方法随机选择部分神经网络节点失活,从而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dropout(丢弃

率)超参值取20%、30%、40%和50%,分别进行试验对比选取最优值。

4 算法试验与实施

4.1 试验数据

采用ChineseSTS(中文语义相似度训练集,西安科技大学,2016,https://github.com/IAd-
mireu/ChineseSTS)和CCKS2018Task3 (微众银行智能客服问句匹配大赛)提供的语料来进行试验。

ChineseSTS是由唐善成等老师收集和整理中文文本语义相似度语料库,语料库分为2个子集,笔者选

用simtrain-to05sts数据集来进行试验,该数据集一共有10000对句子对,并人工标注了相似度值,取

值从0到5 (5表示相似度最高,语义相似;0表示相似度最低,语义相反或不相干)。CCKS2018
Task3是微众银行提供的自动问答系统语料,该数据集共有100000对句子对,并标注了句子对相似度

值,取值为0或1 (0表示不相似,1表示相似)。从语料库质量上看,语料库2来源于自动问答系统,
因此语料库句子存在错别字、语法不规范等问题;语料库1语句经过人工采集、清洗和甄别,语句表述

较规范、数据质量较高。试验中,语料库按70∶10∶20比例分割成训练集、测试集和验证集3部分。

4.2 试验评价指标

试验采用准确率Precision、召回率Recall和F1值 来衡量句子相似度计算方法的性能。准确率用

于表示正确分类为指定类别的文档数量与分类到了指定类别的全部文档数量的比值。召回率是指某个类

集内同属于某类别文档的数量与文档集中属于该类别文档的数量的比值。F1值是用来衡量分类模型精

确度的一种指标,是准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均值。指标定义公式如下:

  Precision=
TP

TP+FP
(10)

  Recall=
TP

TP+FN
(11)

  F1=
2TP

2TP+FP+FN
(12)

式中:TP 为正确分类到正类的样本数;FP 为误分为正类的负样本数;FN 为误分类到负类的正样

本数。

4.3 字向量训练

采用维基百科中文语料 (zhwiki-20180120-pages-articles,1.42G),对该语料进行繁体转简体、去

除数字、特殊符号、停用词等处理后,使用 Word2Vec的Skip-gram模型进行训练得到字向量。为了对

比不同粒度向量在模型上的效果,额外训练了词向量,分词工具使用jieba。字向量和词向量的维度均

为400维,上下文窗口大小设置为5,词频最小值为5。从字向量训练结果中选择中心字 “书”和 “房”
来计算语义距离最近10个字,结果如表1所示。另外,为了对比不同粒度向量效果,从词向量训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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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中选择中心字 “图书”和 “学生”来计算语义距离最近4个词语,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1和表2结果可以看出,字向量对于词义的准确度的度量要好于使用词向量:从 “房”和

“书”2字的相似度前10个近义字来看,它们的意义与 “房”字有较高的相似度和关联度;而从 “图
书”和 “学生”2个单词的相似度最高的4个单词来看,关联度不够密切。因此该模型采用字向量进行

相似度计算,能够更好的获得计算结果。

4.4 试验结果及分析

提出基于字向量和LSTM神经网络的CV-LSTM 模型进行试验,网络参数配置如表3所示。试验

所使用的机器配置为Inteli5-34703.2GHZ四核处理器,16GBRAM,NvidiaGTX1060显卡,Ubun-
tu16.04操作系统,神经网络模型基于tensorflow开源机器学习库进行开发。

表1 字符语义距离

书

相关字 相似度

房

相关字 相似度

纂 0.38809 屋 0.47147

册 0.36823 宅 0.42003

撰 0.35322 楼 0.39281

文 0.34366 店 0.38688

副 0.34129 铺 0.38454

笺 0.34031 栋 0.37870

吏 0.33376 窑 0.36483

兼 0.32924 舖 0.35771

卷 0.32358 劏 0.35027

牍 0.32187 棚 0.34732

表2 词语义距离

图书

相关字 相似度

学生

相关字 相似度

期刊 0.60021 教师 0.78397
电子出版物 0.58139 店员 0.76891
报纸 0.56590 女学生 0.75937
视听资料 0.53428 男学生 0.71892

表3 CV-LSTM算法参数设置

参数名称 参数值

LSTM单元个数 (节点数) 200
dropout(丢弃率) 0.3
epochnumber(训练次数) 20
学习率 0.1

文本向量层主要参数为字向量维度、滑动窗口大小,笔者选择字向量维度 (100、200、300、400)
进行试验取优,滑动窗口大小取值为5;LSTM 层主要参数有节点数、dropout值、学习率等等,选择

节点数 (100、200、300、400、500)、dropout(20%、30%、40%、50%)进行试验取优,其余参数

如表3所示。模型目标函数选用交叉熵代价函数 (cross-entropycostfunction)。同时,训练过程使用

Adadelta(自适应学习率调整)算法来优化目标函数。试验结果见图3~图5。

图3 向量维度对模型准确率影响           图4 LSTM节点数对准确率影响

(基于CCKS2018Task3数据集) (基于CCKS2018Task3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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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dropout对准确率影响

(基于CCKS2018Task3数据集)

图3 横 坐 标 表 示 模 型 训 练 的 epoch
number(全 部 样 本 训 练 过 的 次 数),每 个

epoch训练时间约30~60min,与节点数量、
维度大小呈正相关。从图3中可知,向量维

度取400维对模型的准确率提升较佳。图4体

现了LSTM节点数个数对模型的影响,从数

据对比可以看出不同节点数下模型准确率相

差不大,考虑到训练时耗,节点数选取200。
图5反映了不同dropout值模型准确率的

变化情况。从图5可以看出,随着迭代次数

增加,准确率趋于稳定,当dropout取0.3
时,模型性能较好。

4.5 算法验证

为了验证算法的有效性,笔者将其与2
种传统的相似度计算方法莱文斯坦比 (levensteinratio)和Jaro-WinklerDistance方法进行对比;同时,
根据文本向量化粒度单位不同,在相同模型下,选择了词向量和字向量进行效果比对;另外,为了比对

不同神经网络模型的效果,还选择了卷积神经网络CNN方法、混合LSTM+CNN方法来进行对比。

1)Levenshtein_ratio方法。通过式 (13)计算2个字符串相似度:

  ratio=
sum-ldist

sum
(13)

式中:sum 为2个对比字符串的长度总和;ldist为类编辑距离。相似度阈值取0.618。

2)Jaro-WinklerDistance方法。通过式 (14)计算相似度:

  simj =
0, m=0
1
3

m
|s1|+

m
|s2|+

m-t
m

æ

è
ç

ö

ø
÷ ,otherwise

æ

è

ç
çç

(14)

式中,|si|为句子si 长度;m 为2个句子中相同字符数量;t为字符替换总次数的0.5倍。相似度阈值

取0.618。

3)WV-CNN方法。使用词向量,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和相似度计算。网络结构主要由1个

词嵌入层、2个卷积层、2个池化层构成。卷积核窗口的大小为3,卷积核的个数为128,池化层采用

maxpooling方法。

4)CV-CNN方法。使用字向量,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和相似度计算。网络结构和 WV-
CNN相同。

5)WV-LSTM方法。使用词向量,利用LSTM 模型进行训练和相似度计算,网络结构和图2相

同。

6)CV-LSTM方法。笔者的方法,使用字向量,利用LSTM模型进行训练和相似度计算,模型结

构如图2所示。

7)WV-LSTM-CNN混合方法。使用字向量,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和LSTM 网络进行训练和相似度

计算。
对比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由表4和表5可以看出,CV-LSTM方法在计算结果上要好于其他方

法,具体分析如下:

1)CV-LSTM方法的指标均高于其他方法。在CCKS2018Task3数据集上CV-LSTM 方法准确率

比采用词向量的 WV-LSTM方法准确率高6.63%,比传统的Levenstein-ratio方法高6.55%,在Chi-
neseSTS数据集上CV-LSTM方法的准确率也达到了96.1%。这是由于字向量能够更多保存语义信息,
同时,针对语句中用词不规范、错别字、语法错误等,通过字向量能够更好的保留句子的核心结构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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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降低噪音干扰,提高相似度计算结果。而传统的方法对于存在语法错误、字词错误、语序错误的句

子,计算准确率较低。

2)CV-LSTM训练结果优于CV-CNN训练结果,准确率大幅提高为17.33%。这是因为,句子属

于短文本,包含的信息量不如长文本丰富,因此使用卷积神经网络,较难从句子结构中提取出有效的特

征信息,导致相似度准确率低于CV-LSTM方法。

3)使用词向量和字向量进行相似度计算的结果表明,使用字向量的方法 (CV-CNN、CV-LSTM)
效果均要好于使用词向量的方法 (WV-CNN、WV-LSTM),这得益于字向量能保存比词向量更丰富语

义信息,从而提升相似度计算效果。

表4 ChineseSTS数据集分析结果

模型 Precision Recall F1

Levenstein-ratio 0.9576 0.9895 0.9737
Jaro_ WinklerDistance 0.9081 0.8881 0.9387
WV-CNN 0.60 0.78 0.68
CV-CNN 0.81 0.83 0.82
WV-LSTM 0.94 0.95 0.94
CV-LSTM 0.961 0.96 0.96
WV-LSTM-CNN 0.88 0.79 0.81

表5 CCKS2018Task3数据集分析结果

模型 Precision Recall F1

Levenstein-ratio 0.8478 0.8478 0.9176
Jaro_ WinklerDistance 0.5309 0.5309 0.6935
WV-CNN 0.68 0.60 0.54
CV-CNN 0.74 0.61 0.55
WV-LSTM 0.847 0.85 0.85
CV-LSTM 0.9133 0.91 0.91
WV-LSTM-CNN 0.82 0.80 0.79

5 结语

  笔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语句相似度计算方法,采用 Word2Vec训练得到字向量,将语句编码为字向量

后,输入LSTM模型得到句子的语义特征,再使用相似度计算公式获得句子的相似度值。试验结果表

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可以更好地完成自动问答系统和毕业论文课题去重系统中的相似度判断

任务。目前,新闻去重、舆情分析等对相似度计算有着更多的应用需求,下一步工作将开展短文本、长

文本相似度算法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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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像分解的微电阻率成像测井图像修复方法

  陈长胜, 袁瑞, 王超, 张慧敏 (长江大学信息与数学学院, 湖北 荆州434023)

[摘要]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微电阻率成像测井仪器无法实现井身的全覆盖成像,导致图像上出现了间

隔性的宽尺度空白带,造成部分信息缺失。为使图像能真实反映地质信息,针对测井图像的特点,提出

了基于反距离加权插值法与Criminisi算法的图像分解的修复方法。利用该方法对测井图像进行修复试验,

将其与反距离加权插值法、Criminisi算法进行对比分析,并对修复图像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基

于图像分解的修复方法能有效修复图像结构、纹理特征,图像视觉效果较好,有效扩充了测井图像的信

息,具有一定的地质应用价值。
[关键词]微电阻率成像测井图像;图像修复;反距离加权插值;Criminisi算法;图像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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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为了利用测井资料解决井眼周边地质问题,各大油田技术服务公司推出了高分辨

地层倾角测井仪HDT (High-resolutionDipmeterTool)和地层学高分辨地层倾角测井仪SHDT (Stra-
tigraphyHigh-resolutionDipmeterTool),开启了基于测井技术的井下地质精细研究新领域。80年代,
仪器研发人员将地层倾角测井仪的电极板进行了改造,利用密集组合的电阻传感器高密度测量井周地层

的电导率,并进行图像处理,得到了高分辨率的地层电阻率图像,最终形成了微电阻率成像测井技

术[1]。90年代至今,随着电子元器件的发展,微电阻率成像测井仪器不断完善,电极极板与点击数量

逐渐增加[2,3]。目前,Schlumberger公司的全井眼地层微电阻率成像测井仪FMI(FullboreFormation
MicroImager)拥有8个极板,每个极板上24个电极纽扣;Halliburton公司的微电阻率成像测井仪

XRMI(Extended-RangeMicroImager)拥有6个极板,每个极板上25个电极纽扣[4]。但是,这些极板

与电极仍然无法覆盖整个井眼井壁,FMI在8in井眼中的覆盖率为80%;XRMI在8.5in井眼中的覆盖

率为67%[5]。测井图像上包含空白区域,呈现出多条相间隔的宽尺度的白色条带、部分数据缺失等特

点,严重影响应用效果,不利于地质解释[6]。为了提升图像的应用效果,必须对这些空白条带进行填

充,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中,填充图像的本质就是图像修复。
图像修复是指对受到损坏的图像进行修复重建或者去除图像中的多余物体,其目的是根据图像现有

的信息来自动恢复丢失的信息[7]。该技术广泛应用于文物复原、障碍物移除、影视特效制作、老照片修

复、医学图像修复、犯罪现场还原等领域[8,9]。具有代表性的图像修复方法[10,11]包括基于结构的点填充

和基于纹理的块填充。偏微分方程 (PartialDifferentialEquation,PDE)修复模型是典型的基于结构

的修复方法,包括BSCB模型[12,13]、TV (TotalVariation)模型[14,15]、CDD (Curvature-DrivenDiffu-
sion)模型[16]等。其中,BSCB模型[12]是由Bertalmio等根据热扩散原理而创立的,该方法的思想是将

已知区域信息通过迭代算法逐步传播至未知区域;由Chan提出的TV模型[15,17]是利用已知点的加权平

均修复区域边界点,在迭代过程中以各向异性的方式逐步向破损 (未知)区域扩散;CDD模型[16,18]是

在TV模型上引入几何曲率而得到的驱动扩散模型。然而,基于PDE的修复方法仅适用于小面积破损

图像,如图片划痕和少许污点,不能满足大面积受损图像。Criminisi算法[19~21]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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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的图像修复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按照一定的优先级,在已知区域搜索与未知区域最为匹配的样本

块,逐步填充未知区域,该算法能适用于受损面积较大的图像,但在修复过程中会产生较多分布规则的

纹理,结构不连续,不符合人眼视觉习惯。文献 [6]提及的插值法是一种实现简单、快速的填充空白

区域信息的方法,但是忽略了图像的纹理信息。为此,笔者基于数字图像处理技术,针对图像特点,提

出了基于反距离加权插值法与Criminisi算法的图像分解的修复方法,利用该方法修复数据缺损的测井

图像,并将其与反距离加权插值法和Criminisi算法进行比较分析。

1 反距离加权插值法

反距离加权插值法是一种利用已知散乱点集的多元插值方法。指定插值点的值通过用已知影响点的

值加权平均计算得到,其计算公式[6]为:

  图1 反距离加权插值法示意图

  Yj =∑
N

i=1
λiXi

  λi=

1
d(i,j)

∑
N

i=1

1
d(i,j)

式中:Yj 是插值点的值;Xi 是影

响点的值;N 是影响点的总数;λi

是对应影响点的权系数;d(i,j)
为影响点i与插值点j之间的欧式

距离。
反距离加权插值法的示意图

如图1所示,在插值点所在行及

其上下各2行,每行选取插值区

  图2 Criminisi算法示意图

域两侧距离插值点最近的左右各3个实测

点,共计30个实测点作为其影响点。在修

复过程中,不将已修复点作为后续修复点的

影响点。

2 Criminisi算法

Criminisi算法的示意图如图2所示,其

中I代表整幅图像,Φ 是已知区域,Ω 是未

知区域,∂Ω 是未知区域的边界,p 是待修

复点 (p∈∂Ω ),Ψp 是以p 为中心的匹配

纹理块,np 是∂Ω 在点p 的法线方向,▽I⊥
p

是等照线的切线方向。

Criminisi算法通过在修复边界选取优

先权最大的p 点,然后寻找与Ψp 最相似的

匹配块进行修复,最后更新已修复块中像素点的置信度,该算法通过以下3步实现。

1)计算优先权。Ψp 中点p 的优先权P(p)[19,20]定义为:

  P(p)=C(p)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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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
∑

q∈Ψp∩Φ
C(q)

Ψp
  D(p)=

▽I⊥
pnp

α
式中:C(p)为Ψp 的置信度,0≤C(p)≤1;D(p)为数据项,0≤D(p)≤1; Ψp 为匹配纹理块中的

像素点总数;α为归一化参数,灰度图中取值255。

2)搜索最佳匹配块。最大优先权的点p 确定后,在Φ 中全局搜索与Ψp 相似度最高的匹配块Ψq ,

Ψq 匹配准则[19,21]满足:

  Ψq =argmin d
Ψq'⊂Φ

(Ψp,Ψq')

式中:d(Ψp,Ψq')表示Ψp 与Ψq' 之间的距离。

3)更新置信度。Ψp 被填充后,更新填充点的置信度。
重复上述3个步骤,直至未知区域的所有待修复点填充完成。

3 基于反距离加权插值法与Criminisi的图像分解的修复算法

  一般而言,一幅图像往往具有丰富的结构信息与纹理信息。图像分解的修复方法[22,23]是由Bertal-
mio经过长时间地观察研究而提出的图像修复方法,该方法的思想是:首先把原始图像分解成2部分

———结构子图与纹理子图,再分别针对性地对2个子图进行修复,最后将修复的子图相加得到最终的修

复图像。TV-L1 模型[24-26]是一种较好的图像分解模型,它能很好保持图像的结构特征和避免对比度丢

失的问题,其模型为:

  min∫D
▽u dx+λ0∫D

u-f dx

式中:u 和f 分别是输出图像和输入图像;前半部分是正则项,是图像的全变分;后半部分是拟合项,
用于控制输入与输出间的差异;λ0 是拉格朗日乘数。

基于反距离加权插值法与Criminisi算法的图像分解的修复方法的步骤如下:

1)利用反距离加权插值法修复与Ψp 的半径相同的图像顶部、底部两处横向的空白区域;

2)利用TV-L1 模型分解原始待修复图像,得到结构子图与纹理子图;

3)利用反距离加权插值法修复分解所得的结构子图;

4)利用Criminisi算法修复分解所得的纹理子图;

5)将修复之后的纹理子图与结构子图相加,得到最终的修复图像。

4 试验结果

运用反距离加权插值法、Criminisi算法和基于反距离加权插值法与Criminisi算法的图像分解的修

复方法对微电阻率成像测井图像进行修复。图3 (a)是一幅缺失65748个像素点的测井图像,该图像

的垂向分辨率是2.54mm,横向共356列,其中缺失数据的列数为141列,呈现出多条空白带。该图像

显示了砂岩与泥岩地层剖面,亮色代表砂岩,暗色代表泥岩,空白带造成部分岩性特征缺失,影响了沉

积构造的识别、岩石结构的分析等地质应用。在 Matlab-R2017a平台下,编写相应的程序对图像进行快

速处理。
图3 (b)是利用反距离加权插值法修复所得的图像,虽然在修复区域视觉效果上较为连续,但在

修复区域边界存在较明显的分隔线;图3 (c)是利用Criminisi算法修复所得的图像,尽管修复之后的

图像纹理较清晰,但是图像结构断裂,整体视觉效果差;图3 (d)是基于反距离加权插值法与Crimi-
nisi算法的图像分解的修复方法所得的修复图像,该方法不但修复了图像的结构与纹理特征,而且图像

连续性好,视觉效果好。
为了客观地说明各方法针对部分数据缺失的测井图像的修复效果,引入如下常用的评价指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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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均方误差MSE (MeanSquareError)和峰值信噪比PSNR(PeakSignal-to-NoiseRatio)。它们

是以像素统计为基础的图像质量评价方法,计算公式为:

   MSE=
1

MN∑
M

i=1
∑
N

j=1
R(i,j)-F(i,j)2  PSNR=10lg

2552

MSE
式中:R 代表已修复图像;F 代表原始待修复图像;MN 表示图像大小。

MSE 越小,表明修复效果越好,PSNR 越大,表明修复质量越佳。

图3 原始图像及修复结果

2)结构相似度SSIM (StructuralSimilarity)。它是衡量2幅图像相似程度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SSIM(R,F)=l(R,F)·c(R,F)·s(R,F)

  l(R,F)=
2uRuF +c1
u2

R +u2
F +c1

  c(R,F)=
2σRσF +c2

σ2R +σ2F +c2
  s(R,F)=

σRF +c3
σRσF +c3

表1 3种方法的修复结果的定量评价

修复方法
评价指标

MSE PSNR/dB SSIM
反距离加权插值法 7643.4 9.2980 0.5266
Criminisi算法 7858.8 9.1772 0.5228
基于反距离加权插值法与 Criminisi
算法的图像分解的修复方法

7613.4 9.3150 0.5414

式中:l(R,F)、c(R,F)、s(R,F)分别

是亮度、对比度、结构的比较函数;uR 、σR

分别表示R 的均值、标准差;uF 、σF 分别

表示F 的均值、标准差;σRF 表示R 与F 的

协方差;c1、c2、c3 均为常数。

SSIM 是根据像素间的相关性构造出来

的图像质量评价标准,SSIM 越大,表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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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效果越好。
原测井图像的3种修复方法的定量评价指标值见表1,可以看出,基于反距离加权插值法与Crimi-

nisi算法的图像分解的修复方法的SSIM 值和PSNR 值高于反距离加权插值法与Criminisi算法的

SSIM 值和PSNR 值,MSE 值低于反距离加权插值法与Criminisi算法的 MSE 值,表明基于反距离加

权插值法与Criminisi算法的图像分解的修复方法的修复效果优于反距离加权插值法与Criminisi算法。

5 结语

针对微电阻率成像测井图像部分数据缺失的特点,提出了基于反距离加权插值法与Criminisi算法

的图像分解的修复方法,并将其与反距离加权插值法、Criminisi算法的处理结果进行对比,基于反距

离加权插值法与Criminisi算法的图像分解的修复方法具有更优的评价指标值,该方法合理有效地修复

了测井图像的结构与纹理特征,修复之后的图像具备较好的连续性和视觉效果,一定程度上扩充了地质

信息,可对其加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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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圆筒受均布压力的应力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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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回转体轴对称问题的三维弹性力学应力分析理论,利用通解与特解叠加原理,结合圆筒模型

的边界条件,推导了筒壁受内外均布压力作用下匀转速圆筒三维模型的空间三维应力解析式,与其平面

二维应力分量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并推导了二者存在的误差。结果表明,在材料一定时,应力分量的最

大误差随着角速度的增加而呈平方增加,该结果为验证在旋转过程中平面二维应力分量的有效性提供了

理论依据。算例再次验证了这一结果,并给出了旋转圆筒壁厚设计优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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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圆筒结构件被广泛应用于医药、化工、水利水电、国防等工程领域[1,2],其筒壁多承受内、外

压力及自身转动所附加的离心力效果,尤其在高转速过程下,圆筒结构件所产生的离心力会引起较大的

径向应力与环向应力。应力的大小、分布以及圆筒的结构,将影响圆筒旋转过程中的强度和使用寿命,
因此,研究与分析这种结构的应力变化情况,对保证其强度和使用寿命及优化设计模型有着重要的

意义。
关于圆筒轴对称载荷分布模型的应力研究,最早是Lame针对平面问题,运用弹性力学理论,提出

了内外均布压力作用下的二维理论解,其结果表明,环向与径向应力沿筒轴向发生均匀的伸长或收缩,
即垂直于筒轴的截面保持为平面[3~5];1927年伽辽金应用Lame解推导了圆形隧道在均布内压作用下衬

砌应力的计算公式[6,7];1992年刘东常等以Lame解为基础,运用叠加方法,求解了环在弯曲应力和径

向力作用下的应力[8]。然而,平面问题的理论解并不能很好地表述三维模型的应力分布情况,如Z 轴

方向的应力分布情况,因此,出现了针对圆筒结构的空间问题的研究。罗祖道在1979年建立了单层有

限长空心圆柱体在空间轴对称荷载作用下的变形分析方法[9];林小松等1990年利用幂级数以及分离变

量的方法得到了柱面在线性变化压力作用下厚壁筒的解析解[10];1997~1999年他又将康托洛维奇变分

法和高级康托洛维奇变分法用于空间轴对称应力问题,导出了荷载为变量z 的任意函数时的有限长厚

壁圆筒三维轴对称问题的康氏变分计算公式[11];侯宇等在1991年利用 H变换和Stocke变换求得弹性

力学中有限长圆柱体的轴对称问题的一般解析解[12]。然而,有关转动圆筒模型在内外压力作用下的三

维强度计算问题,尚未得到理论的解析解。为此,笔者在柱坐标下建立了圆筒三维模型,依据弹性力学

的三维微分方程,运用叠加原理,推导了内外均压作用的转动圆筒三维模型的空间三维应力解析解。

1 圆筒三维模型的应力解

  设筒壁受内压p1、外压p2 作用,并以角速度ω 绕Z 轴转动 (Z 轴表示圆筒的中心轴向位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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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坐标系下建立圆筒的力学模型,如图1所示。其中,材料的密度为ρ,泊松比为μ,a 为圆筒的内半

径,b是圆筒的外半径。

  图1 匀速转动圆筒三维模型

基于小变形理论,采用通解加特解的方法给出应力分量表达式,并依据边界条件求解待定未知量。
假设试探应力函数[13]为:

  φ(r,z)=A1(8z5-15zr4)+A2(8z5-40z3r2+15zr4)+A3(8z4-3r4)

+A4(2z4-3r2z2)+A5zlnr+A6z3+A7r2z+A8zr2lnr
+A9z3lnr+A10r2lnr+A11z2lnr (1)

式中:φ(r,z)表示试探应力函数;A1~A11 为待定系数;r 为圆筒上任一点到z 轴的垂直距离,r∈
a,b[ ] 。

试探应力函数满足双调和方程[14],即:

  ▽2▽2φ=
∂2

∂r2+
1
r
∂
∂r+

∂2

∂z2
æ

è
ç

ö

ø
÷
∂2φ
∂r2 +

1
r
∂φ
∂r+

∂2φ
∂z2

æ

è
ç

ö

ø
÷=0 (2)

将式 (1)代入应力分量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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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柱坐标系下圆筒三维模型的应力分量通解表达式:

  σr=3160μA1+80A2+
A9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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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μ( )A3-24μA4[ ]z+61-μ( )A6+42-μ(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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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μ( ) lnr+1( )A8+61-μ( )lnrA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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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其特解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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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满足离心作用下平衡微分方程和相容方程,由小变形下应力的叠加性。上述问题的空间三维应力解析

解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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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9)~ (12)须满足下述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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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边界条件代入式 (9)~ (12),可求待定系数,从而可获得旋转圆筒在均布内外压力作用下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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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三维应力分量解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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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力分析

  由式 (13)可以看出,其径向应力与环向应力是由圆筒中心线绕Z 轴纯转动的应力分量与Lame应

力分量解的线性叠加。对比上述问题的平面二维应力分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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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对于径向应力,三维与二维的误差为:

  er= μ2ρω2

8(1-μ)
r2+

a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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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r= ab 时,误差有最大值:

  er max= μ2ρω2

8(1-μ)
(b-a)2 (16)

从而可看出,在材料一定的情况下,最大误差随角速度的增大而增大,因此,在高转速过程中,使用平

面二维应力解表示径向应力应予以谨慎。
对于环向应力,三维与二维的误差:

  eθ = μ2ρω2

8(1-μ)
-3r2+

a2b2

r2 +(a2+b2)é

ë
êê

ù

û
úú (17)

且为单调减函数,在r=a 时有最大环向应力误差:

  eθ
max= μ2ρω2

4(1-μ)
(b2-a2) (18)

再次说明最大误差随角速度的增加而呈平方增加,平面二维应力解在工程应用中须谨慎。

3 算例分析

  GQ142G高速管式分离机是一种广泛应用于生物制品、化工、制药、饮料等行业的分离机械。以其

转鼓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的技术参数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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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与环向的平面二维应力和空间三维应力分布如图2和图3所示。计算可知,径向误差最大值为

4.64%,环向误差最大值为1.09%,二者的应力曲线分布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表1 GQ142G高速管式分离机转鼓主要技术参数

内压p1
/MPa

外压p2
/MPa

转速ω
/ (rad·s-1)

密度ρ
/ (kg·m-3)

内半径a
/m

外半径b
/m

泊松比μ

0.025 0 1256 7990 0.06 0.071 0.27

 图2 平面二维与空间三维径向应力分布         图3 平面二维与空间三维环向应力分布

  利用材料力学第四强度理论:

  σ=
1
2 σr -σθ( ) 2+ σr -σz( ) 2+ σz -σθ( ) 2[ ]  (二维平面问题σz =0) (19)

计算得出平面与空间应力解的最大相对误差为0.85%,其应力曲线分布如图4所示。在r=a=0.06m
处,有最大的应力值。当内径a=0.06m固定时,最大应力值随着外径b的变化而变化,如图5所示。
从图5中可以看出,曲线存在一个外径b0,使得圆筒的应力最小,即当内径一定时,存在一个最优的

壁厚,使得圆筒应力最小。该结果可以为旋转圆筒壁厚的优化设计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图4 第四强度理论空间三维应力与二维应力解的比较       图5 最大应力随外径变化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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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旋转圆筒在内外均布压力作用下的环向与径向应力解析式可看成是由纯转动效果所得应力叠加

纯压力作用的应力 (Lame应力分量表达式),从形式上可以看出,其空间三维应力分量解与平面二维

应力分量解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2)经应力分量的误差分析可知,其环向与径向应力的最大误差只与材料的属性及转速有关。即当

材料一定时,其误差的变化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在高转速情况下,平面二维应力分量的应用须校对

误差。

3)以工程用GQ142G高速管式离心机转鼓的实际数据为例,不考虑标准化问题,基于误差分析方

法,对空间三维应力解析解与平面二维应力解进行了比较,同时也给出了其转鼓厚度设计优化的理论

依据。

[参考文献]
[1]MajzoobiGH,FarrahiGH,MahmoudiAH.Afiniteelementsimulationandanexperimentalstudyofautofrettageforstrainhardened

thick-walledcylinders[J].MaterialsScience&EngineeringA,2003,359 (1):326~331.
[2]梁亚平,王惠珍,任兴民. 两端均布、轴向线性分布压力作用下厚壁圆筒空间轴对称问题的解析解 [J]. 中国科学:物理学力学天

文学,2007,37 (5):684~688.
[3]MajzoobiGH,FarrahiGH,PipelzadehMK,etal.Experimentalandfiniteelementpredictionofburstingpressureincompoundcylin-

ders[J].InternationalJournalofPressureVessels&Piping,2004,81 (12):889~896.
[4]陈四利,李艳宇,张精禹. 基于三参数双τ2强度理论的厚壁圆筒极限压力分析 [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2016,38(5):555~

559.
[5]王长进,李子丰,王磊. 充满液体的圆筒中受压屈曲杆柱旋转实验 [J].石油学报,2018,39(3):341~348.
[6]SternbergE,SadowskyMA.Three-dimensionalsolutionforthestressconcentrationaroundacircularholeinaplateofarbitrarythick-

ness[J].JApplMech,1949,5 (3):27~38.
[7]HamadaM,YokoyamaR,KitagawaH. Anestimationofmaximumpressureforathick-walledtubesubjectedtointernalpressure

[J].InternationalJournalofPressureVessels&Piping,1986,22 (4):311~323.
[8]刘东常,赵瑜. 半解析有限元法分析环向加劲圆柱壳外压稳定性 [J]. 工程力学,1992,9 (1):104~114.
[9]罗祖道,有限空心圆柱的轴对称变形问题 [J]. 力学学报,1979,15 (3):219~228.
[10]林小松. 有限长复合厚壁圆筒井壁的空间轴对称应力分析 [J]. 煤炭学报,1990,14 (4):35~45.
[11]林小松. 有限长厚壁圆筒空间轴对称问题的高级康托洛维奇应力变分解 [J]. 工程力学,1999,16 (6):119~132.
[12]侯宇,何福保. 有限长圆柱体轴对称问题的弹性理论解 [J]. 应用数学和力学,1991,12 (10):903~912.
[13]吴庆良,吕爱钟. 一类非均布荷载作用下厚壁圆筒平面问题的应力解析解 [J]. 工程力学,2011,28 (6):6~010.
[14]TimoshenkoSP,GoodierJN.TheoryofElasticity [M].3rdedition.NewYork:McGraw-HillInc,1970.

[编辑]  洪云飞

·501·第16卷 第1期 郭海伟 等: 旋转圆筒受均布压力的应力解分析  



 [收稿日期] 2018 07 21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计划指导性项目 (B2016032)。
 [作者简介] 马良丰 (1993 ), 男, 硕士生, 现主要从事机械结构设计与流体机械设计优化方面的研究工作; 通信作者: 冯进,feng

_jincad@126.com。

[引著格式] 马良丰, 冯进, 刘宇, 等.基于CFD的压裂泵泵阀阀隙流量系数分析 [J].长江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19, 16 (1):
106~111.

基于CFD的压裂泵泵阀阀隙流量系数分析

  
马良丰, 冯进, 刘宇, 魏俊

迟少林, 李裴晨, 何臻
 (长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湖北 荆州434023)

[摘要]为研究压裂泵输送高压特殊介质时泵阀的运动规律、吸入过程的阻力损失及流量特性,对压裂泵

泵阀的阀隙流量系数及其变化规律进行了研究。以SQP2800型压裂泵阀为仿真参照对象建立了30个试验

模型,应用CFD (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FluidDynamics)得到了活塞运动速度 (冲次)、阀盘开

度和阀盘锥角与阀隙流量系数的关系曲线。结果表明,活塞运动速度 (冲次)对阀隙流量系数有微量影

响;随着阀盘开度的增加,阀隙流量系数先快速增加,在阀完全打开后,阀隙流量系数的变化逐渐平稳

并有减小的趋势;阀隙流量系数受阀盘锥角影响较大,随着阀盘锥角的增加,阀隙流量系数先增大后减

小,且在锥角为60°时达到最大值。该结果为研究压裂泵泵阀运动、吸入液流特性和阀盘锥角的优选提供

理论依据。
[关键词]压裂泵;泵阀;阀隙流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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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裂泵常应用于石油钻井、酸化压裂、注水等生产中,通常输送高黏度、含沙量高的高压液体[1]。
作为压裂泵最重要的组成部件,压裂泵泵阀寿命短且更换次数频繁[2],对设计有着很高要求,阀隙流量

系数是泵阀设计的重要参数[3],准确选取阀隙流量系数是研究压裂泵的吸入特性、泵阀的运动规律以及

结构优化和确保阀工作稳定并延长其使用寿命的重要保证。
目前,对压裂泵水动力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泵阀运动规律、流固耦合分析、液动力模拟等[4~8]

方面。近年来,随着有限元仿真技术的发展,针对泵阀的优化研究从理论分析与实验逐步转向有限元模

拟[9~11],朱万春等[12]针对长输油管道的水击泄压阀内部流场进行了分析计算,指出了泄压阀的阻力系

数与管径和开度有关,开启压力对泄压阀的阻力系数几乎没有影响;彭林等[13]对阻塞流状态下的阀门

流量进行了试验分析,通过改变泵运行频率和旁路管路的开度,指出了试验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阻塞流发

生,在发生阻塞流后,以极限压差代替实测压差计算流量系数;朱万胜等[14]以钻井液作为介质,对3种

阀芯4种不同结构的阀座形式在不同开度下的流量、压力进行测量,得出阀座倒角角度和倒角长度对锥

阀及球阀阀口流量系数有较大影响,对板阀影响较小,背压存在与否对板阀流量系数变化规律影响较

大;PaoluzziR等[15]以水和油为工作介质,使用CFD计算了减压阀的压力和速度场,评估了2种介质

下的稳态特征曲线及动态响应,得出了减压阀的综合实验特征。压裂泵泵阀内阀盘开度、液流速度和阀

盘锥角等物理量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均影响着其吸入性能,对该过程中各参量进行耦合仿真是深入研

究流量系数变化规律的有效方法。但关于压裂泵泵阀流量特性的研究还罕见有报道。为此,笔者以江汉

石油第四机械厂所生产的SQP2800型压裂泵阀为参考对象,泵阀流量系数不同影响因素为依据,建立

不同参数的多个模型,使用CFD模拟试验了不同参数下流体流经阀隙的过程,探讨了不同影响因素与

压裂泵泵阀阀隙流量系数关系,对压裂泵泵阀工作性能的优化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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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量系数理论

1.1 稳定状态下的阀盘运动规律

阀受到工作介质、弹簧等的作用而运动到某一高度时,工作介质流经阀隙的速度不随时间变化的工

作情况,即为稳定状态[16]。阀工作示意图如图1所示,图中p1、p2 分别为作用在阀盘上部和下部的液

体压力 (MPa);fv 为阀盘断面面积 (m2)。

图1 阀工作示意图                图2 锥形阀盘结构

在稳定状态下,阀的力平衡方程为:

  p2fv -p1fv =G+Ft  G=G0 1-
γ
γ0

æ

è
ç

ö

ø
÷   Ft=F0+kh (1)

式中:G0为阀盘在空气中的重力,N;γ和γ0分别为阀盘重度和液体重度,N/m3;F0为弹簧在阀关闭时

的预紧力,N;k为弹簧的刚度,N/m;h 为阀的开度,m。
由式 (1)可以看出,稳定状态下阀是靠作用在阀上下部的压力差克服弹簧力和阀的重力保持其受

力平衡的。

1.2 泵阀流量系数

压裂泵中使用的阀通常有平板阀盘、球阀和锥形阀盘等,而压裂泵为中低速泵,一般使用锥形阀

盘,其结构示意图如图2所示。
在稳定状态下工作,流体流经阀时液体能量平衡的伯努利方程[17]为:

  Z1+
p1

ρg
+

v2
1

2g=Z2+
p2

ρg
+

v2
2

2g+Kf (2)

  Kf=ξ
v2
vg

2g
(3)

式中:Z1、Z2 分别为阀盘上面和阀盘下面液体位置的高度,m;v1、v2 分别为阀盘上面和阀盘下面液体的

流速,m/s;Kf为液体流经阀隙时水力损失,m;ρ为输送液体密度,kg/m3;g为重力加速度,m/s2;vvg
为液体通过阀隙的速度,m/s;ξ为液体流入流出阀隙时断面突然收缩与膨胀的局部阻力系数,1。

联立式 (2)与式 (3),求解得到:

  vvg=
2ρg Z1-Z2( ) +ρv2

1-v2
2( ) +2p1-p2( )

ξρ
(4)

根据图2所示阀盘的结构,可得到阀隙的流量为:

  Qvg=vvgαπdvhsinθ (5)
式中:α为过流断面收缩系数,1;dv 为阀盘直径,m;h 为阀盘开度,m;θ为锥形阀阀盘配合面与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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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夹角。
由于流经阀隙的液体是单个液缸内活塞排出或吸入的液体,单缸的流量为Q缸 =Fv,单个缸内活

塞排出或吸入的液体全部经过阀隙流走,即:

  Q缸 =Qvg

由连续流原理应有:

  Fv=απdvhsinθ
2ρg Z1-Z2( ) +ρv2

1-v2
2( ) +2p1-p2( )

ξρ
(6)

从而得到阀隙的流量系数μ 为:

  μ=
α

ξ
=

Fv

πdvhsinθ
2ρg Z1-Z2( ) +ρv2

1-v2
2( ) +2p1-p2( )

ρ

(7)

式中:F 为活塞截面面积,m2;v 为活塞移动速度,m/s。

2 泵阀仿真试验

2.1 建立模型及参数选取

选取江汉石油第四机械厂生产的SQP2800型压裂泵泵阀为参考对象,柱塞直径101.6mm,工作冲

次67.12~300.02r/min,灌注吸入压力为0.3MPa。为研究泵阀结构、位置以及输送介质的流动状态对

阀隙流量系数影响,以SQP2800型压裂泵泵阀的相关参数 (见表1)推算出相关参数,选取了不同的

阀盘锥角、开度以及活塞运动速度建立30个试验模型进行仿真试验。通过对压裂泵泵阀内流场的压力

分布以及流动状态的CFD仿真分析,可以得出泵阀腔内的压力分布、液流流经阀腔内的流动状态,并

根据上述推导的公式计算出对应的阀隙流量系数并得出其变化规律,为研究压裂泵工作过程中的阀盘运

动规律、阻力水头损失、空化特性、吸入性能的改善及相关元件的优化设计等不同条件下的阀隙流量系

数的选取提供理论依据。

表1 泵阀结构及运动参数

活塞速度/ (m·s-1) 阀盘开度/mm 阀盘锥角/ (°)

0.4 1 30
0.6 2 45
0.8 3 60
1 4 70
1.2 5 90

7

2.2 模拟试验

2.2.1 网格划分

为便于试验分析及提高求解速度与精度,对泵阀流道结构进行了简化。图3 (a)为建立的流道模

型,图3 (b)为划分的网格。阀腔内活塞运动区域采用六面体网格,其他划分成四面体网格,以提高

网格质量。为提高求解结果准确性与精确度,对流道截面突然变窄的地方进行网格局部加密处理。将液

缸入口边界名称定义为进口,将活塞端面定义为出口。

2.2.2 求解设置

使用FLUENT软件进行仿真模拟,采用稳定状态下的阀盘规律进行阀隙流量系数研究,故设置流

体为定常流动,选取标准k-ε 双方程模型,输送介质为压裂液 (密度1.2kg/cm3,黏度87mPa·s),
图3所示模型下端面为压力入口,根据中石化石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第四机械厂的实际工作数据,设置

其压力为0.3MPa,模型活塞端面为速度出口,速度 压力耦合求解方法设置为SIMPL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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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泵阀流道结构模型及网格划分

2.3 结果分析

2.3.1 活塞运动速度对流量系数的影响

图4 不同开度时活塞速度与阀隙流量系数关系曲线

通过FLUENT软件模拟分析得

到不同开度的阀隙流量系数与活塞运

动速度关系曲线如图4所示。锥角θ
=45°、70°、90°时的阀隙流量系数与

活塞运动速度关系曲线变化趋势与锥

角θ=60°、θ=30°曲线变化形式类似。
为避免赘述,笔者选取了压裂泵常用

的2种阀盘锥角30°与60°进行讨论。
从图4可以看出,随着活塞速度

的增加,流量系数随之微量的增加并

趋于稳定,锥角θ=60°的最大波动幅

值不超过0.013,锥角θ=30°的最大

波动幅值不超过0.009。这是由于往

复泵吸入过程中,阀盘开度变化,活

塞速度变化比较大,因此阀腔内部一

直是湍流。活塞速度低时,阀盘开度

小,阀盘间隙小,因此通过阀盘间隙

的液流速度高,阀盘开度大时,活塞

速度大,通过阀盘间隙的液流速度也

较高。随着活塞速度的增加,流体在

流经阀隙时流动状态越不稳定且紊流

程度逐渐增强,阀盘上端的压力也随

之减小,从而导致阀盘上下端压差相

应增大。综上可以得出,随着活塞运

动速度增加 (冲次的增大),最终表现

为阀隙流量系数产生微量增加并趋于

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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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阀盘开度对流量系数的影响

  图5 不同阀盘锥角时流量系数与阀盘开度关系曲线

图5为阀盘锥角θ分别

为30°、45°、60°、70°和90°
(平板阀)时,阀隙流量系数

随阀盘开度增加的变化规律。
图6为阀盘锥角为60°时不同

活塞运动速度v 的阀隙流量

系数曲线。从整体曲线变化

规律上看,随阀盘开度的增

加,阀隙流量系数先迅速增

加并在较小的阀盘开度内趋

于平稳,然后逐渐减小;当

阀盘开度较小时,阀盘刚开

启,运动距离很小,阀盘阀

隙流量系数存在剧烈的波动,

  图6 不同活塞速度时 (θ=60°)的阀盘开度与阀隙流量系数关系曲线

锥盘锥角θ=90°的波动幅值

超过0.2,锥角θ=30°的波

动幅值不超过0.09;在阀完

全打开后,阀隙流量系数的

变化逐渐平稳并有减小的趋

势,这是由于随着阀盘开度

的增加,阀盘与阀座之间的

间隙增大,液流的断面由突

然收缩与扩大的阀口形式逐

渐变为通口形式,过流面积

持续 增 大 而 阀 盘 压 降 减 小

(液流阻塞效应快速减小),
从而使得阀隙流量系数减小。

2.3.3 阀盘锥角对流量系数

  图7 不同开度时阀盘锥角与阀隙流量系数关系曲线

的影响

图7为不同阀盘开度的

阀隙流量系数随阀盘锥角增

加的变化规律。由图7可以

看出,相同阀盘开度下,不

同阀盘锥角的阀隙流量系数

有较大差距,随着阀盘锥角

的增加,阀隙流量系数先增

大后减小,且在锥角为60°时
达到最大值;这是由于随着

锥角的增加,阀隙通流截面

面积增加,液流流经阀隙的

阻力损失和泵腔内的容积损

失就越小,阀隙流量系数越

大,当θ=60°时阀隙流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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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 钻井液流经阀隙时的速度矢量图

数达到最大值;当阀盘锥角大于60°时,
阀隙通流截面面积依然随着阀盘锥角的

增加,增大速率放缓,而液流经过阀隙

时流动方向剧烈变化及速度场的迅速改

变,在阀隙外侧产生了漩涡区域,同时

引起二次流现象,如图8速度矢量图所

示,使得收缩与扩散损失增大,从而导

致阀隙流量系数逐渐减小。故在阀盘锥

角为60°时,流场变化较缓、阻力损失

小,阀盘运动稳定性最好、压裂泵的吸

入性能最优。

3 结论

1)随着活塞运动速度的增大,阀隙

流量系数会有微量增加并趋于平稳,阀

盘锥角θ=60°和θ=30°的最大增幅均不超过0.013,所以活塞运动速度 (冲次)对阀隙流量系数基本没

有影响。

2)阀盘开度与阀隙流量系数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阀盘开度的增加,阀隙流量系数呈现先快速增

加,在阀完全打开后,阀隙流量系数的变化逐渐平稳并有减小的趋势。

3)阀隙流量系数受阀盘锥角影响较大,随着阀盘锥角的增加,阀隙流量系数先增大后减小,且在

锥角为60°时达到最大值;锥角为60°时,流场变化较缓、阻力损失小,阀盘运动稳定性最好、压裂泵

的吸入性能最优,为压裂泵泵阀锥角的优选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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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取响应面法对明月草总黄酮的超声提取工艺进行优化,在超声功率、超声时间、乙醇体积分

数、液料比等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通过Box-Behnken中心组合设计,建立明月草总黄酮的数学模型,

经响应面法优化明月草总黄酮的提取方法。研究结果表明,明月草总黄酮的最佳提取工艺为:乙醇体积

分数70%,液料比50∶1(mL/g),超声时间3h,超声功率350W,提取温度80℃,理论收率7.23%,验

证性试验得其收率为6.89%,与预测值相符性较好。利用响应面法优化明月草总黄酮的提取工艺方法简

单,可为明月草总黄酮的提取工艺优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明月草;总黄酮;超声提取;响应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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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草 (AngelicaKeiskei)为多年生常绿植物,高30~80cm,叶子为卵圆形,生命力极强。明月

草内黄酮类成分含量丰富,包括特有成分查尔酮等,被誉为21世纪人类的健康食品。现代研究显示,
植物黄酮类化合物对生物体内的自由基有很好的清除作用,同时具有抗氧化等作用[1],能够有效地降低

动物体内的总胆固醇以及甘油三脂的含量,也有很好的抗病毒等作用[2,3]。明月草中黄酮类成分具有降

血糖等生物活性,目前已作为有生物活性的天然产物,成为研究热点[4~9]。
目前,关于明月草总黄酮的提取方法研究较少,未见关于明月草总黄酮提取工艺上各影响因素之间

的交互作用报道。传统的正交试验对各项试验因素的考察,由于试验误差较大,已经不能很好的满足相

关试验要求。超声辅助提取方法,是利用超声波的粉碎技术,使得植物的成分能够更好地溶出,比传统

提取方法收率高[10]。为此,笔者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明月草总黄酮的提取工艺进行研究。
该研究采取响应面法,优化总黄酮提取工艺,观察超声提取功率、液料比、超声功率以及超声时间等因

素对明月草总黄酮提取收率的影响,旨在为明月草总黄酮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与仪器

明月草采自安徽合肥。
无水乙醇、氢氧化钠、硝酸铝、亚硝酸钠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公司),芦丁标准品 (中国食品药品

检定研究院)。所有试剂均为分析纯。
紫外分光光度计 (UV-9000,上海奥西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电子天平 (SartoriusBT);离心机

(GT10-1,上海卢湘仪离心机仪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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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标准曲线的建立

将新鲜的明月草洗净、晾干、粉碎,放置干燥器中备用。精确称取芦丁 (干燥至恒重)的芦丁标准品

1.0mg,用乙醇定溶至100mL,得0.1mg/mL的标准液。精确吸取0、1.0、2.0、3.0、4.0、5.0mL的标

准液,分别置于10mL比色管中,分别加入30%的乙醇5mL,5%亚硝酸钠0.3mL,摇匀,静置10min,
加入10%硝酸铝0.3mL,摇匀,静置10min,加1mol/L氢氧化钠溶液4mL,加去离子水定容,摇匀,静

置10min。用空白试剂作为参比液调零,测定吸光度 (510nm)。以吸光度A 作为纵坐标,质量浓度Y 作

为横坐标,得标准曲线方程为:Y =0.0886A-0.0007,R2=0.9997,线性关系良好。

1.2.2 明月草总黄酮的提取

精确称取10g明月草粉末,置于250mL的烧杯中,加入100mL70% (体积分数)的乙醇溶液,在功

率为200W的超声清洗器中提取5h,提取完成后,离心 (5000r/min)0.5h,去上清液于250mL定容。

1.2.3 明月草总黄酮的测定

采用硝酸铝 亚硝酸钠法测定,取1mL提取液按照测定标准曲线的方法测定吸光度A,通过标准曲

线算出样品的质量浓度Y,同时计算得出总黄酮的收率:

  明月草总黄酮收率=
YV1V3

mV2
×100%

式中,Y 为样品中总黄酮质量浓度,mg/mL;m 为明月草粉末的质量,g;V1 为比色管中溶液体积,

mL;V2 为待测样分取的体积,mL;V3 为待测样的总体积,mL。

1.2.4 单因素试验

1)提取溶剂乙醇体积分数对明月草总黄酮收率的影响 设定超声时间为2h、液料比为50∶1、超声功率

为200W,考察乙醇体积分数为40%、50%、60%、70%、80%、90%时对明月草总黄酮收率的影响。

2)液料比对明月草总黄酮收率的影响 采用优化后的乙醇体积分数,选择超声时间为2h,超声功

率为200W,考察液料比分别为10∶1、20∶1、30∶1、40∶1、50∶1、60∶1、70∶1 (mL/g)时对明

月草总黄酮收率的影响。

3)超声时间对明月草总黄酮收率的影响 采用优化后的乙醇体积分数、液料比,选取超声功率为

200W,考察超声时间分别为0.5、1、1.5、2、2.5、3、3.5、4h时对明月草总黄酮收率的影响。

4)超声功率对明月草总黄酮收率的影响 采用优化后的液料比、乙醇体积分数、超声时间,考察

超声功率分别为100、150、200、250、300、350、400、450W时对明月草总黄酮收率的影响。

5)提取温度对明月草总黄酮收率的影响 采用优化后的液料比、乙醇体积分数、超声时间、超声

功率,考察提取温度分别为40、50、60、70、80、90℃时对明月草总黄酮收率的影响。

1.2.5 Box-Benhnken试验设计

综合单因素试验后,选择超声时间等作为自变量,明月草总黄酮的收率作为因变量 (响应值),使

用Box-Benhnken方法[11]优化明月草总黄酮的提取工艺。

2 结果与分析

2.1 单因素试验结果

单因素试验结果见图1。

2.1.1 乙醇体积分数对明月草总黄酮收率的影响

由图1 (a)可知,提取溶剂乙醇体积分数小于70%时,随着乙醇体积分数的不断增加,总黄酮的

收率亦是不断升高。但当乙醇体积分数大于70%时,总黄酮的收率逐渐下降。这可能是因为明月草中

黄酮极性范围较大,70%的乙醇的极性与明月草黄酮中的黄酮化合物极性相似,随着乙醇体积分数的上

升,导致明月草中糖类等化合物析出,最终导致黄酮类化合物溶出的降低[12]。

2.1.2 液料比对明月草总黄酮收率的影响

由图1 (b)可知,随着液料比的不断增大,总黄酮的相应收率也在不断增加,同时在40∶1~

·311·第16卷 第1期 尹伟 等: 响应面法优化超声辅助提取明月草中总黄酮工艺研究  



60∶1时趋于平衡,在50∶1时的总黄酮的收率最大,但在大于60∶1时,总黄酮的收率不断下降,可

能是因为在液料比50∶1时,溶剂已经能够充分包裹物料,即使此时增加相应的溶剂比例,也不能有效

地提高总黄酮的收率。

2.1.3 超声时间对明月草总黄酮收率的影响

由图1 (c)可知,在超声时间为3h时,明月草总黄酮的收率最高,随着时间的延长,收率缓慢下

降。可能是因为在3h时,明月草的黄酮类化合物已经完全溶出,3h后有部分黄酮类化合物被超声波破

坏分解,导致明月草总黄酮收率降低。

2.1.4 超声功率对明月草总黄酮收率的影响

由图1 (d)可知,在超声功率小于350W 时,随着超声功率的增大,明月草总黄酮的收率是不断

升高的,但大于350W时,收率出现了下降。可能是由于明月草中能使得黄酮类物质降解的酶等物质被

不断释放出来,影响总黄酮收率[13]。

2.1.5 提取温度对明月草总黄酮收率的影响

由图1 (e)可知,随着明月草总黄酮提取温度的不断升高,在温度约为80℃时,总黄酮的收率最

大,但在温度升高至80℃后,温度对总黄酮的收率影响较小,且趋于稳定。因此,选取温度80℃作为

提取明月草总黄酮的条件,但不作为响应面优化试验的相关指标。

图1 明月草总黄酮提取中各种单因素试验结果

2.2 Box-Benhnken试验设计结果

Box-Benhnken试验因子及编码值详见表1,试验审计编排组合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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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响应面试验结果

通过Design-Expert.V8.0.6软件对表2中的相关试验数据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明月草总

黄酮收率 (Y)对相关试验因素的回归方程为:

  Y=12.89+0.071A-0.25B+0.31C+0.28D-0.0065AB-0.18AC+0.14AD+0.061BC+
0.38BD+0.24CD-0.33A2-0.40B2-0.27C2-0.52D2

由表3方差分析与显著性检验可得出,回归方程模型极显著 (P <0.01),方程失拟项不显著 (P
=0.7103),表明该回归模型与实测值能较好的拟合。回归系数R2=0.9997>0.9,表明该模式相关度

较好。在一次项的F 检验可以得到,各考察因素对明月草总黄酮收率的影响因素为:C>D >B>A ,
已经达到极显著水平[14]。

表1 明月草总黄酮提取试验因素水平编码表

编码值 A (液料比)/ (mL·g-1) B(乙醇体积分数)/% C(超声时间)/h D (超声功率)/W

1 60∶1 80 3.5 400
0 50∶1 70 3 350
-1 40∶1 60 2.5 300

表2 明月草总黄酮提取试验设计与结果

试验序号 A B C D 总黄酮收率/% 试验序号 A B C D 总黄酮收率/%

1 0 0 1 1 6.4 16 0 0 0 0 6.6
2 0 0 0 0 6.5 17 0 1 0 -1 6.1
3 -1 0 0 1 6.2 18 0 1 1 0 6.2
4 -1 0 0 -1 6.1 19 0 0 1 -1 6.2
5 1 0 1 0 6.3 20 0 0 -1 1 6
6 -1 0 1 0 6.2 21 1 1 0 0 6.2
7 0 1 -1 0 6.2 22 0 -1 -1 0 5.9
8 0 -1 0 -1 5.8 23 0 0 0 0 6.6
9 0 -1 0 1 6.2 24 -1 1 0 0 6.2
10 -1 -1 0 0 6.1 25 1 0 -1 0 6.1
11 0 1 0 1 6.2 26 1 0 0 -1 6.0
12 0 0 0 0 6.5 27 0 0 -1 -1 6.0
13 0 -1 1 0 6.1 28 0 0 0 0 6.4
14 -1 0 -1 0 6.0 29 1 -1 0 0 6.0
15 1 0 0 1 6.3

表3 方差分析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显著性

模型 1.07 14 0.076 13.93 <0.0001 极显著

A 8.333E-004 1 8.333E-004 0.15 0.7020
B 0.089 1 0.089 16.31 0.0012
C 0.14 1 0.14 25.78 0.0002
D 0.11 1 0.11 20.74 0.0005
AB 2.500E-003 1 2.500E-003 0.46 0.5098
AC 0.000 1 0.000 0.000 1.0000
AD 1.000E-002 1 1.000E-002 1.83 0.1975
BC 0.010 1 0.010 1.83 0.1975
BD 0.028 1 0.028 5.11 0.0403
CD 2.500E-003 1 2.500E-003 0.46 0.5098
A2 0.19 1 0.19 34.21 <0.0001
B2 0.34 1 0.34 61.72 <0.0001
C2 0.25 1 0.25 45.03 <0.0001
D2 0.27 1 0.27 48.93 <0.0001
残差 0.076 14 5.463E-003
失拟项 0.048 10 4.848E-003 0.69 0.7103 不显著

纯误差 0.028 4 7.000E-003
总差 1.14 28

2.4 响应面分析图

响应面图形是由相应的响应值与对应的试验因素 (A、B、C、D)之间所形成的曲面图形以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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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线图形,如图2所示,能够直观地对各因素及其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有效反映。

图2 各单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及等高线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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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面的坡度越陡峭,表示相应的响应值对相关条件越为敏感,对黄酮收率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则

显示因素对黄酮的影响就越小,同时由等高线可以得到其极值的相关条件在圆心[9]。
由图2可知,4个因素下各响应面的坡度都比较陡峭,说明液料比、乙醇体积分数、超声时间、超

声功率对明月草总黄酮的提取收率影响都非常显著。由图2 (a)可以看出,乙醇体积分数与液料比对

总黄酮收率影响较为显著,等高线为椭圆形,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由图2 (b)可以看出,超声

时间与液料比两因素中,当超声时间约在3h时,明月草总黄酮收率最高。由图2 (c)得出,超声功率

在一定范围内能有效增加明月草总黄酮的收率,但在大于350W 时,表现出下降趋势。由图2 (d)、2
(e)、2 (f)可以看出,超声时间与乙醇体积分数、超声功率与乙醇体积分数、超声功率与超声时间都

表现非常好的交互作用,对明月草总黄酮的影响较大。

2.5 优化提取参数和验证模型

经响应面法数据分析,最终确定明月草总黄酮的最佳提取条件为乙醇体积分数70%,液料比

50∶1,超声时间3h,超声功率350W,提取温度80℃,明月草总黄酮收率的最大预测值为7.23%。按

上述相关提取条件,进行验证性试验,收率为6.89%,误差较小。

3 结语

1)通过Box-Behnken组合设计以及响应面分析,建立了明月草总黄酮的数学模型,探讨了超声时

间、液料比、超声功率以及乙醇体积分数对明月草总黄酮收率的影响。

2)经响应面法数据分析,最终确定明月草总黄酮的最佳提取条件为:乙醇体积分数70%,液料比

50∶1,超声时间3h,超声功率为350W,提取温度为80℃。据该条件,验证性试验得其收率为

6.89%,与预测值相符性较好。

3)试验所得到的明月草总黄酮的提取工艺有较好的应用性,能为明月草总黄酮的提取工艺优化提

供参考,为明月草植物资源的综合利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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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甲基丙烯酸甲酯 (MMA)为单体、聚乙烯醇 (PVA)为分散剂、十二烷基磺酸钠 (SDS)为乳

化剂、十六醇 (CA)为稳定剂、偶氮二异丁腈 (AIBN)为引发剂,采用微悬浮聚合法制备了纳米聚甲基

丙烯酸甲酯 (PMMA),利用红外光谱仪 (FTIR)、同步热分析仪 (TG-DSC)、全元素分析仪和激光粒度

分析仪对产物的结构及性能进行了表征,探讨了分散速率、分散时间、反应温度、搅拌速率以及反应体

系各物质质量分数等因素对PMMA粒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最佳反应条件为分散速率16000r/min、

分散时间15min、反应温度75℃、搅拌速率200r/min、PVA质量分数0.2%、SDS质量分数0.45%、

CA质量分数0.2%、AIBN质量分数0.33%、MMA质量分数15%时制备的PMMA平均粒径较小,为

103.2nm,且粒径分布较窄,分散系数为0.245。
[关键词]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微悬浮聚合法;粒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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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PMMA)作为优秀的无毒环保的有机合成材料之一[1],具有优秀的透光率等

良好性能,广泛地应用于餐具、卫生洁具、各种灯具、光学玻璃、商品广告橱窗、飞机玻璃等方面[2]。
近年来,通过改性手段得到的具有特殊性能的PMMA树脂在建筑、医药、通讯、电子电器等领域获得

越来越多的应用[3]。常规的PMMA合成方法有溶液聚合、本体聚合、乳液聚合、悬浮聚合等。微悬浮

聚合法 (也称细乳液聚合)[4]是在悬浮聚合和乳液聚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方法,具有常规悬浮

聚合和乳液聚合无法实现的优点,产物粒径通常在10~500nm[5],已成为制备特殊结构聚合物及聚合

物分散体的新型方法[6,7]。杨建军等[8]通过原位微悬浮聚合法制备了平均粒径为150~250nm的SiO2/
氯醚树脂复合粒子。贾瑞等[9]通过微悬浮聚合法制备了纳米级PVC,并研究了引发剂种类对PVC粒径

分布的影响,发现APS引发微悬浮聚合得到的PVC乳胶粒子能够达到100nm。目前国内外对聚甲基丙

烯酸甲酯粒径控制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所制备的聚合产物多为微米级或者毫米级。朱玲等[10]利

用微悬浮聚合法制备了纳米PMMA,主要研究了其聚合动力学,但是对聚合物粒径的影响因素未作相

应探讨和研究。下面,笔者利用微悬浮法制备PMMA,重点探讨了合成条件对聚合产物乳胶粒粒径和

分散系数的影响。

1 试验部分

1.1 试验药品及仪器

甲基丙烯酸甲酯 (MMA),分析纯,天津市福晨化学试剂厂,经减压蒸馏提纯后备用;聚乙烯醇

(PVA),化学纯,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十二烷基磺酸钠 (SDS),分析纯,天津市北联精

细化学品开发有限公司;十六醇 (CA),分析纯,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偶氮二异丁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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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BN),化学纯,上海山浦化工有限公司,经95%乙醇重结晶纯化后备用。
美国Nicolet公司NICOLET6700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FTIR);法国Setaram公司Labsys

Evo型同步热分析仪 (TG-DSC);德国Elementar公司VarioElⅢ型全自动元素分析仪;英国 Malvern
公司S3500型激光粒度分析仪;北京博医康实验仪器有限公司FD-1A-5D型冷冻干燥机;上海标本模

型厂FJ-200高速分散均质机。

1.2 PMMA的微悬浮聚合

取一定质量的聚乙烯醇 (PVA)、十二烷基磺酸钠 (SDS)和十六醇 (CA)于250mL烧杯中,在

60℃水浴中搅拌30min,再升高温度至80℃继续溶解30min至完全澄清透明。将偶氮二异丁腈

(AIBN)溶解于一定量经提纯的甲基丙烯酸甲酯 (MMA)中作为油相,然后将油相分多次加入前述的

水相混合物中,并用均质机高速分散制得稳定的分散乳液。最后将分散好的乳液转移到装有搅拌器和冷

凝管的三口烧瓶当中,室温通氮气30min,于75℃的水浴锅中反应3.5h,搅拌速率为200r/min。反应

结束后,取乳液测试粒径,剩余乳液用饱和NaCl破乳后,分别用水和乙醇离心洗涤3~5次,将所得

固体置于培养皿中冷冻,然后用真空冷冻干燥机干燥24h得白色粉末状PMMA产品。

2 结果与讨论

2.1 红外光谱表征

聚合物粉末样品用NICOLET6700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进行结构表征,所用方法为KBr压片

法。红外谱图如图1所示,2994.76cm-1、2950.99cm-1处为—CH3、—CH2 中C—H的对称伸缩吸收

峰、1730.06cm-1为CO伸缩振动吸收峰,1480.73cm-1、1441.15cm-1为—CH2—的弯曲振动吸收

峰,1388.11cm-1为—CH3 对称变形振动吸收峰,1267.56cm-1、1240.54cm-1为C—O—C的不对称

伸缩振动吸收峰,1192.33cm-1、1149.09cm-1为C—O—C的对称伸缩振动吸收峰。由以上红外光谱

分析可知,合成的聚合物为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2.2 元素分析及粒径分析

聚合物粉末样品用VarioElⅢ型全自动元素分析仪分析,主要分析其C元素和 H元素。聚合物C
元素含量为57.6646385%,H元素含量为7.566291904%,理论上C元素在PMMA中的含量为60%,

H元素在PMMA中的含量为8%,误差在5%左右。所以 MMA反应完全并且产物为目标产物。
在反应参数为分散速率16000r/min、分散时间15min、反应温度75℃、搅拌速率200r/min、PVA

质量分数0.2%、SDS质量分数0.45%、CA质量分数0.2%、AIBN质量分数0.33%、MMA质量分

数15%时制备的PMMA粒径分布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该条件下聚合物的平均粒径为103.2nm。
计算得到分散系数为0.245。

  图1 PMMA的红外光谱图              图2 PMMA的粒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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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热重分析 (TGA)和示差扫描量热 (DSC)分析

固体样品的TGA和DSC分析在LabsysEvo型同步热分析仪上进行,在20mL/min氮气气氛下从

20℃升温到600℃,升温速率为10℃/min。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由图3可知,PMMA热分解过程可

以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温度为160~230℃,主要是加热时样品中的物理吸附水和结构中的化学

结合水以及少量未反应残留物的分解;第2阶段,温度为310~430℃,主要是由于其分子结构中的酯

基基团开始受热分解,当温度超过430℃后,PMMA中的酯基基团基本分解,其中DSC曲线在375℃
出现特征峰,主要与PMMA中官能团酯基的分解有关;第3阶段,温度大于430℃,PMMA主链开始

降解。因此,可以说明纳米PMMA的热稳定性能相对于普通PMMA有一定的提高[11,12]。

2.4 合成条件对聚合物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

通过激光粒径仪[13]测量聚合物乳液,得到样品粒径和分散系数。采用单一因素分析法,通过分析

分散速率、分散时间、搅拌速率、反应温度、PVA质量分数、SDS质量分数、CA质量分数、AIBN质

量分数、MMA质量分数确定其对产物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反应条件为分散速率16000r/min,分

散时间15min、反应温度75℃、搅拌速率200r/min、PVA质量分数0.2%、SDS质量分数0.45%、

CA质量分数0.2%、AIBN质量分数0.33%、MMA质量分数15%。以下各试验只改变相应因素。

2.4.1 分散速率对聚合物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

图4表示分散速率对PMMA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由图4可以看出,在增大分散速度后PMMA
的粒径明显变小,分散系数在分散速率为16000r/min时最小。其原因是分散速率不同,产生的剪切力

不同,分散速率越快,剪切力越大,在水相中能够把单体液滴剪切得更加细小。分散系数的变化可能是

由于剪切力的增大,增加了单体液滴的碰撞几率,造成部分单体液滴聚并成大液滴,平均粒径分布变

宽,其分散系数变大[14]。

   图3 PMMA的TGA和DSC曲线         图4 分散速率对PMMA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 

2.4.2 分散时间对聚合物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

图5表示分散时间对PMMA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由图5可以看出,PMMA的粒径随分散时

间的增加呈现明显地减少趋势,分散系数也随分散时间的增加呈现减少的趋势,其原因是在相同的剪切

力的作用下,分散时间的增加可以使单体在水相当中分散得更加均匀和细小。由此可知,在PMMA的

微悬乳聚合中,可以适当的通过改变分散时间,来控制产物的粒径和分布系数。

2.4.3 搅拌速率对聚合物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

图6表示聚合反应过程中的搅拌速率对聚合物粒径和分布系数的影响。由图6可以看出,在搅拌速

率为50r/min时,产物粒径相对较大,其分散系数也大,在试验过程中发现在该搅拌速率下会有部分固

体产物析出。在增大搅拌速率后,产物粒径明显减小,但在搅拌速率大于100r/min后产物的粒径没有

明显变化,且分散系数也没有明显变化。这是因为当搅拌速率低于100r/min时,低速搅拌产生的剪切

力不足以维持体系的稳定状态,容易造成体系当中的微小液滴相互聚并成为更大的液滴;而在搅拌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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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150r/min时,产生的剪切力相对于预处理时剪切力较小,其对体系只能起到稳定的作用,保证体

系当中的微小液滴能够稳定悬浮在水相中,所以搅拌速率在大于150r/min后,搅拌速度的改变对产物

粒径和分散系数基本没有影响[15]。

2.4.4 反应温度对聚合物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

图7表示反应温度对产物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由图7可以看出,随着反应温度的提升,产物的

粒径相应减小,其分散系数也相应减少,但分散系数的变化幅度很小。其原因有以下几种:一是温度升

高,可以提高乳化剂的乳化效率,使液滴成核的数目相应增多,单位单体下微小液滴的量增多,从而产

物的粒径减少;二是温度升高,引发剂分解速率和聚合速度都增大,单体液滴内体系的粘度在短时间迅

速增大,单体/低聚物液滴聚并与破裂动态失衡,液滴更倾向于聚并;三是温度升高,增大了PVA在

水中的溶解度,从而降低了其在液滴表面的吸附能力,因此不同程度的聚并发生在早期液滴间和中后期

聚合物颗粒间,致使粒径分布较宽[16]。在试验过程中发现当温度低于65℃时,在3.5h的反应时间里,
有部分单体没有反应完全,乳状液有着很大的单体气味。当温度大于70℃时,在3.5h的反应时间结束

后,乳状液没有明显的单体气味,单体完全反应。

2.4.5 PVA质量分数对聚合物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

图8表示PVA质量分数对PMMA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由图8可以看出,随着PVA质量分数

的增加,PMMA粒径也相应增大,分散系数随着PVA质量分数的增加而减少。原因是没有添加PVA
时,体系为乳液聚合,其单体能够完全分散到胶束当中,粒径最小;当增加PVA的质量分数,PVA会

溶解于水中,吸附于液滴表面,造成液滴体积增大,最终产物粒径变大。分散到溶液当中的PVA能够

降低液面表面张力,对小液滴起到保护作用[17],使其能够稳定的悬浮在水相当中,因此体系溶有的分

散剂越多,小液滴聚并的趋势越小,其保持分散液滴大小的能力越好,分散系数也越小。

图5 分散时间对PMMA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     图6 搅拌速率对PMMA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

图7 反应温度对PMMA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    图8 PVA质量分数对PMMA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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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SDS质量分数对聚合物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

图9表示SDS质量分数对PMMA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由图9可以看出,SDS质量分数越大,

PMMA粒径越小,在SDS质量分数大于0.45%,增加SDS质量分数对PMMA粒径的影响较小,当不

添加SDS时体系是悬浮聚合,所以粒径最大,但因反应前经高速分散,单体能够充分的分散到水相当

中,相对于普通的悬浮聚合,其粒径尺寸小于微米级达到纳米级。分散系数随SDS质量分数的增加而

变大且变化明显,原因是乳化剂质量分数的增加可以导致液滴成核的数目增加,分散到单位胶束中的单

体量减少,另外,增加乳化剂可以使胶束量增大,由于引发剂量不变,胶束内形成的自由基数量减少,
即自由基会分散到更多的胶束当中成为新的可引发的活性中心,而每个活性中心所能引发聚合的单体量

相应减少,从而使得胶乳粒子变小[18,19]。

2.4.7 CA质量分数对聚合物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

图10表示CA质量分数对PMMA粒径和分布系数的影响。在试验过程中,当CA质量分数为0
时,体系当中没有难溶助剂,不能与乳化剂作用形成微悬乳聚合体系,有部分产物直接析出。由图10
可以看出,随着CA质量分数的增加PMMA粒径随之增大,而分散系数在CA质量分数为0.3%时最

小。原因是长链脂肪醇CA在体系当中是作为难溶助剂起着稳定体系的作用,其质量分数与乳化剂质量

分数密切相关[20],在乳化剂质量分数一定的情况下,CA质量分数越大体系憎水基团越多,会抑制单体

在水相中的分散,小液滴体积随之增大,当CA与SDS的质量比为2∶3时,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微悬

乳聚合体系,体系产物的分散系数可以达到最低。

图9 SDS质量分数对PMMA粒径           图10 CA质量分数对PMMA粒径

和分散系数的影响 和分散系数的影响

2.4.8 AIBN质量分数对聚合物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

图11表示AIBN质量分数对PMMA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由图11可以看出,当引发剂质量分

数为0.33%时PMMA的粒径最小,分散系数随引发剂质量分数的增加而增加。其原因是,引发剂过

少,分解出来的自由基数量不足以全部分散到体系当中的微小液滴当中,造成微小液滴相互聚并的趋

势,使液滴体积增大,PMMA 的粒径也随之增大。引发剂过多能够导致分解出来的自由基数量增

加[21],从而增加了自由基与单体结合的概率,使小液滴的粒径增大,最终导致产物粒径的增大。引发

剂质量分数的增加会导致体系当中的活性自由基数目的增加,其结合体系当中微小液滴的几率也随之增

加,相应的体系当中分散好的液滴体积变化数目也随之增多,最后PMMA分散系数也随着引发剂质量

分数的增加而变大。

2.4.9 MMA质量分数对聚合物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

图12表示 MMA质量分数对PMMA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由图12可以看出,随着 MMA质量

分数的增加PMMA粒径随之变大,分散系数随着 MMA质量分数的增加而减少。当 MMA质量分数为

5%时,因体系当中单体量少,能够完全分散到体系当中,并且在分散剂、乳化剂和稳定剂的作用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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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不发生聚并现象。在其他反应参数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单体浓度的增加促使成

核期粒子对单体的捕捉,单个成长粒子所能吸收的单体数量明显增加,从而促使了粒子进一步生长,因

此PMMA粒径随之增大[22]。单体浓度增加,液滴表面附着的助剂在没有降低保护能力的情况下,能够

更多的分散到每一个液滴表面,所以其分散系数相应减少。

图11 AIBN质量分数对PMMA粒径          图12 MMA质量分数对PMMA粒径

和分布系数的影响 和分散系数的影响

3 结论

1)利用微悬浮聚合法制备了纳米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2)探讨了分散速率、分散时间、搅拌速度、反应温度、PVA质量分数、SDS质量分数、CA质量

分数、AIBN质量分数、MMA质量分数等因素对PMMA粒径和分散系数的影响规律,并确定了微悬

浮聚合法制备纳米PMMA的最佳条件。

3)制备粒径较小且分布均匀的PMMA的反应参数为分散速率16000r/min、分散时间15min、反

应温度75℃、搅拌速率200r/min、PVA质量分数0.2%、SDS质量分数0.45%、CA质量分数0.2%、

AIBN质量分数0.33%、MMA质量分数15%。

4)该研究不仅对微悬浮聚合法制备纳米PMMA的粒径控制提供了依据,而且也可为纳米PMMA
的工业化生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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