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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心分析技术
岩心分析是认识油气层地质特征的必要手段，油气层的敏感性评价、损害机
理研究、油气层损害的综合诊断、保护油气层技术方案的设计都必须建立在岩心
分析的基础之上。所以，岩心分析是保护油气层技术系列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保护油气层技术这一系统工程的起始点。

第一节 岩心分析概述
一、岩心分析的目的意义
1．岩心分析的目的：
（1）全面认识油气层的岩石物理性质及岩石中敏感性矿物的类型、产状、含量
及分布特点；
（2）确定油气层潜在损害类型、程度及原因；
（3）为各项作业中保护油气层工程方案设计提供依据和建议。
2．岩心分析的意义
保护油气层技术的研究与实践表明，油气层地质研究是保护油气技术的基础工
作，而岩心分析在油气地质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
油气层地质研究的目的是准确地认识油气层的初始状态及钻开油气层后油气层
对环境变化的响应，即油气层潜在损害类型及程度，其内容包括六个方面：
（1）矿物性质，特别是敏感性矿物的类型、产状和含量；
（2）渗流多孔介质的性质，如孔隙度、渗透率、裂隙发育程度、孔隙及喉道的
大小、形态、分布和连通性；
（3）岩石表面性质，如比表面、润湿性等；
（4）地层流体性质，包括油、气、水的组成，高压物性、析蜡点、凝固点、原
油酸值等;
（5）油气层所处环境，考虑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
（6）矿物、渗流介质、地层流体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及可能的损害趋势和后果。
其中，矿物性质及渗流多孔介质的特性主要是通过岩心分析获得，从而体现了岩
心分析在油气地质研究中的核心作用。
还应指出，室内敏感性评价和工作液筛选使用的岩心数量有限，不可能全部考虑
油气层物性及敏感性矿物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复杂情况，岩心分析则能够确定某一
块实验岩样在整个油气层中的代表性，进而可通过为数不多的实验结果，建立油
气层敏感性的整体轮廓，指导保护油气层工作液的研制和优选。
二、岩心分析的内容

岩心分析是指利用各种仪器设备来观测和分析岩心一切特性的系列技术。岩心是
地下岩石（层）的一部分，所以岩心分析是获取地下岩石信息的十分重要的手段。
表 1 给出了保护油气层研究中岩心分析的内容及相应的技术方法。应用中要根据
具体的油气层特点进行选择分析，做到既能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实际问题，又要
经济实用，注意发挥不同技术的优点，配套实施。
三、取样要求
岩心分析的样品可以来自全尺寸成形的岩心、也可以是井壁取心或钻屑。经验表
明，钻屑的代表性很差，故通常使用成形岩心，而且多个实验项目可以进行配套
分析，便于找出岩石各种参数之间的内在联系。
岩石结构与矿物分析、孔隙结构的测定要在了解油气层岩性、物性、含油气性、
电性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选样分析。
铸体薄片的样品应能包括油气层剖面上所有岩石性质的极端情况，如粒度、颜色、
胶结程度、结核、裂缝、针孔、含油级别等，样品间距 1~5 块/ m，必要时加密。
X 射线衍射（XRD）的扫描电镜（SEM）分析样品密度大约为铸体薄片的 1/3 至
1/2，对油气层要加密，水层及夹层进行控制性分析。压汞分析的岩样，对于一
个油组（或厚油层），每个渗透率级别至少有 3~5 条毛管压力曲线，最后可根据
物性分布求取该油组的平均毛管压力曲线。

电子探针分析可用其它柱塞端部，这样在所有分析项目完成后，就能指出潜在的
损害类型及原因，预测不同渗透率级别（储层类型）的油气层的敏感程度，正确
解释敏感性评价实验结果。
表 1 岩心分析揭示的内容及所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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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岩心分析技术及应用
一、X 射线衍射
1. X 射线衍射分析技术
全岩矿物组分和粘土矿物可用 X 射线衍射（XRD）迅速而准确地测定。XRD 分
析借助于 X 射线衍射仪来实现，它主要由光源、测角仪、X 射线检测和记录仪
构成。

由于粘土矿物的含量较低，砂岩中一般 3%~15%。这时，X 射线衍射全岩分析不
能准确地反映粘土的组成与相对含量，需要把粘土矿物与其它组分分离，分别加
以分析。首先将岩样抽提干净，然后碎样，用蒸馏水浸泡，最好湿式研磨，并用
超声波振荡加速粘土从颗粒上脱落，提取粒径小于 2μm（泥、页岩）或小于 5μm
（砂岩）的部分，沉降分离、烘干、计算其占岩样的重量百分比。
粘土矿物的 XRD 分析使用定向片，包括自然干燥的定向片（N 片）、经乙二醇
饱和的定向片（再加热至 550℃），或盐酸处理之后的自然干燥定向片。粒径大
于 2μm 或 5μm 的部分则研磨至粒径<40μm 的粉末，用压片法制片，上机分析。
此外还可以直接进行薄片的 XRD 分析，它对于鉴定疑难矿物十分方便，并可与
薄片中矿物的光性特征对照，进行综合分析。
2. X 射线衍射在保护油气层中的应用
1）地层微粒分析
2）全岩分析
3）粘土矿物类型鉴定和含量计算
4）间层矿物鉴定和间层比计算
5）无机垢分析
二、扫描电镜
1. 扫描电镜分析技术
扫描电镜（SEM）分析能提供孔隙内充填物的矿物类型、产状的直观资料，同时
也是研究孔隙结构的重要手段。扫描电镜通常由电子系统、扫描系统、信息检测
系统、真空系统和电源系统五大部分构成，它是利用类似电视摄影显象的方式，
用细聚焦电子束在样品表面上逐点进行扫描，激发产生能够反映样品表面特征的
信息来调制成象。有些扫描电镜配有 X 射线能谱分析仪，因此能进行微区元素
分析。
扫描电镜分析具有制样简单、分析快速的特点。分析前要将岩样抽提清洗干净，
然后加工出新鲜面作为观察面，用导电胶固定在样品于桩上，自然晾干，最后在
真空镀膜机上镀金（或碳），样品直径一般不超过 1cm。
近年来，在扫描电镜样品制备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临界点干燥法可以详细地
观察原状粘土矿物的显微结构，背散射电子图象的使用能够在同一视域中直接识
别不同化学成分的各种矿物。
2. 扫描电镜在保护油气层中的应用
1）油气层中地层微粒的观察
2）粘土矿物的观测
3）油气层孔喉的观测
4）含铁矿物的检测
5）油气层损害的监测

三、薄片技术
1. 薄片分析技术
薄片技术是保护油气层的岩相学分析三大常规技术之一，也是最基础的一项分
析。应用光学显微镜观察薄片，由铸体薄片获得的资料比较可靠。制作铸体薄片
的样品最好是成形岩心，不推荐使用钻屑。薄片厚度为 0.03mm，面积不小于
15mm×15mm。未取心的情况除外，建议少用或不用钻屑薄片，因为岩石总是趋
于沿弱连接处破裂，胶结致密的岩块则能保持较大的尺寸，这样会对孔隙发育及
胶结状况得出错误的认识。
2. 薄片分析技术在保护油气层中的应用
1）岩石的结构与构造
2）骨架颗粒的成分及成岩作用
3）孔隙特征
4）不同产状粘土矿物含量的估计
5）荧光薄片应用
四、压汞法测定岩石毛管压力曲线
由毛管压力曲线可以获得描述孔喉分布及大小的系列特征参数，确定各孔喉区间
对渗透率的贡献。
1. 基本原理
压汞法由于其仪器装置固定、测定快速准确，并且压力可以较高，便于更微小的
孔隙测量，因而它是目前国内外测定岩石毛细管压力曲线的主要手段。使用压汞
仪测定岩样的毛细管压力曲线，原理是汞对大多数造岩矿物为非润湿，对汞施加
压力后，当汞的压力和孔喉的毛管压力相等时，汞就能克服阻力进入孔隙，计量
进汞量和压力，根据进入汞的孔隙体积百分数和对应压力就得到毛细管压力曲
线。
压汞试验所用岩样一般为直径 2.5cm，长 2.5cm 左右的柱塞，测定前将油清洗干
净，测定岩石总体积、氦气法孔隙度、岩石密度和渗透率。
2. 毛细管压力曲线在保护油气层中的应用
1）储集岩的分类评价
储集岩分类是评价油气层损害的前提，同一损害因素在不同类型的储集岩中的表
现存在差异。根据毛细管压力的曲线特征参数，用统计法求特征值，结合岩石孔
隙度、渗透率、孔隙类型、岩性等可以对储集岩进行综合分类。
2）油气层损害机理分析
油气层微粒的粒度分析、微粒在孔隙中的空间分布及与孔喉大小的匹配关系是分
析油气层损害的关键。例如相同间层比的伊利石/蒙皂石间层矿物，对细孔喉型
油层的水敏损害比中、粗孔喉型油气层严重。
3）钻井完井液设计

屏蔽暂堵型钻井完井液技术中架桥粒子的选择，就是依据由压汞曲线获得的孔喉
分布。通过对一个油组或油气层不同物性级别岩样的毛管压力曲线测定，构制平
均毛管压力曲线。架桥粒子即根据平均毛管压力曲线，考虑到出现的最大孔喉半
径，安 2/3 架桥原理设计的。暂堵型酸化、压裂过程中，暂堵剂粒度的筛选也要
参考孔喉分布数据。
4）入井流体悬浮固相控制
压井液、洗井液、射孔液、修井液、注入水和压裂液等都涉及固相颗粒的含量和
粒径大小控制问题，而控制标准则视油气层储渗质量、孔喉参数而定。研究表明，
当颗粒直径大于平均孔喉直径的 1/3 时，形成外泥饼，1/3~1/10 时会侵入孔喉形
成内泥饼，小于 1/10 时颗粒能自由移动。
5）评价和筛选工作液
油气层损害的实质是岩石孔隙结构的改变，通过测定岩石与工作液作用前后的岩
样毛管压力曲线就能对配伍性有明确的认识。应用高速离心机法可以快速测定毛
管压力曲线，了解工作液作用前后储集岩孔喉分布参数和润湿性变化。
五、岩心分析技术应用展望
尽管用于分析岩心的许多技术早已存在，但石油地质家及石油工程师从未像今天
这样共同关心并应用岩心分析技术来深入揭示油气层的微观特性。一些传统技术
因使用目的转变，被赋与了新的含义。
1.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分析
2.CT 扫描技术
将医学上应用的 CT 扫描技术引人到岩心分析中，主要原理是用 X 射线照射岩心，
得到岩心断面上岩石颗粒密度的信息，经计算机处理转换成岩心剖面图，它可以
在不改变岩石形态及内部结构的条件下观察岩石的裂缝和孔隙分布。当固相物侵
入岩心时，能够对固相侵入深度及其在孔喉中的状态进行监测，也可以观察岩样
与工作液作用后的孔隙空间变化。目前这项技术主要用于高渗透疏松砂岩和裂缝
性储层的损害研究中，如出砂机理、稠油蚯蚓孔道的形成、侵入裂缝的固相分布、
岩心内泥饼的分布形态等。
3.核磁共振成象技术
简称 NMRI，它能够观测孔隙或裂缝中流体分布与流动情况，因此对于流体与流
体之间，流体与岩石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润湿性和润湿反转问题的研究有特殊
意义，是研究油气损害的最新手段之一。NMRI 测井技术发展很快，主要用于剩
余油的分布探测，已成为提高采收率的重要评价技术。
4.扫描电镜技术
扫描电镜技术在制样和配件方面发展较快，在 SEM 上配置能谱仪（EDS）可以
对矿物提供半定量元素分析，对敏感性矿物的识别及损害机理研究有很大的帮
助。背散射仪的应用免除镀膜对粘土形貌的改变，更宜于试验前后的样品观察。
此外，临界点冷冻干燥法，能够揭示粘土矿物在油气层条件下的真实形态。扫描
电镜与图象分析仪使用，研究粘土矿物微结构并预测微结构的稳定性，是油井完
井技术中心近年来将土壤科学和工程地质理论引入到石油工程中的最新进展。

5.非晶态矿物和纳米矿物学研究
6.环境扫描电镜的应用
一般扫描电镜要求在真空条件下进行实验，而环境扫描电镜则可以在气体、液体
介质环境下分析样品。国外已开始利用此项技术研究膨胀性粘土矿物与工作液作
用的机理，分析粘土矿物间层比和遇水膨胀的关系、水化膨胀和脱水过程的差异
等。因此，环境扫描电镜是损害机理研究和工作液评价的有力手段。目前，我国
已引进了这种仪器。
综上所述，岩心分析技术在认识油气层特征、研究油气层损害机理及保护油气层
工程设计中具有广泛的应用。每种技术都有其优点及局限性，实际工作中要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并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各项技术本身在石油工程中的
应用还有秀大的潜力尚待开发，同时工程实践中也不断提高许多新问题，需要创
造性地应用先进技术来解决。

第三节 油气层潜在损害因素分析

岩心分析的直接应用就是潜在损害因素研究。油气层的潜在损害与其储渗空间特
性、敏感性矿物，岩石表面性质、地层流体性质有关，同时还受外来流体和环境
因素的影响。
一、油气层储渗空间
碎屑岩油气层的储集空间主要是孔隙，渗流通道主要是喉道。喉道是指两个颗粒
间连通的狭窄部分，是易受损害的敏感部位。孔隙和喉道的几何形态、大小、分
布及其连通关系，称为油气层的孔隙结构。对于裂缝型储层，天然裂缝既是储集
空间又是渗流通道。根据基块孔隙和裂缝的渗透率贡献大小，可以划分出一些过
渡储层类型。孔隙结构是从微观角度来描述油气层的储渗特性，而孔隙度与渗透
率则是从宏观角度来描述油气层的储渗特性。
1. 孔隙度和渗透率
孔隙度是衡量岩石储集空间多少及储集能力大小的参数，渗透率是衡量油气层岩
石渗流能力大小的参数，它们是从宏观上表征油气层特性的两个基本参数。其中
与油气层损害关系比较密切的是渗透率，因为它是孔喉的大小、均匀性和连通性
三者的共同体现。对于一个渗透性很好的油气层来说，它的孔喉较大并较均匀，
连通性好，胶结物含量低，这样它受固相侵入损害的可能性也更大；相反，对于
一个低渗透性油气层来说，由于它的孔喉小、连通性差、胶结物含量较高，这样
它容易受到粘土矿物水化膨胀、分散运移、水锁和贾敏损害。
2. 储层孔隙结构
油气层常见孔隙类型有：粒间孔、粒内溶孔、晶间微孔。碎屑岩储层通常粒间孔
的含量越高，储层物性越好。一般将油气层喉道类型划分为五种（缩颈喉道、点
状喉道、片状喉道、弯片状喉道、管束状喉道），颗粒接触类型和胶结类型决定
了喉道几何形态。
孔隙结构参数从定量角度来描述孔喉特征。常用的孔隙结构参数有孔喉尺寸及其

分布、喉道弯曲度和孔隙连通性。利用统计分布的方法，可以从毛管压力曲线和
物性参数中求出任一岩样的孔隙结构参数，乃至油层段的孔隙结构参数平均值。
孔隙结构与油气层损害的关系表现为：
（1）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喉道越粗，不匹配的固相颗粒侵入的深度就越
大，造成的固相损害程度就越严重。但滤液侵入造成的水锁、贾敏等损害的可能
性较小。
（2）孔喉弯曲程度越大，外来固相颗粒侵入越困难，侵入深度变小；而地层微
粒易在喉道中阻卡，微粒分散/运移的损害潜力增加。
（3）孔隙和喉道尺寸越小且连通性越差，油气层越易受到与流体、界面现象相
关的损害，如水锁、贾敏、乳化堵塞、粘土矿物水化膨胀等。
二、油气层敏感性矿物
1.敏感性矿物的定义和特点
2.敏感性矿物的类型
3.砂岩储层粘土矿物的产状
三、油气层岩石的润湿性
岩石表面被液体润湿（铺展）的情况称为岩石的润湿性。岩石的润湿性一般可分
为亲水性、亲油性和两性润湿三大类。油气层岩石的润湿性取决于矿物的晶体结
构、地层流体的活性组分性质，工作液侵入也可以改变岩石的润湿性。润湿性的
作用表现为下列方面。
（1）控制孔隙中油气水分布。对于亲水性岩石，水通常吸附于颗粒表面或占据
小孔隙角隅，油气则占孔隙中间部位；对于亲油性岩石，刚好出现相反的现象。
（2）决定岩石孔道中毛管压力的大小和方向。毛管压力的方向总是指向非润湿
相一方。当岩石表面亲水时，毛管压力是水驱油的动力；当岩石表面亲油时，毛
管力是水驱油的阻力。
（3）制约微粒运移的损害程度。当油气层中流动的流体润湿微粒时，微粒容易
随之运移，否则微粒难以运移。油气层岩石的润湿性的前两个作用，可造成有效
渗透率下降和采收率降低，而后一作用对微粒运移有较大影响。
四、油气层流体性质
1.地层水性质
地层水性质主要指矿化度、离子类型和含量、pH 值和水型等。当油气层压力和
温度降低或侵入流体与地层水不配伍时，会生成 CaCO3、CaSO4、BaSO4 等无
机垢；高矿化度地层水还可引起进入油气层的高分子处理剂发生盐析。此外，对
于室内实验流体配制、工作液基液的选择、防垢抑垢剂的筛选、除垢工艺的优化，
地层水资料都是重要依据。
2.原油性质

原油性质主要包括粘度、含蜡量、胶质、沥青、析蜡点和凝固点。原油性质对油
气层损害的影响有：（1）石蜡、胶质和沥青可能形成有机沉淀，堵塞喉道、射
孔孔眼、砾石充填层、筛管和油管；（2）原油与入井流体不配伍形成高粘乳状
液，胶质沥青质与酸液作用形成酸渣；（3）注水和压裂中的冷却效应还可以导
致石蜡、沥青在井间地层中沉积。
3.天然气性质
与损害有关的天然气性质主要是相态特征和 H2S、CO2 腐蚀气体的含量。相态
特征主要是针对凝析气藏而言，当开采时压差过大、或气藏压力衰竭时，井底压
力低于露点压力，此时凝析液在井筒附近积聚，使气相渗透率大大降低，形成油
相圈闭。腐蚀性气体的作用是设备腐蚀产生微粒，如 H2S 在腐蚀过程中形成 FeS
沉淀，造成井下和井口管线的堵塞。
五、油气藏环境
地层损害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发生的。内部环境包括油气藏温度、压力、原地应力
和天然驱动能量；外部环境有工作液的流速、化学性质、固相颗粒分布、压差、
流体的温度等。表 2—7 总结了常见的潜在损害方式及预防处理措施，表明只有
综合分析岩石物理性质（基块和裂缝储渗性能参数）、岩石学特征、地层流体性
质、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才能全面地把握某一油气藏的潜在损害因素，正确指
导保护工艺技术的设计。
应当指出，油气层潜在损害因素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内是油气层相对固有特性。
当油气层被钻开以后，由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它的孔隙结构、敏感性矿物、岩
石润湿性和油气水性质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油气层潜在损害因素在不同的生产作
业阶段是动态变化的。
过去以钻井完井损害控制为重点，对于油藏环境因素关注不够。随着保护储层技
术重点向注水开发、EOR 过程和非常规油气藏转移，将更多地关注环境因素，
如时间（t）、温度（T）、压力（P）或应力（St）。开发过程周期长，损害的
累积性和叠加性均是时间的反映。温度效应在深井超深井作业和注蒸汽稠油开采
中显得特别突出。压力（或应力）的影响在裂缝性油气藏和疏松砂岩油藏表现明
显，应力敏感性和油藏压实已经引起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