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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井间示踪剂技术被认为是目前识别优势通道最直接、最准确的方法之一，但在稠油油藏中，示踪剂产

出曲线多呈抛物线型单峰形状，曲线之间差别小，优势通道发育级别难以判断；同时因为模糊C均值 (Fuzzy 
C-means, FCM)聚类算法需要事先指定聚类数目，使得其对示踪剂曲线分类问题适应性较差。针对上述问题，本

文提出了改进的FCM聚类算法，解决了单峰型示踪剂曲线难以分类的问题。首先，通过引进决策图来确定聚类

数，避免FCM算法在选取聚类数时的盲目性；然后，选取见剂速度、峰值浓度、回采率等示踪剂浓度曲线的特

征参数，对见剂井进行聚类，确定优势通道发育级别和主控因素；最后，利用洛伦兹系数和现场泡沫驱应用效

果，验证分级的合理性。研究结果表明：目标油田发育三级优势通道，一级优势通道属于均质~相对均质储层，

其见剂速度小于 1.65 m/d，高渗层渗透率小于 3259 mD，同时回采率小于 0.13%，地层系数小于 1341 mD·m；

二级优势通道属于相对均质~非均质储层，见剂速度在 1.65~2.17 m/d，渗透率 3259~8383 mD；同时回采率在

0.13%~0.21%，地层系数介于 1341~3194 mD·m；三级优势通道属于非均质~严重非均质储层，见剂速度大于

2.17 m/d，高渗层渗透率大于 8383 mD，回采率大于 0.21%，地层系数大于 3194 mD·m。现场实践表明：优势通

道越发育，泡沫驱治理效果越好。该分类结果对现场调剖堵水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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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chnique of inter-well tracer testing is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direct and accurate methods to identify 
thief zones in reservoirs. However, in heavy oil reservoirs, tracer breakthrough curves are mostly parabolic and unimodal, 
resulting in small differences between curves and difficulty in determining the level of thief zones. Because of the need to specify 
the number of clusters in advance, the Fuzzy C-means (FCM) algorithm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problem of unimodal tracer break-
through curve classification. To this end, an improved FCM clustering algorithm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lassifying unimodal tracer breakthrough curves. First, a decision graph is introduced to determine the cluster number to a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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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lindness of FCM algorithm in selecting the cluster number. Then, th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tracer curves, such as 
migration velocity, peak concentration and recovery rate, were selected to cluster the wells that have tracer data to determine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the thief zones. At the same time, the main factors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thief zones are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tracer curves history matching and clustering results. Finally, the rationality of classification results is verified by 
their Lorenz coefficient and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foam flooding in the oilfiel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cer migration 
velocity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ermeability under the semi-logarithmic coordinate. The recovery rat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formation coefficient in a Cartesian coordinate system. The target oilfield has developed three levels of thief 
zones. The original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light thief zones are homogeneous to relatively homogeneous, with a migration 
velocity less than 1.65 m/d, the corresponding permeability is less than 3259 mD, and the recovery rate is less than 0.13% since 
the formation coefficient is less than 1341 mD·m. The moderate thief zones are relatively homogeneous to heterogeneous, with a 
migration velocity between 1.65 and 2.17m/d, a corresponding permeability of between 3259 mD and 8383 mD, and the recovery 
rate is between 0.13% and 0.21% as the formation coefficient is between 1341 mD·m and 3194 mD·m. The severe thief zones are 
heterogeneous to severely heterogeneous, with a migration velocity and permeability greater than 2.17 m/d and 8384 mD, respec-
tively, and a recovery rate greater than 0.21% with the formation coefficient greater than 3194 mD·m. Field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more developed the thief zone, the better the foam flooding treatment effect.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profile control and water plugging in oilfields.

Keywords tracer; improved FCM clustering algorithm; breakthrough curves; thief zones classification; Lorenz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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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砂岩油藏在注水开发过程中，由于油藏平面及纵

向非均质性以及注入水的长期冲刷，储层将会形成优

势通道，使得注入水无效、低效循环，严重影响开发

效果 [1-2]。井间示踪剂测试技术被认为是目前识别优

势通道最有效、最直接、最准确的方法之一 [3-5]。国内

外很多学者利用示踪剂解析模型 [6-8]、半解析模型 [9]、

数值模型 [10-11]对示踪剂浓度曲线进行拟合解释，反求

高渗透层地层参数，以此定量描述优势通道的发育程

度。Li等 [12]更是根据示踪剂的产出形态，将储层裂缝

分为大裂缝、微裂缝和混合裂缝。这些成功案例都是

建立在示踪剂产出曲线形态差异大的基础上，使得示

踪剂解释结果具有较强的对比性。但是在稠油油藏中，

Adams[13]和Miller[14]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油水黏度

差别大，稠油油藏的窜流现象更易发生，注入水不仅

在平面波及效率低，同时纵向上波及的厚度也非常有

限，这使得稠油油藏示踪剂产出曲线多呈抛物线型单

峰形状，曲线之间差别小，优势通道发育级别难以判

断。 DENBINA[11]等也对稠油的示踪剂产出曲线进行

解释，但是并未给出相应的优势通道分级方法。

FCM聚类算法是一种软聚类方法，它运用了模糊

数学中的理论，认为大多数事物并非是非此即彼，而

是以一种隶属关系确定属于哪一类，该算法对具有模

糊属性的优势通道的识别具有天然优势 [15]。虽然FCM
算法在流动单元分类 [16-17]、储层特征提取 [18]和油藏开

发指标分类 [19]等问题有较好的应用，但是FCM算法

有个严重的缺陷：聚类数目难以确定，必须手动给出。

这使得该算法对于无法确定聚类数目的问题，如本文

的示踪剂产出曲线分类，计算准确度较差。

快速搜索和发现密度峰值的聚类算法 (Clustering 
by Fast Search and Find of Density Peaks, CFSFDP)是由

Rodriguez and Laio[20]于 2014 年在Science杂志上提出

的新型聚类算法，目前已在数据挖掘 [21-22]、电力系统

中的离群点检测 [23]、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能量平衡优

化 [24]等领域得到很好的应用，石油领域的运用还未见

报导。该算法的基本思想是将具有局部极大密度且与

其他密度更大点有较远距离的数据点视为聚类中心，

通过计算各点的局部密度与更高密度点之间的距离完

成数据的划分 [20]。但是该算法在确定其他数据属于某

一类时，直接用的是距离最短的原则，这使得其在判

别优势通道时，没有模糊算法更符合实际情况。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CFSFDP算法确

定聚类数目，FCM算法进行迭代的改进型模糊聚类算

法进行基于示踪剂产出曲线的优势通道分级。该方法

既融合了FCM聚类算法对数据样本柔性划分的优势，

又弥补了FCM聚类算法需要事先确定聚类数目的不

足。通过运用改进的FCM聚类算法对研究区内见剂井

浓度曲线进行聚类分析，确定了单峰型浓度曲线之间

的差异，并根据示踪剂解释参数确定了适合鲁克沁稠

油油藏示踪剂识别优势通道发育程度的分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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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进的 FCM 聚类算法

1.1 确定聚类数

聚类数即初始聚类中心的个数，也就是本文中对

示踪剂曲线进行分类的个数。聚类中心的选取原则是

应该尽量让其反映整体数据集的密集程度，并且应该

被临近点包围，同时临近点和其他聚类中心距离较远。

传统的FCM聚类算法的聚类数是人为手动给出，受主

观因素影响较大，一旦聚类数选择不当，聚类效果将

会很差。同时，要想获得最优的聚类数，只能不断手

动调整聚类中心个数。本文利用CFSFDP算法的思想，

根据局部密度和与高密度点之间的距离构成的决策图，

自动确定聚类数，避免主观因素影响，同时大大节省

最优聚类数确定的时间。设待聚类井数 (样本数 )为n，
每口井特征指标数为p，聚类样本矩阵如 (1)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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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使得平均每口井的相邻井数为所有井的 1%~2%[25]，

通过公式 (2)可以得出见剂井 i的局部密度ρi。

定义与高密度点之间的距离δi，表示的是见剂井 i
到见剂井 j的距离最小值，且有ρj＞ρi，其计算公式见

式 (3)。
 δ i j ij= min ( ):ρ ρj i> d  (3)

根据计算的每口井的 (ρi，δi)，以密度为横轴，距

离为纵轴做决策数图，其中密度和距离都较大的点的

个数即为聚类数。

1.2 算法的迭代

确定好聚类数目后，需要进行算法的迭代。设将

X聚成 r类，其目标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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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目标函数求极值可得聚类中心和隶属度。其计算公

式见式 (5)和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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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表示模糊加权指数，通常取 2，vi表示第 i个
聚类中心，uij表示第口井对第类聚类中心的隶属度，

且有∑
i=

r

1
uij =1 ； x v x vj i jk ik− −= ( )∑

k

p

=1

2 表示第口井的

各个指标对第类聚类中心的欧氏距离， i r=1,2, , ，

j n=1,2, , ，l表示迭代次数，通过不断迭代的方式更

新隶属度uij和聚类中心vi，随着迭代的不断进行，聚

类中心逐渐趋于最优，目标函数处于最小值，即所有

聚类井到其聚类中心的类内加权误差平方和最小，最

终达到的效果是同一类别井之间有最大相似度，而不

同类别之间有最小相似度 [18]。

1.3 算法流程

改进的FCM算法的具体流程如下：

1) 求出各聚类井之间的欧氏距离dij，并确定截断

距离；

2) 根据公式 (2)和公式 (3)计算各样本的局部密度

ρi和高密度距离δi，做由 (ρi，δi)数据点构成的决策图，

确定聚类数 r；
3) 根据 [0,1]均匀分布随机数给定初始隶属度矩阵

U (0)，令 l =1 表示第一步迭代；

4) 由 隶 属 度 矩 阵 计 算 第 l 步 的 聚 类 中 心

V v v v(l l l l) = { 1 2
( ) , ...( )

r
( )}，其中聚类中心由公式 (5)确定；

5) 根 据 公 式 (6)修 正 隶 属 度 矩 阵 U u(l l) = ( ij
( ) )，

i r= ⋅⋅⋅1,2 ， j n= ⋅⋅⋅1,2 ；

6) 根据公式 (4)计算目标函数；

7) 对给定的目标函数终止容限 ε > 0 ，或对于最

大迭代步长 Lmax ，当 l >1 ， J J(l l) − <( −1) ε，或 l L> max

时，停止迭代，否则 l l= +1 转至第 4 步。

经过上述的循环迭代止后，当目标函数达到最小

时，根据最终的隶属度矩阵 U 中元素取值确定所有聚

类井的归属，当 u ukj ij= max
1≤≤i r

( )时，可将井 x j 归于第 k

类，其中 k r=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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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用实例

2.1 构造区域概况

鲁克沁油田储层平均渗透率 537 mD，单一小层

平均厚度 12 m，埋深 2200~3100 m，50 ℃原油黏度

12 000~20 000 mPa·s，地下原油黏度 286~526 mPa·s，
属于超深层稠油油藏，由于埋藏太深，热采效果不理

想，转而采用水驱开发。在长期注水开发过程中，形

成了优势通道。但由于油田地处断块发育地带，边底

水充足，使得油水井注采对应关系复杂，部分见效油

井来水方向难以判定，基于此，开展了井间示踪剂测

试。研究区共进行了 8 井组 40 口油井示踪剂测试，其

中 26 口油井检测到示踪剂。

2.2 指标选取及聚类

在示踪剂监测的过程中，能直接获取的指标有见

剂时间与见剂浓度，这也就是示踪剂浓度曲线。从这

条曲线上能获得两方面的信息，一是表示示踪剂流动

快慢的突破时间以及峰值时间，并可以通过见剂时间

进一步求出见剂速度；二是表示示踪剂采出量多少的

峰值浓度与包络面积，其中包络面积的大小代表着回

采率的多少。故选取突破时间、峰值时间、见剂速度、

峰值浓度以及回采率等参数作为特征指标，见剂井数

为样本数n，构成样本矩阵。在聚类之前，首先需要

将选取的聚类指标进行Z-score标准化，以消除量纲

的影响，数据标准化的公式见式 (7)。通过计算每口井

的局部密度ρ和与高密度点之间距离δ，结果如图 1 所

示，由聚类数为ρ和δ均较大的点，可以确定目标数据

的最优聚类数为 3，通过聚类中心和隶属度的不断迭

代，研究区见剂井最终被聚成 3 类。聚类原始数据及

结果见表 1。

 x ' = x x
σ
−  (7)

其中： x 是原始数据的均值，σ是原始数据的标准差。

3 结果分析

3.1 聚类效果分析

由于模糊聚类是软聚类方法，聚类井以最大隶属

度原则确定属于哪一类，对于一口井而言，其隶属度

矩阵是一个 r×1 的隶属向量，向量元素中的最大值决

定着聚类井属于的类别。如果隶属度向量中最大元素

值比其他元素值大得多，则说明这口井属于这一类的

可能性越大。基于此思想，定义隶属度向量差值表征

类间聚类效果的好坏，越大，聚类效果越好。其计算

公式见式 (8)。
 ∆ = −u u umax sec  (8)

其中：umax表示隶属度向量中的最大元素值，usec表示

隶属度向量中的第二大元素值。

通过分析所有聚类井的隶属度向量差值，如图 2
所示，当将研究区所有见剂井聚成三类时，最小的隶

属度向量差值为 0.019。同时，进一步对比将见剂井聚

成两类和四类的隶属度向量差值，结果分别见图 3 和

图 4，由图可知，当见剂井聚成两类时，虽然大部分

井的隶属度向量差值均大于 0.02，但是仍有部分井其

图 1 数据决策图

Fig. 1 Data decision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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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效果很差。由此可知，将见剂井聚成 3 类是合理的。

3.2 曲线形态分类

通过将同一类别井的浓度产出曲线绘制在一起，

如图 5 所示，以进一步验证聚类结果的合理性，发现

同一类的井示踪剂浓度产出曲线有相似的见剂时间、

峰值浓度，而不同类别的井则差别较大，聚类效果很

好。同时基于由Abbaszadeh-Dehghani和Brimg ham推

图 2 聚成三类时隶属度向量差值

Fig. 2 The difference of membership vector when cluster 
equal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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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聚成两类时隶属度向量差值

Fig. 3 The difference of membership vector when cluster 
equal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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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聚成四类时隶属度向量差值

Fig. 4 The difference of membership vector when cluster 
equal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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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示踪剂浓度聚类结果

Fig. 5 Clustering results of tracer breakthrough curves; 
a. the first kind of clustering results; b. the second kind of 
clustering results; c. the third kind of clustering results

值在 0.01 之间，说明这类井的类间差距较小，聚类效

果还需进一步提高。当见剂井聚成四类时，除了第一

类井隶属度向量差值较大，其余三类该值均较小，聚



采用改进的 FCM 聚类算法进行储层优势通道分级 525

图 6 W2-43 井浓度拟合曲线

Fig. 6 Fitting of tracer breakthrough curve in well w2-43

导的考虑示踪剂对流扩散的流动方程 [7]，拟合了示踪

剂浓度产出曲线，典型井拟合如图 6 所示，并反求出

优势通道层发育厚度及渗透率，定量描述优势通道形

成后的储层物性特征，计算结果见表 1。
由图 5 可知，第一类曲线示踪剂见剂时间最晚，基

本上在 100 天以后才检测到示踪剂产出，见剂后浓度上

升较慢，从示踪剂解释结果上看，第一类井其高渗层

解释渗透率较小，平均渗透率在 2180 mD；同时因为地

层系数较小，平均地层系数 884 mD·m，使得峰值浓度

低，曲线与横轴包络的面积小，示踪剂回采率低，曲线

总体形态较“矮胖”，优势通道发育程度最低。

第二类曲线高渗层平均解释渗透率 6905 mD，平

均地层系数 2265 mD·m，使得其见剂时间早于第一类

井，同时峰值浓度、回采率大于第一类井，优势通道

较第一类井发育。

第三类曲线高渗层平均解释渗透率达到了

14476 mD，地层系数 4162 mD·m，高渗层导流能力

强，使得见剂时间最短，相应的见剂速度最快，见剂

后浓度很快上升，峰形尖锐；同时峰值浓度最高，相

比于第一类和第二类曲线的 1.04 Bq/mL、1.22 Bq/mL，
其峰值浓度最大可达 1.69 Bq/mL，且回采率高，地层

系数曲线整体形状较“瘦高”，优势通道发育程度最

高。

3.3 优势通道分级

示踪剂在地层中会随着注入水首先从高渗透层突

进，由以上分析可知：决定示踪剂见剂快慢的主要

是地层的渗透率，决定示踪剂产出量的多少则是地层

系数。为此，利用示踪剂解析模型对曲线进行拟合

的结果，见表 1，进一步分析高渗层渗透率和见剂时

间、地层系数和回采率的关系，在半对数坐标下，示

踪剂见剂速度与渗透率呈正相关关系，地层系数与回

采率在笛卡尔坐标系下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基于示

踪剂曲线的聚类结果，以不同类别的井作为分级界

限，最终确定当高渗层渗透率小于 3259 mD、见剂速

度小于 1.65 m/d，同时地层系数小于 1341 mD·m，回

采率小于 0.13%视为一级优势通道；高渗层渗透率在

3259~8383 mD、见剂速度在 1.65~2.17 m/d，同时地层

系数在 1341~3194 mD·m、回采率在 0.13%至 0.21%视

为二级优势通道；高渗层渗透率大于 8383 mD、见剂

速度在大于 2.17 m/d，同时地层系数大于 3194 mD·m、

回采率大于 0.21%视为三级优势通道。分级结果见图

7 和图 8。

3.4 优势通道的表现特征

优势通道的形成有静态地质因素的影响，一般来

说，储层非均质性越严重，越易形成优势通道。目前

表 1 井间示踪剂参数、洛伦兹系数及聚类结果

Table 1 Inter well tracer parameters、Lorentz coefficient and clustering results

井名
突破

时间 /d
峰值

时间 /d
见剂

速度 /(m/d)
峰值浓度

/(Bq/mL)
回采率

/%
高渗层厚

度 /m
解释渗透

率 /mD
地层系数

/(mD·m)
洛伦兹

系数
类别

W2-131 120 188 1.65 1.04 0.027 0.52 2312 1202 0.08 1

W2-24 105 167 1.09 1.02 0.110 0.62 2163 1341 0.12 1

W2-123 167 231 0.75 0.84 0.020 0.36 1493 537 0.12 1

W12 132 188 1.27 0.81 0.025 0.27 2974 803 0.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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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名
突破

时间 /d
峰值

时间 /d
见剂

速度 /(m/d)
峰值浓度

/(Bq/mL)
回采率

/%
高渗层厚

度 /m
解释渗透

率 /mD
地层系数

/(mD·m)
洛伦兹

系数
类别

W2-11 139 210 1.00 1.01 0.078 0.49 1175 576 0.09 1
W204-1 111 183 1.55 0.97 0.086 0.34 2507 852 0.07 1
W2-201 153 220 0.95 0.95 0.130 0.48 1563 750 0.11 1
W2-41 111 186 1.68 0.82 0.016 0.31 3259 1010 0.08 1
W204 69 145 2.17 1.15 0.150 0.47 6796 3194 0.10 2
W204-31 75 132 1.56 1.05 0.160 0.34 3861 1313 0.13 2
W2-113 88 145 1.39 1.22 0.210 0.51 3176 1620 0.16 2
W2-36 62 132 1.8 1.07 0.210 0.53 4787 2537 0.17 2
W2-204 93 145 2.27 0.96 0.168 0.24 9802 2352 0.22 2
W204-32 76 157 2.2 0.94 0.165 0.18 8383 1509 0.15 2
W204-125 76 139 1.89 0.85 0.170 0.38 5734 2179 0.16 2
W204-127 62 132 1.73 1.23 0.442 0.42 9843 4134 0.21 3
W2-22 82 139 2.7 1.58 0.212 0.38 11 441 4348 0.17 3
W2-124 75 152 2.67 1.68 0.252 0.52 9797 5094 0.16 3
W2-43 82 152 2.36 1.52 0.360 0.33 11 686 3856 0.28 3
W15 62 132 3.22 1.36 0.268 0.26 16 997 4419 0.29 3
W2-23 69 139 2.16 1.69 0.345 0.28 13 909 3895 0.25 3
W2-130 62 139 2.27 1.48 0.316 0.28 15 880 4446 0.17 3
W204-2 71 128 3.32 1.43 0.297 0.37 14 220 5261 0.16 3
W2-40 69 126 3.54 1.44 0.284 0.11 30 877 3396 0.21 3
W2-121 62 139 2.22 0.99 0.244 0.36 9799 3528 0.31 3
W3-6 69 139 2.78 1.38 0.180 0.23 14 791 3402 0.18 3

（续表）

图 8 回采率与地层系数关系图

Fig. 8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overy rate and formation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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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见剂速度与高渗层渗透率关系图

Fig. 7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tion velocity and thief 
zones permeability

1000

10 000

100 000

0 1 2 3 4

评价非均质的方法有渗透率变异系数、渗透率突进系

数、渗透率级差等，但这些数值的计算在理论上都是

无界的，不能对储层的非均质程度进行定量评价 [26-27]。

由于储层砂泥岩交互频繁，本文利用自然电位测井曲

线构建洛伦兹系数，定量表征不同级别优势通道在储

层测井曲线上的响应特征。将待求深度段的测井曲线

值按从小到大排列后得到 sp1、sp2…spn，其相应的深

度间隔为∆h1 、∆h2 …∆hn 令

 y j nj = ≤ ≤

∑
i=

n

sp

1
sp

j

i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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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j =
∑

∑
i

i

=

=

n

j

1

1

∆

∆

h

h

i

i

  (10)

则该段的洛伦兹曲线的函数为：

 f x y( )j i=∑
i=

j

1
  (11)

其中，xj为前 j个点的深度间隔累计分布百分比，

f x( j )为前个点的测井曲线值的累计分布百分比。洛

伦兹系数计算示意图如图 9 所示，对角线表示绝对均

质储层，偏离对角线的面积表示储层的非均质程度，

洛伦兹系数Lc计算公式见式 (12)，Lc越大，测井值越

不均匀，非均质性也越强 [28]。

 L f x xc = −1 2 ( )d∫
1

0

   (12)

分别计算发育三种级别优势通道井的洛伦兹系数，

计算结果见表 1。一级优势通道井洛伦兹系数分布区

间为 0.07~0.12，均值 0.10；二级优势通道井洛伦兹系

数分布在 0.1~0.19，均值 0.14；三级优势通道井洛伦

兹系数分布在 0.14~0.29，均值 0.2。按照储层非均质

性洛伦兹系数评价标准 [26]，一级优势通道井属于均质

~相对均质储层，二级优势通道井属于相对均质~非均

质储层，三级优势通道井属于非均质~严重非均质储

层。

同时，分析三种级别优势通道井的生产动态曲线，

明确优势通道在开发动态上的响应特征。如图 10 所

示，一级优势通道井在生产期间，含水一直处于相对

稳定的水平，同时采出程度较高；二级优势通道井在

生成初期，含水率也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但是在形

成优势通道后，其含水率曲线会有明显的上升阶段，

影响水驱开发效果；三级优势通道井由于优势通道最

发育，其含水率快速上升，同时采出程度最低，严重

影响水驱开发效果。

4 现场验证

由于泡沫对高渗层大孔道和高含水层位的自然选
图 9 洛伦兹系数计算示意图

Fig. 9 Calculation diagram of Lorenz coefficient

图 10 不同类型井生产动态

Fig. 10 Production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W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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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性，在调剖堵水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现场

对示踪剂测试的 2 个井组进行了泡沫驱先导性试验，

试验井中一级优势通道井有 2 口，二级优势通道井 3
口，三级优势通道井 5 口。以含水率差值△ fw和日产

油量差值△Qo分别表征含水率降低程度和增油量，见

图 11。分析发现，井周围储层优势通道越发育，泡沫

驱效果越好，相应的含水率降低幅度越大，日产油量

增加越多。具体的未见剂井、一级、二级、三级优势

通道井含水率降低值分别为 6.23%、17.65%、47.55%、

51.05%，日产油量增加值分别为 0.68 t/d、1.55 t/d、
7.66 t/d、9.27 t/d。

/%

f Q

图 11 不同类型井泡沫驱效果分析

Fig. 11 The effects of foam flooding in different types of Wells

这主要是因为进行泡沫驱时，泡沫首先进入流动

阻力较小的优势通道层，并且由于优势通道层含油饱

和度低，泡沫稳定性好，更容易在其中堆积，达到封

堵高渗层的效果。而随着泡沫占据优势通道层，产生

的贾敏效应会增大流动阻力 [29]，当流动阻力增加到超

过小孔道中流动阻力后，泡沫便越来越多地流入中低

渗透层，但中低渗透层往往含油饱和度较高，泡沫中

的表面活性剂分子与油中的极性分子进行交换，导致

泡沫极易破裂。破裂后的泡沫释放出的氮气不溶于油，

在重力分异作用下会进入到构造高部位并不断聚集，

形成次生气顶，起到驱油的效果 [30,31]。所以，对于优

势通道越发育的井，泡沫驱的效果越好。这也进一步

验证了分类的正确性。

从现场验证的结果中也给治理稠油油藏的优势通

道带来一定的启示：对于示踪剂见剂速度快，回采率

高的井，使用泡沫驱将有效改善油田开发效果，对于

见剂速度比较慢且回采率不高的井，采用泡沫驱进行

调剖堵水效果一般，此时可以考虑其他更加经济有效

的措施来改善开发效果。

5 结论

(1)改进的FCM聚类算法能够自动确定待聚类样

本的聚类数，避免了传统的FCM聚类算法需要人为指

定聚类数的不足，使得其对稠油油藏单一抛物线型示

踪剂产出曲线聚类问题有更好的适应性，同时现场的

泡沫驱效果分析也验证了分类结果的正确性。

(2)优势通道的发育级别可以通过拟合示踪剂浓度

曲线而得到的地层系数和渗透率来定量表征，优势通

道越发育，其解释渗透率和地层系数越大，反映在浓

度曲线上则是见剂速度和回采率的不同。

(3)影响优势通道发育程度的内因是储层的非均质

性，可以通过计算测井曲线的洛伦兹系数定量表征储

层非均质性对优势通道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洛伦

兹系数越大，储层非均质性越强，发育优势通道的可

能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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