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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明寨油田是一个极复杂的断块油田。受地质构造及长期注水开发的影响 ,进入高含水期后 ,堵水措施

面临的困难逐年增大。 从文明寨油田的地质特点入手 ,分析了高含水期堵水存在的主要问题: 受构造影响 ,动态分

析找水难度大 ;生产井段长 ,层间矛盾大 ;事故井多 ,堵水工作难以正常进行 ;负压严重 ,化堵有效期短等。 介绍了

1999年以来为提高堵水效果而采取的系列做法和成功的经验 ,评价了现场实施效果 ,对极复杂断块油田高含水期

提高堵水效果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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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质特点

文明寨油田位于东濮凹陷中央隆起带北端 ,是

一个在穹隆背景下被断层复杂化的含油构造。 叠合

最大含油面积 6. 48km2 ,地质储量 2234. 47× 104 t ,

目前综合含水已达 87% 。主要地质特点为:

1.构造极复杂　发育 192个落实小断块 ,断块

密度达 28个 /km
2 ;

2.含油井段长　发育 S2下、 S3上、 S3中、 S3下

共 4套含油层系 ,含油井段在 400m以上 ;

3.储层物性好 ,非均质严重　平均孔隙度为

24. 8% ,平均空气渗透率 420. 3× 10
- 3
μm

2
,储层物

性好 ,但层系间、砂组间、小层间物性差异大 ,层系内

渗透率变异系数为 0. 73～ 0. 87,非均质性严重 ;

4.油水关系复杂　每套层系都有各自的油水界

面 ,并受断层影响 ,各断块的油水界面互不相同。

二、高含水期堵水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受构造影响 ,动态分析找水难度大　多套含

油层系和极复杂的构造 ,使得文明寨油田的油水关

系十分复杂。油气水主要受层系和断层控制 ,不同层

系各有一套油水系统 ,同一层系不同断块的油水系

统也有差异 ,即使同一断块、同一层系的油层还受砂

层组的控制。 而极复杂区块 (如明六块 )由于断层分

割太严重 ,井与井之间几乎无联系。 进入高含水期 ,

受注入水、边水等的共同影响 ,动态分析找水的难度

进一步加大。

2. 生产井段长 ,层间矛盾大　文明寨油田油井

平均射孔井段 208m,水井平均射孔井段为 182. 3m,

层间矛盾比较突出 ,并且调控难度大。从目前 5口井

C /O比资料看 , 38. 7%的射开厚度已成一级水淹 ,

剩余油饱和度仅为 23. 4% ,占连通厚度的 68. 7% ;

并且水淹层段与含油层段交替分布 ,层间间隔小 ,使

得选堵工艺难度增大。

3. 事故井多 ,影响了找堵水工作的正常进行　

到 1999年 10月底 , 开井的 135口油井中 ,套损井

31口 ,落物井 28口 ,套损及落物井 14口 ,共占总井

数的 54. 7% 。 1999年实施的 9口堵水井中 ,有 4口

因井况问题而增加了施工难度 ,有 2口井因套变严

重而大修。

4. 负压严重 ,化堵时堵剂用量大 ,封堵后有效

期短　文明寨油田储层均为碎屑岩 ,主力油层为三

角洲前缘砂体沉积 ,成岩作用弱 ,主要孔喉半径为 3

～ 6μm,属于粒度细、分选好的中高渗透储层。受注

水开发中后期大泵提液开采造成地下亏空以及出

砂、大孔道等的影响 ,油井负压严重 ,化学挤堵时堵

剂用量大 ,并且堵剂沿大孔道等突进 ,导致处理半径

不均匀、油井单向受益 ,再加上出砂等影响 ,使得化

堵后封堵强度降低 ,有效期缩短。

三、 高含水期提高堵水效果的主要做法

1.多种方法综合找水

( 1)动态分析结合静态对比找水。选出含水在

90%以上、液量大于 50m3 /d的 24口油井 ,在认真

分析各项动态资料的基础上 ,进行静态资料精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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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同时综合分析相关油水井生产特征及生产历史 ,

对水淹层和潜力层进行了一次全面性摸底。

( 2)合理应用仪器进行测井找水。对于动态分析

结果比较可靠的井直接堵水 ;可靠性比较差的井进

一步测井温找水 ;对于分析中争议较大或结果不可

靠的井 ,用氯能谱测井、 C /O测井或测产液剖面的

方法确定水淹层位。

( 3)卡封及填砂试堵法找水。根据动、静态分析

结果 ,用封隔器卡封试堵 ,经开采证实分析结果正确

后 ,进一步化学堵水 ;相反若无效果或堵后油水同

降 ,则解封合采。如明 56井 , 1999年 7月 4日卡封

试堵后日增油 5t ,日降水 48. 6m
3 ,同年 10月 20日

进一步化堵产水层。对于分析结果为下部水淹的井 ,

用填砂 (把石英砂用清水携入井筒 )法试堵 ,视后期

生产情况决定是否实施堵水 (如明 218井 )。

2.堵水技术

( 1)合理分层堵水 ,堵准水淹层位。根据生产井

段水淹部位的不同 ,有针对性地采取分层堵水技术。

除用封隔器进行分层卡堵水外 ,还采取了分层化堵

技术: 对油层下部水淹的井采用打水泥塞 (或下电

桥 )的方法堵水 (如明 174井 ) ;对油层中部水淹的

井 ,采取下部填砂、上部用封隔器保护后化堵中部的

方法 ;同样对上部水淹的井可用下部填砂、打悬空水

泥、下可钻电桥等保护技术 (如明 73、明 106井采用

填砂保护技术 )。

( 2)优选化学堵剂 ,提高堵水效果。根据文明寨

油田储层物性 ,对 15种堵剂的稳定性、封堵强度等

性能指标进行了试验评价 ,优选了适合文明寨油田

的配伍性强、封堵强度高的 YH96- 5树脂型堵剂、

N PA复合颗粒型堵剂、 ST P— 01有机无机复合堵

剂 , WD型复合堵剂。

( 3)配套暂堵技术 ,提高堵水效率。受出砂、大孔

道、储层物性以及高含水期长期大泵提液开采等的

影响 ,在历次堵水施工中 , 90%以上的油井负压严

重 ,挤堵时很难建立起有效压差 ,堵剂用量大 ,施工

时间长 ,并且堵剂沿大孔道等突进 ,造成处理半径不

均匀、单向受益严重 ,导致封堵有效期短 ,如明 106

井先后 3次挤堵才成功。针对这一点 ,提出采用石灰

泥先暂堵、后挤堵的办法 ,如明 150井。这样不但减

少了堵剂用量 ,缩短了施工时间 ,并且一定程度上可

抑制堵剂沿大孔道等突进 ,还可减少填砂保护层段

的污染 ,提高了堵水效率。

3.相关措施及后期管理　结合堵水进行油井补

孔 (如明 106、明 150井 )、重炮 (对原射孔层位再射

孔 )或酸化 (如明 73井 )措施 ,一方面可解决堵水后

液量下降难以维持生产的矛盾 ,同时可解放差层 ,挖

掘低渗层的潜力。油井堵水与水井措施 (如补孔、分

注、转注、调配、调剖 )并举 ,有利于提高堵水效果 ,延

长有效期限。如明 56井卡封生产初期效果良好 ,后

来由于生产层位无水井对应 ,产量递减很快 ,采取转

注、调配等手段后产量进一步恢复。 另外 ,堵水后 1

周内 ,要每天量油并加密取样化验次数 ,取准取全示

功图、动液面等资料 ,以便正确、客观、及时地评价分

析堵水效果。

四、堵水效果分析及经济效益评价

1999年 1～ 11月份 ,共实施油井找堵水 11井

次 ,工艺成功率 100%。 启动Ⅱ 、Ⅲ类油层 202m /90

层 ,恢复水驱动用储量 13. 05× 10
4
t,恢复水驱可采

储量 5. 27× 104 t ,到 11月底累计增油 6193t ,累计降

水 21 863m
3 ,增油降水效果显著。堵水前、后生产状

况如下图。

1999年堵水措施前、后生产柱状图

五、典型井例分析

明 73井堵水前正常生产时 ,日产液 24m
3
,日产

油 6t ,含水 74. 9%。 1999年 6月 21日含水突涨为

100% 。为了彻底弄清瀑性水淹的原因 , 1999年 6月

27日测井温找水 ,结果表明: 原化堵层位 S2下 2～

4 ( 1607. 8～ 1748. 2m )失效 ;油层以上原堵漏段

1395. 63～ 1452. 44m失效。决定化学挤堵原化堵层

位及套漏段。

本次施工用浓度为 20%的 STP- 01有机无机

复合堵剂 92m
3
化堵 ,挤入终止压力 18. 0M Pa,候凝

36h后钻洗至 1990. 50m。下泵完井生产 ,发现供液

不足 ,分析可能是: 保护砂柱太少 (保护砂面距油层

顶界只有 7m ) ,或井筒内可能有砂桥 ,挤堵时砂桥下

移 ,造成下部油层污染。因此重新作业 ,下 110mm

两棱刮刀钻冲砂至 1994. 97m ,重炮酸化 S3上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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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堵驱综合技术在第三系砂岩油藏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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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油田分公司 ,河北任丘　 062552)　

施卫东
(中原石油勘探局 ,河南濮阳　 457001)

摘要　通过对留 62区块各层次开发矛盾的认识、理解和分析 ,结合生产井井况因素 ,采用了 ZYC- 940高温

有机颗粒复合调剖技术及堵水、调剖、驱油和保护地层的综合配套技术 ,达到控水增油的目的。该技术在留 62区块

低渗透砂岩油藏的成功应用 ,对其它类似油藏的调堵驱具有一定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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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区块特征及开发矛盾

留 62区块属华北油田第三系砂岩油藏。生产层

位为 Ed3和 Es1上 ,构造高部位以 Es1上油层为主。

具有一深一多、二高、二大的特点 ,即: 油藏埋深达

3200m;斜井多 , 21口生产井有 17口大斜度井 ,平均

最大斜度达 20°,平均井底位移 342m;油藏温度高

达 100℃以上 ,胶质沥青含量高达 ( 25. 65～ 40)% ;

地层倾角大 ,约 10°;渗透率级差大 ,储层非均质性

严重 ,纵向上 Es1上段主要为三角州沉积 ,储层以河

口坝砂沉积为主 ,渗透率最大 198. 8× 10- 3μm2 ,最

小为 9. 3× 10
- 3
μm

2
,级差达 21. 4,平均渗透率 20×

10
- 3
μm

2
,单层突进系数 9. 94。平面上 , Es1上表现在

河口坝核部和翼部 ,渗透率级差 1. 1～ 28. 4,主力生

产层 Ed3 ,平面上渗透率最高达 133. 5× 10- 3
μm

2 ,最

低 4. 7× 10- 3
μm

2 ,平均级差 28. 4。

以上特点使油藏在注水开发过程中表现出许多

完井后当日见效 ,日增油 11t ,日降水 17. 8m
3
,到 11

月底累计增油 1644. 4t,累计降水 1026m
3 ,目前保持

生产状况稳定。从这口井的施工来看 ,填砂挤堵必须

要有足够的保护砂段 ,必要时可下电桥或打悬空水

泥塞代替填砂 ;对于挤堵后造成的污染可用重炮或

酸化来解除。

六、几点认识

1.油井经堵水后 ,产液量和动液面大幅度下降 ,

造成污染严重的油井 ,可用重炮或低浓度、小剂量酸

液酸洗来解除污染。如明 73井。

2.油井不论产水部位高低 ,必须具有一定的剩

余含油厚度和波及程度相对较低的中低渗透含油层

段 ,即堵水井必须具备较好的接替条件。

3.出砂、大孔道等的影响 ,油井负压严重 ,挤堵

时很难建立起有效压差 ,堵剂用量大 ,施工时间长 ,

并且堵剂沿大孔道等突进 ,造成处理半径不均匀 ,油

井单向受益 ,而且填砂保护层易受污染 ,应用石灰泥

暂堵技术能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4.结合堵水进行补孔、重炮、酸化措施 ,既可解

决堵水后液量下降难以维持生产的矛盾 ,又可解放

差层 ,挖掘低渗层的潜力。

5.油井堵水与对应水井措施并举 (如补孔、分

注、转注、调剖 )有利于延长有效期 ,提高堵水效果。

6.对出砂严重的井 ,制定堵水方案时要考虑到

下部油层是否由于砂埋而未解放 ,避免误堵潜力层。

7.堵水后 1周内 ,要每天量油并加密取样化验

次数 ,取准取全示功图、动液面等资料 ,以便正确、客

观、及时评价分析堵水效果。

8.堵水井的选井范围应当放宽 ,除了含水大于

90%以上的井外 ,对于含水较低、液量高的水淹层位

可实施早期堵水。

9.进一步研制对油水层选堵性强、兼有防砂作

用的高性能堵剂 ,以减少化堵时对油层的污染 ,同时

防止出砂影响堵效。
(收稿日期　 1999- 12- 15)

〔编辑　李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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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s o f wa ter plugging agent w ere screened and evalua ted in the lab. , finally dete rmined to ch oo se HD- 1 ino rg anic pa rticle

style and LWSD- 1 lignin sulfa te calcium compound to do it. A de tail principal was introduced in choosing w ell, choo sing lay-

er and pro file contro l plugg ing m ethod. Since 1997, 58 w ells w er e disposal, to tal incr ea se oil 57383t, dec rease wa ter

71361m 3, the input- output r atio is 1: 2. 37.

Subject heading　 Gudao Oilfield　high w ater cut stag e　 mono layer br eakthough　 pro file contro l　 plugging　 f ea ture　
technolog y　 str ateg y

PRACTICE AND COGNITION OF INCREASING WATER SHUTOFF EFFECT IN

HIGH WATER CUT STAGE IN WENMINGZAI OILFIELD
by Yang Xinming , Yang Qing rong , Liu Yuelong , Tong Guangyan, Mu Habai, Liu Xishun

Abstract　Wenming zai Oilfield is a v e ry complex fault block. In the high w ater cut stage , th e problems become seriously

y ea r by year by the effec t o f g eologic st ructure and long stag e wate r flo oding producing. This paper ana ly zes the main problem

o f the high wa ter cut stag e. It include mo re difficult wa ter lo ca ting in per formance by the effect of structur e, sev erity inter lay-

er interfe rence because of the longer pr oducing w ell sect, more accidents in the wa ter shuto ff jo b and sho rter effect stag e in

the chemical plugging by negativ e pressure. The modus operandi and successful experiment for improv ing wa ter shuto ff effi-

ciency was introduced since 1999. The field implement effect wa s evalua ted.

Subject heading　Wenming zai Oilfield　 complex r ese rv oir　 high w ate r cut sta ge　 w ater sh uto ff　 effect

APPLICATION OF THE PROFILE CONTROL AND WATER SHUTOFF TECHNOLO-

GY IN TERTIARY PERIOD SANDSTONE RESERVOIR
by Wang Fengqing , Li Jinyong , Su Jun, Shi Weidong

Abstract　 Combining th e situa tion o f producing w ell, a technolog y o f complex contro l pro file using ZYC- 940 high tem-

peratur e o rganic g ain was developed v ia the analysis and comprehend the contra ry o f Liu 62 blo ck. Th e integ ra tion and match-

ing techno log y of wa ter shuto ff, profile contr ol, oil displa cement and fo rmation protection w as used, and th e effect o f inc reas-

ing o il producing and decreasing wa ter producing was achiev ed. Th 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 f the technolog y using in Liu 62

low er penetra te sandstone r eservo ir is a example fo r the seem reserv oir.

Subject heading　 sandstone reserv oir　 profile contr ol　 displacem ent test　 combina tion driv e　 oil displacement effi-

ciency　 application

RESERACH AND APPLICATION OF THE BOTTOM WATER PLUGGING TECH-

NOLOGY IN YANGERZHUANG OILFIELD
by Wu Changyin, Wang Yuming , Li Zeqing , Wei Yanhua

Abstract　 Yanger zhuang Oilfield is a structure massiv e r eserv oir with a type activ e edge and bo ttom w ater. Th e afresh

cognition employment about r eservo ir g eo lo gy fea ture was done on the expe rience o f prophase plugging job. The chemical

plugg ing of abio- solid phase tech no lo gy was studied and applied. A series techno log y we re expound such as using TD- 1 ca-

pacity unit r eplace cementing truck, using automa tism data acquisitio n unit monitoring pressure , and using th e r ela tionship of

the discha rg e capacity o r skin fa ctor and changing of time. Afte r a y ear 's field testing , sev en w ells have been done and the ef-

ficiency w as 87. 5% , all th e guideline have gained. The repetitio n plugging jobs w ere done afte r the effect pe riod o f chemical

plugg ing fo r w eakening the production decline.

Subject heading　 Yanger zhuang Oilfield　 bo ttom wa ter reserv oir　 fault block　 plugging　 solid phase　 chemical

injec tion　 field testing

THE APPLICATION OF SEPARATE LAYER CHAMICAL PLUGGING TECHNOLO-

GY IN PUCHENG OILFIELD
by Qiao Erw ei, Shi Qing lei, Wang Heqin, Chen Sheng li, Yang Lina

Abstract　 Afte r 20 yea rs development, Pucheng Oilfield has been in the high wa ter cut stag e, who se production is in de-

scending stag e and the w ate r cut is 92% . Since the effect of PI contro l technolog y w as get ting deterior ated, the tech no lo gy of

sepa rate lay er wa ter plugg ing has been studied and developed. This techno lo g y includes tempera ture wat er lo ca ting , wa ter lo-

ca ting with packer and sepa ra te laye r sw abbing . Th e used agents include oil w ell cement, DSZ- A agent and S TP- 01 agent.

The technolog y has two types acco rding to the wa ter plugging types. One is plugging the upper par t and producing the low er

par t using cement plug , wireline bridge plug , mechanica l plug and fill sand. The o ther one is plugging the middle pa rt and

producing th e upper and the lowe r, w hich filling sand in th e lower pa rt , sepa rating the upper pa rt with packer and plugging

the middle with chemical agents, or using the sepa rate laye r injection pipe of stride model 98- 1. The technolog y is science,

r ea sonable and ea sily opera 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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