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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浅井低温油层出现的日益复杂的混合堵塞 , 在充分认识油层岩性特征和油层堵塞机理的基础上 ,

成功研究了对无机堵塞物和有机堵塞物均有显著解除作用的复合解堵技术 , 该技术以多种有机成分和添加剂组成

的液体体系为前置液 ,以缓速酸—氟硼酸液体体系为主体液 ,不但对混合堵塞物具有显著的解堵作用 , 而且对出砂

井还有抑制地层出砂的作用 ,现场应用结果表明 , 该技术具有投入少 、见效快 、增产效果显著之特点。 2000 年共试

验 4井次 , 全部有效 ,累计增油 102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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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门老君庙油田属于浅井低温 、低压砂岩油田 ,

自上而下第三系地层共分布有 3个油藏 ,即 K 、L 、M

油藏 ,其中主力油藏 L 、M 的平均埋深分别为 790m

和810m ,属于以泥质胶结为主的砂岩油藏 ,泥质含

量介于 9%～ 16%之间 。油田于 1939 年投入开发 ,

于1955 年投入注水开发 ,目前地层温度为 25 ～

32℃,平均地层压力 L 层为 3.84MPa、M 层为4.43

MPa ,采出程度高达 37.45%,综合含水为72.46%,

累计注采比 L层为 1.02 ,M 层为 2.40。随着油田的

开发 ,蜡 、垢 、机械杂质 、外来液体 、粘土 、粉细砂等造

成的油层堵塞越来越严重 ,特别是许多出砂井 ,伴随

着砂的产出 ,蜡质 、沥青质 、胶质 、无机垢与粉细砂在

近井地带地层中常会形成复杂的混合堵塞物 ,造成

油井产量大幅度下降 。

针对这种由有机物 、无机物共同组成的复杂堵

塞 ,在充分认识地层特征和堵塞机理的基础上 ,成功

研制了对无机堵塞物 、有机堵塞物均有显著解除作

用的复合解堵技术。该技术以多种有机成分和添加

剂组成的液体体系为前置液 ,以缓速酸 —氟硼酸液

体体系为主体液 ,不但对混合堵塞物具有显著的解

堵作用 ,而且对出砂井还有抑制地层出砂的作用 ,已

发展成为老君庙油田重要的油层解堵技术 。

一 、堵塞机理

原油是一种复杂的烃类混合物 ,在地层条件下

都含有蜡质 、沥青质 、胶质等有机高分子物质。老君

庙油田M 油藏原油平均含蜡量为 15.0%,平均沥青

质含量 8.73%;L 油藏原油平均含蜡量为14.3%,平

均沥青质含量 6.3%。在原油从油层流入井筒并自

井筒流向井口的过程中 ,随着地层流体压力 、温度的

降低 ,轻质烷烃会大量逸出 ,蜡质 、沥青质 、胶质成分

便以不同状态吸附在近井地带油流孔道表面及油管

表面 ,具体表现为全井筒结蜡和近井地带地层有蜡

析出 。另外 ,油井近井地带地层在注入水长期的浸

泡和冲刷下 ,地层岩石胶结强度降低 ,一些粉细砂粒

及粘土胶结物就会和地层流体同时产出 ,结晶出来

的蜡质 、沥青质便吸附在这些粉细砂粒表面 ,与砂粒

一起沉积在近井地带地层中 ,从而堵塞了地层流体

的渗流通道 ,降低了油层的渗透率 ,使油井产量下

降 。

二 、以前的解堵措施存在的问题

对于老君庙油田低温 、低压地层有机物和无机

物所组成的混合堵塞物 ,多年来经过不断的探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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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 ,已研究了多种水基和油基油层解堵技术 、多种

机械防砂和化学防砂技术 ,为老油田的稳产发挥了

重要作用 。但单纯的水基和油基油层解堵技术存在

解堵不彻底和解堵后地层出砂等问题;常规的防砂

技术虽然能达到防砂目的 ,但由于蜡 、沥青质 、胶质

等有机堵塞物在近井地带地层的析出 ,又会导致油

井产量降幅较大。因此 ,为了既能解除有机垢堵塞

又能防止地层出砂 ,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复合解堵技

术的研究工作。

三 、复合解堵技术的解堵机理

为了改善地层的渗透性 ,提高油井产量 ,利用极

性相近原理 ,采用在有机溶剂中复配互溶剂和蜡分

散剂作为前置液 ,通过渗透和分散作用 ,溶解岩石壁

面及砂粒表面上的蜡 、沥青质 、胶质等有机堵塞物 ,

一方面解除油层堵塞 ,疏通油流孔道;另一方面使被

油垢 、蜡质包裹的无机堵塞物充分裸露出来 ,增加酸

液与岩石的面容比 ,使后续的酸液与粉细砂粒及粘

土类堵塞物充分反应 ,达到彻底解堵之目的。

针对粉细砂及粘土类 、垢等无机堵塞物的特点

和储层岩石胶结强度低 、泥质含量高等问题 ,采用氟

硼酸酸化技术 ,使酸液进入地层后在较低的地层温

度下 ,缓慢释放出 HF ,这不仅有效地避免了常规的

氢氟酸与地层反应剧烈 、酸处理半径小 、酸化后地层

坍塌出砂等问题 ,还达到了深度酸化之目的。此外 ,

氟硼酸在与地层的微粒进行化学反应时 ,能够将硅

石微粒与岩石骨架粘结在一起 ,有效地限制了地层

微粒的运移 ,从而起到了既解堵又防砂的作用 。

四 、室内试验

1.复合解堵剂配方研究 　以老君庙油田 N987

井 、N696井尾管蜡样 、E95(M层)、L248(L层)井岩心

样 、B145 井地层油垢砂样为样品 ,进行室内试验 。

筛选出的复合解堵剂配方如下 。

前置液:95%有机溶剂 +2%～ 4%互溶剂 +

0.5%蜡分散剂

主体液:8%～ 10%氟硼酸+2%～ 3%缓蚀剂+

2%铁离子稳定剂+其它添加剂

后置液:3%防膨剂+0.5%破乳助排剂

2.复合解堵剂的主要性能

(1)溶蜡性能 。将 N696井 、N987井蜡样制作成

2g 左右的蜡球 ,放入 50mL 前置液中 ,在 30℃下浸泡

4h 后 , 取出晾干称重 , 计算其溶蜡率分别为

67.94%、71.1%。

由此可见 ,前置液在 30℃时对以上 2口井的蜡

样具有良好的溶解能力 ,溶蜡效果好 ,完全适用于解

除老君庙油田油层的有机物堵塞 。

(2)洗油试验。取 B145井地层油垢砂 50g置于

塑料烧杯中 ,加入 50mL 前置液在室温下反应 4h ,过

滤后发现油垢砂表面的油垢被全部清洗干净。将过

滤后的油垢砂烘干称重后 ,再加入 50mL氟硼酸 ,在

30℃条件下反应 72h ,然后计算其溶解率 。结果表

明 ,B145井地层油垢砂在前置液和主体液中的溶解

率分别为 36%和 28% 。因此 ,采用复合解堵技术

可以解除储层堵塞物中的大部分 。

(3)岩心与氟硼酸反应的有关试验 。

①岩心的溶解率试验 。将部分岩心粉碎 ,过 80

目筛并烘干 , 称取 2g 加到 50mL 的主体液中 , 在

30℃条件下充分反应 ,然后对反应后的物质进行过

滤 、清洗 、烘干 、称重 ,计算其溶解率 ,结果见下表 。
不同油井的岩心在主体液中的溶解率表

岩心

井号
层位 液体

温度

/ ℃

反应时间

/ h

溶解率

/ %

E94 M 主体液 30 72 33.5

L245 L 主体液 30 72 30.9

　　由表可见 ,所筛选的主体液对老君庙油田 L 、M

油藏的岩心均有较高的溶解率 ,可有效地提高所处

理地层的渗透率。

②缓速能力测定。取 L层岩心颗粒(10 ～ 20目)

2g左右 ,在 30℃条件下分别与土酸和氟硼酸反应

4h ,然后取各自的残酸液再进行多次岩心溶解试验。

结果表明 ,土酸残酸液的溶解率仅为鲜酸的 1/5 ,而

氟硼酸残酸的溶解率仍有鲜酸的 1/2。因此 ,氟硼

酸酸液体系具有良好的缓速反应效果 。

③岩心流动试验 。取 L236井岩心做岩心流动

试验 。钻取直径为 25.4mm 的柱状岩心 ,端面平整

并编号 ,在 125℃下烘干至恒重。在一定的温度和

压力下 ,按如下程序进行岩心流动试验:先通过 3%

NH4Cl盐水测初始渗透率 k0 ,然后依次通过预前置

液 、主体液 、后置液分别测定其渗透率 k ,预前置液

由 12%HCl组成 ,计算渗透率比 ,比较主体液酸化前

后的渗透率变化(见下图)。由图可以看出 ,主体液

具有明显提高岩心渗透率的作用 。

④防砂效果评价试验。取 L236井岩心分别用

土酸和氟硼酸进行岩心流动试验和力学试验 ,通过

土酸酸化和氟硼酸酸化前后对比来评价防砂效果。

由岩心外观可见土酸酸化对岩心的破坏很大 ,造成

岩心骨架的进一步疏松 ,而氟硼酸酸化后其岩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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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36 井岩心酸化孔隙体积倍数与渗透率比的关系曲线

干净 ,保持了较好的完好性 ,说明破坏轻微;通过 2

种酸酸化前后岩心力学试验可知 ,氟硼酸对岩心的

破坏远较土酸小 , 基本保持了其原有的力学特性 。

同时 ,在进行岩心流动试验时 ,土酸流出口的残酸液

浑浊 ,而氟硼酸流出口的残酸液较清亮 ,说明氟硼酸

能够有效地稳定粘土类物质 ,具有较好的防砂性能 。

五 、选井条件

1.油井出砂不严重 ,且所出砂以粉细砂或粘土

类物质为主。

2.油井含水小于 70%。

3.地层能量充足 ,产液量递减幅度较大的油井 。

六 、现场实施效果分析

1.解堵效果　2000年 1月至 10月 ,在老君庙油

田共进行复合解堵试验 4井次 ,有效 4井次 ,有效率

为100%。累计增产原油 1024t。

2.典型井分析　F157井是老君庙油田 M 油藏

的 1 口生产井 , 井深 639.0m , 射孔段为 605.6 ～

614.0m ,有效射孔厚度为 5.0m 。该井自 1985年 11

月经压裂实现自喷生产 ,油井产量一直保持在 6

m
3
/d左右 ,但自 1999年 12月以来 ,油井产量不断递

减 ,至 2000年 3 月油井产液量已降至 3.2 m3/d。

2000年 3月 24日实施复合解堵措施后 ,产液量上升

至8.4m3/d ,含水平稳 ,措施前后一直保持在 20%左

右。

E176井是老君庙油田 M 油藏顶部的 1 口生产

井 ,井深为 538.0m ,射孔段为 510.0 ～ 515.8m ,有效

射孔厚度为3.68m 。该井正常生产时产液量为10.5

m3/d ,含水 11%。由于地层出砂和经常性地进行井

筒冲砂工作 ,以及井浅 、油层温度只有 25℃,致使近

井地带地层产生复杂的混合堵塞 ,油井产液量降至

5.0m3/d ,含水上升至 23%。2000 年 4月 26日对该

井进行复合解堵后 ,产量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含水

10%。

七 、结论及认识

1.通过室内研究和现场实践 ,研究成功了旨在

解除浅井低温油层有机物和无机物混合堵塞并同时

具有防砂效果的复合解堵技术。

2.通过室内筛选 ,研制出复合解堵剂的最佳配

方 。

3.复合解堵技术试验成功 ,丰富和完善了老君

庙油田油藏增产技术系列。

4.复合解堵技术投入少 ,见效快 ,效益好 ,增产

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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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盘采油厂引进硼中子测井找水技术

增油效果佳

胜利油田有限公司临盘采油厂监测大队针对临盘 、商

河 、临南油田的生产实际 ,打破传统的井温找水方法 ,大胆引

进了先进的硼中子测井找水技术 , 并结合相应的卡堵水工

艺 , 使高含水油井实现了“含水降 , 产量稳”的稳产目标。

硼中子测井找水技术利用硼元素作为跟踪剂 ,根据硼扩

散后曲线的变化幅度值 , 可直接将地层中的含水情况换算出

来 ,具有较高的解释精度和分辨率 , 哪里有水哪里有油一目

了然;同层中哪一段含水多 ,哪一段含油多 , 都能根据幅度值

计算出来 , 针对这些资料 , 采取相应地质 、工艺配套措施 , 提

高油井产量。

惠民凹陷临盘油田的临 36-32 井 , 1994 年 6 月投产 , 今

年 4 月底 ,该井综合含水已高达 96.5%, 日产油仅 0.8t ,临盘

采油厂技术人员对该井进行了硼中子找水测井 , 并根据所测

结果实施了机械卡水措施 , 见到了良好增油效果 ,日产油由

0.8t上升至 22.8t , 综合含水由 96.5%下降为 37.3%, 截至

2001 年 4月底 , 该厂已先后对 16口井进行硼中子测井 ,初期

日增油 76.9t ,累计增油 4486t。

(周明才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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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FIELD EXPERIMENTAL OF RECOVERY HEAVY OIL USING DOWN-HOLE CATALYTIC

METHOD IN CHINA
by Fan Hongfu , Liu Yongjian , et al(Department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 Daqing Petroleum Institute)
Abstract　The first experimental of recovery heavy oil using down-hole catalytic method was described in this paper.The results show

that ,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uff and puff , with added aquathermolstic cataly st and adopt suitable injection way , the aim of down-hole catalyt-
ic viscosity reduce can be achieved.After treatment , the viscosity of heavy oil was dramatic decreased over 60%, and the yield increased

above 280 tons.The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the saturate and aromatic increased , resin asphaltene decreased.The successful results provide a
new technology for recovery heavy oil in China.

Subject heading　viscous crude oil　cataly st　viscosity reducing　hydroly sis　pyrolysis　hydrolysis

DYNAMIC ANALYSIS OF HYDRAULIC PUMPING SYSTEMS
by Li Guixi , MA Rujian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 University of Jinan)
Abstract　The dynamic analysis of hydraulic pumping systems was carried out in this paper by using the theory of mechanical vibra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ovement of the pump includes two parts.One is the movement following the horse-head.The other is the dy-
namic response excited by the support movement.The optimization of parameters of the driving system was performed and obtained that over-
stroke of the pump will appear when the stop time is 0.6 seconds and accelerate time is 0.3 seconds.The length of over-stoke is 0.125 m.
This is beneficial for increa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duction.

Subject heading　hydraulic pumping sy stem　dynamic analysis　over-stroke

OIL PRODUCTION PREDICTION BY GREY SYSTEM MODEL
by Xu Bo , Xue Zhongtian , Han Jiyong(Xi' an Petroleum Institute)
Abstract　Method of grey-relational analysis&multi-variable grey model is firstly combined into to analyze and study oil well produc-

tion , to build model and predict oil-production.It is shown that the presented method has a higher accuracy and can be used easily by some

practice example.
Subject heading　oil well　production forecast　grey system　theoretical model

WELL TEST INTERPRETATION METHOD OF GAS CONDENSATE WELLS WITH FORMATION

PARTLY PERFORATED
by Li Xiaoping(Daqing Petroleum Institute), Zhao Tianfeng
Abstract　The seepage equation of condensate oil and gas was linearization with the introduce of two-phase pseudotime-pressure func-

tion of condensate gas.Arm at the flow character of partly perforation in condensate gas well , the test theoretical model was erected , well test
typical curve graph was drawn , calculation formula was obtained.Formation capacity , as well as gas well pseudo-skin factor , storage factor
of hole and others relate parameter were interpreted basely on pressure build-up data and relative permeability of the gas condensat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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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URING TECHNOLOGY PROBE OF EXPLORATORY WELLS IN HAILIUTE STRUCTURE

HONGHAOERSHUTE HOLLOW
by Xiu Shuzhi , Lu Xiufeng , et al(Downhole Technology Service Co , Huabei Petroleum Administer Bureau)
Abstract　The main oil pool of Hailiute Structure possess some characters , such as smaller trap area , bits and pieces fault block , lower

formation pressure factor , lower rock mature , stronger water sensitivity.Aim at these , many technologies were adopted for protecting formation
in fracturing design , which included being canceled pad fluid , increasing sand fluid ratio , fracturing being closed compel , and expansion con-
trol in all fracturing process.There are 42.5 million tons proved reserve in Hailiute structure , which were found after six wells successful frac-
ture.It is a worshipful experience for the resembl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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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COMPOSITE PLUG REMOVEL TECHNOLOGY IN SHALLOW AND LOW TEMPERATURE FORMA-
TION IN YUMEN OILFIELD

by Liu Yongshan , Xiao Zhiming , et al(Yumen Oilfield Co.)
Abstract　Aim at the increasing complex mix plugging in shallow and low temperature field , the technology of composite plug removal ,

which has notability function on inorganic blockage and organic blockage , was successfully studied base on the sufficiency cognition of formation
lithology character and its plugging machanism.With multi-organic component and additive compositive as pad fluid , retarded acid and fluor-
boric acid liquid as main liquid , the technology possess sand control function more than plug removal ,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important

technique in Laojunmiao Oilfield.Field testing indicate that this technology has lower cost , quicker action and higher stimulation effect.Four
wells were done in 2000 , which efficiency rate is 100 % and increase production add up to 1024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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