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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通过分析大庆油田聚合物注入井存在的问题及压裂工艺的不适应性 , 研究出了适合于聚合物注入井特

点的新型综合压裂解堵技术 ,通过现场应用 , 提高了措施效果 , 延长了有效期 ,减缓注聚井的层间矛盾 , 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 ,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 对注聚合物井的解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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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合物驱自 1995年在大庆油田大面积推广应

用以来 ,很多注聚井出现了注入困难的问题 ,主要表

现为注入压力上升 ,不能完成配注 。目前平均日注

量180m
3
左右 ,有的井甚至停注 ,严重影响了聚驱效

果和聚驱综合经济效益。普通的水力压裂和化学解

堵措施 ,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聚合物注不进去和

注入压力上升的矛盾 ,但存在增注量低 、有效期短的

问题。从近几年的压裂统计数据来看 ,统计 445 口

压裂井 ,平均有效期为 57d ,压裂效果较差;化学解

堵也不理想 , 统计 75 口化学解堵井 , 有效期仅为

22d。可以看出现有的 2种工艺都不能满足注聚井

措施改造的要求 ,影响了聚驱开发的整体经济效益 。

基于以上原因 ,开展了注聚井压裂工艺技术研究 ,针

对目前聚合物注入井存在的上述问题以及目前压裂

工艺的不适应性 ,研究适合于聚合物注入井特点的

新型综合压裂解堵技术 ,来提高措施效果 ,延长有效

期 ,减缓注聚井的层间矛盾。

1　影响聚合物注入的原因分析

1.1　聚合物分子的吸附和滞留对地层渗透率的影

响

聚合物在注入过程中 ,由于吸附和捕集作用 ,在

岩心中滞留 ,降低了岩石的渗透率 ,加剧注入压力上

升和注入量降低的趋势 。岩心的渗透率不同 ,注入

聚合物后对其影响程度也不相同 ,按渗透率的划分

标准 ,把储层分为 5类:渗透率大于 2000×10-3μm2

为特高渗储层 ,渗透率在(500 ～ 2000)×10-3μm2 为

高渗储层 ,渗透率在(100 ～ 500)×10
-3
μm

2
为中渗储

层 ,渗透率在(10 ～ 100)×10
-3
μm

2
为低渗储层 ,渗透

率小于 10×10-3μm2为特低渗储层。目前注聚合物

地层主要是葡 I 组中渗透至特高渗透岩层。因此 ,

对这3个级别的岩心进行了聚合物对渗透率的影响

试验。

选用分子量为 1200万的聚合物粉剂 ,制备成浓

度为1000mg/L 的聚合物溶液 ,每流出5PV测渗透率

的变化 ,测量结果见表 1。
表 1　聚合物滞留对岩心渗透率的影响

注入体积
/ PV 渗透率/10-3μm2

0 1715 1823 732.9 1081.2 121.3 308.4

5 1466 1598 487.2 842.9 64.7 201.3

10 1267 1374 394.7 719.3 42.9 142.8

15 1181 1269 341.8 646.2 36.7 119.2

20 1169 1198 312.7 631.4 31.2 101.0

25 1158 1172 304.3 628.9 29.3 99.2

30 1151 1170 300.7 623.4 28.9 98.9

　　从试验结果可看出 ,随注入量的增加 ,渗透率不

断减小 ,但当注入体积为 20PV 后 ,下降的幅度越来

越小。因此 ,滞留的影响在初期表现得较为明显 。

对于实际注入过程来说 ,随着注聚前缘的推进 ,

滞留作用波及的范围不断扩大 ,地层渗透率下降的

范围也将不断扩大 ,当注聚前缘到达采出井后 ,滞留

作用的影响逐渐减弱。吸附是指聚合物在岩石表面

的浓聚现象 ,聚合物在岩石表面的吸附一般为单分

子吸附 ,聚合物主要通过静电引力 、氢键和配位键吸

附在砂岩表面。

通过对岩心颗粒的静态吸附试验给出了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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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对岩心吸附量的影响 ,见表 2。从表中可以看

出 ,吸附量随着聚合物溶液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但增

加的幅度越来越小。这是因为聚合物被矿物吸附 ,

主要靠其酰胺基与矿物表面间形成氢键 ,随着聚合

物溶液浓度的增加 ,形成氢键的机会增加 ,因此吸附

量也逐渐增加 ,直至达到饱和吸附量 。
表 2　聚合物浓度对岩心吸附量的影响

吸附浓度/ % 25 50 100 200 400 600 800 1000

平衡浓度/ % 23.4 46.0 93.1 191.2 381.0 576.4 773.9 964.2

吸附量/μg·g
-1 11.0 27.8 55.7 62.0 127.1 166.4 182.8 184.3

　　在聚合物滞留试验装置上 ,使用人造岩心 ,进行

了聚合物浓度对滞留量影响的试验 ,岩心的水测渗

透率为 1000×10-3μm2 。聚合物浓度对滞留量的影

响见表3 。
表 3　聚合物浓度对滞留量的影响

岩心号 1 2 3 4 5

注入速度/ % 9.582 9.346 9.732 9.624 9.318

聚合物浓度/mg·L-1 200 500 800 1200 1600

滞留量/ % 37.05 50.59 57.35 61.75 61.91

　　随着聚合物浓度的增加 ,滞留量也增加 ,当浓度

达到 800mg/L 后 ,聚合物浓度继续增加 ,滞留量基本

不变 。

渗透率对滞留量的影响 , 也可通过试验确定。

在不改变聚合物溶液浓度和其它参数的条件下 ,对

不同渗透率的天然岩心的试验结果如表 4 ,可以看

出 ,随着渗透率的增加 ,岩心孔隙半径增大 ,滞留量

也随之减少。
表 4　不同渗透率对滞留量的影响

岩心编号 1 2 3 4 5

岩心长/ cm 7.94 7.79 7.78 7.60 8.05

岩心直径/ cm 2.48 2.48 2.48 2.48 2.48

渗透率/ 10-3μm2 420 980 1502 2019 2498

滞留量/ % 99.65 76.89 69.32 28.28 24.02

1.2　注入液粘度增加对渗流产生的影响

由于注入流体粘度增加引起渗流阻力增加 ,必

然会导致压力上升 ,注入量受限 ,这是注聚井由于注

入流体粘度提高 、渗流阻力增加产生的正常压力响

应。

　　图1给出了应用数值模拟方法计算注水(粘度

0.8mPa·s)和注聚合物(粘度 20mPa·s)时 ,注入压力

的变化情况 ,计算中地层渗透率为 500×10
-3
μm

2
,地

层厚度取 10m ,注入排量定为 150m3/d。从趋势上

看 ,数值模拟的结果与实际注入情况符合得较好。

在图 1中 ,由于注入液粘度提高 ,注聚初始压力

上升较快 ,在压力平稳以后 ,注聚比注清水的压力要

高出 6MPa。对于渗透率低的地层 ,注聚比注清水压

图 1　注入量与注入压力关系曲线

力上升更多。因此 ,由于注入液粘度大 ,引起的注聚

过程中的压力上升 ,是渗流阻力增大导致的必然规

律 ,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来评价 ,其量值与地层系

数 、聚合物溶液粘度 、注入速度等因素有关。地层系

数小 、注入液粘度高 、注入量大的井 ,压力上升速度

快 、幅度大 ,而对于地层系数较大 、注入液粘度低 、注

入量小的井 ,压力上升幅度小 、速度较缓 。

1.3　注聚过程中近井及炮眼堵塞导致注入困难

由于聚丙烯酰胺干粉粒度差异和分子量(1200

万～ 1700万)的差异 ,溶解过程中分子量低 、分散好

的小颗粒溶解得快 ,而分子量高 、颗粒大的溶解较

慢 ,易形成胶团 ,在过滤系统精度有限的情况下 ,这

些胶团随熟化好的聚合物溶液一起注入井内 ,造成

近井及炮眼的堵塞 ,反映在井口为压力急剧上升。

注入井返排出来的灰黑色溶液 ,具有刺激性臭

味 ,经验证含硫化氢气体 ,这是地下硫酸盐还原菌代

谢的产物。硫酸盐还原菌造成的堵塞有 2个方面:

一是细菌团本身引起的堵塞 ,二是其代谢产物造成

的堵塞。这种堵塞多发生在炮眼和近井地带 。

2　压裂和化学解堵措施的针对性

注聚井压裂增注效果差 、有效期短的原因主要

与其堵塞机理和当前的压裂施工特点有关。目前的

研究成果表明 ,导致聚合物注入井压力上升 、注入量

下降的原因是由于注入流体的粘度增加引起渗流阻

力增加 、聚合物分子在吸附和捕集作用下滞留于地

层孔隙造成的近井及地层深处的堵塞 ,以及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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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由于处理不当存在的胶团 、颗粒 、细菌团和其它

杂质造成的近井及炮眼堵塞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 。不同地质条件 、不同注入阶段和不同管理制

度下 ,产生矛盾的主导因素也不同 。

2.1　合理地把握压裂时机

对于注入时间短 、压前因压力急剧上升而停注

的井初期效果好。对 12口压前无注入量的井统计

表明 ,压后平均增注 105.2m3 ,注压上升 9.8MPa ,平

均吸水指数达到 10.7m3/(d·MPa-1)。初期有效率

达100%,平均有效期 3个月 ,高于平均水平。说明

对于这样的井污染严重 ,但由于注入时间短 ,污染的

半径较小 ,通过压裂解堵后 ,可以获得一定的效果 。

注入时间长 、地层条件好的井 ,注入压力虽然很

高 ,但注入量和注入压力较为稳定 ,压裂后往往效果

较差或无效。因此 ,注聚井措施改造的时机 ,应在注

聚初期或明显出现近井地带堵塞之后。

2.2　增大施工规模和提高导流能力 ,有利于提高压

裂改造效果

水驱油藏模拟的研究结果表明 ,一般裂缝的穿

透比在20%以内 ,在确保最终采收率不降的前提下 ,

增加裂缝穿透比 ,有利于提高采油速度 。

由达西定律可知 ,压裂后裂缝增注的液量与流

体的粘度成反比 。由于目前注入聚合物溶液的粘度

在20 ～ 50mPa·s ,在不考虑近井堵塞和聚合物吸附捕

集作用的情况下 ,同样改造规模 ,注聚井的增注量要

明显低于注水井的增注量。因此 ,为适应聚合物注

入井流体粘度大 、地层初始渗透率高的情况 ,增大压

裂施工规模 ,提高裂缝的导流能力 ,可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压裂施工效果。

2.3　改进压裂液性能 、提高反排效率有利于提高注

入井压裂效果

目前 ,压裂施工的返排率在 50%左右 。对于采

出井 ,随着后续的生产 ,剩余的压裂液可从地层中彻

底排出 ,但对注入井 ,剩余的压裂液将会随着后续的

注入液进入地层深处 ,如果压裂液的性能较差 ,将会

严重影响压后增注效果。

大庆长垣内部普通压裂使用的是田菁胶压裂

液 ,残渣量为 1000mg/L ,这些水不溶物会增加对裂

缝和地层的污染 ,使裂缝导流能力降低 ,尤其是破胶

不彻底的情况下 ,会造成对地层和裂缝的二次污染 ,

影响改造效果 。因此 ,应用低残渣快速破胶的改性

胍胶压裂液 ,其残渣含量低于 400 mg/L ,可减少压裂

液对注入井的污染。另外 ,在前置液中加入助排剂 ,

并采取压后强制闭合措施 ,有助于提高压裂液的返

排率 ,提高增注效果 。

3　注聚井压裂解堵工艺

针对注聚井压裂 、解堵存在的不适应性 ,对注聚

井压裂解堵工艺进行了研究 ,这种工艺虽然与普通

的压裂 、解堵工艺相类似 ,但在压裂液和解堵剂配方

上进行了调整 。采用了低残渣 、快速破胶压裂液配

方 ,设计上采用压前诊断技术 ,进行合理优化 ,使裂

缝长度和导流能力尽可能满足增注需要。解堵剂配

方也在原来基础之上进行了调整 ,从而提高了解堵

效果 ,延长了有效期 。

3.1　压裂解堵工艺技术原理

针对聚合物注入井注入困难的原因以及目前压

裂工艺的不适应性 ,在措施前注入状况诊断分析的

基础上 ,把水力压裂技术和化学解堵技术有机地结

合起来 ,形成适合于聚合物注入井特点的新型综合

压裂解堵技术。技术的关键是:压前注聚状况诊断 、

前置解堵剂的研制和注聚井压裂设计方法。

3.2　压前解堵剂的研究和试验

堵塞机理的研究表明 ,聚合物吸附和滞留作用

以及聚合物溶胀不充分产生的近井及炮眼的堵塞 ,

是导致注聚困难的重要因素。通过降解作用 ,可以

解除胶团的污染 ,并且可在一定范围内恢复因吸附

捕集而降低的岩石渗透率 。

现场常用的聚合物主要是阴离子型的聚丙烯酰

胺 ,主链为碳碳键 ,侧链为酰胺基或水解后的羧基 ,

按照有机化学理论 ,主链为碳碳键的化合物 ,其稳定

性较高 ,不易降解 ,必须在极高的温度及强氧化性的

环境下才能使之降解 ,因此 ,对聚丙烯酰胺的堵塞 ,

必须选择强氧化剂或几种氧化剂的复配产品 ,发挥

协同效应 ,达到降解 PAM 的目的 。对几种常见的氧

化剂及其复配产品的降解情况在室内试验进行分

析 ,考察不同物质对 PAM 粘度的影响 。

3.2.1　复合型解堵剂 Ⅰ的研究　双氧水是油田目

前使用的对聚合物化学解堵的主导药品。双氧水与

醛的复配产品对PAM 的降解效果明显(见表 5)。由

表中可见 ,加入醛后可提高双氧水的降解效果 ,当加

量为 0.8%时 ,粘度可降至 0.5mPa·s ,效果特别明

显。

为了明确解堵剂的解堵效果 ,利用解堵剂 Ⅰ ,在

岩心流动仪上进行常温下的岩心渗透率的恢复试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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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双氧水与醛的复配产品对 PAM粘度的影响

浓度(1∶1)

/%

不同时间(h)的粘度/mPa·s

0 2 4 6 8 10 12

0.2 79 46 21 11 8 6 5

0.4 79 41 17 9 8 4 3

0.6 79 19 9 5 3 1 1

0.8 79 11 6 4 3 1 0.5

1.0 79 10 5 3 1 0.5 0.5

1.5 79 10 3 1 0.5 0.5 0.5

　　选用特高渗 、高渗 、中渗的岩心各 2块进行聚合

物堵塞与解堵试验 ,所注聚合物的浓度为 1000mg/

L ,注入体积为 30PV。试验数据见表 6。

表 6　岩心堵塞率与解堵率试验数据

岩心

编号

k0

/ 10-3μm2

k1

/10-3μm2

堵塞率

/ %

k 2

/ 10-3μm2
解堵率

/ %

54# 1715 1151 32.9 1584.7 92.4

69# 1823 1170 35.8 1710 93.8

36# 732.9 298.3 59.3 642.8 87.7

70# 1081.2 620.3 42.6 974.2 90.1

46# 121.3 28.9 76.2 94.98 78.3

18# 308.4 98.8 67.9 251.04 81.4

　　注:k0 、k1、k2 分别表示堵塞前渗透率 、聚合物堵塞后渗透率 、解

除堵塞后渗透率。

　　由表 6可见 ,对于不同渗透率的岩心 ,解堵剂 Ⅰ

对岩心渗透率的恢复程度不同 。对于原始渗透率大

于1000×10
-3
μm

2
的岩心 ,恢复程度可达到 90%以

上;原始渗透率在(100 ～ 1000)×10-3μm2 的岩心 ,渗

透率恢复程度在 80%～ 90%之间;低于 100×10-3

μm2的岩心 ,渗透率恢复程度低于 80%。这是因为

岩心渗透率越低 ,孔隙半径越小 ,堵塞程度越高 ,有

一部分半径较小的孔隙已被聚合物所占据 ,当注入

解堵剂Ⅰ时 ,解堵剂很难再进入这部分孔隙。

选用浓度为 3000mg/L 的聚合物作为注入液 ,重

复进行堵塞与解堵试验 ,试验数据见表 7。
表 7　岩心渗透率降低与解堵率试验数据

岩心

编号

k0

/ 10-3μm2

k1

/10-3μm2

堵塞率

/ %

k 2

/ 10-3μm2
解堵率

/ %

71# 1689 977.9 42.1 1501.5 88.9

76# 1723 1018.3 40.9 1552.4 90.1

198# 713.4 226.9 68.2 557.8 81.0

196# 536.7 178.7 66.7 412.2 76.8

190# 131.0 12.18 90.7 84.76 64.7

31# 313.7 49.25 84.3 213.94 68.2

　　对比表6和表7可以看出 ,聚合物浓度越高 ,堵

塞程度越高。对于渗透率大于 1000×10-3μm2的岩

心 ,解堵率变化不大 ,这是因为孔隙半径较大 ,解堵

剂Ⅰ仍可与聚合物充分反应 ,对岩心的解堵率仍可

在90%左右;对于小于 500×10-3μm2 的岩心 ,由于

孔隙半径较小 ,聚合物占据微小孔隙的程度进一步

加剧 ,解堵剂Ⅰ进入该部分孔隙的可能性进一步降

低。

应用这一类型的解堵剂进行压前解堵施工 3口

井 ,其中 ,B2-D6-P24井解堵压裂后 ,增注 33m3/d ,

降低压力 0.5MPa ,有效期长达 6个月。

3.2.2　复合型解堵剂Ⅱ的研究　聚合物在 40℃条

件下 ,应用普通的破胶体系和氧化还原破胶体系都

很难使之降解 ,但是 ,在含有微量氧或在空气中 ,聚

合物溶液对铁离子非常敏感 ,少量的铁离子就会使

PAM迅速降解 。因此 ,根据聚合物溶液对铁离子敏

感的原理 ,应用亚铁盐对聚合物进行了降解试验 ,结

果非常有效 。但亚铁盐和聚合物会发生絮凝反应 ,

有红色沉淀生成 ,影响降解效果 。通过加入酸性的

铁离子络合剂 ,在螯合作用下 ,不再有沉淀生成 ,且

酸性条件更有利于聚合物降解 ,试验数据见表 8 、表

9 。从表中可以看出 ,解堵剂在含量为 0.1%时 ,对不

同浓度的聚合物都有较好的降解作用。
表 8　复合解堵剂Ⅱ对 PAM的降解试验

浓度(1∶1)/%
不同时间(h)的粘度/mPa·s

0 2 4 6 8 10

0.03 76 34.2 18.7 9.5 6.2 5.1

0.05 76 26.5 13.2 6.4 4.3 4.0

0.08 76 11.9 7.2 4.6 3.8 3.8

0.1 76 6.2 3.3 3.0 2.8 2.4

0.15 76 4.6 3.2 3.0 2.1 2.1

0.2 76 4.3 3.1 2.0 2.0 2.0

表 9　过硫酸胺与硫酸亚铁的复配产品对 PAM降解的影响

浓度(1∶1)

/%

不同时间(h)的粘度/mPa·s

0 2 4 6 8 10 12

0.1 6 6.2 3.3 3.0 2.8 2.4 2.4

0.1 93 17.9 8.2 5.13 4.1 3.3 3.3

0.1 134 34.2 19.7 8.6 5.6 4.1 3.8

0.1 176 83.6 47.3 26.5 14.2 9.4 6.7

　　应用该解堵剂 ,施工了 2口井 ,其中 , B1-D2-

P144井有效期达 6个月 ,取得了较好效果 。

4　现场试验及经济效益

4.1　现场试验及效果分析

从 1999年至 2000年 9月 ,共进行聚合物注入井

压裂解堵试验 17口 ,平均有效期为 4个月 。初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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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16口井 ,有效率 94%。计产时间在 4个月以上的

14 口井中 , 有效期超过 4 个月的有 11 口井 , 占

78.6%,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聚合物注入井压裂解

堵效果 ,见表 10。
表 10　1999～ 2000 年注聚井压裂试验效果统计

试验井 施工时间
加砂

/m3
压裂液 试验措施

压前

压力/MPa日注/ m3
压后

压力/MPa日注/m3
有效期

/月

累计增注

/ t

B3-D6-P50 1999.03 16 胍胶 高砂比 关井 不吸水 9.5 49 6 7230

B2-D6-P24 1999.04 24 胍胶 大砂量 、解堵 13.5 156 13 190 6 8155

B2-D4-P38 1999.04 20 胍胶 大砂量 、解堵 13.9 133 13.6 135 0.5 363

B1-D1-P40 1999.08 34 胍胶 大砂量 、解堵 关井 不吸水 12.5 101 3 2593

B3-D3-P27 2000.01 16.8 胍胶 高砂比 14.5 93 12.8 83 1 150

B2-20-P36 2000.01 19.2 胍胶 高砂比 8.1 23 9.2 110 >8 19704

B3-5-P34 2000.09 14 胍胶 解堵助排 13.3 108 13.6 121 >1 425

B3-D4-P49 2000.09 17.0 胍胶 解堵助排 14.3 103 12.8 107 >1 480

l7-P3455 1999.06 10 胍胶 高砂比 、大砂量 14.2 80 10.1 79 6 1923

l8-P3125 1999.06 16 胍胶 高砂比 、大砂量 15.2 79 10.5 79 6 3996

l8-P3025 1999.08 14 胍胶 高砂比 、大砂量 15.6 119 11.6 138 4 649

l12-P2955 1999.06 8 胍胶 高砂比 、控排量返排 15.6 79 12.5 78 4 772

l11-P2935 1999.08 8 胍胶 高砂比 、控排量返排 14.9 148 13.6 149 4 437

B1-D4-P18 1999.12 18 胍胶 高砂比 关井 不吸水 2.43 146 4 2000

B1-D2-P144 2000.04 14 胍胶 尾追 2m3陶粒 12.65 48 12.9 96 >6 7828

B1-D6-P67 2000.04 16 胍胶 大砂量 12.98 77 13.41 142 4 3057

N1-D6-P140 2000.08 6 胍胶 脱砂压裂 13.41 181 13.12 261 >2 735

4.2　经济效益分析

到2000年 9月底 ,累计增注 60 477m3 。按每增

注1t 聚合物干粉多产油 150t , 吨油成本 1000 元计

算 ,单井压裂按 15万元计算 ,经济效益计算公式为

Q =(0.1万元 ×150)×A/1000 -M

式中　　A ———增注聚合物溶液量 , t;

M ———压裂解堵费用 ,万元 。

经计算 ,经济效益为 607.15 万元 ,投入产出比

为1∶2。

5　结论

(1)导致注聚困难的原因主要是聚驱内在的规

律特性(如:聚合物高粘特性和聚合物在地层孔隙中

的吸附捕集作用)和注入过程中的近井堵塞(胶团 、

微粒 、细菌团等)。

(2)对于近井地带的堵塞 ,可以通过压裂或化学

解堵的方法解除 ,而对于聚合物高粘渗流特性和吸

附捕集作用引起的注入问题 ,压裂和解堵都只能起

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的作用 ,很难获得长期的改造

效果 。因此 ,确定注聚井措施前的堵塞状况 ,是提高

注聚井压裂解堵措施有效性的重要环节 。

(3)研究建立了注聚井措施前注入状况诊断方

法 ,应用注聚井数值模拟和实际注入动态曲线 ,可以

对注聚井措施前的注入状况进行分析 ,判断有无近

井地带的堵塞 ,从而明确改造措施的可行性 ,提高压

裂解堵有效率 。

(4)研究确定了化学解堵和压裂相结合的注聚

井压裂解堵工艺 ,针对注聚井的不同堵塞情况 ,开发

应用了不同的压前化学解堵剂 ,在压裂方面 ,确定了

注聚井的压裂设计方法和施工工艺 ,从而把化学解

堵和压裂有机地结合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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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989 , the viscosity oilfield of Haiwaihe has been developed , the water cut has been raised step by
step which being affected from water flooding , edge water and bottom water driving.Now , the water cut is nearly 80 per-
centage and restricts oil development.The water shutoff technology and its well selecting method has been confirmed ac-
cording to the character of the wells and oilfield geology analysis.The series water shutoff agent of F908 were evaluated in
lab and the field application effect were analyzed.The result shows that this water shutoff technology can meet the need
in Haiwaihe oilfield.

Key words　Haiwaihe Oilfield　series　water shutoff　agent of F908　research　application

FRACTURE AND PLUG REMOVAL TECHNOLOGY IN POLYMER INJECTION WELLS IN DAQING
OILFIELD

by Luo Minghui , Li Yunfu , Wang Wenjun , Li Shuqun , Du Jianli(Daqing Oilfield Co.)
Abstract　Base on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of polymer injection wells and the inelasticity of fracture in Daqing Oil-

field , a new fracture and plug removal technology was put forward.After field application , a better effect was gained ,
such as the period of validity being prolong ,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ayer being relax.A economic benefit was ob-
tained.This may have a guidance function to plug removal in polymer injection wells.

Key words　Daqing Oilfield　polymer　fracturing　plug removal　tecnology

TECHNOLOGY OF SEPARATE ZONE WATERFLOODING IN JIDONG OILFIELD
by Zhang Limin , Zhang Xinshang , Li Jianqiang , Liang Chao , Liu Yunling(Oil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Jidong Oilfield)
Abstract　With longer well bore and deeper buried production formation in Jidong Oilfield , the key problem in the

later development is interlayer conflict and how to solve it.The technologies of separate layer water injection (SLWI),
which using among the Ninth-Five-Plan period , are mainly introduced such as non-fishing technology as setting and
testing , separate layer water injection in casing deformation , atc.Several pipe strings of SLWI and their matching tools
are also recommend.

Key words　separate layer water injection　technology　pipe string　effect

TECHNOLOGY OF OPTIMIZING CONSTRUCTION TECHNICS FOR BORIDE-NEUTRON LIFETIME
LOGGING

by Zhang Xueqin , Gao Qingyun , Wang Qingchuan(Huabei Petroleum Administration), Yang Hong
Abstract　Boride-neutron life time logging technology is the one improved and developing in construction tech-

niques on the foundation of neutron life time logging technology , determining the ratio of movable water in formation and
classifying its water flooding status by logging the change of capture section curves due to boride injection and absorption.
Reasonable boride injection and optimization for logging-and-injection scheme , fit for various types of wells and lay-
ers , is the precondition to guarantee high quality of logging data , also the core and difficult techniques of construction.
These are stated as emphases on the basis of related theory on seepage flow mechanics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 essential
principles , methods , and experiences in practice of well selecting , construction parameters optimizing , and multiple log-
ging-and-injection scheme under complex well conditions.Thus , thoughtway and direction of optimizing the construc-
tion technique is provided.

Key words　Boride-neutron life time　logging technology　boride　injectio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WATER POWER JAR KNOCKER WITH SLIDE VALVE
by Xue Ling , Zhang Weijie , Cheng Qisheng , Wang Yucai(Jilin Oilfield Co.)
Abstract　It was expounded about the structure , work principle and field test effect of water power jar knockerwith

slide valve.The jar can product hydro-pulse wave with low frequency and high amplitude , which can remove the forma-
tion plug near bore.After disposal , about 50t oil was increased each well.The rate of input-output is 1∶4.37.

Key words　slide valve model　jar　low frequency　high amplitude　effect

FO-152 PACKER USING IN VISCOUS OIL WELL WITH STEAM INJECTION
by Li Weizhong , Chen Tiezheng , Zhang Yan(Shuguang Oil Production Plant , Liaohe Oilfield Co.)
Abstract　FO-152 packer using in steam injection well was developed with novelty design , unique structure and

thread seal method.It cancels the telescoping string , and dynamical piece is made from memory alloy.The packer also
has performance seal character.The development , work principle and specialty and field using instances of this packer
are discussed.Practices indicate that this packer has simple structure and reliable function.Better effect , such as saving
cost , reducing casing damage and enhancing steam injection quality , have gained when is being used.The state patent
number of the packer is 00252598.4.

Key words　viscous oil　steam injection　thermal recovery　packer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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