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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交联聚合物冻胶(凝胶)因其独特的结构及优良的性能 , 而成为国内外油田堵水调剖作业中应用最广泛

的堵剂。根据聚合物 、交联剂及其它添加剂的不同 , 交联聚合物凝胶又可细分为多种类别的堵剂 ,这些堵剂尽管结

构 、形成路径和使用范围不同 , 但其基本性能及性能评价指标差异不大 , 现有的性能评价方法[ 1]多数缺乏科学性和

实用性。本研究以聚丙烯酰胺凝胶堵剂为基准 ,建立了交联聚合物凝胶堵剂系统的性能评价方法 , 针对堵剂的溶

解性能 、成胶性能及在多孔介质中的封堵性能等量化指标进行了探讨 ,提出了聚合物凝胶调堵剂性能评价指标及

定量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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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联聚合物凝胶调堵技术在全国各大油田均已

获得广泛应用 ,取得较好的增油降水效果。交联聚

合物凝胶由水溶性高分子聚合物溶液在一定条件下

转变而成 ,水溶性高分子聚合物包括合成聚合物 、天

然聚合物 、生物聚合物等 ,其共同特点是溶于水 ,并

能与某些多价金属离子或有机基团等交联反应 ,形

成凝胶 。交联聚合物凝胶堵剂经多年的发展 ,形成

了数目可观的调堵剂品种[ 23] ,但堵剂的性能评价方

法却滞后堵剂的发展 ,许多评价方法已不能真实反

应凝胶堵剂性能 ,不能满足现阶段调堵作业要求 ,极

大地影响了现场应用时对调堵剂的筛选和应用效

果。为此笔者针对油田最常用的交联聚合物凝胶堵

剂的性能评价方法进行了研究 ,重点研究了交联聚

合物凝胶类调堵剂的溶解性能 、成胶性能 、在多孔介

质中的封堵性能以及与试验油田的配伍性等定量评

价方法 。

1　堵剂性能评价指标

1.1　溶解性能指标

交联聚合物体系良好的溶解性能是堵剂形成凝

胶的前提条件 ,调堵剂溶解性能涉及的评价指标主

要有:溶解时间 、溶液黏度 、溶液过筛率等 ,通过测试

堵剂溶解性能指标 ,可考察和评价堵剂体系的溶解

性能以及堵剂溶液的抗盐性 、抗剪切性 、耐温性及耐

酸碱性等。

1.2　成胶性能指标

具有优良溶解性能的交联聚合物堵剂体系 ,不

一定具有良好的成胶性能 ,因此评价堵剂体系的成

胶性能尤其重要。通过测试聚合物堵剂体系的成胶

时间及形成凝胶的强度可评价和考察凝胶抗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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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热稳定 、耐温 、耐酸碱 、可解堵等性能 。

1.3　封堵性能指标

调堵剂对多孔介质的封堵性能包括调剖剂的注

入性能和封堵性能。封堵性能受多种因素影响 ,除

调堵剂本身性能影响外 ,还与多孔介质渗透率 、孔隙

度 、含油饱和度 、岩石润湿性 、驱替流速 、驱替压力 、

试验温度等因素有关 。

对特定试验条件的多孔介质 ,体现调堵剂注入

性能的指标主要有:阻力系数 、调剖剂溶液通过多孔

介质前后浓度损失及黏度损失等 ,由此可评价堵剂

在多孔介质的注入 、吸附 、滞留 、剪切降解等性能;体

现调堵剂封堵性能的指标主要有:突破压力 、封堵

率 、残余阻力系数等 ,由此评价堵剂对多孔介质的封

堵能力 、堵塞程度及耐冲刷性能等 。

为模拟地层的实际情况 ,采用多种多孔介质模

型 ,包括人工填砂岩心 、胶结岩心 、裂缝性岩心和天

然岩心等。天然岩心因来源及岩心钻取尺寸受限 ,

且体现的多为油田开发初期的地层特征 ,因此用于

模拟油田高含水开发后油藏堵水调剖作业的多孔介

质多为人造岩心。人造多孔介质可根据模拟地层实

际情况需要处理为水湿 、油湿或不同含油饱和度 ,岩

心形状可制成方型或园柱状 、均质(非均质)岩心或

裂缝性岩心 。人造岩心成分可为石英砂或含一定比

例黏土矿物的石英砂等 。在这些模拟多孔介质模型

中 ,填砂岩心的渗透率最高 ,根据填砂粒径及成分的

不同 ,渗透率在 0.5100 μm2 之间的较易填制;胶结

岩心视胶结物类型 、砂粒粒径 、黏土成分及压实力等

而定 ,渗透率在 0.0510 μm2 之间较易制作 ,但 0.01

μm2以下的岩心较难制作 。高含水期油藏堵水调剖

作业处理的目的层均为油藏中的高渗透带或裂缝 、

大孔道等(见表 1),因此用于模拟调剖堵水的多孔

介质渗透率应选择较高渗透率的岩心 ,一般渗透率

不小于 2000 μm2[ 4] 。堵剂封堵性能评价试验中的

多孔介质多采用填砂岩心。
表 1　渗透率与多孔介质级别关系

等效渗透率/μm2 渗透率级差 多孔介质级别 描　述

≤100 1 低渗透地层 非处理层

100～ 1000 1～ 10 中等渗透地层 非目的层

1000～ 10000 10～ 100 高渗透地层 高含水期 ,存在高渗透带 ,封堵目的层

≥10000 ≥100 特高渗透地层 特高含水期 ,存在裂缝 、大孔道 ,封堵目标层

1.4　配伍性性能指标

由于生产中油田注入水或油井产出水中经常添

加各种化学剂 ,如防垢剂 、杀菌剂 、除氧剂 、清防蜡剂

等 ,这些化学剂某些组分可能会对调堵剂的成胶性

能有较大影响 ,轻则使凝胶强度 、稳定性下降 ,影响

调剖效果 ,重则使调堵剂不能有效交联形成凝胶 ,造

成作业失败。因此配伍性评价是调剖剂施工前必须

进行的堵剂性能测试 。调堵剂配伍性能评价中 ,主

要评价堵剂与油田水的配制溶解及地层岩心的注入

封堵配伍性 ,包括堵剂溶解配伍性 、成胶配伍性 、在

天然岩石中的胶联及注入与封堵等性能 。

2　性能评价方法

交联聚合物冻胶调堵剂性能评价包括的性能指

标众多 ,但体现调堵剂基本性能指标的主要参数为:

溶解时间 、溶液黏度 、溶液过筛率 、成胶时间 、凝胶强

度 、长期热稳定性 、阻力系数 、突破压力 、封堵率 、残

余阻力系数等 ,通过测试不同试验条件下的这些性

能参数 ,可评价比较交联聚合物凝胶调堵剂的性能 ,

为现场应用提供依据 。

2.1　溶解时间及溶液黏度

堵剂溶解过程中 ,聚合物溶液黏度随溶解时间

的增加而增大 ,但充分溶解后溶液的黏度则趋于稳

定 。通过测试不同溶解时间下调堵剂溶液黏度 ,作

黏度时间关系图 ,可获得调堵剂溶解的最短时间及

溶液黏度(见图 1)。

图 1　调堵剂溶解时间与溶液黏度关系

黏度是描述流体抵抗剪切流动的物理特性参

数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对确定的调堵剂 ,溶液黏度

与所处介质矿化度 S 、温度 T 、压力 P 、剪切速率 γ、

剪切时间 t 、电压 U(只对某些具有特殊电解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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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体)等存在函数关系

η= f(S , T , P , γ, t , U)

因此调堵剂溶液的黏度评价需指明溶解介质及

限定测试条件。用旋转黏度计或类似仪器测试聚合

物溶液黏度时 ,需限制溶解搅拌速度及测试仪器的

转速 ,一般剪切速率控制在 10 s-1之内。

溶解时间的测试方法通常有目测法 、黏度比较

法及流变曲线法 。

2.1.1　目测法　目测调剖剂在不同溶解时间的溶

液状况 ,观测不到局部过浓现象时为调剖剂的最低

溶解时间 。通常现场试验及大量聚合物筛选瓶试时

采用该方法 ,但定量评价时则采取后 2种方法 。

2.1.2　黏度比较法　未充分溶解的聚合物调剖剂

溶液 ,黏度测试时会时高时低不稳定 ,充分溶解后形

成聚合物溶液的黏度趋于稳定 。由于聚合物调堵剂

溶液为非牛顿流体 ,比较不同溶解时间下堵剂溶液

黏度时需限定相同的测试条件 。

2.1.3　流变曲线比较法　用流变仪测试相同浓度

及条件下的调剖剂溶液在不同溶解时间下的流变曲

线 ,未充分溶解的聚合物溶液流变性能不稳定 ,充分

溶解后形成的聚合物溶液流变性能稳定(见图 2)。

图 2　不同溶解时间下调剖剂溶液流变曲线

2.2　溶液过筛率

由于油田生产存在多种完井方式 ,评价调堵剂

溶液过筛率十分必要 ,尤其对绕丝筛管方式完井的

处理井 。

过筛率定义为在要求的时间内常压室温下调剖

液通过筛网前后的质量百分数 ,体现调剖剂的溶解

程度及溶解质量。充分溶解的调剖剂溶液过筛率较

高且稳定 ,通过比较不同溶解时间下的调剖剂溶液

过筛率变化 ,可判断调剖剂溶解时间(见图 3)。实

验室过筛率不小于 95%时 ,可视为全部通过(允许

试验误差及不溶物含量小于 5%)。

　　图 3　不同溶解时间调剖剂 RNSTP-CTm 溶液过筛

率(调剖剂主剂聚合物 0.15%,过筛时间 2 h)

2.3　成胶时间 tB的确定

成胶时间或可泵时间一般指调剖剂的初凝时

间 ,室内大量瓶试试验时 ,多采用目测代码法 ,即通

过观测堵剂体系状态确定初凝时间 ,一般指体系由

溶液 A变成流动凝胶 C(凝胶强度代码 ,见表 2)所

经历的时间 ,试验误差与观测间隔有关。科学 、准确

的方法是测试体系黏度的突变或体系弹性模量 G′

与黏性模量 G″的转换点确定初凝时间(见图 4),图

中黏度的突变点及弹性模量与黏性模量的转换点所

对应的时间即为交联体系的初凝时间 。
表 2　凝胶强度代码标准

强度代码 凝胶名称 对应强度描述

A 0 非探测性凝胶 体系黏度与聚合物溶液黏度相当 ,肉眼观察不到凝胶的形成

B 2 高流动性凝胶 凝胶体系黏度略高于聚合物溶液黏度

C 4 流动性凝胶 翻转玻璃瓶时 , 绝大部分凝胶可流到瓶的另一端

D 6 中等流动凝胶 翻转玻璃瓶时 ,少部分(<15%)不能流到另一端 ,常以舌型存在

E 8 几乎不流动凝胶 翻转时少量凝胶能缓慢流到另一端 ,大部分(>15%)不具流动性

F 10 高形变不流动凝胶 凝胶在翻转玻璃瓶时不能流到瓶口

G 12 中等形变不流动凝胶 翻转时只能流到玻璃瓶的中部

H 14 轻微形变不流动凝胶 翻转时 ,只有凝胶表面发生形变

I 16 刚性凝胶 翻转时 , 凝胶表面不发生形变

J 18 震铃凝胶 摇动玻璃瓶时 , 能感觉到音叉般的机械震动

　　注:目测代码评价方法 ,由 Sydansk等人将调堵剂凝胶的强度(Gel St rength Codes简称 GSC)依据目测结果分为 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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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黏度突变法

(b)模量交点法

图 4　凝胶交联时间的确定

2.4　凝胶强度的测定

调堵剂的强度与单位堵剂的成本一般成正比 ,

提高固体含量可增加堵剂的强度 ,但同时也增大了

单位堵剂的成本 ,在方案设计及现场应用中尽可能

追求低成本高强度。交联聚合物凝胶强度的测试表

征方法很多 ,如目测代码法 、黏度法 、落球法 、黏弹模

量法 、岩心封堵突破压力法等 。室内大量瓶试配方

筛选时多采用目测代码法(见表 2),定量评价时常

用黏度 η法和黏弹模量法。因黏度测试过程中影

响因素多 ,指标测试时则采用流变仪测试凝胶的黏

弹性 ,用弹性模量表示凝胶强度较准确
[ 5]
(见图 5)。

图 5　弱凝胶黏弹性随振荡频率的变化关系

(成胶温度 30 ℃)

交联聚合物凝胶是一种具有立体网状结构的黏

弹体 ,在凝胶结构不被破坏情况下 ,使用流变学参数

法(黏弹模量法)可表征其强度 ,凝胶的模量能较好

地反应凝胶的黏弹特性 ,控制流变仪应力或应变可

直接测试凝胶的弹性模量 、黏性模量 ,根据 G′的大

小可将凝胶划分为不同的强度级别以供不同目的的

调堵作业选取[ 6] 。

岩心突破压力法主要用于评价调堵剂与多孔介

质的封堵适宜性能 ,通过测试堵剂的突破压力梯度 、

封堵率 、阻力系数 、残余阻力系数等参数评价 ,调堵

剂对多孔介质的注入与封堵性能 。

2.5　堵剂凝胶的长期稳定性

堵剂的物理化学结构和恶劣的地层条件决定了

其不可避免地存在失效问题 ,特别是聚丙烯酰胺凝

胶类堵水调剖剂 ,由于剪切降解和高温 、高矿化度条

件下热氧降解作用 ,凝胶分子链段会出现氧化断链 ,

直接导致凝胶破胶失效 。

热稳定性试验一般采用平行试验法 ,将同一样

品分装在不同容器中 ,密封后置于恒温箱或恒温水

浴中加热 ,定时取样测其强度的变化和脱水情况 ,根

据不同时间下的强度损失率和脱水率来确定堵剂的

长期稳定性 。

2.5.1　强度损失率　将堵剂溶液形成的稳定凝胶

在试验温度条件下熟化24 h ,测其强度 G′(0),相同

配方和试验条件下恒温 ,定期测试其强度 G′(t),一

般堵剂在最初几天甚至数月 ,强度略有增大 ,然后逐

渐降低 。

强度损失率=
G′(t)-G′(0)

G′(0)
×100%

2.5.2　脱水率　很多凝胶在长期热稳定试验中表

现出脱水现象 ,如聚合物凝胶的过度交联造成的脱

水 ,树脂高温下分子收缩形成的脱水等 。堵剂的脱

水一方面降低了堵剂的强度 ,影响堵水效果 ,另一方

面脱水造成凝胶收缩 ,形成反吐导致堵水失败。脱

水率的测定方法为 ,将一定质量的堵剂凝胶称重

m(0)(精确到 0.01 g),密封后置于耐压玻璃瓶中 ,

放入设定温度的烘箱中连续恒温 ,定期取出样品观

察游离水并称重 m(t),计算脱水率 。

脱水率=
m(0)-m(t)

m(0)
×100%

2.6　阻力系数(F r)

阻力系数体现调剖剂在多孔介质中的注入性

能 ,受调剖剂的黏度 、吸附 、滞留等影响。阻力系数

被定义为:相同流速下 , 注入清水流经岩心的流度

λw(k w/μw)与注入调剖剂溶液流经同一岩心的流度

λg(k g/ μg)之比。阻力系数表征了调剖剂进入一定

渗透率岩心的能力 ,其大小可为施工工艺参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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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依据 。

F r=
Δkw/ μw
Δk p/ μp

式中 , kw 为水相渗透率 ,μm
2;μw 为水的黏度 , mPa·

s;k p 为调剖剂溶液渗透率 , μm
2;μp 为调剖剂溶液

黏度 ,mPa·s。

2.7　突破压力梯度(pm)

突破压力表征的是堵剂凝胶在单位长度多孔介

质中水驱形成突破时的最大压力 ,反应多孔介质中

凝胶对水相流体的封堵能力 ,可较好地反映堵剂的

强弱 ,其大小与多孔介质条件有关

pm=
pmax
L

式中 , pmax为水驱形成突破的最大压力 , MPa;L 为

试验岩心长度 , cm 。

2.8　封堵率(E)

封堵率定义为堵剂封堵前后水相渗透率的差值

与该岩心原始水相渗透率的比值 ,是衡量堵剂改变

岩心原始渗透率能力的参数指标。封堵率反映了岩

心封堵后水相渗透率的降低程度 ,与残余阻力系数

一样 ,都反应了堵剂的封堵能力 。

E = 1-
kwb

kwa
×100%

2.9　残余阻力系数(F rr)

残余阻力系数体现封堵前后岩心渗透率的变

化 ,表征了堵剂降低多孔介质渗透率的能力 ,是衡量

堵剂对多孔介质封堵能力的重要指标 ,表明堵剂凝

胶在岩心中的滞留量 ,为岩心封堵前后的渗透率比

值 。通常油相的残余阻力系数和水相中的值不同 ,

其差异的大小可表征堵剂选择性的好坏

F rro=
k oa
k ob
　　Frrw =

k wa
k wb

式中 , F rro 、F rrw分别表示油相和水相的残余阻力系

数;k oa 、k wa表示油相和水相封堵前的渗透率 , μm
2;

k ob 、kwb表示油水相封堵后的渗透率值 , μm
2
。

表 3为弱凝胶调剖剂(RNJ-Tm)在填砂岩心

中的注入及封堵性能试验结果。

表 3　RNJ-Tm 调剖剂封堵性能测定

岩心编号
水相渗透率/μm2

调前 调后
阻力系数

突破压力梯度

MPa/ cm
残余阻力系数

堵塞率

/ %

02-1 0.892 0.0875 7.5 0.21 10.19 90.19

02-2 2.75 0.107 4.7 0.143 25.7 96.11

02-3 11.56 0.29 3.9 0.11 39.86 97.49

　　注:注入 RNJ-Tm 调剖剂 1PV ,模拟温度 45 ℃;RNJ-Tm 调剖剂组成:0.1%HPAM+0.05%交联剂+0.1%助剂 Tm。

3　结论及建议

交联聚合物凝胶类堵剂的性能主要表现为体系

的溶解性能 、成胶性能 、多孔介质中的注入与封堵性

能等方面 ,通过溶解时间 、溶液黏度 、溶液过筛率 、成

胶时间 、凝胶强度 、长期热稳定性 、阻力系数 、突破压

力 、封堵率 、残余阻力系数等特性参数指标 ,可有效

地描述交联聚合物冻胶类调堵剂的性能 ,本研究对

这些特性参数指标建立了相应的定量评价方法。交

联聚合物凝胶调堵剂性能评价指标及方法的建立为

该类堵剂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为其现场应用及筛

选提供依据 ,有利于提高其现场应用规模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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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surface g roups to the polymer and mixing oil-
soluble viscosity -reducers w ith oil-soluble surface
active agents or fluorinated surface act ive agents are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Key words　viscous crude oil　oil-soluble vis-

cosity -reducers　application　review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ES AND

MEASURES OF CROSS -LINKED POLYMER

GEL FOR WATER SHUTOFF AND PROFILE

CONTROL

by Tang Xiaofen(China University of Geo-
sciences);Liu Yuzhang , Xiang w entao , Liu Gehui ,
Li Hongyan , Hu pin

Abstract 　Cross -linked polymer gel has u-
nique st ructure and excellent performance , and due
to this it has now most of ten been used in water
shutoff and profile cont rol in domestic and overseas

oilfields.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on the poly-
mer , cross -linking agents and addition agents ,
cross-linked polymer gel can be classified into many
kinds.Though all kinds of gel have dif ferent struc-
tures , cross-linking w ays and scopes of application ,
basic characters and evaluation indexes of them have

no large dif ference.At present , performance evalua-
tion measures of the gel are now more than 10 kinds

and most of them are lack of pract icability and scien-
tificity.In the paper , systemic evaluat ion indexes
and measures of perfo rmance fo r cross-linked poly-
mer gel are established and poly acrylamide gel is used

as benchmark.Quantitative indexes of agent dissolu-
bility , gelation capacity and shutof f capacity in

porous media are the emphasis of research.
Key words　cross-linked polymer　gel　wa-

ter shutof f agent 　profile cont rol agent 　perfor-
mance evaluation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O CHOOSE THE CANDIDATE

WELLS FOR FRACTURING

by Wu Jianfa , Guo Jianchun , Zhao Jinzhou ,
(Southw est Pet roleum Inst.)

Abstract　To obtain good fracturing and acidiz-
ing treatment , it is impo rtant to select appropriate
w orking wells.There are many factors that affect
choosing the right working w ells.The relation be-
tween them is very complicated and they possess def-
inite fuzziness.The traditional methods of choosing
the w ells are based on experience ,which possess def i-
nite subjectivity.With the aid of modern mathemat i-
cal means:fuzzy mathemat ics and level analy sis prin-
ciple of systematic engineering , mult i stage compre-

hensive evaluation measure is fo rmed for choosing the

right wells of f racturing and acidizing.The result of
this method is accurate and reliable and is accord

with the practical effects.This method is simple and
convenient.So i t has a certain practical value.

Key words　fracturing and acidizing　choosing
right wells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ATHEMATICAL MODEL OF 3D INDUCED

STRESS FIELD IN REFRACTURING GAS WELL

by Liu Hong(Chongqing Petroleum College);
Hu yongquan , Zhaojinzhou , Yi Jun , Li Wenhua

Abstract　The ref racturing reorientation is fair-
ly difficult and most important in ref racturing.The
ref racture orientat ion depends on the st ress f ield in

the vertically -f ractured well.The stress field , es-
pecially the horizontal principal st ress orientation in

the vertically-fractured well determines the azimuth
of ref racture creation and ref racture propagation.
The paper study systematically the st ress characteris-
tics of vertically -fractured gas w ell and the main
factors af fecting the change of stress value and the

stress o rientation.Using the theory of elasticity me-
chanics and fluid-solid coupling and poroelastic , we
have set up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induced st ress

of ref racturing gas well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and

simulate st ress f iled before ref racturing for vertically

-f ractured gas well.
Key words　ref racturing 　stress field w ell in-

terference　induced st ress　fluid-solid coupling

APPLICATION OF LARGE SCALE FRACTURING

TECHNOLOGY TO RESERVOIR STIMULATION

IN NO.204 GASWELL OF HONGTAI COMPACT
GAS FIELD

by Liu Jianw ei , Wang Yubin , Wang Shujun ,
Zhang Jianping , (Drilling &Product ion Technolo-
gy Research Institute of Tuha Petroleum Headquar-
ters)

Abstract　Hongtai gas reservoir of Xiaochaohu
sag is featured on low pressure &permeabili ty and
has no initial production , and conventional fracturing
stimulations result poor effects.The large scale frac-
turing technology to reservoir stimulat ion is studied

and supplied successfully in No.204 w ell of hongtai
field.It comprises some key technique about rational
definition of f racture scale , optimal design of large
scale f racture job and harm less flowback aiding hy-
draulic f luid.A total of 772.6 m3 of hydraulic f luid
and 100.6 m3of sand was injected in the well.The
initial gas production adds up to 160 000 m3/d , and
the stability gas production is 96 000 m3/d acco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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