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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华北油田泽 70 断块处于水驱开发中高含水期，但原油采出程度较低（10.8%），断块开发状况极不均衡。依据聚合物

微球调驱特性，对聚合物微球固含量、粒径与平均孔喉直径比、突破运移能力等参数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在室内模拟泽 70
断块油藏条件对 6 种聚合物微球固含量、耐温抗盐能力、突破运移能力和驱油能力等进行了室内评价。筛选了聚合物微球的适

用地质条件，编制了施工设计方案。在泽 70 断块的现场应用表明，6 口井单井压力平均抬升 2.4 MPa，一线连通 17 口油井中有

11 口井见到明显的调驱效果，见效率 64.7 %。该技术对同类油藏的开发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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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olymeric microspheres deep profile control technique in  
complex fault block reservoir

ZENG Qingqiao, MENG Qingchun, LIU Yuan, WANG Li, WANG Xia, WANG Fang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PetroChina Huabei Oilfield Company, Renqiu 062552, China）

Abstract: Fault-block Ze70 of Huabei oilfield is during the period of middle-high water cut of water flooding development, but the 

oil recovery is very low, only 10.8 percent which illustrates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tate of this complex fault block reservoir. Accord-

ing to the features of polymeric microspheres deep profile control technique, parameters were studied including polymeric microspheres 

solid content, grain size and mean pore diameter ratio and breakthrough migration ability. On the basis of these, solid content, tempera-

ture and salt resistance ability, breakthrough migration ability and oil-displacement capacity of 6 polymeric microspheres were evaluated 

by simulating the reservoir conditions of Fault-block Ze70 indoor. Favorable geological conditions for polymeric microspheres were 

selected, and construction design scheme was drawn up. Field application in Fault-block Ze70 indicated that average pressure elevation 

of each well is up to 2.4 MPa, and 11 out of 17 wells connected by one line were showed significant flooding effect with effectiveness of 

64.7%. This technique offers valuable reference and reliable guide for similar reservoi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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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 70 断块构造位置属于冀中拗陷深县凹陷深

南构造带核部，位于深南大断层上升盘，是一个被断

层复杂化的断鼻构造，油藏被 5 条断层切割成 6 个

次一级小断块。储层是以河道砂沉积为主的河流相

沉积，非均质性强，平面上各井储层物性变化大，具

有较强的非均质性。

断块于 2001 年 12 月正式投入注水开发。截至

2012 年 6 月，泽 70 断块共有开发井 58 口，其中采

油井 42 口，注水井 16 口，平均单井日注水 54.0 m3，

累计注采比 0.832。目前油藏面临的主要矛盾有两

个：一是剩余储量集中在主吸水层；二是油藏在水

驱过程中表现含水上升快。造成这些矛盾的根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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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于：油藏在开发过程中由于“黏性指进”，在主

要产、吸层内过早形成水流通道，造成油藏含水率上

升快。

该断块在 2003 年开展了 2 个井组可动凝胶驱

先导试验，注入过程中暴露出注入较为困难、压力抬

升快等问题。而聚合物微球由于表观黏度较低，具

有耐温耐盐力强、不怕剪切、环保、不伤害储层、可实

现深部调驱的特点。聚合物微球在地层运移过程中，

能够使地层压力升高到突破压力后，变形通过孔喉，

继续向地层深部运移，遇到下一孔喉时又发生堆积、

封堵，压力再次上升，而后又穿过孔喉，发生突破。

聚合物微球通过“封堵—突破—运移—再封堵”，达

到地层深部孔喉的封堵和流体液流转向的目的［1］。

目前，用微乳液技术可以合成出所设计的不同尺寸

的纳米 / 微米级聚合物微球［2］。

1　室内实验

1.1　调驱参数的确定

（1）聚合物微球的固含量。室内实验结果表明：

相同浓度的不同固含量的聚合物微球封堵能力不

同，可分离固形物含量高的聚合物微球封堵能力明

显好于可分离固形物含量低的。见表 1。
表 1　不同聚合物微球封堵能力对比

样品编号
固含量 /

%
粒径 /

nm
渗透率 /
10-3μm2

注入量 / 
PV

浓度 / 
mg·L-1 残余阻力系数

封堵率 /
%

1# 29.3 414 1 050.0 1 3 000 1.30 16.0

2# 41.6 414 1 046.0 1 3 000 2.40 30.0

3# 22.1 3768 1 601.7 1 3 000 1.12 11.0

（2）粒径与平均孔喉直径比。微球粒径与孔喉直

径间存在一个起效范围，即微球粒径过小或者过大

均不利于封堵。根据 Abrams 的“1/3 架桥”理论，

即当聚合物微球粒径等于或略大于储层平均孔径的

1/3 时可以达到较佳封堵效果。

室内实验结果表明：相同浓度的不同粒径的聚

合物微球封堵能力不同，对于不同地层应选择适宜

粒径的聚合物微球。见表 2。
表 2　不同聚合物微球封堵能力对比

样品编号
粒径 /

nm
渗透率 /
10-3μm2

孔喉平均半径 /
μm 残余阻力系数

封堵率 /
 % 粒径与孔喉直径比

2# 414 1 010 6.0 2.4 30.0 0.03

4# 4 300 1 030 6.0 2.8 52.9 0.37

注：孔喉平均半径是按 Kozeny 公式计算出的。

（3）突破运移能力。聚合物微球的突破运移能力

可通过填砂管模型分布的 4 个测压点（图 1）测得的

压力变化进行表征，实验结果见图 2。在模型注水压

力稳定以后，开始注入聚合物微球，测压点注入端的

压力最先开始上升，然后 1， 2， 3 测压点压力依次上

升，上升时间依次后延，上升幅度依次下降，注入聚

合物微球后 4 个测压点的压力均有所上升。说明聚

合物微球在模型中逐渐向出口端运移过程中，对砂

管有所封堵，聚合物微球在运移过程中其前缘到达

后相应测压点压力开始上升。实验说明聚合物微球

具有在模型孔隙中突破运移的能力。

端口

图 1　多测压点填砂模型示意图       

     

图 2　多测压点填砂模型压力变化  

1.2　调驱体系优选

针对泽 70 断块在室内模拟油藏条件进行了聚

合物微球固含量、耐温抗盐能力、突破运移能力和驱

油能力等参数的室内实验评价。本次实验考察了不

同厂家生产的 6 种聚合物微球。

（1）聚合物微球的固含量。6 种聚合物微球样品

的可分离固形物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3。可以看出，6
种聚合物微球的可分离固形物含量差别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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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聚合物微球样品可分离固形物含量测定结果

样品编号 1# 2# 3# 4# 5# 6#
可分离固形物含量 /% 29.4 37.8 30.4 24.9 17.4 41.6

（2）聚合物微球的抗温耐盐能力。考察了在泽

70 断块油藏条件下 6 种聚合物微球样品的水化膨胀

速度和膨胀倍数，实验结果见表 4。
表 4 　不同聚合物微球体系的粒径变化

样品编号 原始平均流体力学直径 /nm 30 d 膨胀倍数
1# 479 5.5
2# 1 897 15.4
3# 865 9.1
4# 664 4.6
5# 5 897 3.6
6# 3 040 5.6

实验结果表明，在泽 70 油藏温度和矿化度条件

下，所有聚合物微球粒径随着水化时间的延长都逐

渐增大，但膨胀倍数有所不同。

（3）聚合物微球的封堵能力。采用填砂管模型，

考察不同聚合物微球体系封堵能力，实验结果见表 5。
表 5　不同聚合物微球封堵能力对比

样品
编号

水化时间 /
d

水测
渗透率 /
10-3μm2

注入量 /
PV

浓度 /       
mg·L-1

残余
阻力
系数

封堵率 /
%

1# 13 1 030 1 3 000 1.44 30.7
2# 13 1 010 1 3 000 3.09 67.6
3# 13 946 1 3 000 2.44 45.2
4# 13 980 1 3 000 1.34 29.4
5# 13 1 080 1 3 000 1.12 23.4
6# 13 1 000 1 3 000 1.11 59.1

实验结果表明，相同浓度的不同聚合物微球体

系封堵能力不同，可分离固形物含量高、粒径较大的

聚合物微球封堵能力较好；如果可分离固形物含量

较低，聚合物微球粒径虽然较大但封堵能力同样会

较差［3］。

（4）聚合物微球的驱油能力。图 3 表明，当水驱

至不出油时，进行浓度为 3 000 mg/L 的 0.2PV 的聚

合物微球驱或者凝胶 + 微球驱，可以大幅度提高岩

心采收率，但是聚合物微球层间调整能力较弱，主要

是提高了多孔介质内的微观驱油效率，而凝胶 + 聚

合物微球驱层间调整能力明显强于微球驱。

     

图 3　泽 70 断块高低渗岩心注入倍数与出液率关系

综合室内实验评价结果，优选 2# 聚合物微球作

为现场应用的体系。

2　现场试验

2.1　选井选层原则

（1）注采井区内连通性较好，水驱控制程度高，注

水井对应连通见效油井数多，井组有较大生产潜力。

（2）储层物性好，油层厚度较大，单井产液量高

（大于 15 m3），且存在一定的纵向和平面非均质性。

（3）井况较好，固井质量好，射孔完善，井况不复

杂，无出砂现象，无漏失层。

（4）区块调驱情况下，尽量采用几个相邻的调驱

井组，形成整体效应，注水井对应的一线油井数较

多，提高化学剂的利用率，防止注入化学剂的外溢。

2.2　现场施工方案设计

本次调驱选择 6 个井组：泽 70-3、泽 70-17、泽
70-31X、泽 70-18X、泽 70-50、泽 70-5 井。

2010~2011 年在泽 70 断块的 5 个次级断块（泽

70 井断块、泽 70-26 井断块、泽 70-27 井断块、泽

70-15 井断块、泽 70-28 井断块）开展了聚合物微球

调驱，共计实施 6 个井组，连通油井 18 口。其中一

线连通油井 15 口，二线连通油井 3 口。

注入量

 Q=R2Hϕb  （1）
式中，R 为处理半径，m；H 为油层连通厚度，m；φ
为油层孔隙度；b 为修正系数，用于计算调剖总剂

量。考虑费用，总注入量为主要吸水层孔隙体积

0.042 PV。

按照 Kozeny 公式，微球粒径

 r k= 8 /ϕ  （2）
式中，k 为渗透率，mD。

结合泽 70 断块的孔喉分布直方图，计算出泽 70
断块地层孔喉直径主要分布在 5~6 µm，选择了注入微

米级聚合物微球体系，直径在 1~10 μm［4］ 。

参考室内体系的评价结果，确定注入浓度为 
3 000 mg/L，采用单段塞方式注入。

2.3　实施效果

截至 2011 年 8 月 13 日，完成 6 个井组的施工工

作，累计注入工作液 117 659 m3。从 6 口井单井压力

来看，爬坡幅度 0.3~5.2 MPa，平均抬升 2.4 MPa。油

压的升高说明注入的微球调驱体系启动了层内低渗

井段，注入水波及体积得以提高。

6 个注水井组全部见到调驱效果，一线连通 17
口油井中有 11 口井见到明显的调驱效果，见效率

64.7 %。见效后换泵、调参提液 10 井次。井组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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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量由 258 t 升至 347 t，日产油量由 54.4 t/d 升至

78.4 t/d，日增油 24 t，含水由 78.9% 降至 77.4%，下降

1.5 个百分点，效果明显。截至 2011 年 12 月底，累

计增油 23 713 t，目前仍处于增油有效期。

3　结论

（1）筛选出的聚合物微球体系具有较好的抗温耐

盐、抗剪切及稳定性能，高温、高盐及剪切条件下成

胶黏度保留率高，具有较好的封堵能力。

（2）通过聚合物微球调驱，泽 70 断块开发效果得

到了进一步改善，同时油藏自然递减率和含水上升

速度均有所减缓，说明聚合物微球深部调驱在泽 70
断块是可行的。

（3）泽 70 断块聚合物微球深部调驱阶段增油效

果显著，目前正在见效期内，但已经暴露出部分井组

层间矛盾突出、含水上升的趋势，为进一步缓解或降

低油藏含水上升率，扩大调驱效果，下一步仍需要针

对不同井组，在该断块进行整体调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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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低频振动不仅可以降低油与岩石表面间的黏

附力，并且使表面活性剂与油砂充分接触，使得岩石

表面由亲油转变为亲水或亲水性增大，更大程度上

实现了岩石表面与油的分离，延长了乳状液有效期，

减小了特低渗油藏中乳状液造成堵塞的几率，进一

步提高了油藏水驱效率。

（2）目前制约表面活性剂驱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是成本高并且在地层中吸附滞留损失严重，低频振

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在地层中的吸附滞留，

并且增加其在溶液中的扩散能力，因而延长有效作

用浓度和有效作用期。

（3）低频振动是一个成本低、效益好、污染小的提

高采收率的物理采油方法，其和化学驱复合在低渗、

特低渗油藏丰富川区块试验应用后，有效实现了低

渗、特低渗油藏增油控水，提高水驱采收率的目的，

还需对其协同作用机理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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