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1000 − 7393(2019)06 − 0773 − 15            DOI: 10.13639/j.odpt.2019.06.016

中国堵水调剖 60 年

李宜坤1      李宇乡1      彭杨2      于洋2

1.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2.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工程技术研究院

引用格式：李宜坤，李宇乡，彭杨，于洋. 中国堵水调剖 60 年［J］. 石油钻采工艺，2019，41（6）：773-787.
摘要：记述了中国油田油井堵水、注水井调剖，以及调驱、深部液流转向等技术的起源、试验、发展、成熟、更替的过程。在这

60 年中，油井机械封隔器分层堵水技术、水玻璃-氯化钙化学堵水技术、聚丙烯酰胺-黏土注水井调剖技术、膨胀颗粒深部调剖、弱凝

胶调驱技术、聚合物微球深部液流转向技术、区块整体调剖 PI、RE、RS 决策技术，以及近十年发展的水平井化学及机械控水技术、选

择性堵水技术等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技术。随着油气田开发程度的加深，高温、深井、裂缝、海上等油藏的堵水调剖技术，水平井、气

井的堵水技术，以及智能化学剂技术、高效选择性堵水技术、聚驱后的调驱技术等将会成为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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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rogress  on  origin,  test,  development,  maturity  for  water  shutoff,profile  control,  as  well  as

profile  control  and  flooding,  deep  fluid  diversion  and  other  technologies  in  China's  oil  fields.  In  the  past  60  years,  the  mechanical

packer  isolation  plugging,  sodium  silicate-calcium  chloride  plugging,  polyacrylamide  -clay  profile  control,  swelling  particle  deep

profile control, weak gel deep profile control and flooding, polymer microsphere indepth fluid diverting, PI, RE and RS block profile

control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chemical and mechanical water control in horizontal wells and selective water shutoff last ten years

are landmark technologies.  As the degree of oil  and gas field development deepens,water shutoff  and profile control  technology for

high  temperature,  deep  wells,  fractures,  offshore  reservoirs,  water  shutoff  technology  for  horizontal  wells  and  gas  wells,  intelligent

chemical  agent  technology,  highly  efficient  selective  water  shutoff  agents  technology,  profile  control  and  displacement  technology

after polymer flooding will become the focus of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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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从 1957年玉门油田开展油井堵水试验、1961

年大庆油田开展注水井调剖试验至今，我国油田堵

水调剖技术已经历 60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以下

5个阶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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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世纪 50年代堵水技术开始研究并现场应

用。玉门油田最早研究和应用堵水技术，1957年开

始封堵水层的研究和试验，1957—1959年 6月堵水

66井次，成功率 61.7%。

(2) 20世纪 60年代初—70 年代为机械堵水发

展阶段。大庆油田在堵水封隔器及其配套工具应用

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形成一套采油

井机械堵水技术，并在现场进行推广应用。此外，大

庆、胜利、华北、江汉、辽河、新疆等各油田都大面

积推广应用封隔器及其配套的井下管柱卡堵高含水

层，取得了降水增油的好效果。

(3) 20世纪 80年代化学堵水蓬勃发展。80 年
代初，胜利油田与中国科学院合作，研究成功部分水

解聚丙烯酰胺 (HPAM)-甲醛交联冻胶堵水技术，并

进行了现场应用，这是我国首次将水溶性聚合物交

联冻胶用于油井堵水，对促进我国化学堵水技术的

发展有重要作用。此后，铁、铝、钛等多价金属离子

交联剂，甲撑基双丙烯酞胺、乌洛托品、树脂等有机

交联剂与 HPAM交联冻胶先后在油田应用。其他

水溶性聚合物，如聚丙烯腈、木质素磺酸盐、黄原胶

等在油田堵水中也相继应用，增油降水效果显著。

1980年 1月 21—28 日，原石油部开发司在石

家庄召开第 1次全国油田堵水会议。会议除由各油

田汇报堵水工作、交流技术外，还组成了全国油田堵

水协调组，协调组每年召开堵水工作会议，每两年开

一次全国油田堵水技术交流会。这对推动全国油田

堵水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3年石油部首

次组织油田堵水技术考察团赴美国考察。通过几年

的研究和攻关，并借鉴学习先进经验，我国的化学堵

水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化学堵水剂已发展了近百个

品种，基本满足我国堵水调剖的要求。

(4)20世纪 80年代中期—90年代末期，由油井

堵水发展为以注水井调剖为主、堵水调剖并举阶

段。1985年在大连举办的第 4 次全国堵水会议明

确提出了油田控水新理念：要有效控制油田出水，不

仅要在油井堵水方面做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注

水井调整吸水剖面 (调剖)上下功夫，调剖对地层的

影响面更大，能更好地改善开发效果。从此调剖技

术的研究和应用快速发展。TP-910 调剖技术先后

在辽河、河南、胜利油田矿场试验成功，然后推向各

油田；水玻璃-氯化钙、铬交联聚丙烯酰胺、木质素

冻胶等在初期调剖中起了先导作用。在 20世纪 90
年代初中期调剖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进入了鼎盛时

期。调剖方式由单井调剖发展为油水井对应调堵，

进而发展为区块综合调堵；调堵方案设计由经验发

展到物模和数模相结合的软件设计；施工设备也研

究了专用撬装式大型施工泵及在线施工装置等。

(5)自 2000年以来，深部调驱、“2+3”技术、

深部液流转向、微球调驱以及水平井控水技术得到

发展。随着油田开发进入高含水特高含水阶段，油

藏孔隙结构、油层物性不断发生改变，常规的堵水调

剖技术已不适应，深部调驱技术、“2+3”技术、深

部液流转向技术、微球调驱技术等应运而生，使我国

堵水调剖技术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经过近年来

的深化研究，聚丙烯酰胺弱冻胶调驱技术、预交联体

膨颗粒调驱技术、微球调驱技术等比较成熟，应用规

模较大。随着水平井规模应用，开发生产中出现了

含水上升快、产量递减快等问题，促进了水平井控水

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深部调驱技术已经成为我国高

含水油田二次开发，改善水驱开发效果提高采收率

的一项重要技术。

1    机械堵水

1.1    机械分层堵水技术

1964年冬季，大庆油田组织分层注水会战。

1965年研制成功油井分层开采水力自封式 551型

封隔器、水力密闭式 651型封隔器和 625型配产器，

并投入现场应用。油井机械堵水技术作为分层开采

技术的延伸，也开始在油田出现。大庆先后研制应

用了四大类堵水管柱：整体式堵水管柱、卡瓦悬挂式

堵水管柱、可钻式封隔器插入堵水管柱、平衡式堵

水管柱。

1965年，胜利油田研制出自喷井桥式配产器油

管支撑堵水管柱，主要由 Y111封隔器和 KQS配产

器组成。

1960—1975年左右，大庆油田处于低含水 (≤
30%)开发阶段。1960年开始横切割内部早期注水，

保持了地层压力，油井自喷能力强，油田长期高产稳

产。但由于渗透率的差异，注入水在纵向及平面上

流动很不均衡，形成水窜，出现了层间、层内、平面

三大矛盾。为此，20世纪 6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应

用了分层采油工艺，形成了以 551型油井封隔器和

625型同心活动式配产器为主的分层采油工艺。管

柱寿命达到 3年左右，现场施工成功率达到 80%。

将油层分成 4~5个层段，通过调节油嘴来调节每个

层段的采油量，对油井进行分层段采油。从 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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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分层采油技术以来，共实施约 2 000井次，根据

1972年“146”地区 186口配产井资料，平均单井

日增产原油 2.8 t，日产水量下降 7.15 m3，含水下降

13%。根据中区西部的 20口配产井统计资料，平均

单井日增产原油 6.6 t。分层配产工艺基本解决了由

于渗透率差异而造成的层间及平面上产能不均衡的

矛盾，达到均衡开采的目的。

1976—1980年，大庆油田进入中含水 (31%~
60%)开发阶段。此阶段注入水沿高渗透层突进加

剧，油井多层见水，主力油层含水上升快，挖潜越来

越困难。为提高工艺成功率、测试调配效率、分采

层段数，研制了机械压缩式 752型和 755型封隔器、

635型偏心配产器，逐渐取代机械挤压式 (851型)封
隔器，配产器由 635型偏心配产器取代 625型同心

活动式配产器，工艺成功率达 90%以上。1979年

底，实施油井机械分层采油堵水 314口井，年降水

1.5×104 m3。据部分井统计，平均每口井降水 41 m3/d，
增油 2 t/d，基本达到了中含水期开采控制含水上升

的目的。

1980—1990年，油田进入高含水 (60%~80%)开
发阶段，大部分油井已经多层多方向见水，不但主力

油层高含水，非主力油层中偏好的油层也高含水，堵

水的井或层越来越多。油井由自喷逐渐转变为机械

采油，为此开发了 645型滑套式堵水器、丢手分采管

柱、可钻式封隔器和插入管柱。堵水管柱由整体式

转变为丢手分采或分堵管柱，配产工艺逐渐转变为

滑套堵水工艺。丢手管柱克服了整体管柱上下蠕

动、影响封隔器的密封性能、堵水效果差的缺点，降

低了检泵作业费用和劳动强度。滑套堵水解决了级

数多、不动管柱可任意调整堵水层位的问题。可钻

式封隔器和插入管柱堵水技术封堵寿命达到 10
年。“六五”期间实施机械堵水 649口井，共增油

42.5×104 t；“七五”期间平均每年堵水施工 280口

井，共增油 41.5×104 t，平均单井日降水约 20 m3，日

增油 2.5 t左右，工艺成功率在 90%以上，堵水有效

率达 76%。

胜利油田自喷井机械堵水始于 20世纪 60年

代。1965年，胜利油田井下作业大队研制出自喷井

桥式配产器油管支撑堵水管柱，主要由 Y111封隔

器和 KQS配产器组成，底部丝堵支撑井底，承受油

管自重作用在封隔器上的轴向压缩力，使封隔器上

的封隔件受轴向压缩而向径向扩张，以封隔油套管

环形空间。该管柱适用于中深井，结构简单、施工操

作方便，下放管柱至井底即可坐封封隔器，上提管柱

可使封隔器解封。但最多能应用 2级封隔器，封隔

层之间的层间压力差不宜大于 6 MPa。此后，该类

堵水管柱每年现场应用 80余井次。1968年，井下

作业指挥部研制出机械卡瓦支撑管柱，主要由 KQW
支撑器或 251-6封隔器 (新编号 Y211封隔器)、251-
151封隔器 (新编号 Y111封隔器)和 KQS配产器组

成。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油管自重产生的轴向压缩

力使封隔器上的封隔件受压而向径向扩张，以封隔

油套管环形空间。该类管柱每年应用 70余口井。

1985年后，胜利油田研制开发出桥式堵水管柱，主

要由 Y211封隔器、Y341封隔器与配产器组成。该

类管柱每年现场应用 50余口井。抽油井机械堵水，

一般采用丢手管柱结构。20世纪 90年代以后，抽

油井封隔器有了较大发展。1990年研制出 Y441卡

封管柱。该管柱主要应用 Y441型液压封隔器进行

卡封，封隔器主要由液压平衡、密封、坐封、解封、

锁紧和锚定等部分组成，可实现长井段一次性卡漏、

卡层，不动油管检泵；上提解封后泄油通道打开，坐

封后套管反打压 5~10 MPa，可对封隔器简单验封。

现场应用 900余井次。1991年研制出高压防顶丢

手封隔器 (Y445封隔器)，主要由密封、卡瓦、坐封、

解封、锁定机构等部分组成。其性能稳定，操作方

便，卡封成功率高；采用双向卡瓦和步进锁定机构，

坐封牢固可靠，能承受较高上、下压差；胶筒位于卡

瓦上方，防止卡瓦砂埋；丢手可靠，采用外捞形式，打

捞方便。该封隔器主要用于封下采上的堵水管

柱［4-5］。

1.2    机械细分层堵水技术

大庆油田进入高含水后期开采以来，层间和平

面矛盾十分突出，为解决这些矛盾，必须不断地选择

相对高含水层采取堵水措施，以达到稳油控水的目

的。同时，堵水还必须与“九五”以后油田工业化

应用三次采油技术相衔接配套，要求在实现细分的

前提下，既能堵得住，又能解得开。而适应性较强的

机械堵水工艺由于其具有成本低、能够实现细分堵

水、堵后可调等优点，得到长足的发展和大面积的推

广应用，为稳油控水目标的实现起到了重要作用，也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1.2.1    机械式可调层堵水技术

　　主要由 KHT-90滑套开关、Y341-114封隔器等

井下工具组成。其工作原理为：堵水管柱油套通道

是靠滑套开关控制；工作筒采用“桥式”通道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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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使管内上、下与油套分流，侧向有 2个直径

15 mm的孔作为油套液流通道；滑套开关可以多级

使用，一次下入电动开关测试仪即可完成井下任意

一级滑套开关的开关动作，与地面仪表配合完成相

应层段产液量及含水率的计量，可以实现任意堵水

层段的反复调整。适用于Ø140 mm套管、泵外径不

大于 90 mm的抽油机井分层找水及堵水。但调层

操作相对较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调层成功率。

1.2.2    液压式可调层堵水技术

　　泵抽井液压滑轨可调 3层堵水工艺技术管柱主

要由 Y341-114封隔器、液压滑轨开关、球座、筛管

等组成。泵抽井液压式一次性可调多层堵水工艺的

堵水管柱主要由丢手接头、Y441-114封隔器、

Y341-114封隔器、上下泄压器及堵水器等组成。根

据地质情况或找水资料，制定 2套堵水方案，首先根

据第 1套堵水方案组成堵水管柱，下入过程中管柱

内外密封，可实现不压井作业。管柱下到预定深度

后，油管加压，坐封封隔器，堵水器开始工作，投球后

丢手，下泵生产。如发现第 1套方案有误，通过地面

打压即可完成调层，实现第 2套方案，具体步骤为：

停泵关闭生产阀门，沿套管加压，作用在堵水器上的

压力迫使调层开关下行，当到固定位置时，球座进入

扩孔槽张开，钢球下行到第二级堵水器球座上，依次

改变每级堵水器的开关状态，达到调层的目的。该

技术适用于各种泵抽管柱，包括抽油机、电泵、螺杆

泵等管柱。堵水器可以多级使用，可实现一次调多

层的目的，但不能反复调层。

1.2.3    重复可调层堵水技术

　　“十五”期间，油井含水不断上升，地下油水分

布愈加复杂，层间矛盾愈加突出，特高含水井越来越

多，油井控水措施更为重要。根据能测产液剖面的

二次加密井的找水资料对油层含水状况进行了分

析，结果表明，每层均为高含水，层间含水差异小，大

多数高含水层只是相对的，封堵有效期短。为此，发

展了多方案重复可调层堵水技术，重点研制了重复

可调层堵水器。通过油套环形空间憋压，单流阀关

闭油流通道，压力通过上中心管的传压通道推动活

塞下行触发滑套开关一次，调整各个层段堵水器的

开关状态，封堵或打开进液通道。在重复可调堵水

器中，采用了开关排列组合的方法，下井后初始状态

为全关，每打压一次，可得到一种堵水方案所要求的

组合状态，从而实现 3层段 8方案重复可调层堵水，

进一步提高了堵水有效率，延长了有效期，适用于各

种泵抽管柱。

 “八五”期间，共堵水 2 316口井，增油 55.2×
104 t，降水 1 560.18×104 m3，平均单井日降水 65.2 m3，

日增油 1.81 t。其中可调层堵水技术现场应用了

130口井，工艺成功率达到了 93.1%，堵水有效率为

78.5%。对无效的 28口井进行了调层处理，调层成

功率为 75%，调后堵水有效率达到了 94.6%。“九

五”期间共实施堵水措施 1 551口井，堵水技术以

机械堵水为主，约占 90%，年均有效率为 83.12%，年

均单井日降水 41.94 m3，日增油 1.18 t。“十五”期

间完成堵水措施 1  732口井，4年共降水 564.8×
104 m3，增油 9.7×104 t。堵水技术以机械堵水为主，

约占 90%，年均有效率为 86.90%，年均单井日降水

27.67 m3，日增油 0.68 t，油井堵水取得了较好的降水

稳油效果。其中实施多方案重复可调层堵水技术

111口井，有效率为 97.2%。至 2005年 6月底，共进

行堵水层位调整 27口井 (29井次 )，成功 25口井

(27井次)，调整成功率为 93.1%。对堵后初期效果

不好的 5口井进行了调整，成功 4口井，通过调整使

堵水效果变好。对生产一段时间后堵水效果变差

的 22口井进行了 24井次的打压调整，调成 23井

次，堵水有效期延长了 303 d。
1.3    机械堵水新技术

1.3.1    大庆水平井重复可调机械找水堵水工艺

　　通过井口打压改变每级可调堵水器的开关状

态，一趟管柱实现水平井分层找水、堵水以及堵水方

案的多次变更，变更堵水方案时无须起下管柱作业，

不受上部举升管柱的限制。管柱中所有需解封的工

具均采用上提管柱解封方式，当需要起出堵水管柱

时，用油管下入专用打捞锚，捞住丢手封隔器的打捞

部分，上提管柱，解封各级封隔器和扶正器。

1.3.2    辽河油田电控机械找堵水工艺

　　2008年前后，辽河油田开始研究试验电控机械

找堵水工艺。此技术要求用双管井口，一根油管下

泵，一根油管下电缆。其下入找堵水管柱自下而上

结构为：导锥丝堵+尾管+电动开关+封隔器+筛
管+电缆脱接器下接头+电缆脱节器释放接头+筛管

密封外筒+丢手+磁定位短节+油管，应用磁定位确定

工具在井内的位置。通过油管加压坐封封隔器，投

球加压，完成丢手，起管柱提出筛管密封外筒和丢手

上接头，坐双管井口。下抽油泵，再下入另一油管，

深度超过抽油泵深度，安装井口完井。从空油管内

下入控制连接管柱，自下而上结构为: 导锥+加重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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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电缆脱接器上接头+加重杆+电缆，当下至电缆脱

接器下接头处时，轻探下接头完成电缆脱接器的对

接。使用地面计算机和配套软件进行连接检验，检

验合格后，使用计算机控制软件打开一个产层的电

动开关，关闭其他层的电动开关。通过对抽油泵井

口出液取样判断产层是否为出水层。按以上操作，

依次检验各产层的出水情况。完成找水操作后，将

所有出水层的电动开关关闭，将油层的开关打开，完

成堵水操作。上提电缆，当电缆脱接器上接头提至

释放接头处时，电缆脱接器上下接头脱开，继续上提

电缆取出井下工具，完成施工。

辽河油田锦 2区 14-7431井在 2008年初含水

由 10%突然上升到 100%，按地质方案要求分三级

三层找堵水。下入找堵水管柱，封隔器位置分别为：

1 341.2 m、1 355.18 m、1 364.5 m。电缆脱接器下深

为 1 339.92 m。加压坐封封隔器后，投球、丢手，起

出油管和丢手头。坐双管井口，下抽油泵至 1 290 m，

再下光油管至 1 298.8 m，装好井口采油树。从光油

管内下入控制连接管柱，完成电缆脱接器对接后，由

地面计算机控制，按照从下往上的顺序依次进行找

水。由生产数据分析为中间层出水，使用计算机控

制软件，将中间层开关关闭，将上、下 2层开关打开，

结果日产液 15. 8 m3，含水 9%。上提电缆，起出控

制连接管柱，完成施工［6］。

1.3.3    遇油遇水自膨胀封隔器水平井堵水工艺

　　自膨胀封隔器作为一种新型的封隔器，可根据

地层不同的油气含量、井筒条件、作业要求，在井下

遇油或水自主膨胀来封隔地层。该封隔器能够适应

不规则裸眼形状，膨胀胶筒贴紧井壁，无需靠管柱重

力或加压等方式坐封，最终实现油井分层分段效

果。工艺特点：(1)自膨胀封隔器可靠性高，没有机

械运动部件，现场作业无需专家指导；(2)自膨胀封

隔器具有可自动补偿环空间隙功能，热动力式膨胀

可持续膨胀以弥补产液冲蚀面造成的空隙，当发生

此类故障造成了漏失，即使在较低的压差下，动态膨

胀仍然会最终实现密封，该特性使之很适合在裸眼

井段中使用，这是该技术相对于其他封隔器技术的

最大优点，(3)可代替管外封隔器用于水平裸眼井的

完井，该封隔器能够使完井工艺简化，降低完井风

险，减少作业费用，(4)避免修井和井下作业，降低维

护成本，延长油井寿命［7-8］。

1.3.4    长庆油田低渗水平井智能机械找堵水工艺

　　长庆油田水平井产液量低 (平均单井液量

9 m3/d)、水平段改造段数多 (水平段长 800~1 200 m，

改造段数 8~10段)，研究设计了机械分段卡封逐层

生产测试找水工艺。其工艺原理是，采用封隔器将

水平射孔段密封卡开，每个层段对应安装 1套智能

开关器，智能开关器在地面设定开关采集时间，在井

下定时开启和关闭，地面抽油机连续生产，地下单层

采油，求出各段产液量、含水率、压力及温度等数

据。对于水平井多段间隔出水情况，采用多级机械

封隔器组合堵水管柱卡封见水层段，通过多级桥式

单流阀生产油层段。其工艺原理是，对应见水层段

管柱为“Y441封隔器+安全接头+ Y441封隔器”，

将见水层封堵；对应生产层段的管柱为“Y441封隔

器+安全接头+桥式单流阀+Y441封隔器”。封隔器

坐封后正常生产时，通过桥式单流阀使油管内部与

油层段连通，实现出水层段的封堵和油层段的生

产［9］。至 2018年底，低渗水平井智能机械找堵水

工艺在长庆油田实施约 150口井，效果较好。

2    化学堵水

2.1    20 世纪 50—60 年代化学堵水技术探索与试验

20世纪 50年代，我国开始进行油井化学堵水

技术的探索和研究。玉门老君庙油田自 1957年研

究松香酸钠选择性堵水，1958年研究活性稠油堵

水、水泥堵水，1959年在矿场用活性稠油进行堵水

作业。玉门油田 1957—1959年 6月堵水 66井次，

成功率 61.7%。大庆油田在 20世纪 60年代油田开

发初期，开展用水泥、活性稠油等化学堵水试验。

2.2    20 世纪 70—80 年代化学堵水技术蓬勃发展

2.2.1    聚丙烯酰胺及交联聚合物堵水

　　1976年，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开始研究并

在胜利油田试验、应用铬交联聚丙烯酰胺堵水剂。

至 1991年，共实施 100井次，累计增油 18×104 t。
1977—1979年，胜利油田研制并应用了聚丙烯

酰胺选择性堵水剂、甲醛交联聚丙烯酰胺选择性堵

水剂。至 1981年，聚丙烯酰胺选择性堵水剂共实

施 48井次，其中胜坨油田 3-4-18井累计增油 5 730 t。
至 1980年，甲醛交联聚丙烯酰胺选择堵水剂共实

施 54井次，累计增油 7.0×104 t，其中临盘油田盘 42-
2井累计增油 4 777 t，有效期达到 467 d。

70年代中期始，大庆油田油井含水上升快，层

间矛盾加剧，堵水工作已成为油田亟待解决的问

题。由于化学堵水不增加井筒设备，而且便于井下

作业。因此，在大力发展机械堵水的同时，也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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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化学堵水方法和工艺的研究。1975—1985年，从

化学堵剂和工艺上主要开展了油层选择性化学堵水

和非选择性化学堵水两大课题的研究。其中选择性

堵水主要研究了聚丙烯酰胺溶液堵水、甲基氯硅烷

堵水、氰凝堵水。

1979—1983年，大庆油田开展了聚丙烯酰胺水

溶液堵水研究。研究工作分 3个阶段：第 1阶段是

研制并测定各种水解度、分子量的聚合物及其化学

性能；第 2阶段是用人造岩心和天然岩心做选择性

堵水实验，并确定出分子量为 700万~1 000万、水

解度为 30%的阴离子型聚丙烯酰胺具有最佳选择

性堵水性能，平均水相渗透率下降 90%，油相渗透率

降低 10%；第 3阶段是矿场试验。1980—1982年共

试验 10口井，平均单井用量 360 m3，平均每米油层

厚度用量 64 m3，平均封堵半径 7.5~10.0 m。10口井

效果分为 2种类型：一种是全井降水增油或降水稳

油的有 5口，占 50%，有效期一般为 5个月；另一种

是降水又降油的有 5口井，占 50%。

在选择性堵水研究中，虽然在室内做了大量工

作，并且也进入了现场试验，但由于油层内油水流动

规律复杂，油层内水油比增高，使选择性化学堵水研

究遇到较大难度，多次试验均未取得可供矿场广泛

使用的堵剂和工艺。1982年油田含水上升快，自然

产能递减严重，为确保油田稳产 5 000万 t，大批自

喷井已开始转为机械采油井，使生产压差放大。聚

丙烯酰胺堵水剂承受压差较低，在此形势下该方法

停止了矿场试验。

1981年，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开始研究并

在华北油田应用聚丙烯酰胺高温堵水剂。至 1990
年，共实施 125井次，累计增油 25×104 t。1983年，

开始应用 RP-8201堵水剂，至 1990年，共实施 102
井次，累计增油 19×104 t。
2.2.2    水玻璃-氯化钙堵水

　　从 1974年开始，大庆油田非选择性堵水主要研

究了水玻璃和氯化钙堵水、氟硅酸钠堵水，重点突破

了水玻璃和氯化钙堵水工艺。水玻璃-氯化钙溶液

双液法堵水，是把一定模数的水玻璃溶液和一定浓

度的氯化钙溶液以惰性液体隔开，交替挤入高出水

层或层段内，使两种溶液在地层内混合，生成不溶于

水的硅酸钙固体沉淀物，堵塞岩石孔隙，起到堵水的

作用。

堵水工艺为：按设计下堵水管柱，替挤清水胀

封，挤堵水剂，替清水，活动管柱并上提至油层上部

10 m，关井候凝 24 h，起出堵水管柱，下生产管柱。

水玻璃-氯化钙堵水工艺堵剂货广价廉、作业施

工工艺简便，封堵成功率高，有效期长，因此，自

1975年以后在油田广泛推广使用。至 1985年底，

水玻璃-氯化钙堵水共施工 563井次，653层，累计降

低出水 184×104 m3。

1982年，胜利油田研制开发出水玻璃复合堵

剂。该堵剂适用于封堵窜槽水、炮眼和油井单一水

层。至 1984年，在胜坨油田胜二区实施 16井次，可

对比 15口井，累计增油 5 612.3 t。
2.2.3    油基水泥浆、干灰砂、木质素堵水

　　1978年，胜利油田应用油基水泥浆对埕东油田

埕 10-7井堵水，日产油由 17 t上升到 104 t，有效期

221 d，累计增油 1.45×104 t。1979年改进油基水泥

浆配方，实施 12井次、有效 8井次，增产原油 8 624 t、
减少产水量 2.65×104 m3。1980年，为解决油基水泥

浆易沉淀等问题，改进其配方后形成稀水泥浆堵水

工艺，至 1982年共实施 21井次，成功 15井次，累计

增油 4.07×104 t。之后，该工艺在埕东油田被广泛

应用。

1978年 4月，孤岛采油指挥部研制出适用于出

砂严重、高渗水层的高含水油井的具有防砂、堵水

双重功效的干灰砂堵水工艺，在孤岛、孤东等油田得

到广泛应用。1986—1992年，在孤东油田实施干灰

砂堵水 352井次，累计增油 31.96×104 t。干灰砂堵

水，在选井条件上有一定局限性，对油井堵水无选择

性。为此，1979年 3月，进行稠油固体粉末堵水研

究；同年 6月，在孤岛油田进行现场试验，到 12月共

施工 14口井，有效 11口，成功率 84.6%。至 1985年，

共施工 113井次，可对比 106井次，有效 70井次，成功

率 66%，平均有效期 270 d，累计增油 26.55×104 t。
1981—1985年，胜利油田采用木质素磺酸钙复

合凝胶堵剂，在胜坨油田 37口油井上进行堵水试

验，成功率 86.2%，累计增油 7.78×104  t，累计降水

10.93×104 m3，平均有效期 280 d。至 1988年 11月，

在 26口油井推广应用，有效率 84.6%，累计增油 1.35×
104 t。

1984年，甲基氯硅烷选择性堵水剂在孤岛进行

现场试验。该堵水剂与水反应生成有机硅聚合物堵

塞孔道，并使孔道表面憎水，适用于高含水井堵水，

具有一定的固砂作用。至 1988年，共试验 26井次，

成功率 94.4%，平均有效期在 150 d以上，累计增油

1.91×104 t。1989年，在孤东油田推广该项技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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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底，实施油井堵水 66井次，累计增油 2.57×
104 t。
2.3    20 世纪 90 年代化学堵水技术平稳发展

进入 90年代，油井堵水技术的发展放缓，一是

因为油井堵水成功率低、增产幅度小和有效期短；二

是注水井调剖技术迅速兴起并得到广泛应用。但油

井堵水，包括油井堵漏，是最直接减少油井产水的措

施，因此，在油田生产中堵水一直是油井重要的增产

措施。

1990—1996年，胜利油田应用复合离子堵水

剂，在孤岛油田实施 261井次，施工有效率 74.1%，

当年累计增油 10.77×104 t。对于高孔、高渗和出砂

较为严重的馆陶组疏松砂岩油藏，重点推广应用了

具有堵水防砂双重功效的干灰砂堵水技术。1996—
2005年，在孤东油田实施干灰砂堵水 748井次，累

计增油 22.81×104 t。对于边水活跃、边水水侵严重

的油藏，在乐安油田实施“放弃边部 1、2排生产井，

在 3、4排井采用提液的方式控水稳压，在 5、6排井

整体封堵”提堵结合办法，抑制边水内侵，提高整体

开发水平。1997—2001年，累计实施 81井次，累计

增油 6.31×104 t。对于层间矛盾突出的油井，推广应

用水泥或超细水泥封堵炮眼与油井堵水工艺。

1996—2005年，在乐安油田、梁家楼油田梁 11块等

实施封堵炮眼、超细水泥堵水施工 148井次，累计增

油 7.62×104 t。
1991—1996年，大庆油田应用水玻璃-氯化钙双

液法施工 270口井，工艺一次成功率 98.5%，有效率

88.7%，堵水后油井对比 236口，平均单井日降水

56.5 m3，日增油 3.2 t，含水下降 11.2%。双液法缺点

是封堵半径大，不易解堵，并且成本高。因此，开发

应用了水玻璃单液法堵水技术。单液法是由水玻璃

和固化剂溶液组成，施工时用混砂车将水玻璃与固

化剂溶液按一定体积比混合，用压裂车将其泵入封

堵目的层，借助地层温度或堵水剂本体的温度，两者

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不溶于水的水合硅酸盐胶结物，

达到封堵出水层的目的。应用水玻璃单液法施工

44口井，工艺成功率 95.7%，有效率 82.6%，平均封

堵砂层厚度 4.8 m。堵水后油井对比 39口，平均单

井日降水 33 m3，日增油 3.4 t，见到了较好的增油降

水效果。

在应用水玻璃-氯化钙堵水的同时，大庆油田研

制应用了氰凝堵水、封窜技术。氰凝是过量的多异

氰酸酯与端羟基聚醚反应的聚氨基甲酸酯，遇水即

反应生成不溶于水的凝聚物及二氧化碳气体。利用

此原理进行油井堵水。由于氰凝遇水反应快，施工

中存在很大风险，因此采用了特殊的管柱工艺：堵水

管柱采用双层管，堵水剂由内管携带随堵水管柱下

入井中，挤堵水剂与封隔器坐封分为 2个通道，在堵

水剂进入油套环空前不与水接触。1991—1996年

现场施工 72口井，成功 61口井。其中油井堵水

45口，成功 37口，油井封窜 8口，成功 8口，水井封

窜 19口，成功 16口［10］。

1991—1996年，辽河油田与中国石油勘探开发

研究院合作，在锦州采油厂进行活化稠油选择性堵

水技术研究和矿场试验。活化稠油由高黏度原油和

表面活性剂组成。如果溶在稠油中活性剂的 HLB
值与稠油乳化成油包水乳状液所需的 HLB值一致，

则稠油遇水后即可产生黏度比稠油高得多的油包水

乳状液。而在油层，由于没有水或水很少，不能形成

高黏度的油包水乳状液，因此油受到的阻力就很

小。活性稠油还可以通过增加出水层的含油饱和度

来降低水的相对渗透率，使产水量减少。因此，活化

稠油对油井的出水层有选择性封堵作用。该技术

1991年开始在矿场试验，经不断完善，至 1996年

共实施活化稠油堵水 161井次，累计增油 10.88×
104 t［10］。

 “八五”期间，华北油田在中小潜山裂缝块状

底水油藏用水解聚丙烯酰胺树脂凝胶堵水，5年施

工 169井次，有效 136井次，增油 27×104 t［10］。

1995—1998年，塔里木油田在轮南油田、桑塔

木油田的深井、超深井开展了堵水研究与试验。所

用堵水剂主要为水泥、聚丙烯酰胺等。4年间，实施

堵水 15口，16井次。由于高温、深井、高盐，找水资

料少，前期试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1997—1999年初，濮城油田在沙二上 4-7、沙二

下、沙三及文 51、文 90、卫 317等油藏开展油井堵

水技术的研究及应用。针对油藏地质特点及油井开

发生产情况，工艺与地质紧密结合，在找水、选井、

堵水剂、堵水管柱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在矿场应用

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堵水剂方面，重点研究和

应用了加入膨胀剂等添加剂的油井水泥、超细水泥

体系。2年共实施油井堵水 24井次，有增油效果井

20井次，有效率 83.3%。堵水前合计产油 13.2 t/d，
综合含水率 98.5%；化学堵水后产油 116.0 t/d，综合

含水率 81.9%。阶段累计增油 9 810.8 t，降水 4.4×
104 m3［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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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自 2000 年以来化学堵水技术多元发展

21世纪中国油田油井堵水技术呈多元发展趋

势，重要的技术有：石油大学 (华东)的先进型油井堵

水技术，塔河油田碳酸盐油藏油井堵水技术，中国石

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冀东油田、大庆油田、青海油田

等联合研究与应用的水平井选择性堵水技术。

2000年，石油大学 (华东)赵福麟提出了先进型

油井堵水的新概念。这个概念下的油井堵水有 5个

内涵，即油井区块整体堵水、深部堵水、选择性堵

水、不同形式来水堵水和与不同措施结合的堵水。

这个概念是基于对当时油井堵水的理论与应用的深

入分析而提出来的。虽然油井堵水在提高原油采收

率中有重要作用，但油井堵水施工井的数量远少于

注水井调剖施工井的数量。这主要是由于油井堵水

成功率低、增产幅度低、有效期短。产生这些问题

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油井堵水单井进行、堵剂放置在

近井地带、没有充分使用选择性注堵剂工艺、对不

同形式的来水缺乏足够的应对措施。为了解决油井

堵水的问题，应用先进型油井堵水新概念及其相应

的技术，2000—2005年在冀东油田、新疆油田、南海

油田、胜坨油田、喇嘛甸油田和濮城油田进行了

矿场试验，施工了 235井次，平均投入产出比达到

1∶4.86。
2001年开始，塔河油田进行缝洞型碳酸盐岩高

含水井堵水工艺尝试，逐步形成了井筒堵水和深部

堵水的 2种堵水工艺，形成了以不同密度可固化颗

粒堵剂和可溶性硅酸盐堵剂为主的 2个堵剂系列。

至 2009年底，井筒堵水累计实施 62井次，有效

29井次，有效率 46.7%，累计增油 9.7×104 t；深部堵

水累计实施 51井次，有效 25井次，有效率 49.0%，

累计增油 15.6×104 t。
2003年，胜利油田对开发时间较长、油井普遍

高含水的东营组、沙河街组油藏，开展油藏深部堵

水。2003—2005年，在胜坨油田应用 F908冻胶、

YG冻胶和弱冻胶实施堵水 28井次，累计增油

1.14×104 t，累计降水 1.702×104 m3。

2005年中国石油当年新钻水平井 201口，水平

井总数 744口。计划“十一五”期间新钻水平井

3 300口，总井数达到 4 000口左右。随着水平井规

模应用，开发生产中出现了含水上升快、产量递减快

等问题。2006年，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冀东

油田、大庆油田、青海油田等联合研究水平井控水

技术。2008年中国石油将水平井控水技术研究列

入水平井重大专项中，加大了研究与矿场试验力

度。经过研究与矿场试验，形成了水平井氧活化找

水技术、水平井选择性化学堵水技术、选择性堵水-
二氧化碳吞吐联作控水增油技术。新型高分子水平

井选择性堵水剂用于出水层段不清，或不能进行机

械或化学分段的水平井堵水，可不动管柱从油套环

空注入，或光油管注入。配制简单，注入安全，具有

较好的油、水选择性效果。至 2019年 10月，水平井

选择性堵水技术在冀东、青海、新疆、渤海等油田矿

场试验应用 64井次，平均单井增油约 400 t。
G104-5P35井位于高尚堡油田浅层北区高 104-

5区块 Ng6油藏构造高部位，2005年 10月 13日筛

管完井，11月 1日投产，生产 Ng6小层。2008年

7月日产液 222.1 m3，日产油 2.22 t，含水 99%，动液

面 108 m，分析认为是部分水平段水淹所致。2008
年 9月笼统注入选择性堵水剂 2 070 m3。堵水后，

日产液由 220 m3 降到 100 m3，日产油由 2.2 t升到

4.5  t，液面降低 45 m。至 2012年 11月累计增油

3 380 t，有效期 4年。G24-P2井选择性堵水与二氧

化碳吞吐联作技术也取得了显著增油效果［13］。青

海昆北油田切 12H24 -7下井为昆北断阶带切 12井

区的一口水平井，生产层位为 E31，为孔隙和微裂缝

双重介质，2012年 5月射孔投产。2016年 4月堵水

施工，注入选择性堵水剂 450 m3 后，日产液由堵前

20.7 m3 下降到 4.7 m3，日产油由堵前的 0.18 t提高

到 3.1 t，最高 5 t，含水率由 99.1% 下降到 34%，最低

含水 5%，增油降水效果显著。相邻的叠置水平井

切 12H24-7上井因渗流场改变，初期也见到了增油

降水效果［14］。渤海油田 A38H井是一口东营组海

上水平井，2007年 3月投产，初期日产油 142 t。该

井储层渗透率 (100~5 000)×10−3 μm2，孔隙度 28%~
36%。2018年 10月平均日产液 374.96 m3，日产油

22.5 t，含水 94%。2018年 11月实施不动管柱选择

性堵水，从环空注入选择性堵水剂 970 m3。堵后日

产液降至 304 m3，日产油升至 31.5 t，最高 36.5 t，含
水率降到 88%，至 2019年 8月 31日增油 1 400 t（基
准日产油量 23.63 t），且继续有效。

2015—2019年，塔里木油田、西南油气田、青海

油田与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联合研究克拉 2、
龙王庙及涩北气田气井堵水技术。由于气液两相渗

流及气井堵水工艺的复杂性，气井堵水比油井更

难。目前已完成室内理论及实验研究，择机进行矿

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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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剖

3.1    调剖剂技术

1981年 9月，胜利油田用水玻璃-氯化钙双液法

首次在胜坨油田坨 11断块胜坨 3-8-16注水井进行

试验，对应油井坨 3-8-174井，累计增油 2 487 t，累计

降水 3.37×104 m3。至 1985年 7月，在胜坨油田胜

三区坨 11断块、坨 28断块、坨 7断块、胜二区东三

段，共实施水井调剖 18口，成功率 76.9%；受效油井

19口，累计增油 2.91×104 t，累计降水 6.16×104 m3，

平均有效期 298 d。至 1989年 7月，在胜坨油田胜

三区坨 7断块沙二段上油组、沙二段 10砂层组，共

实施水井调剖 48井次，成功率 93%，受效油井

79口，累计增油 6.16×104 t，平均有效期 298 d。
1981—1982年，大庆油田使用聚乙烯醇PVA-1799

颗粒、溶胀型聚丙烯酰胺及甲醛交联部分水解聚丙

烯酰胺进行注水井调剖。溶胀型聚丙烯酰胺是采用

单体丙烯酰胺作基础材料，在一定剂量的 Co-60辐

射源中辐射聚合而成，经烘干粉碎成所需要的颗

粒。该聚合物吸水后溶胀能力很强，在其结构中可

以保持相当分量的水，使其自身变大，但不溶于水。

在油层内物理、化学性质变化不大。对于注水井，特

别是套管损坏不能进行分注的井，可以封堵大孔道、

高吸水层，调整吸水剖面。至 1985年，该技术在北

2-3-丙水 97井、南 3-5-丙水 44等注水井应用 30多

井次。

1982年，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开始研究

TP-910调剖剂。该调剖剂的主要组分是 AM、过硫

酸盐及 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等。单体在地层内

发生聚合和交联反应，生产高黏聚合物，封堵高渗透

吸水层。适用于 30~90 ℃ 的砂岩和碳酸盐岩地层

注水井调剖和油井堵水。其技术特点主要是聚合反

应在地下进行，消除了聚合物黏度大、易降解等弱

点；调剖剂黏度与水接近，能像注入水一样优先进入

高吸水层段或裂缝，具有选择性调剖作用；由于部分

调剖剂溶解时接触的注入水黏度增加，因此，具有调

剖和提高驱油效率的双重功能；调剖剂强度和可泵

时间可控，用量少，有效期长。胜利油田也在同期开

展了同类调剖剂的研究。至 1990年，在辽河、河

南、胜利、大港、吉林等油田试验应用 170井次，累

计增油 59×104 t。
1984年，胜利孤岛油田开始使用膨润土调剖，

至 1989年累计实施注水井调剖 50井次，对应见效

油井 95口，累计增油 10.49×104 t。
1984年，胜利油田针对砂岩非均质油藏高含水

开发期，注入水沿高渗透条带窜流，波及系数小、油

井含水上升速度快的情况，试验应用聚丙烯酰胺-乌
洛托品-间苯二酚 (HR-PAM)调剖剂。该剂的化学

稳定性好，成胶时间可调，冻胶强度可根据施工需要

调整，适用于温度 40~80 ℃ 的纵向渗透率差异大的

正韵律油层的油井堵水和注水井调剖，还可用于多

段塞大剂量封堵。在埕东油田 25-10井实施调剖

后，对应油井累计增油 2 282 t，减水 5 295 m3，有效

期 310 d。应用该剂调剖 25井次，累计增油 3.5×104 t。
1985年，胜利油田针对高温油藏需求研制出

Na-HPAN高温调剖剂。该剂以水解聚丙烯腈钠盐

为主要原料与交联剂苯酚和甲醛在高温地层条件下

发生交联，生成网状聚合物冻胶，具有热稳定性好、

成胶时间可控、常温下不交联、地面黏度低、易泵

送、冻胶强度高、耐水冲刷、对配制水无特殊要求等

特点，适用于温度 90~150 ℃ 的高温砂岩油藏的油

井堵水和注水井调剖。1986年 5月投入现场后，在

纯梁、河口、东辛等油田，实施 49井次，累计增油

17×104 t。
1986年，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研究 PIA-

601调剖剂。该剂的主要组分是聚丙烯酰胺、苯酚、

六亚甲基四胺。六亚甲基四胺受热缓慢释放出甲

醛，甲醛再与聚丙烯酰胺、苯酚反应，生产复合冻胶

体。调剖剂的特点是冻胶网状结构中导入了芳香

环，提高了热稳定性。甲醛是由六亚甲基四胺受热

缓慢释放出来的，因而延长了体系中缩合交联反应

时间，以利于进行大剂量深部处理。PIA-601调剖剂

至 1991年在中原油田、华北油田应用 44井次，累计

增油 7.447 8×104 t。
1986年，胜利油田研究、试验 BD-861调剖剂。

采用聚丙烯酰胺单体 (AM)地下聚合、交联生成高

强度冻胶。该调剖剂适用于温度 40~80 ℃ 的砂岩

油藏的注水井调剖和油井堵水，施工 22井次，累计

增油 15×104 t。1987年开始，聚丙烯酰胺与无机锆

盐调剖剂先后施工 16井次，累计增油 4.9×104 t，减
水 8.0×104 m3，其中埕东油田埕 10-6井调剖后，对

应 5口油井，累计增油 4 870 t。
1989—1998年，胜利孤岛油田应用 CAN-1复合

离子调剖剂实施注水井调剖 309井次，油压上升

1~2.5 MPa，对应油井 812口，受效油井 446口，受效

率 55%，累计增油 17.25×104 t；利用榆树皮粉调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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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注水井调剖 180井次，油压上升 2 MPa，对应油

井 542口，受效油井 336口，受效率 62%，累计增油

11.3×104 t。1990年 6月—1995年 11月，孤东油田

实施榆树皮粉调剖 12井次，取得一定效果，但有效

周期较短。

1991年，胜利油田与石油大学 (华东)合作，研

发、筛选采用由黏土颗粒悬浮液和高分子絮凝剂溶

液组成的黏土颗粒堵剂。现场施工中，将两种化学

剂溶液以水为隔离液分别注入地层，两种溶液突破

隔离液在地层中相遇发生絮凝作用，产生尺寸较大

难以流动的絮凝物，沉积在大孔道内堵塞大孔道，降

低了地层的非均质性，改变后续注入水的流动途径，

扩大注入水的波及面积，从而提高注水效果。应用

大剂量多段塞黏土双液法施工技术和综合应用示踪

剂监测等技术，在胜坨油田胜二区沙二段 3砂层组

进行封堵大孔道先导试验。施工设备上配套应用立

式电泵及相应的计量配电系统，通过地面高压管线

进行多井施工。1991年 6月—1992年 11月，共实

施 12口 井 ， 堵 剂 用 量 2.08×104  m3， 累 计 增 油

3.88×104 t；区块封堵后减少注水量 22×104 m3，提高

采收率 3.64%。该区块的试验成功，为砂岩油藏高

含水期的开发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经验。此后，推广

应用黏土颗粒堵剂，逐步形成工业化规模。1992—
1993年，在埕东油田应用河口黏土调剖施工 63井

次，投入堵剂 14 925 m3，累计增油 4.16×104 t；1992—
1996年，在孤东油田实施黏土双液法调剖 150井

次，累计增油 6.0×104 t；1993—1996年，在孤岛油田

利用黏土悬浮液与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溶液交替注

入油层的方法，实施调剖 28井次，对应油井受效率

61%，累计增油 1.91×104 t。至 2002年，应用黏土颗

粒堵剂实施调剖 225井次，累计注入堵剂 79.3×
104 m3，收到较好的增油效果。

1995年，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开始研究体

膨颗粒调剖剂。其研究背景为，在地下聚合或交联

的调剖剂受多种因素影响，难以保证调剖剂的性

能。设想将聚合反应移至地面完成，再将产物破碎

注入地层，就可以避免井筒、地层等许多干扰因素，

提高调剖效果。因此，开始研究地面聚合的体膨颗

粒调剖剂。1996年底完成室内合成，1997年进行系

统评价。室内研究表明，在合成过程中，可控制膨胀

度、强度及耐温性，其膨胀度可控制在 10~200倍以

内，并使其在水中处于悬浮状态，在 20~100 ℃ 范围

内不易发生脱水现象，热稳定性较好。1998年首先

在中原油田开展试验。1999—2004年，体膨颗粒调

剖剂先后在大庆、新疆、大港、华北、冀东、玉门、

胜利等油田大量现场应用，取得了良好的增油降水

效果。截止到 2004年 2月底，在 355个井组的现场

试验中，累计增油 46.73×104 t［15］。

1995年，石油大学 (北京)开始对 HPAM/AlCit
凝胶体系进行系统的研究，发现加入柠檬酸铝的不

同浓度的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水溶液可形成交联聚

合物溶液 (Linked Polymer Solution，LPS)、弱凝胶和

凝胶体系。研究结果表明，在上述几种交联体系中，

对提高原油采收率起重要作用的是交联聚合物溶

液。交联聚合物溶液是交联聚合物分子线团分散在

水中的体系，同时具有胶体和溶液的特性。1998 年
6 —11 月，石油大学 (北京) 与辽河油田高升采油厂

合作在高 81注水井进行了交联聚合物溶液深部调

剖矿场试验，注入 260~160 mg/L交联聚合物溶液

3 110 m3，压力自负压升至 5 MPa。试验结果表明，

交联聚合物溶液具有液流改向、深部调剖和驱油的

功能［16］。

1996年石油大学 (北京)、西南石油学院研究

CDG(胶态分散体凝胶)的制备、流变性能，随后在

矿场进行试验［17-19］。

1996—1998年，濮城油田应用 PI决策技术，主

要使用膨润土-HPAM体系，对东、南、西区沙二上

2+3层系实施多轮次调剖。注水井调剖 58口，276
井次，对应油井日增油 79 t，含水下降了 2. 01%，累

计增油 4.0 ×104 t，自然递减由调剖前的 26.04%下

降到−8.92%，综合递减由 19.52%下降到−9.7%，增

加水驱动用储量 341.5×104 t，增加可采储量 53.71×
104 t，采收率提高了 1.93%，创经济效益 4 656.79万

元，投入产出比 1∶4.42，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并

使该层系实现稳产 3年的目标［20］。

1998年，西南石油学院研究弱凝胶体系。弱凝

胶是一种低浓度聚合物和交联剂形成的以分子内交

联为主、以分子间交联为辅的高分子体系。它是介

于聚合物溶液和凝胶之间的过渡体系，其分子尺寸

比聚合物溶液中分子尺寸大得多，同时，具有胶体的

热力学稳定性。弱凝胶体系具有以下特征：低的聚

合物浓度和交联剂浓度，较长的成胶时间（弱凝胶体

系的成胶时间可达几十天，有利于体系进入油藏深

部），较低的阻力系数，高剪切稳定性。作为具有调

剖和驱油作用调驱剂，弱凝胶体系在华北、辽河、吉

林、胜利等油田得到广泛应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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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大港油田与天津工业生物研究所合作

研究和试验微生物调剖技术。该研究分离出 5组适

应温度在 30~60 ℃，具有耐矿化度、能与地层原生

菌相容生长、对 20  μm2 以下的岩心堵塞率大于

90%的微生物群落。经 5口井 8个月的矿场试验，

初步统计增油 1 432 t，且受益井继续有效。2001年

吉林油田与日本公司合作，在扶余油田进行微生物

调剖、堵水试验。2口调剖井对应油井增油 4 430 t，
4口堵水井增油 520 t。2004年大庆油田在聚驱后

的萨北北二西西块开展微生物调剖试验。2口注水井

调剖后吸水剖面得到改善，对应油井增油 1 300 t，为
聚驱后进一步提高采收率探索了一条新路［22-24］。

1999年，胜利乐安油田在水平井用蒸汽泡沫调

剖。由于地层的非均质与重力分异作用，注汽过程

中，乐安油田较早投产的水平井与邻井间发生明显

汽窜现象，造成蒸汽在平面及剖面上推进不均，油层

动用程度差。蒸汽泡沫调剖应用于发生汽窜的 5口

水平井，成功率 100%。其中乐安油田放射状水平井

区 CNP10水平井，第 4周期注汽时，2 口邻井明显发

生汽窜现象，平均温度由 60 ℃ 上升至 95 ℃，两直

井减少产量 892 t。该井第 5周期注汽时加入泡沫

剂 5 t，并注入氮气 5.6×104 m3，调剖后，周围邻井没

有发生明显汽窜现象，CNP10水平井生产状况也明

显好转［25］。2006年，辽河油田研究注气水平井高

温调剖技术。先注入高温乳化剂，使药剂率先进入

水平井前端或易吸汽井段，再注入高温发泡剂，调整

吸汽剖面，从而提高注汽效果，提高原油产量。在

锦 16—于 H14井和锦 16—于 H12井上进行了水平

井调剖技术试验，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25］。

3.2    调剖决策技术

1997年前后，随着注水井调剖技术的发展，同

时涌现出了 3个有关区块整体调剖的决策技术。分

别为：石油大学 (华东)的 PI决策技术、中国石油勘

探开发研究院的 RS优化决策技术、石油大学 (华
东)的 RE决策技术。这些决策技术在全国油田得

到了大面积推广和应用，推动了调剖技术的发展。

(1)PI决策技术。注水井压力指数 (Pressure Index)
简称 PI，以压力指数值作决策参数，所以该决策技术

简称为 PI决策技术。PI值是由关井后的注水井井

口压降曲线、指定的关井时间和 PI值的定义式求

得。由理论导出，PI值与地层渗透率反相关。根据

区块注水井在相同条件下的 PI值，可解决区块调剖

堵水 6个重大问题，即判别区块调剖堵水的必要性、

决定区块上需调剖堵水的井、选择适当堵剂用于调

剖堵水、计算堵剂用量、评价堵水效果、决定重复施

工时间。PI决策技术具有可操作性强、决策面宽、

及时、准确等特点。至 2008年，PI决策技术在胜

利、中原、华北、辽河、大港、大庆、新疆等油田

50多个区块、400多口注水井推广应用［26-27］。

(2)RS优化决策技术。该决策技术综合考虑水

井吸水能力、油层非均质性和周围油井动态数据进

行选井，采用井组模型进行效果预测和经济预测。

具有选井、选层、选剂、参数优选和效果预测经济评

价等多项功能［28］。

(3)RE决策技术。该决策技术利用油藏工程方

法，从渗透率变异系数、吸水剖面、注水井注入动态

和井口压降曲线等调剖井选择的 4个依据出发，利

用模糊数学方法优选调剖井，利用注水井注入动态

数据选择调剖剂种类，采用效果预测图版预测增油

降水量［29］。

3.3    调剖配套技术

根据不同类型油藏的特点，经过多个油田实践，

初步总结了保证成功的 6项配套技术，即：(1)高
含水油藏的油藏描述技术；(2)油田堵水调剖，封堵

大孔道的数值模拟技术；(3)示踪剂注入和解释技

术；(4)优化施工设计技术，在方案优选、处理半径、

堵剂用量、颗粒大小的适用范围等方面的研究都

取得了新的进展；(5)施工工艺，对油井堵水和注水

井调剖的施工工艺进行了总结，其要点为施工前测

油井的产液剖面，对注水井施工前测吸水剖面、指示

曲线，设计优选施工管柱，按设计要求挤注堵剂或

调剖剂，按设计要求关井、开井投产或投注，初期产

液量或注入量不宜过大，逐渐恢复正常后按要求时

间测采油井产液剖面和注水井吸水剖面，取全取准

各项数据和资料；(6)注入设备和流程，堵水调剖的

注入设备由水泥车、压裂车注入，逐步转化为固定或

撬装泵组注入，并设计制造了成套的注入设备和

流程。

3.4    2000 年以来深部调剖、调驱技术的发展

2001年，赵福麟等研究二次采油与三次采油的

结合技术，简称“2+3”技术，是在充分调剖、充分

发挥二次采油作用的基础上进行有限度三次采油的

技术。该技术由 2项技术组成，即充分调剖技术和

有限度三次采油技术。前者有 2个技术关键：一是

调剖充分程度的判别，二是调剖剂系列的建立。后

者也有 2个技术关键：一个是高效驱油剂配方的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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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二是驱油剂用量的优化。提出了用注水井井口

压降曲线充满度判别调剖充分程度的标准和在有限

度三次采油中注入 0.02 PV的量化指标。“2+3”

技术在胜利老河口油田、华北蒙古林油田、中原濮

城油田的试验区中取得了较好的结果，证实了该技

术的可行性［30］。

2004年，胜利等油田开始研究聚合物微球调驱

技术。聚合物微球是在交联聚合物溶液调剖技术基

础上发展出的一项新型深部调驱技术。聚合物弹性

微球是粒径在 0.2~20 μm 的活性聚合物凝胶球体。

该技术依靠纳米级和微米级遇水可膨胀的微球来逐

级封堵地层孔喉，实现其逐级深部调剖堵水的效

果。室内研究表明：该技术比聚合物驱提高采收率

高 5~8个百分点；受外界影响较小，如可以直接用污

水配制，耐高温高盐；而且高分子微球材料具有配制

时与浓度无关、水溶性好、注入时无黏度、无污染、

成本较低的优点。

2004年胜利油田在孤岛油田东区 1-14注水井

组进行聚合物微球技术调驱矿场试验。试验区包

括 1口注水井和 11口对应采油井。注入时设计了

4段塞的注入方法，注入浓度在 300~1 000 mg/L范

围内调整：12月 2日开始注入浓度为 300 mg/L的

第 1段塞，共注 10 d；后注入第 2段塞 50 d，浓度为

600 mg/L；第 3段塞浓度为 1 000 mg/L，注入 30 d；
第 4段塞浓度为 600 mg/L，注入 33 d；2005年 4月

5日停注微球改注水。微球注入时的平均粒径为

600 nm，60 ℃ 条件下 15 d左右微球平均粒径会膨

胀至 4 μm左右。11口对应井中 8口在注入微球后

3~4个月见效，水井的剖面有很大的改善。且累计

增油千吨。该技术已在胜利、大港、青海、长庆及大

庆等油田应用［31］。

2004年，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开展研究柔

性转向剂，用于深部液流转向，即油藏深部调驱。应

用分子设计原理，合成了 SR-3深部液流转向剂。柔

性转向剂的密度可以根据油田注入水的密度进行调

整。SR-3在蒸馏水中稍下沉，在 1.5%NaCl盐水中

半沉半浮。柔性转向剂的粒径可以根据地层大孔道

和裂缝的尺寸进行调节。性能评价表明，柔性转向

剂产品变形性和韧性好、不易破碎、化学稳定性

好。使用多种物理模型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深部液流

转向机理和转向剂的注入、运移、堵塞特征及其影

响因素。柔性转向剂通过变形、暂堵、脉动，在地层

高渗或水流优势部位产生动态沿程流动阻力，实现

深部液流转向。2005年开始，在吉林油田 G块、大

庆油田南一区东部萨葡油层、大港油田官 74块、胜

利油田孤东 33-2326井组、辽河油田丙 1-115井组、

新疆头屯河油藏等推广应用。2005年 11月在吉林

油田新木 G2-1井组进行首次试验。设计采用 A、

B、C三段塞法注入柔性调剖剂 8 t，共 400 m3，C段

最高浓度 3%。施工时根据注入情况，进行了动态调

整，C段最高浓度提高到 5%，注入调剖剂 8 t，3个段

塞共 300 m3。施工时压力上升平缓，初期 5.5 MPa，
最后上升到 7.0 MPa。转注后稳定注水压力 5.7 MPa，
比调剖前提高了 0.7 MPa。G2-1对应的 9口油井有

6口井初期有明显效果，其中高产液高含水的 G2-
01、G1-1、G2-02、G4-1产液下降，含水略降，低产液

相对低含水的 G2-3、G+2-3产油增加，含水下降。

G+2-3增油效果最好，初期日增油 2.2 t［32］。2007
年采用柔性转向剂 SR-3在新疆陆梁油田作业区石

南 31井区施工 20井次、石南 4井区施工 6井次、

石南 21井区施工 4井次，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08年，柔性转向剂在吐哈油田三塘湖油田 H26-21
井、M201 井和 M18 井进行了现场应用。结果表

明，能有效封堵微裂缝，增油减水效果显著。

2007年，冀东油田开始在高尚堡浅层北区 Ng8、
Ng12-13油藏开展水平井大剂量调驱试验。初期设

计 6口水平井调驱，使用有机铬交联体系，设计注入

调驱剂 73.9×104 m3，平均单井用量 12.3×104 m3。

2008年由于政策调整，水平井调驱方案改变。水平

井调驱是调剖技术的发展，是提高水平井开发效果

的新尝试［33］。

2010—2016年，中国石油在二次开发“三重”

技术路线基础上，采用深部调驱技术，改变油层长期

注水开发所形成的固有流场，扩大注水波及体积，提

高水驱采收率。相继在新疆、辽河、吉林、冀东、大

港、玉门、青海、大庆、长庆等九个油区开展二次开

发深部调驱试验。试验项目共覆盖含油面积

29.1 km2，地质储量 4 505×104 t。九个油区先后有

18个项目进入现场实施，注剂总井数 219口，开井

数 127口，年注剂量 114.18×104 m3，累计注剂量

598.7×104 m3；采油井总数 494口，开井数 358口，年

产油量 31×104 t，年增油 10.4×104 t，累计增油 40.6×
104 t。

2013—2018年，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开始在长

庆等油田应用冻胶分散体调驱技术。基于地面制备

的本体冻胶体系，研究了规模化高效制备多尺度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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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分散体的工艺新方法，制备的多尺度冻胶分散体

为形状规则、粒径可控 (650~5 000 nm)的水相分散

颗粒体系，具备低黏度，表面带负电的特点。目前已

在国内 11个油田进行推广应用，施工 513井次，措

施井累计增产原油 16.12×104 t，取得了显著的经济

效益［34］。

4    存在问题及发展方向

堵水调剖技术经过 60年的发展完善，在化学剂

技术、施工工艺等方面已比较成熟，但正在开发的油

藏的特征是不断变化的，向复杂、困难方向变化；将

来开发的油藏比今天的更复杂。堵水调剖技术，特

别是能应用的技术总落后于现实的需要。这种需求

推动堵水调剖技术的发展。

4.1    主要问题

(1)堵水调剖调驱的油藏工程研究不够，油藏与

工程还没有一体化。

(2)堵水调剖剂在多孔介质中运移、滞留、封堵

机理的微观、定量研究还比较笼统。

(3)高温 (120 ℃ 以上)深井 (5 000 m以上)堵
水调剖化学剂及施工工艺不成熟，直井多层、水平井

长水平段机械找堵水工艺复杂。

(4)水平井快速找水技术以及优异廉价长效的

选择性堵水剂技术还没有形成工业规模。

(5)堵水调剖调驱优化设计技术，即优化设计软

件，还没有商业版本。优化设计涉及油藏、化学剂、

工艺及效果评价 4方面内容，主要是最佳剂量设计。

(6)气井堵水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加大研发与试

验力度。

4.2    发展方向

(1)堵水调剖调驱与油藏工程的紧密结合。

(2)强度和膨胀时间可控的微球或分散体材料

在水驱或聚驱高含水油田调驱提高采收率中得到工

业应用，纳米、智能材料有望在堵水调剖剂领域开始

应用，裂缝、深井堵水调剖剂研发加强。

(3)随着现场需求加大和油藏研究技术、物理模

拟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简洁、实用的堵水调剖

优化设计软件被研发出来。

(4)简单、智能、安全的机械找堵水技术在低

渗、少层的油井得到应用。

(5)选择性堵水技术在水平井、多层直井及海上

油井得到工业应用。

(6)气井堵水技术逐步建立并得到试验、应用。

5    结论

(1)中国堵水调剖技术已有 60年历史，经过几

代堵水调剖人的辛苦工作，已在找堵水工具、化学剂

和工艺方面取得重要成果。

(2)油田堵水调剖从单井油井堵水，注水井调

剖，发展到注、采井组对应调剖堵水，区块整体调剖

堵水，再发展到调驱，油井堵水调剖技术随着油田开

发的需要而发展，使用方法随着油藏地质特征的变

化而变化。

(3)堵水调剖技术主要包括 4个内容：堵水调剖

油藏研究、堵水调剖化学剂研究、堵水调剖工艺及

堵水调剖效果评价方法。其中，化学剂的研究发展

最快。每一次化学剂的突破都引起一次堵水调剖的

热潮。

(4)中国东部油田的堵水调剖规模大于西部油

田，注水井调剖的规模大于油井堵水，砂岩油藏的堵

水调剖规模大于碳酸盐岩油藏，中低温 (≤90 ℃)油
藏的堵水调剖规模大于高温 (＞90 ℃)油藏。

(5)选择性堵水技术是理想的堵水技术，也是先

进的堵水技术，从诞生至今都在争议中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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