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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渤海砂岩中低渗油藏受注水开发影响，在储层深部逐渐产生中强水窜通道。为了解决常规聚合物微球体系无法同时满
足砂岩储层调剖封堵和注入性要求的难题，开发了能够在地层深部形成网状结构的乳液聚合物/核壳微球复合调剖体系。室内考察
了复合体系的聚集体黏度变化、粒径变化及在多孔介质中的动态传播性能，结果表明：水解度 30% 的乳液聚合物溶液与核壳电荷
量 1∶3 的核壳聚合物微球以 0.064 6∶1 的质量比混合时，黏度提升至 18 mPa·s，粒径增长至 102 μm，封堵率达到 86.6%。应用该体
系在渤海 B 油田 S 井组进行了矿场实验，井组增油超过 5 600 m3，含水最高下降 7 个百分点，有效期超过 6 个月，取得了良好的控
水增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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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thways for moderate–strong water channeling are gradually formed in deep zones of the medium–low permeability
sandstone reservoirs in the Bohai Sea during during water flooding. The conventional polymer microsphere system cannot facilitate
profile control and plugging and present desired injectivity in sandstone reservoirs.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emulsion polymer +
core-shell microsphere profile control system that can form network structures in deep formations was developed. Laboratory tests
were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viscosity variation, particle size variation and dynamic transportation in porous medium of
aggregates of the comoposite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oposite system composed of emulsion polymer solution
(hydrolysis degree = 30%) and core-shell polymer microspheres (core-shell charge ratio = 1∶3) with the mass ratio of 0.064 6∶1 has
the viscosity of 18 mPa·s and the particle size of 102 μm, and can rachieve the plugging efficiency up to 86.6%. The field application
of this system in the S cluster of the Bohai B oilfield demonstrates that the oil production increment of the cluster exceeds 5 600 m3,
the maximum decrease of water cut is up to 7%, and the effective duration lasts for more than six months, which indicate the good
performance of water control and production enhancement.
Key words: sandstone oil reservoir; profile control agent; emulsion polymer; core-shell polymer microsphere; composite
bridging
基金项目: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科研项目“超分子微球调驱技术优化研究及应用”(编号：YSB21YF004)。
第一作者: 刘光普 (1989-)，2015 年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专业，现从事油田稳油控水及提高采收率技术研究工
作，工程师。电话：022-59552385。E-mail：liugp7@cosl.com.cn

石油钻采工艺

212
注水开发油藏随着注入水的冲刷，岩石中孔隙
结构发生变化，水线推进逐渐不均匀造成优势渗流
通道形成，导致油田含水急剧上升。目前中低渗油
田在注水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强水窜通道问题，多采
用聚合物微球调整注入剖面，但是中低渗油藏由于
注水产生的“葫芦口”现象 (入口段渗透率低导致
现有强封堵体系注入性差、处理半径小，而弱封堵体
系无法封堵深部的强水窜通道)，微球体系的作用效
果仍待优化增强。针对聚合物微球体系的应用问
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诸多研究，刘娅菲等［1］通过
室内实验得出了微球调驱效果的影响因素；蒲万芬、
王飞、梁守成、姚传进、徐宏光等 ［2-6］针对岩心孔
喉直径进行了微球、冻胶颗粒的匹配性实验；于波、
李爱芬、孙亮等［7-9］通过核磁等方法分析聚合物驱
油效果影响因素；赵修太、吴天江、康万利、王婷
婷、王玥等［10-14］进行了调驱体系调研及新的体系
评价方法研究。学者在聚合物微球体系的应用评价
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但是针对聚合物微球加
强体系的研究有待持续完善。笔者通过室内研究，
开发了针对海上砂岩中低渗油藏的乳液聚合物/核
壳微球调剖体系，通过粒度测定及一维驱替模型研
究了体系的封堵运移性能，并在渤海 B 油田 S 井组
进行了成功应用。

1

室内实验

实验仪器
DV-2 黏度计，美国 BROOKFIELD 公司；F4500
荧光光谱仪，日本日立公司；激光粒度仪，马尔文帕
纳科仪器有限公司；多功能岩心驱替装置，自制。
1.2 实验材料
实 验 用 品： 乳 液 聚 合 物 (水 解 度 分 别 为 20%、
30% 和 40%，添加疏水单体 2%，有效含量 30%)，干
粉型聚合物 (水解度 30%，有效含量 98%)，核壳聚合
物 微球 (核 层 与 壳 层 电 荷 量 比 为 1∶3， 有 效 含 量
28%)，中海油服油田化学公司。
实 验 用 水： 目 标 油 田 注 入 水 ， Mg2+含 量 24.18
mg/L， Na++K+含 量 2 036.03 mg/L， Ca2+含 量 108.46
mg/L， Cl−含 量 3 079.71 mg/L， HCO3−含 量 578.17
mg/L， SO42−含 量 31.02 mg/L， 总 矿 化 度 5 857.57
mg/L。
实验流体：(1) 乳液聚合物溶液，由不同水解度
乳 液 聚 合 物 与 注 入 水 直 接 配 制， 质 量 浓 度 3 000
mg/L；(2) 核壳微球溶液，核壳微球与注入水直接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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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质量浓度 8 000 mg/L，经 65 ℃ 加热 5 d 后注入；
(3) 干粉聚合物溶液，由水解度 30% 干粉型聚合物
与注入水直接配制，质量浓度 800 mg/L；(4) 复合体
系，不同比例的 3 000 mg/L 乳液聚合物溶液与 8 000
mg/L 核壳微球溶液复配。
实验岩心为人造岩心。填砂管长 100 cm，直径
2.6 cm，测压点 20 cm/个。将 40~80 目、80~120 目
的石英砂按一定比例混合，再与一定水混合后填
制。砂管装填后的水测平均渗透率在 3 μm2 左右。
1.3 实验方案
为了考察复合体系的聚集体黏度变化、粒径变
化及在多孔介质中的动态传播性能，设计了 3 种方
案。实验温度设定为油藏实际温度 65 ℃。
(1) 分别向配制好的乳液聚合物溶液和干粉聚
合物溶液中加入核壳微球溶液，测定不同配比复合
体系的黏度变化。
(2) 称取 30 g 目标油田注入水，搅拌状态下加入
一定量核壳微球溶液，搅拌 30 min，测量初始粒径分
布；后逐步累积加入乳液聚合物溶液，分别测量乳液
聚 合 物 溶 液/核 壳 微 球 溶 液 比 分 别 为 0.000 52∶1、
0.005 8∶1、 0.012 6∶1、 0.025∶1、 0.038 3∶1、 0.051 4∶
1、0.064 6∶1 时的粒径分布。
(3) 进行驱替实验，记录乳液聚合物溶液及其与
核壳微球复合体系注入前后的压力变化情况，注入
总段塞 0.5 PV，乳液聚合物溶液/核壳微球溶液注入
段塞比为 1∶1，分别进行单独注入乳液聚合物溶液、
单独注入核壳微球溶液、先注乳液聚合物溶液再注
核壳微球溶液、先注核壳微球溶液再注乳液聚合物
溶液等 4 项驱替实验。驱替速度 1 mL/min。

2

实验结果及讨论

复合体系黏度实验
分别在不同水解度乳液聚合物、干粉聚合物和
处理后的乳液聚合物溶液中加入不同浓度的核壳微
球溶液，并测定其黏度变化。实验结果如图 1、图 2
所示。
从图 1 可以看出，30% 水解度的干粉聚合物与
乳液聚合物虽然与核壳微球的离子相互作用基本一
致，但干粉聚合物复合体系随核壳微球质量浓度的
增加，其黏度变化缓慢，没有出现“平台期”，整体
黏度增幅相对较低；乳液聚合物初始黏度较低，随着
核壳微球溶液质量浓度的提升，黏度持续增强，在核
壳微球浓度高于 8 000 mg/L 时，乳液聚合物复合体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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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Viscosity of the composite system vs. mass concentration
of core-shell microsph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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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可以形成黏度为初始黏度 1.8 倍的强聚集体，
具备封堵的基础条件。
2.2 乳液聚合物/核壳微球复合体系粒径分布
乳聚合物液与核壳微球可形成高黏度的聚集体
系。为了进一步探究聚集体的形貌，利用激光粒度
仪测定不同浓度条件下的复合体系的粒径变化。初
始核壳微球粒径平均粒径为 3.669 1 μm，随着乳液聚
合物的逐步加入，在电荷的相互作用下，乳液聚合物
与核壳微球形成了较大的聚集体，粒径分布图中数
百微米处逐渐出现新峰。平均粒径测试结果见图 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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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乳液聚合物复合体系黏度随核壳微球
质量浓度变化曲线

Fig. 2 Viscosity of the composite systems with different
emulsion polymers vs. mass concentration of
core-shell microspheres

系黏度高于干粉聚合物复合体系。在核壳微球浓
度 10 000 mg/L 时，乳液聚合物复合体系黏度增长倍
数为 1.8，表现出良好的增黏效果。
乳液聚合物水解度 20% 时，与核壳微球复配后
的溶液黏度随着核壳微球的加入，几乎看不到明显
的平台期，黏度上升很快；而随着乳液聚合物水解度
的增加，复配后的溶液黏度变化则存在明显的平台
期，之后黏度呈现增加趋势；40% 水解度乳液聚合
物，增加趋势相对缓慢。因此，水解度 30% 的乳液
聚合物复合体系具备最佳的增黏效果。
图 2 为 30% 水解度乳液聚合物经过乙醇沉淀
洗涤，除去大部分的油和表面活性剂，制成干粉后与
核壳微球复配溶液，与乳液聚合物/核壳微球复合体
系黏度对比，可以看出，处理后的乳液聚合物与核壳
微球的相互作用变弱，微球溶液加入量大于 5 000
mg/L 后复配溶液黏度虽也出现了突变上升，但黏度
增加幅度比乳液聚合物直接配制时低。
上述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相比干粉聚合物，乳液
聚合物与核壳微球具备更好的适配性，30% 水解度
乳液聚合物以原液形式与 10 000mg/L 的核壳微球

0.02
0.04
0.06
乳液聚合物/核壳微球质量浓度比

0.08

图3

复合体系平均粒径随乳液聚合物/核壳微球
质量浓度比变化曲线
Fig. 3 Average particle size of the composite system vs.
emulsion polymer/core-shell microsphere mass
concentration ratio

由图 3 可以看出，在乳液聚合物添加浓度较低
时，核壳微球与其相互作用不强，复合体系平均粒径
变化不大，随着乳液聚合物的不断加入，在电荷的相
互作用下，乳液聚合物与核壳微球形成了较大的聚
集体，且随着乳液聚合物浓度的增加，其峰值不断增
加，进而体系平均粒径不断增加。当乳液聚合物与
核壳微球溶液的浓度比为 0.064 6∶1 时，水化后聚集
体的粒径为 102 μm，达到亚毫米级尺寸。
2.3 驱替实验
(1) 单独注入乳液聚合物体系。由图 4 可以看
出，注入乳液聚合物溶液后，压力由注水时的不到
0.005 MPa 上升至 0.025 MPa，后续水驱，第 1 测压
点出现一定的压力波动，其余各个测压点压力保持
稳定，由此可以表明乳液聚合物通过本身的聚合物
特性，在孔隙中吸附滞留。
(2) 单独注入核壳微球溶液。由图 5 可看出，与
乳液聚合物相比，核壳微球在渗透率降低上的能力
较弱。后续水驱，第 1 测压点的压力出现明显波动，
但是第 2、3、4 测压点并未出现明显变化，表明核壳
微球在运移方面较乳液聚合物相对较慢。
(3) 先注入乳液聚合物溶液后注入核壳微球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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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Pa

率的降低作用相对较弱，而同时核壳微球携带了大
量的油和表面活性剂，改变了渗水通道的界面性质，
使得后续注入乳液聚合物时，砂管压力上升幅度相
对较小，大部分的乳液聚合物在后续注水的作用下
被驱替出砂管，表现出砂管压力依次增加后很快回
落至最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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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Pipe pressure vs. injection volume during injecting
emulsion polymer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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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Pipe pressure vs. injection volume during injecting
core-shell microsphere solution

液。由图 6 可看出，第 1、2、3 测压点均有比较明显
的压力上升，分别 0.03、0.015、0.005 MPa。分析原
因主要是乳液聚合物通过其在孔隙中的吸附能力降
低了实验砂管的渗透率，后续注入的核壳微球在乳
液聚合物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砂管的渗透率，同时
在后续水驱过程中与吸附在孔隙中的乳液聚合物发
生电荷相互作用的协同效果，形成更大的聚集体，使
得注入压力在后续水驱中进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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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注核壳微球后注乳液聚合物溶液时
砂管压力随注入量变化曲线
Fig. 7 Pipe pressure vs. injection volume during injecting coreshell microsphere solution and then emulsion
polymer solution

表 1 为不同注入方式下砂管的封堵效率及残余
阻力系数，可以看出，乳液聚合物/核壳微球溶液采
用不同的注入方式，封堵率及平均残余阻力系数有
很大不同。因为砂管的平均渗透率在 3 μm2 左右，
单独使用核壳微球难以形成有效的渗透率降低作
用。同时核壳微球在制备过程中使用了大量油和表
面活性剂，先注入核壳微球，油和表面活性剂会被砂
岩吸附，从而部分改变了砂岩表面的性质，使得后续
注入乳液聚合物与砂岩无法充分作用，更容易被后
续水驱出，从而不能更好地发挥降低渗透率作用。
如果先注入乳液聚合物，砂管渗透率很容易降低，从
而使后续注入的核壳微球更好地发挥继续降低渗透
率的作用，同时乳液聚合物与核壳微球又存在一定
相互作用，从而使渗透率的降低能力进一步增强，最
终阻力系数达到 7.5，封堵率为 86.6%，在保障了注
入性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在深部的封堵能力。
调剖机理分析
聚合物微球体系微观状态为颗粒分散状，其作
用机理为水化膨胀后形成累积聚集体，聚集体形成
的主要动力为分子间作用力。为了提升聚合物微球
体系封堵能力，需要复配一种长链状聚合物，使得微
球体系水化膨胀后与长链聚合物形成支链缠绕，增
强聚集体的稳定性。
乳液聚合物为线型或线团状高分子形态，微观
形态呈现线珠状，线型表面不光滑，间隔出现线团状
2.4

0.00
0

2

4
6
注入孔隙体积倍数/PV

8

10

图6

先注乳液聚合物后注核壳微球溶液时
砂管压力随注入量变化曲线
Fig. 6 Pipe pressure vs. injection volume during injecting
emulsion polymer solution and then core-shell
microsphere solution

(4) 先注入核壳微球溶液后注入乳液聚合物溶
液。由图 7 可看出，先注入的核壳微球对砂管渗透

刘光普等：乳液聚合物/核壳微球复合调剖体系的研究与应用
表1
Table 1

215

不同注入方式下封堵率及残余阻力系数

Plugging efficiency and residual resistance coefficient
under different injection schemes
封堵

平均残余

率/%

阻力系数

单独连续注入乳液聚合物溶液

91.3

11.5

单独连续注入核壳微球溶液

54.5

2.2

86.6

7.5

33.3

1.5

注入方式

先注入乳液聚合物溶液，
后注入核壳微球溶液
先注入核壳微球溶液，
后注入乳液聚合物溶液

2 μm
(a) 乳液聚合物

1 μm
(b) 核壳微球

聚集体。核壳微球在直接分散条件下，呈现明显的
类球形，水化后微球边缘模糊化程度增加。此外，由
于核壳微球同时带有阴阳两种离子，微球之间也可

1 μm

以产生离子的相互作用，从而实现聚集粘连。将乳

(c) 乳液聚合物+核壳微球
较大团聚体

液聚合物和核壳微球混合，在微球加入浓度较低时，
可以看到部分微球由于离子相互作用，在乳液聚合

图8

500 nm
(d) 乳液聚合物+核壳微球
大型网状结构

聚合物微观形态

物链条边缘吸附，同时核壳微球自身也存在相互作

Fig. 8 Micro-morphology of polymers

用情况，粘连成一个较大的团聚体，再与乳液聚合物

在储层中深部，常规调剖处理半径无法有效提高波

作用，从而使乳液聚合物在核壳微球粘连搭桥作用

及体积，而深部调驱体系又无法在高渗区域建立有

下形成一个较大的团聚体，微观条件下呈现出“葡

效封堵。在施工初期选用微球进行深部调驱，但调

萄串”状。在微球加入浓度较高时，可以看到大量

驱效果不明显，后采用复合聚集型调剖段塞对深部

的核壳微球通过离子的相互作用，在内部和边缘将

高渗条带进行封堵处理。

乳液聚合物粘连、包覆，形成大的团聚体；同时核壳

S2 井是 S1 井受效井，措施初期微球深部调驱

微球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明显增加，先是若干个微球

见效后生产状况平稳，随后含水出现上升趋势，产量

团聚形成大的聚集体，再与乳液聚合物相互粘连形

下降。注入复合聚集体系后，含水明显得到抑制，最

成更大的网状体型结构 (见图 8)。

低降至 72.3%，且产量有上升趋势，措施有效期间产

乳液聚合物在制备过程中添加有一定量的表面
活性剂，而表面活性剂一般带有羟基，在聚合的过程
中，部分带有羟基的表面活性剂会通过链转移作用
接到乳液聚合物的高分子链条上，使得乳液聚合物

量最高达到 62.1 m3/d。

4

结论
(1) 乳液聚合物/核壳微球复合体系增黏机理为：

具有一定的疏水作用。而在注入到砂管多孔介质

两者之间的电荷相异的超分子相互作用是主要因

中，带有部分疏水基团的乳液聚合物更容易被砂岩

素，核壳微球自身的阴阳离子相互作用形成大的团

所吸附，产生滞留从而降低了砂管平均渗透率，压力

聚体是次要因素，乳液聚合物高分子链中少量疏水

上升十分明显，起到很好的深部封堵效果。

基团和核壳微球表面的疏水基团以及表面活性剂之

3

现场应用
渤海 B 油田 S 井组具有典型的“葫芦口”特

性，其 S1 井在注水过程中呈现出注水量低、注入压

间的相互作用是辅助因素。
(2) 渤海油田现场试验结果表明，复合聚集型调
剖体系可有效抑制中低渗油藏深部形成的中强水窜
通道，可为同类油藏增产措施研究提供借鉴。

力高的特点，根据示踪剂结果及数模结果显示，目前
油井产出水为注入水，强水窜通道发育。由于其地

参考文献：

层原油黏度较低，长期注水开发使剩余油主要分布

［1］ 刘娅菲, 杨静雯, 姚婷玮, 等. 纳米聚合物微球对高渗透

石油钻采工艺

216

［2］

［3］

［4］

［5］

［6］

［7］

［8］

介质封堵效果评价及作用机理［J］. 油气地质与采收
率, 2020, 27（6）：130-135,142.
LIU Yafei, YANG Jingwen, YAO Tingwei, et al.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plugging performance of
nanoscale polymer microspheres on high-permeability
porous media［J］. Petroleum Geology and Recovery
Efficiency, 2020, 27（6）: 130-135,142.
蒲万芬, 赵帅, 王亮亮, 等. 聚合物微球粒径与喉道匹配
性研究［J］. 油气地质与采收率, 2018, 25（4）：100105.
PU Wanfen, ZHAO Shuai, WANG Liangliang, et 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atching between the size of polymer microspheres and pore throats［J］. Petroleum Geology and Recovery Efficiency, 2018, 25（4）: 100-105.
王飞. 深部调驱用凝胶颗粒与孔喉适应性评价［J］.
油气地质与采收率, 2020, 27（3）：100-105.
WANG Fei. Adaptability evaluation of gel particles and
pore throat for deep profile control［J］. Petroleum Geology and Recovery Efficiency, 2020, 27（3）: 100-105.
梁守成, 吕鑫, 梁丹, 等. 聚合物微球粒径与岩芯孔喉的
匹配关系研究［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6, 38（1）：140-145.
LIANG Shoucheng, LV Xin, LIANG Dan, et al. A Study
on matching relationship of polymer microsphere
size［J］. Journal of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Science & Technology Edition), 2016, 38（1）: 140-145.
姚传进, 雷光伦, 高雪梅, 等. 孔喉尺度弹性微球调驱体
系的流变性质［J］. 油气地质与采收率, 2014, 21（1）：
55-58.
YAO Chuanjin, LEI Guanglun, GAO Xuemei, et al.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pore-throat-scale elastic microsphere control and displacement system［J］. Petroleum
Geology and Recovery Efficiency, 2014, 21（1）: 55-58.
徐宏光, 熊钰, 王永清, 等. 特高渗疏松砂岩人造岩心的
制作及评价［J］. 石油钻采工艺, 2017, 39（4）：477483.
XU Hongguang, XIONG Yu, WANG Yongqing, et al.
Preparation and evaluation on artificial core of extra high
permeability unconsolidated sandstone［J］. Oil Drilling
& Production Technology, 2017, 39（4）: 477-483.
于波, 郭兰磊, 刘璟垚, 等. 复配聚合物对驱油效果影响
的核磁共振实验研究［J］. 油气地质与采收率, 2018,
25（5）：116-121.
YU Bo, GUO Lanlei, LIU Jingyao, 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n displacement effect of compound of different
molecular weight polymers by NMR［J］. Petroleum
Geology and Recovery Efficiency, 2018, 25（5）: 116-121.
李爱芬, 宋浩鹏, 谢昊君. 聚合物驱不可及孔隙体积对
渗 流 规 律 的 影 响［ J］ . 油 气 地 质 与 采 收 率 , 2016,
23（2）：70-75.

2022 年 3 月（第 44 卷）第 2 期

LI Aifen, SONG Haopeng, XIE Haojun. Influence of unreachable pore volume of polymer flooding on seepage
law［J］. Petroleum Geology and Recovery Efficiency,
2016, 23（2）: 70-75.
［9］ 孙亮, 姜汉桥, 陆祥安. 渤海多层油藏聚合物驱注入能
力研究［J］. 石油钻采工艺, 2017, 39（5）：623-632.
SUN Liang, JIANG Hanqiao, LU Xiang'an. Study on the
injection capacity of polymer flooding in Bohai multi-layer oil reservoir［J］. Oil Drilling & Production Technology, 2017, 39（5）: 623-632.
［10］ 赵修太, 陈泽华, 陈文雪, 等. 颗粒类调剖堵水剂的研
究 现 状 与 发 展 趋 势［ J］ . 石 油 钻 采 工 艺 , 2015,
37（4）：105-112.
ZHAO Xiutai, CHEN Zehua, CHEN Wenxue, et al.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particle proifle-control plugging agents［J］. Oil Drilling & Production Technology, 2015, 37（4）: 105-112.
［11］ 吴天江, 郑明科, 周志平, 等. 低渗透油藏纳米微球调
驱 剂 封 堵 性 评 价 新 方 法［ J］ . 断 块 油 气 田 , 2018,
25（4）：498-501.
WU Tianjiang, ZHENG Mingke, ZHOU Zhiping, et al.
New method for plugg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polymeric nanospheres in 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J］. Fault-Block Oil and Gas Field, 2018, 25（4）:
498-501.
［12］ 康万利, 杨红斌, 徐浩, 等. 粘弹微球的合成及分散体
系的流变性能［J］.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5,
31（3）：1-5.
KANG Wanli, YANG Hongbin, XU Hao, et al. Synthesis of viscoelastic microspheres and rheological property
of its disperse system［J］. Polymer 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2015, 31（3）: 1-5.
［13］ 王婷婷, 卢祥国, 陈阳, 等. 渤海油田大尺寸优势通道
封 堵 剂 性 能 评 价［ J］ . 油 气 地 质 与 采 收 率 , 2017,
24（6）：103-107.
WANG Tingting, LU Xiangguo, CHEN Yang, et 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plugging agent for large-size
prefenrential channels in Bohai Oilfield［J］. Petroleum Geology and Recovery Efficiency, 2017, 24（6）:
103-107.
［14］ 王玥, 余吉良, 王磊, 等. 深部调驱技术在华北油田L断
块的研究与应用［J］. 石油钻采工艺, 2020, 42（3）：
369-374.
WANG Yue, YU Jiliang, WANG Lei, et 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in-depth flooding control technology
in Block L of Huabei Oilfield［J］. Oil Drilling & Production Technology, 2020, 42（3）: 369-374.
（修改稿收到日期

2022-01-28）

〔编辑

朱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