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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试

井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步骤：1)根

据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特征，建立聚合物驱大孔

道油藏物理模型；2)根据步骤1)中获得的聚合物

驱大孔道油藏物理模型，确定聚合物驱大孔道油

藏数学模型；3)采用有限差分方法求解步骤2)中

获得的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数学模型，得到井底

压力的数值解；4)对压力随时间的变化关系进行

无量纲化，绘制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典型曲线理

论图版；5)将步骤4)中获得的聚合物驱大孔道油

藏典型曲线理论图版与油田实测数据曲线进行

拟合，得到大孔道的等效宽度、渗透率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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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试井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1)根据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特征，建立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物理模型；

2)根据步骤1)中获得的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物理模型，确定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数学

模型；

所述步骤2)确定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数学模型的具体过程如下：

①确定单相微可压缩液体的不稳定渗流微分方程：

式中，P为地层压力；K为油层渗透率；μa为聚合物的初始粘度；Cm为油层综合压缩系数；

φm为油层孔隙度；t为流体流动时间；x为横坐标方向距井中心距离；y为纵坐标方向距井中

心距离；

②确定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数学模型的初始条件方程、内边界条件方程和外边界条件

方程：

其中，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数学模型的初始条件方程为：

P(x,y,t)|t＝0＝P0              (2)

式中，P0为原始地层压力；

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数学模型的内边界条件方程为：

式中，H为油层厚度；q为井流量；C为井筒储集系数；B为体积系数；S为储层表皮系数；Pwf

为井底流压；Pw为井壁处的压力；rw为井筒半径；re为外边界半径；x0、y0分别为油井井底中心

的横纵坐标；Δx、Δy差分微元；e为常数，e＝2.7182818；

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数学模型的外边界条件方程为：

3)采用有限差分方法求解步骤2)中获得的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数学模型，得到井底压

力的数值解；

4)对压力随时间的变化关系进行无量纲化，绘制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典型曲线理论图

版；

5)将步骤4)中获得的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典型曲线理论图版与油田实测数据曲线进

行拟合，得到大孔道的等效宽度和渗透率参数；

所述步骤1)中建立的所述物理模型以井筒为对称中心，两条大孔道对称分布于井筒两

侧；所述步骤1)中的所述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特征包括：储层水平、等厚、均质且各向同性；

大孔道的等效延伸长度为xf；大孔道渗透率为Kf，油层渗透率为K，大孔道渗透率与油层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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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之比为β，Kf大于K；大孔道的厚度为油层厚度H，等效宽度为Wf；沿着大孔道有流体交换，存

在压降。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试井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中，采用有限差分方法求解步骤2)中获得的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数学模型的具体过程如

下：

①对步骤1)中的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物理模型在空间和时间进行网格划分；

②对不稳定渗流微分方程、初始条件方程、内边界条件方程和外边界条件方程进行差

分离散化，即对(1)～(5)式进行差分离散化；

其中，离散后的渗流扩散方程为：

式中，i、j为对空间的离散；n为对时间的离散；Δt为时间步长，φ为孔隙度，当φ的下

标为f时，即φf为大孔道的孔隙度，当φ的下标为m时，即φm为油层的孔隙度；

其中式(6)中的 的取值按调和平均来确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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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s-seidel迭代法求解方程(6)，迭代方程式如下：

式中，ai,j、bi,j、ci,j、di,j、ei,j和gi,j均为中间变量：

ci,j＝-di,j-bi,j-ei,j-ai,j-gi,j；

gi,j＝277.78Hi,jΔxi,jΔyi,jφCt/Δt；

qi ,j是网格坐标为(i,j)处的井流量，井点网格qi ,j＝q，非井点网格qi ,j＝0；Pi ,j是网格

坐标(i,j)处的地层压力；

对于内边界条件，将井当作所在网格的汇源项处理，由于井底附近压力梯度大，对内边

界条件差分网格作线性化处理，得：

式中：μ为聚合物在任一时间时的粘度；

对外边界条件离散化得：

P1,j＝Pm,j＝Pe(j＝1,2…k)                       (13)

Pi,1＝Pi,k＝Pe(i＝1,2…m)                        (14)

式中，P1 ,j是网格坐标为(1,j)处的地层压力；Pm ,j是网格坐标为(m,j)处的地层压力；

Pi ,1是网格坐标为(i,1)处的地层压力；Pi ,k是网格坐标为(i,k)处的地层压力；Pe为外边界

压力；m表示i方向的网格数，k表示j方向的网格数；

为便于差分计算求解，对压力梯度的处理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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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对上述差分方程组进行数值迭代求解，其中，差分方程组为不稳定渗流微分方程、初

始条件、边界条件组成的方程组，求得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井底压力的数值解。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试井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网格

为长方形或正方形，当为长方形网格时， 当为正方形网格时，re＝

0.208Δx。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试井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4)对压力随时间的变化关系进行无量纲化，其无量纲方程如下：

PwD为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井底压力无量纲化值；CD为井筒储集系数无量纲化值；xD为横

坐标无量纲化数值；yD为总坐标无量纲化数值；tD为时间无量纲化数值；Cf为大孔道综合压

缩系数；Cm为油层综合压缩系数；φf为大孔道的孔隙度；β为渗透率比值。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试井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5)中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典型曲线理论图版与油田实测数据曲线的拟合过程如下：首先将

基础数据输入编制的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理论图版程序中，基础数据包括油层的厚度、油

层的孔隙度、油层的渗透率、综合压缩系数、表皮系数、井筒储集系数、注聚井注入量、体积

系数、水相粘度、聚合物初始浓度、原始地层压力、井径、大孔道的宽度和大孔道的渗透率；

接着通过调整油层的渗透率、表皮系数、井筒储集系数、大孔道的宽度以及大孔道的渗透

率，计算得到理论压力和理论压力导数曲线；然后利用理论压力曲线、理论压力导数曲线和

油田压力的实测数据，拟合理论压力曲线和实井压力曲线，以及理论压力导数曲线和实井

压力导数曲线；最后根据拟合结果得到大孔道的宽度、渗透率参数。

权　利　要　求　书 4/4 页

5

CN 107526891 B

5



一种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试井分析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试井分析方法，属于试井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海上砂岩油藏在长期注水开发过程中，油藏储层孔隙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

储层渗透率增大，孔喉半径增大，易在储层中形成高渗条带及特高渗透条带，即大孔道。大

孔道的存在使得层间矛盾加剧，后期采取提高采收率手段注入的聚合物，沿大孔道中低效

或无效循环使储层中的其它部位很难受效，严重影响驱油效率，致使平面上剩余油饱和度

差异明显，聚合物驱开发效果明显变差。因此，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的识别以及确定它在油

藏中的分布状况，对于采取相应措施对大孔道进行封堵、改善聚合物驱效果以及提高采收

率具有重要意义。

[0003] 目前，识别大孔道的主要手段是试井资料识别、生产动态监测、示踪剂监测、测井

资料识别。而大孔道识别过程中最敏感的开发参数就是产量和压力，利用压降测试资料通

过试井手段判定大孔道的存在已有相关研究。史有刚、商志英采用注水井井口压降双对数

曲线来诊断大孔道的存在，建立了存在大孔道水驱油藏试井理论模型。杨士荣利用压降试

井测试方法，通过注水后压降双对数曲线的特征反映储层渗透率的变化情况。谷建伟提出

了一种考虑大孔道与非大孔道区域相互耦合的注入井径向模型，通过注入井井底压力变化

特征判断大孔道的发育面积和发育倍数。刘洪通过分析优势渗流通道基本形态，建立了优

势渗流通道试井模型。李成勇在史有刚的基础上建立了不对称优势渗流通道试井解释数学

模型。但他们建立的方法仅仅适应于注水油藏大孔道的识别，对注聚油藏并没有研究。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试井分析方法，该

方法能够准确地对油田实测数据进行解释，得到大孔道的相关参数，为大孔道的封堵提供

数据支持，具有较强的矿场应用价值。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以下技术方案：一种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试井分析

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根据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特征，建立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物理模型；

[0007] 2)根据步骤1)中获得的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物理模型，确定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

数学模型；

[0008] 3)采用有限差分方法求解步骤2)中获得的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数学模型，得到井

底压力的数值解；

[0009] 4)对压力随时间的变化关系进行无量纲化，绘制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典型曲线理

论图版；

[0010] 5)将步骤4)中获得的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典型曲线理论图版与油田实测数据曲

线进行拟合，得到大孔道的等效宽度和渗透率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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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步骤1)中建立的所述物理模型以井筒为对称中心，两条大孔道对称分布于井

筒两侧；所述步骤1)中的所述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特征包括：储层水平、等厚、均质且各向

同性；大孔道的等效延伸长度为xf；大孔道渗透率为Kf，油层渗透率为K，大孔道渗透率与油

层渗透率之比为β，Kf远大于K；大孔道的厚度为油层厚度H，等效宽度为Wf；沿着大孔道有流

体交换，存在压降。

[0012] 所述步骤2)确定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数学模型的具体过程如下：

[0013] ①确定单相微可压缩液体的不稳定渗流微分方程：

[0014]

[0015] 式中，P为地层压力；K为油层渗透率；μa为聚合物的初始粘度；Cm为油层综合压缩系

数；φm为油层孔隙度；t为流体流动时间；x为横坐标方向距井中心距离；y为纵坐标方向距

井中心距离；

[0016] ②确定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数学模型的初始条件方程、内边界条件方程和外边界

条件方程：

[0017] 其中，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数学模型的初始条件方程为：

[0018] P(x,y,t)|t＝0＝P0                (2)

[0019] 式中，P0为原始地层压力；

[0020] 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数学模型的内边界条件方程为：

[0021]

[0022]

[0023] 式中，H为油层厚度；q为井流量；C为井筒储集系数；B为体积系数；S为储层表皮系

数；Pwf为井底流压；Pw为井壁处的压力；rw为井筒半径；re为外边界半径；x0、y0分别为油井井

底中心的横纵坐标；Δx、Δy差分微元；e为常数，e＝2.7182818；

[0024] 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数学模型的外边界条件方程为：

[0025]

[0026] 所述步骤3)中，采用有限差分方法求解步骤2)中获得的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数学

模型的具体过程如下：

[0027] ①对步骤1)中的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物理模型在空间和时间进行网格划分；

[0028] ②对不稳定渗流微分方程、初始条件方程、内边界条件方程和外边界条件方程进

行差分离散化，即对(1)～(5)式进行差分离散化；

[0029] 其中，离散后的渗流扩散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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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0031] 式中，i、j为对空间的离散；n为对时间的离散；Δt为时间步长，φ为孔隙度，当φ

的下标为f时，即φf为大孔道的孔隙度，当φ的下标为m时，即φm为油层的孔隙度；

[0032] 其中式(6)中的 的取值按调和平均来确

定，即：

[0033]

[0034]

[0035]

[0036]

[0037] Gauss-seidel迭代法求解方程(6)，迭代方程式如下：

[0038]

[0039] 式中，ai,j、bi,j、ci,j、di,j、ei,j和gi,j均为中间变量：

[0040]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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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ci,j＝-di,j-bi,j-ei,j-ai,j-gi,j；

[0043]

[0044]

[0045] gi,j＝277.78Hi,jΔxi,jΔyi,jφCt/Δt；

[0046] qi ,j是网格坐标为(i,j)处的井流量，井点网格qi ,j＝q，非井点网格qi ,j＝0；Pi ,j是

网格坐标(i,j)处的地层压力；

[0047] 对于内边界条件，将井当作所在网格的汇源项处理，由于井底附近压力梯度较大，

对内边界条件差分网格作线性化处理，得：

[0048]

[0049] 式中：μ为聚合物在任一时间时的粘度；

[0050] 对外边界条件离散化得：

[0051] P1,j＝Pm,j＝Pe(j＝1,2…k)                          (13)

[0052] Pi,1＝Pi,k＝Pe(i＝1,2…m)                           (14)

[0053] 式中，P1 ,j是网格坐标为(1,j)处的地层压力；Pm ,j是网格坐标为(m,j)处的地层压

力；Pi,1是网格坐标为(i,1)处的地层压力；Pi,k是网格坐标为(i,k)处的地层压力；Pe为外边

界压力；m表示i方向的网格数，k表示j方向的网格数；

[0054] 为便于差分计算求解，对压力梯度的处理方程如下：

[0055]

[0056]

[0057] ③对上述差分方程组进行数值迭代求解，其中，差分方程组为不稳定渗流微分方

程、初始条件、边界条件组成的方程组，求得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井底压力的数值解。

[0058] 所述网格为长方形或正方形，当为长方形网格时， 当为正

方形网格时，re＝0.208Δx。

[0059] 所述步骤4)对压力随时间的变化关系进行无量纲化，其无量纲方程如下：

[0060]

[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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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0063]

[0064] PwD为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井底压力无量纲化值；CD为井筒储集系数无量纲化值；

xD为横坐标无量纲化数值；yD为总坐标无量纲化数值；tD为时间无量纲化数值；Cf为大孔道

综合压缩系数；Cm为油层综合压缩系数；φf为大孔道内孔隙度；β为渗透率比值。

[0065] 所述步骤5)中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典型曲线理论图版与油田实测数据曲线的拟

合过程如下：首先将基础数据输入编制的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理论图版程序中，基础数据

包括油层的厚度、油层的孔隙度、油层的渗透率、综合压缩系数、表皮系数、井筒储集系数、

注聚井注入量、体积系数、水相粘度、聚合物初始浓度、原始地层压力、井径、大孔道的宽度

和大孔道的渗透率；接着通过调整油层的渗透率、表皮系数、井筒储集系数、大孔道的宽度

以及大孔道的渗透率，计算得到理论压力和理论压力导数曲线；然后利用理论压力曲线、理

论压力导数曲线和油田压力的实测数据，拟合理论压力曲线和实井压力曲线，以及理论压

力导数曲线和实井压力导数曲线；最后根据拟合结果得到大孔道的宽度、渗透率参数。

[0066] 本发明由于采取以上技术方案，其具有以下优点：本发明通过建立聚合物驱大孔

道油藏的物理模型和数学模型，利用有限元差分法得到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的井底压力数

值解，绘制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典型曲线理论图版，将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典型曲线理论

图版与油田实测数据曲线进行拟合，得到大孔道宽度、渗透率等参数，为选用合适堵剂进行

大孔道的封堵、改善聚合物驱效果提高采收率提供数据支持。

附图说明

[0067]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流程示意图；

[0068] 图2是本发明油藏简化物理模型的结构示意图；

[0069] 图3是本发明水驱和聚驱时大孔道油藏典型曲线图版对比的示意图；

[0070] 图4是本发明不同初始聚合物浓度影响下油藏试井解释典型曲线图版的示意图；

[0071] 图5是本发明不同渗透率比值影响下油藏试井解释典型曲线图版的示意图；

[0072] 图6是本发明不同大孔道宽度影响下油藏试井解释典型曲线图版的示意图；

[0073] 图7是本发明油藏试井解释理论图版与实井测试数据拟合曲线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7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描述。

[0075]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出了一种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试井分析方法，其包括以下步

骤：

[0076] 1)根据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特征，建立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物理模型，该模型以

井筒为对称中心，两条大孔道对称分布于井筒两侧(如图2所示)；

[0077] 其中，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特征包括：储层水平、等厚、均质且各向同性；2条大孔

道与井筒对称，大孔道的等效延伸长度为xf；大孔道渗透率为Kf，油层渗透率为K，大孔道渗

说　明　书 5/9 页

10

CN 107526891 B

10



透率与油层渗透率之比为β，Kf远大于K；大孔道的厚度为油层厚度H，等效宽度为Wf；沿着大

孔道有流体交换，存在压降。

[0078] 2)根据步骤1)中获得的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物理模型，确定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

数学模型，具体过程如下：

[0079] ①确定单相微可压缩液体的不稳定渗流微分方程：

[0080]

[0081] 式中，P为地层压力；K为油层渗透率；μa为聚合物的初始粘度；Cm为油层综合压缩系

数；φm为油层孔隙度；t为流体流动时间；x为横坐标方向距井中心距离；y为纵坐标方向距

井中心距离。

[0082] ②确定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数学模型的初始条件方程、内边界条件方程和外边界

条件方程：

[0083] 其中，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数学模型的初始条件方程为：

[0084] P(x,y,t)|t＝0＝P0                        (2)

[0085] 式中，P0为原始地层压力；

[0086] 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数学模型的内边界条件方程为：

[0087]

[0088]

[0089] 式中，H为油层厚度；q为井流量；C为井筒储集系数；B为体积系数；S为储层表皮系

数；Pwf为井底流压；Pw为井壁处的压力；rw为井筒半径；re为外边界半径；x0、y0分别为油井井

底中心的横纵坐标；Δx、Δy为差分微元；e为常数，e＝2.7182818；

[0090] 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数学模型的外边界条件方程为：

[0091]

[0092] 3)采用有限差分方法求解步骤2)中获得的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数学模型，得到井

底压力的数值解，有限差分方法具体过程如下：

[0093] ①对步骤1)中的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物理模型在空间和时间进行网格划分；

[0094] ②对不稳定渗流微分方程、初始条件方程、内边界条件方程和外边界条件方程进

行差分离散化，即对(1)～(5)式进行差分离散化：

[0095] 其中，离散后的渗流扩散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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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6]

[0097] 式中，i、j为对空间的离散；n为对时间的离散；Δt为时间步长；φ为孔隙度，当φ

的下标为f时，即φf为大孔道的孔隙度，当φ的下标为m时，即φm为油层的孔隙度；

[0098] 其中 的取值按调和平均来确定，即：

[0099]

[0100]

[0101]

[0102]

[0103] Gauss-seidel迭代法求解方程(6)，迭代方程式如下：

[0104]

[0105] 式中，ai,j、bi,j、ci,j、di,j、ei,j和gi,j均为中间变量：

[0106]

[0107]

[0108] ci,j＝-di,j-bi,j-ei,j-ai,j-g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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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9]

[0110]

[0111] gi,j＝277.78Hi,jΔxi,jΔyi,jφCt/Δt；

[0112] qi ,j是网格坐标为(i,j)处的井流量，井点网格qi ,j＝q，非井点网格qi ,j＝0；Pi ,j是

网格坐标(i,j)处的地层压力。

[0113] 对于内边界条件，将井当作所在网格的汇源项处理，由于井底附近压力梯度较大，

对内边界条件差分网格作线性化处理，得：

[0114]

[0115] 式中：μ为聚合物在任一时间时的粘度；对于长方形网格 对

于正方形网格re＝0.208Δx。

[0116] 对外边界条件离散化得：

[0117] P1,j＝Pm,j＝Pe(j＝1,2…k)                      (13)

[0118] Pi,1＝Pi,k＝Pe(i＝1,2…m)                       (14)

[0119] 式中，P1 ,j是网格坐标为(1,j)处的地层压力；Pm ,j是网格坐标为(m,j)处的地层压

力；Pi,1是网格坐标为(i,1)处的地层压力；Pi,k是网格坐标为(i,k)处的地层压力；Pe为外边

界压力；m表示i方向的网格数；k表示j方向的网格数；

[0120] 为便于差分计算求解，对压力梯度的处理方程如下：

[0121]

[0122]

[0123] ③对上述差分方程组进行数值迭代求解，其中，差分方程组为不稳定渗流微分方

程、初始条件、边界条件组成的方程组，求得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井底压力的数值解。

[0124] 4)对压力随时间的变化关系进行无量纲化，绘制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典型曲线理

论图版，无量纲化方程如下：

[0125]

[0126]

[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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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8]

[0129] PwD为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井底压力无量纲化值；CD为井筒储集系数无量纲化值；

xD为横坐标无量纲化数值；yD为总坐标无量纲化数值；tD为时间无量纲化数值；Cf为大孔道

综合压缩系数；Cm为油层综合压缩系数；φf为大孔道内孔隙度；β为渗透率比值；

[0130] 如图3所示，为水驱和聚驱时大孔道油藏典型曲线图版对比的示意图；如图4所示，

为不同初始聚合物浓度影响下油藏试井解释典型曲线图版的示意图；如图5所示，为不同渗

透率比值影响下油藏试井解释典型曲线图版的示意图；如图6所示，为不同大孔道宽度影响

下油藏试井解释典型曲线图版的示意图。

[0131] 5)将步骤4)中获得的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典型曲线理论图版与油田实测数据曲

线进行拟合，即可得到大孔道的等效宽度、渗透率参数(即为大孔道渗透率)，对地层进行充

分调剖，选择合适颗粒大小的堵剂对大孔道进行封堵，从而改善聚合物驱效果；

[0132] 在步骤5)中，首先将基础数据输入编制的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理论图版程序中，

基础数据包括油层的厚度、油层的孔隙度、油层的渗透率、综合压缩系数、表皮系数、井筒储

集系数、注聚井注入量、体积系数、水相粘度、聚合物初始浓度、原始地层压力、井径、大孔道

的宽度和大孔道的渗透率，接着通过调整油层的渗透率、表皮系数、井筒储集系数、大孔道

的宽度以及大孔道的渗透率，计算得到理论压力和理论压力导数曲线；然后利用理论压力

曲线、理论压力导数曲线和油田压力的实测数据，拟合理论压力曲线和实井压力曲线，以及

理论压力导数曲线和实井压力导数曲线；最后根据拟合结果得到大孔道的宽度、渗透率参

数，并利用解释结果，对地层进行充分调剖，选择合适颗粒大小的堵剂对大孔道进行封堵，

从而改善聚合物驱效果提高采收率。

[0133] 下面列举具体实施例：

[0134] 实施例

[0135] 实例数据取自渤海B油田某注聚井的压力降落数据，该油藏储层非均质强，孔隙度

为0.31，平均渗透率为2000mD，试验井组从2013年8月实施转注聚，注入聚合物浓度为

1500mg/L，自注聚以来，生产井见聚速度快，产聚浓度高，含水上升快，注聚效果下降，初步

断定该井组存在大孔道。该注聚井于2016年3月2日进行了一次压降测试。

[0136] 采用所述聚合物驱大孔道油藏试井分析方法对渤海B油田某注聚井进行试井解

释，本实施例中油田实测数据与理论图版拟合曲线(如图7所示)，模型解释得到大孔道参数

为：β＝4.4，Kf＝8850mD，Wf＝3.5m。根据解释结果，对地层进行充分调剖，选择合适颗粒大小

的堵剂对大孔道进行封堵，目前该井组含水得到有效控制，产聚浓度下降。

[0137] 上述各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其中各部件的结构、连接方式等都是可以有所

变化的，凡是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进行的等同变换和改进，均不应排除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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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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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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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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