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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地层复杂、资料缺乏且需整体压裂改造的低渗油藏开发中投入与产出的矛盾 ,提出了相应的压裂

改造技术 ,即将井分阶段实施滚动压裂改造 ,通过压裂来认识地层 ,逐步完善与提高总体压裂优化设计。 该技术在

胜利大王北油田大 52块的应用结果表明 ,这种逆向认识地层的方法是有效的 ,使储量难以动用的低渗边际油藏能

得到经济高效的开发 ,为今后低渗边际油藏的开发提供了少投入、多产出的可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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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渗边际油藏由于自然产能低或无自然产能 ,

通常需压裂改造才能获得经济开发。 而对处于开发

初期、地层复杂、资料缺乏又需压裂改造的低渗边际

油藏 ,常规的整体压裂方法 ,因受对储层系统认识程

度的制约 ,无法编制适合储层特性的最优化方案 ,要

取全、取准资料 ,就需增大取资料投入 ,但低渗边际

油藏的低产出和边际经济效益又不允许耗费大量资

金来采集认识地层所需资料。本文针对低渗边际油

藏的生产与开发特点 ,提出将井分阶段实施滚动压

裂 ,通过分析每一阶段压裂施工资料和压裂效果取

得对储层系统和水力裂缝系统的认识 ,即通过压裂

来认识地层 ,在滚动过程中不断加深认识地层和水

力裂缝 ,不断完善提高压裂优化设计、降低压裂投入

与提高产出 ,使低渗边际油田达到经济开发的效果。

低渗边际油藏压裂技术方法

压裂施工中以及压后地层的各种响应直接反映

了地层的特性 ,分析与评估水力压裂导致地层的响

应是认识地层的一种手段。 随着压裂工艺技术的发

展 ,形成的与之配套的地层评估技术和效果评估技

术又为分析因水力压裂导致的地层响应准备了技术

条件。因此 ,通过分阶段滚动压裂 ,借助评估手段 ,先

认识地层和水力裂缝 ,再逐步完善总体压裂方案的

思想 ,便构成了低渗边际油藏压裂的技术路线。

一、初始压裂试验设计

根据以往水力压裂经验、假设条件和设计原则 ,

编制几口井的初始压裂试验设计 ,并进行实施 ,在实

施过程中及实施后做相应测试。

二、阶段压裂评估

应用评估技术分析压裂资料和压裂效果认识地

层 ,判断下一次滚动在经济上的可行性。

1.有效渗透率确定　不稳定试井是认识油气藏

有效渗透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但对低渗透油藏 ,该

方法费时费钱。由于油井可能无自然产能 ,不稳定试

井缺乏产量基础 ,即使有产量 ,要获得分析所需的径

向流段压力恢复试井需较长的关井测试时间。压后

获得的产量用油藏数值模拟生产历史拟合的方法可

认识储层的有效渗透率和表皮系数 ,亦可诊断水力

裂缝的缝长和导流能力。

2.岩石力学参数的确定　根据裂缝测试获得的

裂缝延伸压力 ,结合声波时差测井资料 ,用下列计算

公式可认识储层的岩石力学性质 (杨氏模量、泊松

比 )

ν=
p is ip -Ops

pisip+ 2po- 3Op s

E= A /g
d( 1+ ν) ( 1- 2ν)
Δt

2
c ( 1-ν)

式中 ,ν为泊松比 ,无量纲 ;O为孔隙度 ,% ; E为杨氏

模量 , M Pa; A为常数 ; p isip为破裂压力 , M Pa;d为岩

石密度 , g /cm3 ; ps为油层压力 , M Pa; g为重力加速

度 , m /s
2; po 为上覆岩层压力 , M Pa;Δtc为纵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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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μm /s。

3.压力降落分析认识最小主应力　水力裂缝监

测技术是通过对压裂过程中裂缝的响应参数压力的

实时监测来分析水力裂缝的起裂、延伸状况 ,并利用

压后压力降落曲线来计算有关参数。 分析裂缝测试

获得的压后压降曲线 ,取得压降曲线拐点处的压力

值 ,即闭合压力 ,就是地层的水平最小主地应力。

4.认识天然裂缝　潜在的天然裂缝在就地应力

作用下处于闭合状态 ,一旦受外界压力的作用 ,就会

不同程度地张开。 若井筒周围存在较发育的天然裂

缝 ,由于注入压力的作用 ,导致天然裂缝张开 ,则压

裂的初始压力不会出现地层破裂的压力峰值。相反 ,

在地层不存在天然裂缝的情况下 ,裂缝起裂时 ,在压

力曲线上将出现明显的破裂压力峰值 ,因而依据施

工曲线可判断地层中天然裂缝的发育情况。

5.对水力裂缝几何形态的认识　根据压后井温

测井曲线上的负异常段可认识裂缝垂向延伸程度。

裂缝测试结果与施工参数反演可认识裂缝长度与宽

度。

6.经济评价　应用效果评估技术进行经济评

价 ,判断下一阶段压裂是否具备潜力。

在获得了上述资料之后 ,即可对初始压裂试验

设计中的输入数据进行修正 ,为后续压裂设计提供

较为准确的数据 ,又可判断下一次滚动在经济上是

否可行 ;这样 ,花费资金少就获得了对储层系统最基

础的认识。

三、后续压裂优化设计

在初步认识地层和水力裂缝及进行经济评估并

确认下一阶段压裂具备潜力的情况下 ,进行后续优

化的压裂设计。此阶段 ,依据前述所得资料 ,进行水

力裂缝系统的优化、注入方式与压裂方式的优化、泵

注程序优化及压裂材料优化选择 ,得到较为优化的

压裂设计 ,再选井实施压裂 ,进行阶段压裂后评估 ,

这样循环往复 ,逐步深化认识地层和水力裂缝 ,逐步

完善提高总体压裂设计 ,最终得到最优化的总体压

裂方案。

现 场 实 例

大王北油田大 52块是一个断块性油藏 ,含油面

积 4. 1km
2 ,由于储层物性差 ,单井产能远达不到经

济开发的要求 ,油井自然产能低或无自然产能 ,构造

北部 11口井平均单井产量仅为 1. 9t /d,因此 ,决定

使用分阶段滚动压裂技术来开发。

一、进行整体压裂存在的疑难点

1.地层复杂 ,层多、层薄、井段跨距大 ,单井油层

小层数 2～ 20个 ,平均 7. 8个小层 ;单个油层厚度

0. 4～ 7. 1m,平均油层厚度仅为 1. 9m ,跨距为 16. 4

～ 155. 4m,平均单井油层跨距达 106m。

2.储层非均质性强、连通率低且平面上、剖面上

的物性定量与差异不清楚。

3.油水关系复杂 ,油层、水层和油水同层的定性

分析不清楚。

4.地应力及其剖面不清楚。

5.裂缝垂向延伸程度不清楚。

6.地应力方位不清楚。

二、认识地层和水力裂缝及经济可行性论证阶

段

第一阶段压裂实施 6口井 ,裂缝测试和压后井

温测井 ,取得对储层系统和水力裂缝系统初步认识。

1.认识储层有效渗透率　压后生产动态历史拟

合表明 ,储层特低渗透 ,渗透率一般小于 1× 10
- 3

μm
2。

2.认识岩石力学性质　根据裂缝测试得到的裂

缝延伸压力 ,结合声波时差资料 ,计算得到杨氏模量

33 530M Pa,泊松比 0. 286。杨氏模量大 ,表明岩石坚

硬 ,应考虑支撑剂破碎问题。

3.认识储层滤失性和地应力　分析实测的停泵

压力和压力降落曲线 ,得出地层滤失性不大、地应力

在平面上差异不大的认识。见表 1。
表 1　综合滤失系数和地应力结果

井　　号 综合滤失系数 /10- 4m· min- 1 地应力 /MPa

大北 20- 24 6. 5 54. 4

大北 21- 27 6. 6 55. 6

大北 24- 28 3. 1 57. 6

大北 23- 25 6. 8 53. 5

大北 21- 25 3. 1 53. 8

大北 23- 29 3. 9 57. 5

平　　均 5. 0 55. 4

　　 4.认识水力裂缝方位　从表 2的 3种方法分析

得到的综合结果看 ,水力裂缝方位为近似东西向。
表 2　水力裂缝方位

井号

方位 /°

地层倾角
测井

地面
微地震波

差应变
分析

大北 20— 24 / 88 /

大北 23— 25 / 118 105

大 67 80 / /

　　 5.水力裂缝垂向延伸　压后井温测井 ,得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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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为砂岩厚度的 4. 6倍 ,裂缝垂向延伸为有限增

长。

6.经济可行性　 6口井压前平均产油量 2. 2t /

d,压后平均产油量 14. 6t /d,增产 6. 6倍 ,压裂投资

回收期 36d,从经济效益分析来看 ,达到预期效果 ,

下一阶段压裂可行。

三、完善与提高整体压裂设计与实施阶段

具备上述资料和效益条件后 ,进一步完善与提

高整体压裂优化设计 ,逐步使设计、施工最优化 ,第

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的比较见表 3。 表中列出了第二

阶段在注入方式、前置液百分数、支撑缝长、支撑剖

面、压裂液配方等方面所作的改进及取得的效果。
表 3　大王北油田压裂设计优化结果

优化内容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

注入方式
环空 ; 76. 2mm光油管+ 封隔器 ;

76. 2mm光油管
76. 2mm光油管 节约作业费 2万元

压裂方式 合压 (井段小于 50m ) 合压 形成最优化裂缝

前置液百分数 50% ～ 60% 40% ～ 35% ～ 30%端部脱砂试验 压裂液投入减少 15%

支撑剖面 最高砂比 50% 65% 更加合理的支撑剖面

支撑缝长 井距的 1 /4 有利方位 1 /3,不利方位 1 /4 提高扫油效率与单井产量

压裂液配方 基液粘度 90m Pa· s 基液粘度 70mPa· s 压裂液降低 20元 /m3

破胶返排
使用微胶囊 0. 002% ～ 0. 02% ,控

制裂缝闭合排液 ( 3m Pa· s /3h )
同前

降低伤害

缩短排液周期

压裂效果
6口井压前平均 2. 2 t /d,

压后 14. 6t /d

12口井压前平均 2. 3t /d,

压后平均 17. 6t /d

平均单井压裂投入减少 5万元

压裂效益平均单井增加 149万元

　　 1.注入方式　第一阶段 ,试验了 3种注入方式 ,

试验结果表明:由于使用了延缓交联的压裂液体系 ,

地面施工压力在 40 MPa左右 ,压力均在井口限压

之内。第二阶段 ,全部使用 76. 2mm光油管 ,未使用

封隔器 ,由于不下封隔器 ,可节约作业成本 2万元。

2.前置液百分数　为保证施工安全 ,在第一阶

段使用了 50%～ 60%的前置液百分数 ,压裂取得了

100%的成功 ;在此基础上 ,进行前置液百分数的优

化 ,第二阶段 ,前置液百分数降到了 40%～ 35%～

30% ,优化结果使压裂液投入降低 15% 。

3.支撑剖面　优化产量的获得须由合理的支撑

剖面作支持 ,在第一阶段充分了解压裂材料性质、设

备能力及施工水平的基础上 ,第二阶段砂液比由

50%提高到 65% ,得到更加合理的支撑剖面。

4.支撑缝长　支撑缝长的设置要求不仅在经济

上是最优的 ,而且要不影响注水开发油藏的扫油效

率。在不清楚水力裂缝方位的阶段 ,缝长控制在井距

的 1 /4,认识了水力裂缝近似东西向后 ,优化缝长并

考察其在二次采油期对油藏生产动态的影响 ,得到:

方位有利井缝长控制在 1 /3井距 ,方位不利井缝长

控制在 1 /4井距。

5.压裂液配方　压裂液的优化主要包括两方

面 ,一是压裂液性能优化 ,适应油藏特点与压裂工艺

的要求 ;二是要求优化压裂液用量 ,降低压裂成本。

第一阶段 ,稠化剂浓度为 6% ,基液粘度 90mPa· s,

完全能满足施工要求 ;第二阶段 ,稠化剂浓度降为

5% ,基液粘度为 70mPa· s,结果压裂液降低成本

20元 /m
3。

第二阶段 , 12口井压前平均产油量 2. 3t /d,压

后平均日产油 17. 6t /d,比压前增产 7. 7倍 ,压裂投

资回收期由第一阶段的 36d缩短到 28d,单井压裂

投入降低了 5万元 ,而单井平均增产效益增加了

149万元。通过第二阶段的实施 ,深化了对地层的认

识。 第二阶段压裂实施后所取得的增产效果和经济

效益为后续阶段的滚动提供了可行性论证。

大 52块经 2次滚动 ,共压裂 18口井 ,单井平均

开井 432d,已累计增油 6. 31× 104 t ,累计净效益

6717万元 ,采油速度达 1. 7%以上 ,使该块得到了经

济开发。

现场试验表明: 通过分阶段滚动压裂 ,可逐步深

化认识储层的有效渗透率、岩石力学参数性质、储层

滤失性、地应力场、水力裂缝垂向延伸以及是否含天

然裂缝等 ,在滚动中不断完善提高总体压裂优化设

计 ,降低了压裂投入 ,提高了产出 ,使难以动用的低

渗透油田得到了经济开发。

结　　论

1.低渗边际油藏由于自然产能低或无自然产

能 ,经济效益差 ,取资料既无产量基础又无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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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流法压裂射孔方案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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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限流法压裂是低渗透多油层油藏挖潜改造的主要方法 ,它设计的关键是各层射孔方案的优化。 传统的

方法是根据各小层的厚度确定射孔数 ,再由射孔数按比例计算施工过程中各层进液量和砂量 ,没有综合考虑各层

的物性对改造规模和射孔数的影响 ,以及施工过程中井筒、炮眼和裂缝内摩阻等对各层进液量的影响。建立了限流

法压裂施工过程中各层流量随时间、地层物性和射孔数变化的数学模型 ,与裂缝几何参数模型联立可进行射孔方

案优化设计。 通过大庆长垣内部油田 22口井的试验 ,取得了较好的增产效果和经济效益。

主题词　限流压裂　射孔　方案　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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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 ,主要从事低渗透油气田开发及开采技术研究 ,副教授。

　　限流法压裂是通过严格控制射孔炮眼数量 ,以

尽可能大的排量施工 ,利用炮眼摩阻提高井底压力 ,

迫使压裂液分流 ,使破裂压力相近的地层依次压开。

因此 ,限流法压裂设计的关键是合理确定总射孔数

和各层的射孔数 射孔方案设计 ,在此基础上计

算各层的进液量和相应的裂缝参数。 常规限流法压

裂设计方案中 ,往往根据各小层的厚度确定射孔数 ,

没有综合考虑各层的物性对改造规模和射孔数的影

响 ,对各层进液量的计算也仅根据射孔数按比例来

定 ,没有考虑施工过程中井筒、炮眼和裂缝内摩阻以

及地层滤失性对各层进液量的影响。 本文针对这些

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 ,提出了射孔方案优化设计方

法 ,通过现场实施 ,提高了分层压裂改造的有效性。

一、射孔方案优化设计

射孔方案的设计与系统压力分布和各层改造规

模有关。

1.系统压力计算　系统压力的分析与计算是限

流法压裂设计和压裂效果评价的基础 ,施工过程中

地面施工泵压为

ps= pw - ph+ Δp t+ Δpp ( 1)

式中 , pw为施工过程中井底处理压力 , M Pa; p s为地

面施工泵压 , M Pa; ph为静液柱压力 , M Pa;Δpt为压

裂液沿程总管损 , M Pa;Δpp为射孔炮眼摩阻 , M Pa。

在限流法压裂施工过程中 ,井底处理压力可由

地面瞬时停泵压力和静液柱压力确定 ,压裂液沿程

总管损可采用非牛顿液体垂直管流压力损失计算公

式 ,根据注入方式 (油、套管或合注 )和雷诺数计算。

射孔炮眼摩阻计算方法如下

Δpp= 2. 34× 10
- 10 Q

2d
n
2
D

4T2
( 2)

　 1* 注:本文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九五”科技攻关项目子课题。

通过压裂认识地层 ,较好地解决了低渗边际油藏开

发中取资料与增加投入的矛盾。

2.将井分阶段滚动压裂 ,逐步深化对储层和水

力裂缝系统的认识 ,不断完善与提高压裂优化设计 ,

不断降低投入、提高产出 ,是低渗边际油田压裂改造

少投入、多产出的有效方法。

3.低渗边际油藏分阶段滚动压裂技术是“总体

压裂技术”的深化与发展 ,对经济开发低渗透油藏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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