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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密厚油层斜井多段压裂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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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华庆油田长 6 储层属典型致密油藏，油层厚度 30~60 m，渗透率在 0.3 mD 左右，纵向非均质性强。为进一步提高单

井产量，利用丛式大井组布井井斜度大、井眼穿透油层厚度大等有利条件，提出了致密厚油层斜井多段压裂技术，在油层内造多

缝扩大泄流体积提高单井产量。绘制了斜井多段压裂选井条件模版，明确了纵向上形成多条独立裂缝的单井井斜角和井眼方

位角的具体条件。通过压力拟合、DSI 偶极声波测井等分析手段，证实了斜井多段压裂可以提高致密厚油层改造体积，单井产

量较对比井高 0.8 t/d 左右，是致密厚油层增产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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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tage fracturing technique in deviated wells of tight thick oil reservoirs  

DU Xianfei, LI Jianshan, QI Yin, LU Hongjun, WANG Chengwang, YIN Guiqin

(Super-low Peameability Research Center, Changqing Oilfield  Co., Xi’an 710018, China)

Abstract: Zone Chang6 of Huaqing oilfield a typical tight reservoir with the pay thickness of 30-60m and permeability of nearly 

0.3mD,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serious heterogeneity in vertical. In order to enhance single well production, multi-stage fracturing 

technique in deviated wells of tight thick oil reservoirs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favorable conditions that cluster wells could have 

high deviation and the borehole could penetrate layers that thick enough. This technique could form network which increase oil drain-

age volume and then enhance the single well production. Well selection template for multi-stage fracturing in deviated wells was drawn 

and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for deviation angle and azimuth of single well were illustrated to cause team independent fractures. Through 

analyzing the pressure fitting and DSI logging, results confirm that multi-stage fracturing in deviated wells could improve the effect of 

volume fracturing in tight thick oil reservoirs. The single well output is 0.8 t/d over than that of the corresponding well. Multi-stage 

fracturing technique in deviated wells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stimulation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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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长庆油田超低渗透油藏的大规模开发，所

面临的储层地质条件越来越复杂，储层渗透率大幅

度下降，部分储层渗透率达到了 0.3 mD 以下［1］，特

别是以华庆长 6 为代表的储层，砂体发育，油层厚度

大，非均质性较强，如何实现致密厚油层的纵向充分

动用是该类储层的改造难点。借鉴国外致密页岩气

藏开发及水平井分段压裂改造的经验，提出了在致

密厚油层中造多缝，即“斜井多段”压裂思路。通过

利用定向井的井斜和方位，在平行与裂缝主应力方

位上实现多条独立的人工裂缝，达到了提高产量的

目的，为致密厚油层储层改造开辟了新的途径。

1　设计思路

国内外文献表明［2-6］：扩大井筒与地层的接触

面积是提高单井产量的关键，多缝压裂提高单井产

量优势明显，但实现多缝压裂工艺措施较多，与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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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完井条件、投资成本等因素有关。针对目前致

密厚油层丛式大井组布井方式，借鉴水平井分段压

裂改造工艺（见图 1），以“体积压裂”理念为指导 
［1，7］，充分利用定向井的井斜和方位，通过分段射孔、

分段压裂在平行与裂缝主应力方位上实现多条独立

的人工裂缝，扩大裂缝泄流体积，提高单井产量。

 

图 1　斜井多段压裂工艺原理示意图

 通过理论研究，提出了斜井多段压裂技术思路：

（1） 利用油层段井斜和有利方位，分段射孔分段压

裂；（2） 每段裂缝按相互独立的平行裂缝进行设计，

结合注采井网，穿透比均按 0.5~0.6 设计，确保裂缝

与井网的适配性。见图 2。

 

图 2　斜井多段压裂工艺技术思路

2　选井选层

受水平井多段压裂启发，可利用井眼轨迹条件

在定向井中实现多段压裂，扩大井筒与油层接触面

积，增大改造，提高单井产量。垂直于最大水平主应

力的水平井形成的裂缝是横切缝，利于多段改造。

笔者通过对定向井层内分层压裂施工压力分析及裂

缝测试建立了斜井多段压裂选井选层条件，见图 3。

 

图 3　井斜角与方位夹角交汇图

通过大量矿场数据统计，确定影响多缝形成的

主要因素为井斜角（见图 4）以及井眼方位与最大主

应力方位之间的方位夹角（见图 4）。即：（1） 当井斜

角≥ 15°（图 3 区域 1），形成两条独立裂缝；（2） 当 5°
＜井斜角＜ 15°，方位夹角也对裂缝有显著影响；方

位夹角大于 40°形成两条独立裂缝（图 3 区域 2）；
方位夹角小于 40°存在不确定性，可采用水力射孔

射流等特殊工艺提高形成两条独立裂缝的几率（图

3 区域 3）；（3） 井斜角＜ 5°，不确定性增加，且缝间距

小，增产潜力小（图 3 区域 4）。

             

图 4　定向井井身轨迹及井斜角和平面投影方位夹角示意图

3 裂缝模拟研究

以关 XX 井为例，通过声波（纵横波）测井资料

以及井斜、井眼方位资料，建立定向井压裂地质模

型，以优化缝长和裂缝导流能力为目标，优化施工参

数。利用模拟软件建立关 XX 井压裂地质模型，见图

5a。图 5b 为该井井眼轨迹水平投影图，油层段井斜

18.26°；油层段井眼方位为 291°，与最大主应力方向

大角度斜交（夹角 41°），具备形成独立多缝的条件。

图 5　关 XX 井软件模拟地质模型和井眼轨迹水平投影

模拟条件：单段加砂4 0  m 3、施工排量2 . 6  
m3/min、砂比30%。模拟结果表明可形成2条相互独

立的平行人工裂缝。模拟裂缝剖面见图6。

 

图 6　关 XX 井斜井多段压裂模拟裂缝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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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艺实现程度分析

在选井选层及裂缝模拟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

现场试验，借助压力拟合、DSI 测试等手段对 11 口

斜井多段压裂试验井的分压有效性进行了统计，结

果表明：井斜角大于 10°的井，全部形成独立裂缝，

见表 1。
表 1　斜井多段压裂工艺实现程度统计

井斜角 /
（°）

与最大主应力方
向夹角 /（°） 射孔间距 /m 是否

有利
独立裂缝

条数

9.55 23.10 26,29 否 1+1+1
12.94 80.81 15,13 是 1+1+1
11.78 58.68 17,16 是 1+1+1
18.11 42.24 18 是 1+1
22.68 10.56 20 是 1+1
17.29 59.17 21 是 1+1
11.23 47.59 12 是 1+1
15.24 16.07 12 是 1+1
16.80 44.37 12 是 1+1
14.52 73.36 13,13 是 1+1+1
13.38 61.37 8 是 1+1

图 7 为某井斜井多段压裂压力分析及 DSI 测井

结果。从2段施工压力来看，在相同施工参数条件下，

2 段施工压力、停压力相差较大，表明形成了 2 条独

立裂缝；同时，利用 DSI 偶极声波测井也验证了形

成 2 条独立的裂缝，油层改造充分。       

图 7　斜井多段试验井两段施工曲线对比

5 增产效果

2010 年，在超低渗透致密厚油层，共试验斜井多

段工艺 15 口，平均试油日产油 12.3 m3，产量明显高

于常规压裂井，见表 2。15 口斜井多段试验井投产

前 3 个月平均日产油 2.2 t，比对比井单井产量高 0.8 
t/d 左右。

表 2　斜井多段试验区试油效果对比

类型

储层参数 施工参数 抽汲参数及试排结果

井
数

厚度 /
m

电阻率 /
Ω·m

视孔 /
%

渗透率 /
mD

油饱 /
%

时差 /
μs·m-1

泥质 /
％

砂量 /
m3

砂比 /
%

排量 /
m3·min-1

抽深 /
m

动液面 /
m

日产油 /
m3·d-1

日产水 /
m3·d-1

试验井 15 28.1 31.56 12.65 0.44 54.6 233.4 16.64 85.8 31.10 2.2 1 809 1 675 12.3 0
对比井 15 26.3 27.12 12.78 0.45 54.1 234.5 15.63 66.5 30.59 2.28 1 929 1 806 7.4 0

6 结论

（1）对于砂体发育、油层厚度大、非均质性较强的

致密厚油层，斜井多段压裂工艺可实现多条独立的

人工裂缝，大幅度扩大泄流体积，增产效果显著。

（2） 超低渗透致密厚油层采油井井斜角、井眼方

位与最大主应力方向夹角是有效实现多段压裂的基

本条件；加强选井选层工作、提高压裂改造工艺的

针对性是进一步改善斜井多段工艺实现程度及提高

该类储层改造效果的攻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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