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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长庆致密油藏低孔、低渗、低可动流体饱和度的特点，研制了稠化剂浓度为 0.15%~0.2% 的低浓度压裂液体系

（LCG）。该体系具有良好的耐温耐剪切性能、流变性能和破乳性能，破胶快速彻底。岩心损害率为 25.1%，压裂液残渣含量仅为

156 mg/L，不足以往使用压裂液的三分之一，降低了压裂液残渣对裂缝导流能力的损害。现场应用 7 口井，投产 3 个月后的产量

和比采油指数分别为对比井的 1.59 倍和 1.93 倍，为致密油藏高效改造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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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w porosity, low permeability and low movable fluid saturation in Changqing tight 

reservoirs, a kind of low concentration fracturing fluid (LCG) was developed with concentration of 0.15%-0.20%. The fluid has strong 

temperature and shearing resistance, good rheological properties, high demulsification performance and quick and through gel breaking 

performance. The average damage rate of permeability was 25.1%. The residue content of LCG was only 156 mg/L, less than one-third 

of the previously used fracturing fluid. It had achieved good application results in Changqing Oilfield. After fracturing treatment, the 

three months’ average production index of 7 test wells was 1.59 times as high as the compared well of the same well group. And the 

specific productivity index of test wells was 1.93 times as high as the compared well of the same well group. Using this fracturing fluid 

is one of the highly effective ways to stimulate the tight reservo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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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密储层的开发难度较大，前人已经对致密储

层的岩石性质、应力敏感性、射孔方案优化等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1-7］，笔者主要从水力压裂角度阐述致密

油藏的有效开发与利用。

压裂施工成功与所用压裂液流变性能有很大关

系，而增产效果与裂缝导流能力和对基质的损害相

关。压裂液残渣量越大 , 伤害程度越大［8-9］。降低

压裂液稠化剂浓度是降低压裂液残渣或残胶、提高

裂缝导流能力、降低压裂液成本的重要途径，但压裂

液稠化剂浓度的降低必将影响压裂液的交联强度和

耐温耐剪切性能，增大压裂施工成功的风险。笔者

针对长庆油田低渗透油藏的特点，开发了以有机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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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联的低浓度改性瓜尔胶压裂液新体系，与压裂工

艺相结合，获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从压裂液角度看，一般来讲，为保证较好的耐温

性能，储层温度越高，需要的稠化剂浓度也越高。目

前该区块使用的压裂液稠化剂浓度以 0.35%( 文中

未作特殊说明则均指质量体积百分浓度 ) 为主，具

有较好的交联性能、良好的耐温耐剪切性及流变性

能，满足了施工要求［10-11］。

1　长庆致密油藏储层基本特征与改造要求

1.1　基本特征

长庆油田致密油藏是低渗透油藏开发的重要储

层，储层埋藏深度 2 600~2 800 m，储层温度约 80 ℃，

原始地层压力约 19.0 MPa［3］。油层渗透率主体带以

0.2 mD 为主，平均渗透率为 0.5 mD。孔隙度集中分

布在 6.5%~11.0% 范围内，平均孔隙度为 9.64%。平

均可动流体饱和度为 25.76%。总体上属于低孔、低

渗储层，并且在平面上表现出一定的非均质性。储

层的这种低孔、低渗、低可动流体饱和度的性质决定

了水力压裂是该类储层开发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技术

措施。

1.2　面临问题

由于储层物性较差，压裂改造的难度较大，主要

体现在压裂改造有效期短、投产后产量下降较快，如

何延长改造有效期是压裂设计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

题。稠化剂浓度越大，压裂液破胶后的残渣就越多，

堵塞油气渗流通道，降低人工裂缝的导流能力。另

外，储层温度较高，要求压裂液在具有良好的耐温性

能前提下，还要保证较低的残渣、残胶损害。

1.3　关键技术方向

稠化剂使用浓度的选择原则是在保证压裂工艺

顺利实施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其使用量。其水不

溶物与残渣密切相关，水不溶物含量越高，残渣含量

也越高。稠化剂残渣含量多将严重影响支撑裂缝导

流能力，在裂缝壁上形成厚而致密的滤饼，阻碍地层

流体的产出，导致储层损害，影响产能。因此，在满

足 80℃储层压裂施工的前提下，尽量降低稠化剂浓

度是减少储层损害的关键。

2　低浓度压裂液体系的研发与评价

低浓度瓜尔胶压裂液的研发是在保证携砂性能

的前提下进行，从减少稠化剂用量和提高交联剂性

能 2 个方面入手。首先从减少稠化剂用量角度出发，

在其他添加剂浓度不变的情况下，改变稠化剂用量。

将不同稠化剂浓度下的基液黏度和交联时间进行对

比（表 1）。由此可见，稠化剂浓度越高 , 基液黏度也

越高，交联时间也越短，稠化剂浓度超过 0.15% 后可

得到较好的交联效果。
表 1　不同稠化剂浓度时交联情况

稠化剂浓度 /
%

基液黏度 /
mPa·s

交联时间 /
s 交联状态

0.12   6.0 120.5 很弱交联，不可挑

0.15   9.2   68.5 交联增稠

0.18 10.5   48.0 交联可挑

0.20 13.5   32.8 交联可挑挂

0.25 15.0   32.0 交联可挑挂

从提高交联性能角度看，瓜尔胶稠化剂浓度越

低，溶液中聚合物提供的顺式邻位羟基交联基团也

越少，空间间距越大。为使这些有限的交联基团有效

交联，需要增加交联剂交联离子的体积半径，保持适

度的 pH 值环境，以形成稳固的网状结构［4］。研发的

新型有机硼交联剂增大了络合离子的体积半径，可

以与低浓度下瓜尔胶分子上的羟基基团发生交联作

用，形成高强度的化学键。实验结果表明，80 ℃时，

在 pH 值为 10 的环境下，通过交联促进剂的作用，可

以提高交联剂的络合点，提高稠化剂的交联能力，能

够在较低稠化剂浓度下形成稳定的交联网状结构。

通过降低稠化剂浓度和提高交联性能，最终形

成了如下压裂液配方：0.15%~0.2% 羟丙基瓜尔胶

+1% 防膨剂 +0.5% 助排破乳剂 +0.1% 交联促进剂

+0.25% 交联剂 +0.02% 破胶剂。

2.1 　耐温耐剪切性与流变性

条件：稠化剂浓度为 0.20% 的压裂液；pH 值

为 10；交联时间 32.0 s；基液黏度 13.5 mPa·s。使

用 RS-600 流变仪，将压裂液在 80 ℃条件下以 170 
s-1 的速率剪切 90 min，剪切后压裂液黏度为 120.2 
mPa·s（图 1），具有良好的耐温耐剪切性能。将稠

化剂浓度为 0.15% 的压裂液在相同实验条件下进

行耐温耐剪切性能评价，90 min 后表观黏度为 50.1 
mPa·s（图 2），因此，稠化剂最低浓度选择 0.20%。

 

图 1　 稠化剂浓度 0.20% 时瓜尔胶压裂液耐剪切性能 
（RS-600 流变仪，170 s-1，80 ℃）



卢拥军等：低浓度压裂液体系在长庆致密油藏的研究与应用 69

量 1.8~2.6 m3/min，压裂液摩阻 0.61 MPa/100 m，为

清水摩阻的 30%，滤失系数 (0.5~1.1)×10-4 m/min0.5。

单井最大连续加砂量 50 m3，最高砂比 40%，施工压

力平稳，试验井施工参数见表 2，施工成功率 100%。

低浓度压裂液在低排量下满足了 80 ℃储层大砂量、

高砂比施工要求，表明了该压裂液具有良好的耐温

耐剪切黏度造缝和黏弹性携砂能力。试验井投产 3
个月后，选取同一井网单元的邻井进行产量对比，试

验井平均日产油 3.03 t，平均比采油指数为 0.523 t/
（d·m）；对比井平均日产油 1.90 t，平均比采油指数

为 0.271 t/（d·m）， 分别为对比井的 1.59 倍和 1.93 倍，

低浓度压裂液实现了低残渣、低损害，有效地改造储

层，增产效果显著。
表 2　试验井施工数据

序号
施工井段 /

m
排量 /

m3·min-1
砂量 /

m3
平均砂比 /

%
施工压力 /

MPa

1 2 583.0~
2 591.0 2.4 30.0 31.2 28.1~31.8

2 2 532.0~
2 538.0 2.4~2.6 40.0 30.6 17.5~20.1

3 2 664.0~
2 670.0 2.2 35.0 30.6 25.0~29.1

4 2 765.0~
2 773.0 1.8~2.0 50.0 30.2 24.2~34.8

5

2 536.0~
2 542.0 2.2~2.4 35.0 30.8 22.5~25.0

2 558.0~
2 564.0 2.2 30.0 30.7 18.7~23.1

6

2 532.0~
2 538.0 2.2~2.4 35.0 28.7 18.0~29.5

2 549.0~
2 556.0 2.2 25.0 28.9 18.9~25.2

7

2 679.0~
2 685.0 2.4 40.0 30.2 24.0~34.0

2 706.0~
2 712.0 2.4 40.0 30.3 24.0~30.0

4　结论

（1）低浓度压裂液新体系的交联流变性是基于降

低瓜尔胶稠化剂浓度与增大交联离子基团的体积半

径和适度 pH 值的交联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瓜尔胶

使用浓度最低为 0.15%。

（2）该低浓度压裂液体系具有良好的耐温耐剪切

性能，破胶彻底，残渣含量少、破胶液表 / 界面张力

低，与地层水配伍性好，对储层的损害小，满足了 80 
℃储层的施工要求，增产效果显著。

 

图 2　稠化剂浓度 0.15% 时瓜尔胶压裂液耐剪切性能

2.2　破乳助排性能

对于致密油藏，孔隙结构复杂、喉道细微，储层

中大部分流体受毛管阻力影响较大，因此需要压裂

液具有较高的返排效率，以减少对储层的损害。使

用 K100C 全自动表界面张力仪对破胶液表 / 界面张

力进行测试 , 该压裂液体系的表面张力为 21.5 mN/
m，界面张力为 1.05 mN/m，表 / 界面张力低，有利于

压后破胶液快速返排。将破胶液与原油按 1 ∶ 1 比

例混合，评价其破乳性能。5 min 后破乳率达到了

96%，10 min 后破乳率达到了 100%，破胶液与原油

的配伍性良好，破乳效率高。

2.3　动静态滤失性能评价

使用 Bariod 高温高压静态滤失仪，测试了 80 
℃时压裂液体系的静态滤失性，得到的滤失系数为

8.16×10-4 m/min0.5，静态初滤失量为 0.322 5 m3/m2。

为更好地模拟地层情况，选用厚度为 0.45 cm、直径

为 2.5 cm 的岩心薄片进行动态滤失测试。由于岩心

较致密，岩心夹持器两端压差超过 8 MPa 后才有滤

失发生。因此，针对致密油藏，不能使用静态滤失来

评价压裂液的滤失性能。动态滤失测试结果表明，

对于致密油藏，滤失对储层造成的损害并没有因为

低浓度压裂液本身静态滤失较大而增加。

2.4　破胶性能与残渣含量

该体系在80 ℃时，以0.02%的浓度加入破胶剂，

3 h 后破胶液黏度为 1.38 mPa·s，破胶液中残渣含量

仅为 156 mg/L，为常规压裂液残渣含量的 31%。

2.5　岩心损害实验

应用岩心动态流动仪对低浓度压裂液体系进

行岩心损害评价实验。实验前岩心的平均渗透率

为 0.036 9 mD，实验后平均渗透率为 0.027 3 mD，损

害率为 25.1%，而常规压裂液的岩心损害率一般为

35%~55%。

3　应用效果

2011 年，研究体系在长庆油田致密油藏成功应

用 7 口井，施工管柱采用 Ø73 mm 油管压裂，施工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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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低渗致密储层，以滤纸作为滤失介质的

静态滤失方法不能表征低渗透储层的压裂滤失特

征，建议坚持使用储层岩心的动态滤失方法评价压

裂液的滤失行为，并指导压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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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

2012 年 3 月，国土资源部在“页岩气十二五规划”

中公布我国页岩气可采资源量为 25×104 亿 m3，虽

然较之前 EIA 公布的数据略有减少，但我国的页岩气

储量仍居世界第一位。我国页岩气资源丰富，技术基

础和商业化条件较好，一旦政策到位，我国在借鉴美

国页岩气开发的经验之后，结合本国资源和各方面条

件，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页岩气产业，有望成为新的产

业增长点。

截至 2012 年 6 月，国内各企业根据页岩气发展规

划统一部署，开展了勘探开发和科技攻关等多项工作。

在页岩气开发实验区钻井 62 口，其中 24 口井获得工

业气流。在资源评价、水平井钻井和储层改造方面科

技攻关也取得明显进展，大型压裂车、可钻式桥塞等页

岩气关键装备研发等取得突破。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页岩气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正遵照

国务院部署，会同有关部门抓紧落实页岩气规划，相关

支持政策正逐步落实。

由于页岩气渗透率非常低，采收率为 10%~20%，

因而开发技术要求较高。国土资源部要求一是扎实

做好资源评价工作，摸清我国页岩气资源家底；二是

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形成适合我国地质条件的页岩气

勘探开发技术，并实现页岩气重大装备自主生产制造；

三是制定页岩气产业政策，明确行业准入门槛和标准，

形成有序竞争的页岩气发展格局；四是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推进页岩气产业快速发展。在规划中要明确部

门分工，形成工作合力，使规划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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