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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低渗透油藏水平井分段压裂破裂压力高、压裂液窜层及改造成本高等难点，提出了水平井水力喷射与小直径封

隔器联作压裂技术，研制了与 Ø139.7 mm（内径为 124.3 mm）套管相配套的 K344-108 型小直径封隔器，并设计出了压裂钻具组

合。该工艺在控制成本的基础上，能防止压裂液窜层，提高分段压裂有效率。在水平井 QP-13 井的现场应用表明，该工艺具有

施工效率高、增产效果显著的特点，对长庆油田低渗透及超低渗透致密油藏的开发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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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of staged fracturing in horizontal wells in low-permeability reservoirs, such as high break-

down pressure, fracture fluid channeling and high reconstruction cost, the fracturing technique combining hydraulic jet with small-diam-

eter packer is brought forward. The small-diameter K344-108 type packer is developed to match Ø139.7 mm casing （internal diameter 

is 124.3 mm） and the fracturing-drilling tool assembly is designed.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on the basis of cost control, the technique 

can prevent fracture fluid from channeling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taged fracturing. According to the treatment to the horizontal 

well QP-13, the technique is significant for developing low-permeability and ultralow-permeability tight oil reservoirs in Changqing 

oilfield with its high operating efficiency and observable stimulat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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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油田开发区块以低渗透油藏为主，且正转

向渗透率更低的超低渗透致密油藏的开发。水平井

技术是开发低渗透、低地层压力油藏的有效途径之

一。水平井分段压裂改造由最初的常规水力压裂加

化学胶塞隔离工艺发展到目前的水射流压裂工艺。

长庆油田率先引入水力喷射压裂技术，自 2005 年以

来已应用于多口水平井［1］。

水力喷射压裂技术集射孔、压裂、封隔于一体，

即在无需任何封隔措施条件下，利用一趟管柱即可

完成射孔和压裂。水力喷射压裂技术要想实现自身

封隔，使套管环空液体不进入已压开地层，那么必须

要有足够的射流速率在环空产生低压区将环空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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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地层。曲海等通过实验认为大喷嘴、高射流压

力能确保射流密封性能［2］。这就要求有一个较高的

注入排量和施工压力，高施工压力需要配套的泵注

机组、油管柱串及施工井场，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增加

了施工成本。

套管环空补充压裂基液，以维持裂缝延伸和环空

射流卷吸作用。套管注液量受到裂缝延伸压力、射流

卷吸能力、压裂液黏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3］，现场施

工中很难把握环空排量。环空注入速率太低会使注

入地层的压裂液回流，不能发挥环空注入辅助压裂作

用；环空注入速率过快，压裂液有可能进入已压开地

层，出现窜层现象。对于超低渗透致密油藏，常常会

遇到某个破裂压力较高的压裂段，由于受油、套管保

护压力的限制，当油套压上升到保护压力限时，必须

降排量泄压，然后重新提排量压裂，有时需重复几次

才能压开地层，在此过程中泵入井筒的压裂液已部分

进入压开地层，其窜层现象更严重。

针对这些问题，李宪文等认为采用射流压裂与

化学胶塞或封隔器联作的工艺，可在保证快速安全

地进行水平井压裂作业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分段

压裂的有效率和增产能力［4］。长庆油田公司总结

多年的现场施工经验，提出水力喷射与小直径封隔

器联作压裂技术作为低渗透油藏水平井开发改造措

施。为了与 Ø139.7 mm（内径为 124.3 mm）套管相

配套，长庆油田公司自主研制出了 K344-108 型小直

径封隔器。介绍了水力喷射与小直径封隔器联作压

裂技术原理、井底钻具组合、施工工艺流程、技术优

势及现场应用结果。

1　压裂钻具组合

水力喷射与小直径封隔器联作压裂技术井底钻

具组合依次为导向丝堵、多孔管、单向阀（带球和挡

板）、K344-108 型小直径封隔器、喷射器、一米长油管

短节，如图 1 所示。其中一米长油管短节也叫校深

短节，用以校准喷射器位置，压裂钻具组合的核心部

件是喷射器。目前国内外多位学者通过室内实验和

数值模拟手段对喷嘴参数（喷嘴直径、个数和布置

相位等）进行了研究，并应用于现场施工。

 

图 1　压裂钻具组合

2　技术原理

水力喷射与小直径封隔器联作压裂技术主要分

为水力喷砂射孔和带封隔器的喷射压裂两部分。其

技术原理可概括为以下 3 点。

2.1　水力喷砂射孔机理

首先向油管泵入高压含砂流体，流体经过喷射

工具高压能转换成动能，产生高速射流冲击切割套

管或岩石，最终形成一个纺锤形的射孔孔眼［1，5］。通

过控制喷射工具，使射流朝某一特定位置喷砂射孔，

从而引导裂缝在指定方位起裂［6］。

2.2　喷射压裂造缝机理

射孔完成后，油管注入携砂压裂液，环空开始泵

入基液增加环空压力，环空液体被吸入孔道以辅助

射流压裂地层。射流和环空液体的混合液进入孔道

后速度逐渐降低，并在孔道顶端形成增压，当孔道顶

端压力达到地层破裂压力瞬间，孔眼顶端处地层即

被压开。环空流体在高速射流带动下通过孔道进入

裂缝，使裂缝得以充分扩展和延伸［7］。

2.3　封隔器工作原理

水力喷砂射孔阶段，向油管注入含砂基液，套管

阀门打开，高速射流在喷嘴处产生节流损失使封隔

器获得压差，从而实现坐封。射孔结束后开始压裂，

此时向套管注入基液，封隔器能有效阻止压裂液进

入已压开地层。施工完成后，放喷泄压，当压力回落

到封隔器启动压力以下时，封隔器自动解封。

3　技术特点

3.1　射孔引起的地层伤害小

相比于传统聚能射孔弹射孔，水力喷砂射孔能大

幅提高低渗透致密地层的产量。因为地层伤害程度

是影响低渗透油藏产量的决定因素［8］。

在地层用聚能射孔弹射孔能快速产生一个孔

腔，伴随着炮弹物质流向外推进并向四周压缩岩石，

由于巨大的热量，部分岩石开始融化，在孔腔周围形

成一个高压实、低渗透的内层衬里，影响地层与井筒

的有效连通。水力喷砂射孔是用液体和磨料作用于

地层产生一个较大较深的孔道。含有磨料的高速射

流以巨大的作用力依次作用于套管壁、水泥环和地

层岩石，磨料冲蚀、切割地层岩石，射流液体侵入岩

石基质并将破碎的岩石颗粒从岩石表面移除，经套

管环空带出到地面。此过程是在压力小于岩石抗压

强度下完成的，因此不会产生压实伤害［9］。如果冲

蚀过程引起了岩石伤害，它将随着表层岩石的剥离

和移除而陆续消失。

3.2　有效连通井筒与地层

钻井过程中通常产生的近井筒污染半径达 300 
mm，在某些严重污染的地层达 900 mm，这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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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深的连通通道使油藏与井筒连通。聚能射

孔 弹 射 孔 深 度 一 般 在 400~800 mm（根 据 地 面 试

验），而 水 力 喷 砂 射 孔 孔 道 深 度 能 达 1 500 mm 以 
上［10］。因此，水力喷砂射孔过程中不仅不会带来较

大的岩石伤害和高应力区域，而且其孔道深度还能

穿过近井筒污染带，使井筒与地层较好地连通。

3.3　防止压裂液窜流

在喷射器下部加装封隔器能确保每段压裂过

程中压裂液不发生窜流，即压裂液不会进入已压开

层。既保证了对每段实施有效压裂，又降低了套管

环空排量的范围限制，充分发挥了环空液体的辅助

压裂功能。对于有些压裂段地层过于致密，在油、

套管柱保护压力条件下仍不能压开时，改向地层注

入一定量前置酸来处理，此时封隔器能防止前置

酸进入已压开地层，使其免受污染。对于 Ø139.7 
mm（内 径 为 124.3 mm）套 管 完 井，研 制 了 K344-
108 型封隔器，封隔器外径由 115 mm 减小到 108 
mm，大大降低了管柱在上提过程中出现卡钻的风 
险［11］。目前长庆油田使用这种小直径封隔器在水

平井分段压裂施工过程中从未出现过卡钻事故。

3.4　施工效率高

水力喷砂射孔完成后即可进行压裂作业，无需

起下管柱，缩短了施工时间，降低了作业成本。

3.5　降低破裂压力

水力喷砂射孔通常能在孔道顶端产生微细裂

缝，在压裂阶段，那些与地层主应力方向一致的微细

裂缝是主裂缝起裂的“源头”。微细裂缝在一定程

度上能降低地层破裂压力，适用于破裂压力较高的

低渗透致密油藏的开发。

4　施工工艺流程

（1） 打开套管阀门，小排量向油管注入基液，封

隔器在压差作用下坐封，继续正替基液充满油管和

套管环空，待套管返出液全部为基液为止。

（2） 提高排量，向油管注入含砂基液，开始喷砂

射孔。 
（3） 射孔完成后，降低排量，关闭套管阀门，套管

环空压力开始上升，在套管限压范围内压力上升到

一定值后下降，表明此时已压开地层。

（4） 向油管注入前置液（交联胍胶），环空小排量

注入基液以辅助压裂。

（5） 注携砂液使裂缝进一步扩展延伸，环空继续

供液，直到所有砂量加完。

（6） 注活性水顶替油管内液体，压裂施工结束。

（7） 关井 30 min，采用一定尺寸油嘴控制放喷，

待压力回落，封隔器自动解封。放喷完成后，用活性

水反循环洗井，直到井口返出液不含砂。

（8） 上提管柱进行下一段压裂。

5　现场应用

水力喷射与小直径封隔器联作压裂技术已逐渐

在长庆低渗油田推广应用，以水平井 QP-13 井为例。

5.1　QP-13 井的基本情况

QP-13 井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伊陕斜坡西南部，

水平段目的层为三叠系延长组长 6 油层，岩性为

细—中粒长石砂岩。水平段钻遇油层平均孔隙度

11.20%，渗透率 1.06 mD，为低渗低孔致密油藏。该

井完钻井深 2 859.0 m（完钻垂深 2 109.57 m），水平

井段长 439.0 m，采用 Ø139.7 mm、钢级 N80 的套管

完井，水泥返至地面。

5.2　施工设计

对水平井段分 6 簇 12 段压裂，每簇 2 段，段间

距在 15~20 m 之间，簇间距在 100 m 左右，具体间

距视固井质量和套管接箍作小幅调整。根据水力孔

眼轴线与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一致时地层破裂压力

最小，采用 60° 喷嘴相位以减小该夹角。采用交错

布孔方式布置喷嘴以减小水力孔眼对套管强度的影 
响［12］。油管施工排量为 2.4~3.2 m3/min，喷嘴组合

设计为 Ø6.3 mm×6［13］。考虑到喷嘴和封隔器的磨

损承受能力，每施工 3~4 段需更换一次钻具，因此

QP-13 井施工过程中仅需更换一次钻具。以第２簇

施工为例。射孔阶段磨料选用石英砂，压裂阶段支

撑剂使用 20/40 目低密度陶粒，共加入 30 m3 陶粒，

平均砂比 34.8%。

5.3　施工效果

施工曲线如图 2 所示。由图２可知，射孔结束后，

关闭套管阀门，油、套压瞬间升高到一定值后缓慢下

降，此时地层已被压开，曲线中地层破裂点没有常规

水力压裂明显，主要是因为水力喷砂射孔阶段在孔

道顶端已产生微细裂缝，微细裂缝有助于地层起裂，

降低了地层破裂压力。

 图 2　QP-13 井第２簇压裂施工曲线

图 3 为 QP-13 井产量曲线与邻近 12 口直井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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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同层开采）曲线在相同投产时间下的对比图。

由图 3 可知，QP-13 井压裂后增产效果明显，从压后 5
个月的情况分析，水平井产量是邻近直井的 3~5 倍。

 

图 3　QP-13 井产量与邻近 12 口直井平均产量
对比曲线

6　结论

（1） 水力喷射与小直径封隔器联作压裂技术适

用于长庆低渗油田水平井开发，能一次完成多段射

孔压裂施工，应用效果较好。

（2） 小直径封隔器能有效坐封及安全解封，上提

管柱过程中不会出现卡管柱事故；使环空液体不会

进入已压开地层，能充分发挥环空注液的辅助压裂

功能，提高分段压裂的有效性；对于那些过于致密

油层，当加入前置酸压裂时，能防止前置酸进入已压

开地层，避免了对其他地层的污染。

（3） 该工艺施工方便，井下工具简单，并具有显

著的增产能力，与常规直井压裂相比，其增产能力可

提高 3~5 倍。

（4） 目前该技术仅适用于套管完井，需研制裸眼

完井、衬管完井等其他完井方式相配套的井下工具，

扩大其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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