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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港油田低渗透难动用储量和非常规油气藏储量丰富，水平井分段压裂完井技术是经济、有效开发低渗透油藏、非

常规油气藏的主要手段。为探索水平井分段压裂完井工艺的适应性，大港油田开展了裸眼封隔器分段压裂完井、套管固井滑套

分段压裂完井、不动管柱水力喷砂射孔完井工艺试验应用，并形成了以套管固井 + 滑套分段压裂为主体的分段压裂完井工艺。

该工艺具有固完井分段压裂一体化管柱、全通径、压裂作业连续等优点，能够缩短作业周期，后期出水层段可以关闭滑套进行堵

水，但也存在投球易导致井筒生产堵塞、胶塞不碰压无法保证固井质量、与相邻井串通等问题，针对存在问题开展了分析评价，

并提出解决对策，现场实施后基本实现了油井的正产生产，为此类分段压裂完井方式的下步规模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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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measurements of sliding sleeve staged fracturing completion
 in casing cementing horizontal w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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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w permeability difficult-to-produce reserves and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reserve in Dagang oilfield is rich, 

and horizontal wells with staged fracturing completion technology is probably the mainly mean to economically and efficiently develop 

these reserves.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applicability of staged fracturing in horizontal well completion technology in Dagang oilfield, ap-

plication trials of openhole packer staged fracturing completion, casing cementing sliding sleeve staged fracturing completion technol-

ogy and hydraulic jet perforation completion with immovable string were conducted to form a new well completion technique, which 

take the casing cementing and sliding sleeve subsection fracturing as the main technology. The newly process has the advantages of 

integrated pipe column for well cementing, completion and staged fracturing, full size and fracturing operation continuous, which can 

shorten the working period and sliding sleeve can be closed for water blocking point in late water-producing layer. Meantime, there also 

presents some problems with this technique such as wellbore production plug caused by ball dropping, poor cementing quality because 

of rubber plug no pressure and adjacent wells connection. Aiming a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were conducted, 

and solutions we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Field application primarily realized normal production of oil wells, which provides founda-

tion for the further scale application of the similar staged fracturing completion technology.

Key words: horizontal well; well completion; staged fracturing; problem; countermeasure

作者简介：��董云龙，1983 年生。2006 年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专业，工程师。电话：022-63957165。E-mail：dongylongi@
perochina.com.cn。

大港油田低渗透难动用储量丰富，但由于受开

发成本、开采工艺的制约，未能得到高效的开发。同

时该油田也存在着规模较大的非常规油气藏，如油

页岩、白云岩、膏盐岩等油气层。水平井及分段压

裂技术是经济、有效开发低渗透油藏、非常规油气

藏的主要手段。目前水平井分段压裂完井工艺有裸

眼封隔器分段压裂完井、固井滑套分段压裂完井、

连续油管分段喷射环空压裂完井、套管桥塞分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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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完井等工艺［1-2］。大港油田在套管固井 + 滑套分

段压裂完井工艺应用中，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也

暴露出一些问题，为此，从该工艺的原理出发，分析

了问题出现的原因，并探讨了其解决办法。

1　固井滑套分段压裂完井工艺原理及工具性能

1.1　工艺原理

固井滑套分段压裂完井技术是在套管固井完井

后，首先通过打压使爆破阀开启，开始第 1 级压裂施

工。第 1 级压裂施工完成后采用投球方式封堵该级

压裂通道并打开投球滑套实现第 2 级压裂施工，重

复并完成逐级多层分段压裂。实际分段级数可根据

水平段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压裂施工完成后整体

放喷投产。该工艺采用固完井分段压裂一体化管柱，

具有内全通径、压裂作业连续、后期出水层段能通过

关闭滑套堵水等技术优点，同时无悬挂封隔器、裸眼

封隔器等工具，风险小，成本低，过程可控性强。

1.2　工具性能参数

工具的耐温耐压性能如表 1 所示。

表 1　固井滑套分段压裂工具技术参数

参数 Ø139.7 mm 套管 Ø88.9 mm 套管

承受压差 /MPa 68.9 68.9

最大外径 /mm 6.63 4.63

级数 6 4

坐封球外径 /mm 4.25，4.00，3.75，
3.50，3.25，3.00

2.50，2.25，2.00

是否可关闭 是 是

耐温 /℃ 162.7 162.7

最大狗腿度 /
（°）·30m–1

25 25

2　实施效果及存在问题

2.1　实施效果

大港油田采用固井滑套分段压裂完井现场

实施 4 口井，分段级数 4~5 段，平均每段加砂量

28.25~49.8 m3，投产后初期平均日产液 44.9 m3，平均

日产油 25.8 t，整体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见表 2。

表 2　固井滑套分段压裂实施效果统计

井号 分段级数 注液量 /m3 加砂量 /m3 每段加砂量 /m3 初期产液量 /m3·d–1 产油量 /t·d–1 含水 /%

歧 61-6H 4 1 457 113 28.23 40.1 37.29 7.0

滨 16-86H 5 1 648 214 42.8 59.6 1.67 97.2

歧 24-19H 4 1 962 199 49.8 50.0 45.00 10.0

叶 22-38L 4 1 701 159 39.7 30.0 19.50 35.0

2.2　存在问题 
2.2.1　投球导致井筒生产堵塞——歧 61-6H

（1）问题原因分析。由于该分段压裂完井工艺采

用的是固井后投球分段压裂方式，理论上压裂施工

完成后，排液过程中压裂坐封球应该返出井筒，但大

港油田水平井受产能及储层特征的影响，压裂施工

完成后坐封球均未能够从井筒返出。因此，后期生

产过程中在油水砂混合作用下容易造成井筒堵塞，

并最终造成油井停产。

（2）歧 61-6H 井施工示例。歧 61-6H 井目的层沙

三油组，油层埋深 2 896~2 902 m；孔隙度 11.93%，

电测渗透率 13.86 mD，属于中孔中低渗储层。该井

于 2011 年 3 月 11 日开钻，5 月 14 日完钻，钻井周期

64 d，完钻井深 3 480 m，完钻垂深 2 905 m，为三开井

身结构，完井方式为套管固井。

本井根据气测录井、定量荧光、地化录井分析

以及测井 LWD 的自然伽马和电阻率的解释结果，

通过储层岩性的分析及岩石孔隙度、含油饱和

度的计算，确定分为 4 段进行压裂（表 3）。
表 3　歧 61-6H 水平井分段数据

项目 井段 /m 滑套位置 /m 滑套类型

第 1 段 3 305~3 403 3 380 破裂盘阀

第 2 段 3 242~3 305 3 280 　球座阀 1　

第 3 段 3 179~3 242 3 210 球座阀 2

第 4 段 3 042~3 179 3 065 球座阀 3

该井压裂泵注总液量 1 456.7 m3，总砂量 113.35 
m3。从裂缝监测情况看，每段都有明显支裂缝。投

产初期用 5 mm 油嘴自喷，平均产油 38 t/d。2011 年

10 月 2 日欠载停产后上小修换小泵 70 m3 降至 30 
m3 电泵，生产 2 d 后液面测不到，不能正常生产，关

井 18 d 开井，正常生产 18 d 后 出现过载停机关井，

分析认为：压裂后坐封球没有能够返出，生产过程

中在油水砂混合下发生了井筒堵塞。

2012 年 2 月 8 日该井开始钻除球座作业，至 20
日 3 个投球滑套全部钻除。作业参数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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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钻除投球滑套施工参数

工具
钻压 /

kN 
钻盘转速 /

r·min–1
泵压 /
MPa

排量 /
L·min–1 井段 /m

滑套 1 5~10 35 6~8 550 3 163.07~3 163.22

滑套 2 5~10 35 8 600 3 208.40~3 208.80

滑套 3 10~20 35 8 600 3 278.00~3 278.40

歧 61-6H 井于 2012 年 3 月 1 日完成钻除球座

作业后投产，初期日产液 17 m3，日产油 12.5 t；目前

日产液 12 m3，日产油 11.4 t，含水 5%，生产平稳。

2.2.2　压裂施工造成井底与邻井串通——滨 16-86H
（1）问题原因分析。大港油田低渗储层区块主要

采用注水开发方式，油水井分布相对较为集中，且油

水井投产均需压裂施工。施工过程中受裂缝走向、压

裂规模等因素影响，极易造成油水井井底储层连通。

（2）滨 16-86H 井施工示例。滨 16-86H 井目的

层为滨Ⅳ油组，油藏埋深 3 808.7~3 863.9 m， 孔隙度

为 9.1%~15.1%，电测渗透率 0.24~17.1 mD， 属低孔、

低渗储层。完钻垂深 3 855.18 m，完钻井深 4 423 m。

该井根据录井分析以及 LWD 的自然伽马和电阻率

的解释结果，通过储层岩性的分析以及岩石孔隙度、

含油饱和度的计算，确定分为 5 段进行压裂， 具体工

具设计情况见表 5。
表 5　滨 16-86H 完井工具统计

名称
长度 /

m
外径 /
mm 

内径 /
mm 

阀开启压力
（可调） /MPa

耐温 /
℃

爆破阀 1.020 192.0 115 18.9~23.0 126.7 

球座阀 #1 0.945 168.4 71.374 15.0 162.7 

球座阀 #2 0.946 168.4 77.724 11.2 162.7 

球座阀 #3 0.944 168.4 84.074 15.0 162.7 

球座阀 #4 0.944 168.4 90.424 11.2 162.7 

注：工具扣型均为 LTC，承受压差 68.95 MPa 。

本井累计注液 1 648 m3，累计加砂 214 m3。微

地震裂缝监测结果表明：每段压裂裂缝尺度均有一

定规模；人工裂缝大体平行，分布在北东 55~83°之
间。裂缝高度 27~40 m，裂缝长度 170~235 m。本井

处于油田公司 2012 年重点区块滨海一区 （图 1）。

图 1　滨深 8 区块井位部署

目前该井区试验井组新钻 6 口井全部采取压裂

后投产，其中 3 口水井均在采油阶段，尚未转注。在

压裂滨 18-86 时，水平井滨 16-86H 井口有返液现象，

同时生产跟踪表明，滨 16-86H 井与邻井滨 18-86 生

产过程中含水极为接近，且滨 16-86H 井压裂最后一

段时，滨 18-86 井口压力上升 6 MPa。分析认为两井

储层已经发生连通。

2.2.3　固井碰压后，胶塞入座不牢造成水泥浆回

流——歧 24-19H　

（1）问题原因分析。由于该分段压裂完井工艺受

压裂阀座尺寸限制，固井过程中采用的是一种特殊的

变径固井胶塞（图 2），胶塞带有 5 级裙摆，胶塞头尺

寸仅 67 mm，固井过程中胶塞易发生入坐不牢现象。

图 2　变径胶塞 

 （2）歧 24-19H 井施工示例。歧 24-19H 井固井

分段压裂过程中，碰压后数分钟，水泥头刺漏。分析

认为，胶塞入座不牢，造成水泥浆回流，井口压力过

大刺漏水泥头。随后组织斯伦贝谢公司技术人员进

行胶塞碰压室内试验，优化结构，研发了双级复合固

井胶塞，确保以后施工顺利。

3　下步对策及建议 

（1）针对套管固井 + 滑套分段完井工艺完成水

平井，在油井停喷或井筒出现堵塞后，建议采取钻除

球座作业或者直接采用可捞式滑套。

（2）针对压裂过程中出现储层串通现象，为保证

其压裂施工实施效果，应综合考虑区块构造、地应力

方向、注采井网、压裂施工规模等因素，从而发挥水

平井开发中最大潜能。

（3）针对固井过程中胶塞入座不牢问题，通过优

化胶塞结构，采用双级复合固井胶塞，确保以后施工

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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