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5 卷 第 1 期
2013 年 1 月

石     油     钻     采     工     艺
OIL DRILLING & PRODUCTION TECHNOLOGY

Vol. 35  No. 1
Jan.  2013

文章编号：1000 – 7393（ 2013 ） 01 – 0068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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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加快大牛地气田利用水平井组开发天然气步伐，结合盒 1 气层改造的要求，在多级管外封隔器水平井分

段压裂工艺的基础上，开展了井组压裂模式的研究。通过优化压裂设计，同时结合施工参数及裂缝监测结果对设计参数进行实

时调整，形成了丛式水平井组“井工厂”压裂模式分段压裂工艺。在 R 井组 6 口水平井进行了现场试验，压后井组无阻流量达

77.88×104 m3/d，成功探索出了适合致密砂岩气藏水平井组“井工厂”压裂开发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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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well plant” fracturing mode in Daniudi gas field

LI Kezhi, HE Qing, QIN Yuying, LI Guofeng, ZHANG Yongchun, LI Yueli

（Huabei Branch, Sinopec, Zhengzhou 450006, China）

Abstract: To accelerate gas field development of Daniudi field using horizontal well pattern, considering  the demand of He-1 

gas layer stimulation, well pattern fracturing mode study is conducted, based on horizontal well sectional fracturing technique with 

multi-stage packers. Through optimizing fracturing design, the design parameters are adjusted real-time combined with the operation 

parameters and fracture monitoring results, and the cluster horizontal wells “well plant” fracturing mode is formed. Field applications 

are conducted on the 6 horizontal wells in R pattern, with the result of 77.88×104 m3/d as absolute open flow rate. The study explores 

successfully the effective method to develop tight sand gas reservoirs by horizontal well fr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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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牛地气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伊陕斜坡北部，

上古生界砂岩气藏埋深 2 500~2 900 m，水平井开发

目的层主要为太 2、山 1、山 2 及盒 1 气层。储层以

辫状河流相沉积为主，纵向上交错叠合发育，平面上

分片展布，非均质性较强，气藏内部差别较大，呈现

出“三低两高”的特征（低压、低渗、低孔，有效应力

高、基块毛管压力高），是一个典型的低压、低孔、低

含气饱和度的致密气藏。

大牛地气田盒 1 气层平均孔隙度 9.09%，平均渗

透率 0.55 mD，地层压力系数 0.91，采用水平井分段

压裂工艺获得了较好的改造效果，截至 2012 年 5 月

底，盒 1 气层水平井压后平均无阻流量达 7.56×104 

m3/d［1］。为进一步提高大牛地气田盒 1 气层的储量

动用程度，评价水平井组开发的经济技术可行性，引

进了“井工厂”压裂模式，在大牛地气田已成熟应用

的多级管外封隔器水平井分段压裂工艺的基础上，

开展了丛式水平井组同步压裂工艺研究。大牛地气

田 R 井组的成功试验表明，该技术的实施可提高气

田的开发效率，降低单井开发成本，为实现油气增产

“二次跨越”提供了技术储备。

1　施工难点及对策

大牛地气田 R 丛式水平井组 6 口井的井眼轨迹

采用放射状“米”字型布局，采用二维轨道（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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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现场施工及后续压裂管柱的下入。

图 1　R 水平井组井眼轨道示意图

1.1　施工难点

“井工厂”压裂模式指以密集的井位形成一个开

发“工厂”，流水线式集中压裂，目的是通过一体化、

批量化施工提高效率，降低平均单次成本［2-3］。目前

“井工厂”压裂模式可借鉴理论、经验较少，设计和施

工均存在很大困难。

（1）施工参数优化要求高。丛式井组各水平井 A
靶点之间间距较小，对裂缝整体布局、压裂顺序、缝

长、排量、砂比等施工参数优化要求高。

（2）现场组织实施复杂。大牛地气田 2011 年实

施多级管外封隔器分段压裂井（水平段 1 000 m 左右）

统计数据表明，单井压裂入井液量多（2 500 m3）、加砂

规模大（315 m3）、罐具数量多（90~95 罐）、井场要求

大（70 m×60 m）、返排液量多，因此现场组织实施同

步压裂施工难度较大。

1.2　对策

（1）考虑井网影响，依据各水平井的井眼轨迹，

优化压裂次序、裂缝布局、裂缝长度和加砂规模等施

工参数，避免缝间干扰，避免压窜裂缝，达到深度改

造的目的，进一步提高改造效果；依据水平井段方

位与最小主地应力方位的夹角、施工压力的变化，优

选段塞数量和最高砂液比，确保不出现早期脱砂等 
现象。

（2）采用成熟的压裂液配方体系、分段破胶和伴

注液氮技术，尽可能减小对地层的伤害。

（3）合理利用压裂车组、压裂液罐和排液池，优

化液罐和压裂设备的数量，在管理上降低成本，达到

“省时、省力、省钱”的目的。

（4）进行裂缝实时监测，确定裂缝分布，优化压裂

工艺，调整施工参数。压裂过程中掌握裂缝的分布，

实时监测压裂过程，依据实际裂缝延伸情况随时调

整泵注方案，优化压裂工艺，做到同步调整。

2　压裂方案优化

2.1　压裂工艺

结合盒 1 气层储层工程地质特征，考虑同步压

裂、扩大井网泄气面积及缩短作业周期等方面因素，

优选大牛地气田成熟应用的多级管外封隔器分段压

裂工艺［4］。

2.2　压裂顺序

结合“井工厂”压裂模式理念，根据地质概况和

井场井位分布，同时考虑降低成本、保障大牛地气田

会战进度，确定压裂顺序：R-2H 井→ R-1H 井→ R-
4H+ R-6H 井→ R-3H+ R-5H 井。

2.3　滑套 / 喷嘴位置优化

以井组考虑，同侧 3 口井的压裂裂缝进行交叉

设计（图 2），同时结合录井、气测、随钻伽马资料进

行选段，避免缝间干扰：（1）相邻两口井之间采用交

错排列方式；（2）滑套 / 喷嘴尽量放置在录井显示好、

AVO（Amplitude Versus Offset, 振幅随偏移距的变化）

也好的位置（图 2）。

图 2　压裂裂缝交叉设计

2.4　裂缝间距及压裂段数优化

合理的裂缝间距应综合考虑储量动用程度和保

证水平井具有较高的产能。以气藏储层条件为基础，

分别利用气藏数值模拟法及极限控气半径公式优化

水平井裂缝间距［5］。综合两种方法，结合前期水平

井压裂经验［6］，确定气藏水平井的合理裂缝间距为

135~166 m 时不存在裂缝间干扰。1 000 m 水平段

压裂段数为 7~8 段。

2.5　施工参数优化

结合储层工程地质特征、单井钻遇显示情况以

及井网条件对施工参数进行优化。

（1）储层砂岩弹性模量为 18.76 GPa，利于压裂裂

缝的延伸［7］。

（2）根据单井的录井显示以及封隔器控制范围，

在全烃显示好的位置以及封隔器间距大的地方，适

当加大加砂量，全烃显示差的位置以及封隔器间距

小的地方，适当减少加砂量。

（3）考虑避免 R 井组相邻井水平段裂缝延伸可

能产生的裂缝干扰，B 靶点附近扩大有效改造体积，

造长缝，适当提高施工排量和加砂规模；A 靶点附

近结合邻井对应压裂点之间距离控制缝长，适当控

制加砂规模（30 m3 左右），并降低施工排量。 
结合前期施工经验，单井裂缝长度 130 m，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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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高度 50 m，裂缝宽度 4.0 mm，优化施工参数

为：加砂规模第一级为 42 m3，逐级降低至 30 m3 左

右；施工排量由 4.5 m3/min 逐级降低至 4.0 m3/min；
前 置 液 比 例 由 41% 逐 级 降 低 至 37%； 砂 比 为 
20%~23% 左右；采用渐进式加砂程序，10% → 
16% → 22% → 28% → 32% → 38% 逐渐增加；液

氮伴注比例 9%~6%，从 B 靶点到 A 靶点逐渐减少，

液氮注入量大，孔隙压力增加值大，促使更好排液。

各井压裂施工设计及参数模拟见表 1，其中两井

同压模拟时考虑以下问题：（1）根据单井压裂施工情

况及裂缝监测情况进行调整；（2）R-3、R-4 井压裂规

模适当减小，避免井间压连通，保证施工安全；（3）R-5、
R-6 井压裂规模适当加大，增加边部压裂改造体积。

表 1　R 井组压裂施工设计参数

井
号

段数
加砂规
模 /m3

入地液
量 /m3

排量 /
m3·min–1

前置液
比例 /%

平均砂
比 /%

R-1 8 337.0 2 264.0 4.5 ↘ 4.0 41.4 ↘ 37.2 20~23

R-2 7 302.7 2 047.9 4.5 ↘ 4.0 41.0 ↘ 36.5 20~23

R-3 9 390.4 2 675.4 4.5 ↘ 4.0 41.0 ↘ 36.9 20~23

R-4 8 337.1 2 312.9 4.5 ↘ 4.0 41.0 ↘ 36.9 20~23

R-5 9 395.5 2 691.9 4.5 ↘ 4.0 41.3 ↘ 36.9 20~23

R-6 8 345.5 2 369.6 4.5 ↘ 4.0 41.5 ↘ 36.9 20~23

2.6　压裂液体系、支撑剂优选

2.6.1　压裂液体系　选用前期单井施工应用成熟的

羟丙基瓜胶压裂液体系，基液配方：0.45%HPG（一

级）＋1.0%KCl+0.1% 甲醛 +1% 起泡剂 +0.2% 助排

剂 +0.2%Na2CO3。该体系采用 BCL-61 交联剂；前

置液阶段现场添加胶囊破胶剂，携砂液和顶替液阶

段现场楔形追加过硫酸铵，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调整

各级加入比例，尽量做到分段同时破胶，减少前几段

由于破胶时间早造成的水锁伤害。

基液黏度在室温剪切速率 170 s–1 下为 57 mPa·s，
交联时间 96 s；在 89 ℃条件下，0.5 h 测得压裂液破

胶水化液黏度 1.25 mPa·s；压裂液破胶液残渣 210 
mg/L；压裂液滤液对岩心的平均伤害率为 20%。该

压裂液体系中温、耐剪切性能好、较低残渣含量、低

滤失、低伤害［8］。

2.6.2　支撑剂　根据邻井施工资料反映，区块裂缝

延伸压力梯度为 0.017~0.019 MPa/m，地层闭合压力

43~48 MPa，目前大牛地气田常用的 20/40 目、强度

52 MPa 中密度陶粒通过多次的试验评价，满足裂缝

导流能力需求。

3　现场应用

从 2012 年 5 月 20 日—6 月 1 日，共对 R 井组 6

口井开展了“井工厂”模式压裂，6 口井累计无阻流

量 77.63×104 m3/d，平均无阻流量 12.94×104 m3/d，
取得了明显的增产效果（表 2）。

表 2　现场实施效果统计

井名
设计 / 施
工段数

加砂规
模 /m3

入地液
量 /m3

返排液
量 /m3

返排
率 /%

无阻流量 /
104 m3·d–1

R-1 8/8 337.0 2 514.9    751.06 27.81 18.080 72

R-2 7/7 300.0 2 243.2 1 086.19 45.94   4.715 81

R-3 9/6 233.9 1 792.8    757.00 44.00 20.405 20

R-4 8/8 322.4 2 317.9    970.10 41.00   4.471 82

R-5 9/9 396.8 2 976.2    586.70 19.10 27.507 57

R-6 8/8 339.2 2 574.0 1 066.70 40.70   2.700 00

累计 49/46 1 929.3 14 419 77.881 12

平均 7.7 321.55 2 403.2 12.980 19

3.1　同步压裂技术应用

同步压裂施工时，如何同步是该工艺实施的关

键点。现场采取方法如下：同压时同时起泵，各段

打开滑套后各自继续压裂；前 4 段，施工时间相差

若小于 20 min 则继续各自施工，若相差大于 20 min，
则快的车组打开滑套压力平稳后等待；前 4 段压后

停泵检修设备，第 5 段同时起泵压裂。该方法的实

施保障了同步压裂的顺利进行。

3.2　裂缝监测及现场实时调整

采用 3 种裂缝监测方法对 6 口井进行了实时裂

缝监测（表 3），确保每口井均有 2 种监测方法进行

监测解释。同时现场针对同步压裂进行了 2 次实时

调整，初步形成丛式水平井组压裂现场优化调整技

术，即“优化技术 = 工程 + 地质 + 裂缝监测 + 工具”，

工程方面分析压裂施工曲线变化，地质方面分析单

井钻遇情况，同时结合裂缝监测缝长、方位等参数以

及单井球座尺寸大小，优化靠近 A 靶点各级规模、排

量，保证了 2 次优化调整后施工的顺利进行。
表 3　R 井组裂缝监测统计

监测方法 监测目的井

地面微地震 R-2、R-4、R-6、R-1、R-3、R-5

井下微地震 R-2、R-4、R-6

地面测斜仪 R-1、R-3、R-5

3.3　突发情况应急处理

现场大规模施工及同步压裂试验易出现以下突

发情况，如滑套打开不明显、滑套打不开、砂堵、施工

中出现异常压力、投球不到位、压连通、返排液量大、

污水及时转移等，为此，成立现场技术领导小组，制

定详细的应急预案，确保井组“井工厂”模式压裂成

功实施。其中 R-3 井因投球滑套提前打开，放弃了 3
段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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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水平井井组“井工厂”压裂模式在大牛地气

田 R 井组获得成功应用，有效提升了盒 1 气层难动

用储量的动用程度，为利用水平井组“井工厂”压裂

模式开发致密砂岩气藏积累了经验。

（2）初步形成的丛式水平井组裂缝及压裂设计参

数优化技术、同步压裂及裂缝监测实时调整技术可

为其他油气田采用水平井组开发提供经验借鉴。

（3）目前井组 6 口井采用二维放射状井眼轨迹，井

口距离较大，征地面积过多；B 靶点附近裂缝长度未

能沟通全部储层。建议继续开展水平井组三维轨迹

设计优化及试验应用，进一步缩小井场面积，优化钻

机可移动性，降低搬迁周期和难度，实现“井工厂”作

业，同时继续开展水平井丛式井组设计优化研究，动

用更多难动用储量，增加井组改造体积及改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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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非常规关键技术获重大突破

“十二五”开局以来，在顶层设计指导下，中国石油

各攻关单位在“十一五”低渗透油气藏储层改造技术成

果的基础上，基本掌握复合桥塞多段压裂技术、套管滑

套多层压裂技术、连续油管喷砂射孔多层压裂技术、封

隔器滑套多层多段压裂技术、体积压裂设计和实时监测

及压后评估技术等致密油气和页岩气开发领域的技术；

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桥塞 + 多簇射孔联作适

合三种套管尺寸的分段压裂工具系列，具有不受分段压

裂段数限制、工具管柱简单、套管施工排量大和桥塞钻

铣后井筒完整便于后续作业等优点。这些成果对页岩

气、致密气高效开发和降低成本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勘探与生产分公司按照“先直井后水平井、先致

密气井后页岩气井”的试验原则，遵循多段大液量大排

量体积压裂理念，2011 年 11 月 26 日，首次应用西南

油气田自主攻关形成的复合桥塞 + 多簇射孔联作分段

压裂技术，在安岳须家河致密气藏岳 101—58—x1 井

成功完成 5 层压裂施工，性能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

截至 2012 年 11 月底，西南油气田公司已生产并销售

页岩气 1 125.3 万 m3。

截至目前，应用自主研发的复合桥塞 + 多簇射孔联

作工具分段压裂 12 口井。其中，直井 7 口，水平井 5 口，

最高分压段数 10 段，工艺成功率 100%。现场试验表明，

自主研发的复合桥塞性能完全达到设计要求，多簇射孔

和带压钻磨桥塞配套工具性能可靠、工艺可行，标志着

水平井复合桥塞 + 多簇射孔联作分段压裂技术成功实

现国产化，为下步页岩气水平井应用国产化复合桥塞工

具进行低成本、大规模体积压裂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根据中国石油页岩气和致密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勘

探开发部署，2013 年重点在西南油气田致密气部署开发

井 86 口，其中水平井 60 口，当年建产能 21 亿 m3；在页

岩气部署水平井 36 口，当年建产能 2.73 亿 m3；计划推

广复合桥塞多段（层）压裂现场试验 30 口井至 50 口井。

复合桥塞 + 多簇射孔联作分段压裂技术的突破，

标志着西南油气田储层改造技术迈上新台阶，改变以

往只能引进国外技术开发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的局

面，掌握页岩气水平井开发的关键主体技术，完善中国

石油水平井加分段压裂主体技术体系，为页岩气和致

密气等非常规领域的规模效益开发奠定坚实基础。

（摘编自中国石油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