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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川盆地侏罗系沙溪庙组储层低孔低渗，使用常规改造手段很难获得工业油气流。为此，在 G16H 井首次开展了电

缆带易钻式桥塞分段射孔加砂压裂联作试验，桥塞通过 8 mm 电缆下入，在水平段通过压裂车进行泵送，到达预定位置后地面

给电信号进行坐封，同时桥塞与射孔枪丢手，上提射孔枪依次进行多簇射孔作业，每段分 3~4 簇射孔，坐封桥塞、射孔、加砂压裂

作业最快可在 12 h 内完成。G16H 井共分 10 段施工，压后利用 Ø50.8 mm 连续油管成功钻磨 Ø114.3 mm 套管用桥塞 9 只，钻磨

完单只桥塞平均用时仅 60 min 左右。该井放喷测试获得了 24.7 t/d 的高产工业油气流。易钻桥塞射孔联作加砂压裂技术的成

功实施，初步探索出针对该低孔低渗区块的一套有效储层改造技术手段，为下一步侏罗系沙溪庙组储层高效开发积累了宝贵的

现场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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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rillable bridge plug and clustering perforation  
in staged fracturing for horizontal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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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ustrial oil-gas flow can not be obtained by conventional stimulation treatment in Shaximiao Group Jurassic System 

since the characteristic of low porosity and low permeability. The clustering perforation and sand fracturing of cable drillable bridge plug 

combination test was first implemented in Well G16H. The plug is downloading through the 8mm cable and pumping through the frac-

turing truck in horizontal stage. Electrical signals are sent for setting from ground when the plug at the predetermined position, and then 

the plug and perforating gun releasing to conduct multiple clusters of perforating with the perforating gun up in succession. Every stage 

has 3-4 perforations, plug setting, perforation and sand fracturing can be completed in 12 h at the soonest. There are ten stages in Well 

G16H, The coiled tubing of 50.8 mm is successfully drilling and grinding Ø 114.3 mm casing with 9 plugs after fracturing, and the aver-

age time consuming of single bridge plug is only about 60 min. 24.7 t/d industrial oil-gas flow is obtained after the discharge test in this 

well.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drillable bridge plug clustering perforation and sand fracturing in this horizontal well preliminar-

ily explores a suit of effective reservoir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y which is specific for this low porosity and low permeability block, 

and accumulates precious field experience for further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reservoir stratum in Shaximiao Group Jurass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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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中部侏罗系沙溪庙组储层是原油勘探

开发的重要区域，其储层主要为粉、细—中砂岩，孔

隙度 1%~6%，平均 3.4%；平均渗透率 0.23 mD。受

工艺水平限制，储层改造仅以直井小型酸化解堵、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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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加砂为主，加砂压裂成功率低，增产效果差，作

业时效低。近年来，在水平井分段加砂压裂已经成

为致密油气藏获得工业油气流重要储层改造手段的

背景下［1-6］，利用水平井分段压裂技术来高效开发沙

溪庙组储层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为了达到整体压

裂、精细改造、提高时效的目的，在侏罗系沙溪庙组

储层采用了易钻桥塞分段射孔加砂压裂技术。

易钻式桥塞分段射孔加砂压裂技术是目前北美

地区页岩气水平井分段压裂的主流技术，适用于套

管井，其主要特点是多段分簇射孔、易钻式桥塞封

隔。桥塞可以通过电缆下入或连续油管下入并坐

放，然后进行射孔、压裂，重复这一过程直到完成所

有层段的压裂。施工结束后使用连续油管钻磨掉所

有桥塞，进行测试、生产。结合分簇射孔措施，该技

术可在水平段形成多条裂缝，压裂后形成的缝网更

加复杂，有效改造体积更大，从而获得更好的增产

效果。

1　压裂工艺选择依据及难点

G16H 井采用三开三完方式，目的层采用 Ø114.3 
mm 套管，下深 3 556.0 m。改造目的层段为 J2s

1， 
2 555.0~3 542.8 m，储层以灰色细砂岩、深灰色泥质粉

砂岩为主，孔隙度 4%~11%，测井共解释储层 8 段，油

气层 1 段、差油层 7 段，累计厚度 573.1 m，压裂前未

中测，预测地层压力 25.3 MPa。
1.1　压裂改造工艺选择依据

（1）改造目的层属于低孔低渗储层，处于有利于

砂体发育的沉积相中，要求水力压裂能够扩大有效

改造体积，这就需要采用大规模压裂及精细压裂，采

用易钻式桥塞分段射孔加砂压裂则具有较低的施工

摩阻、准确的压裂分段、无限制的分段级数等优势。

（2）相比水平井封隔器坐封，打开滑套压裂，易钻

式桥塞分段射孔加砂压裂后可以迅速钻磨，保证井

筒的全通径，利于后期作业的实施。相比喷砂射孔

压裂技术，则易钻式桥塞分段射孔压裂的改造强度

和力度要更大，更适用于低渗透储层的改造。

（3）易钻式桥塞分段射孔压裂由于采用射孔、压

裂联作，比常规先射孔，再下管柱压裂的方法能大幅

提高作业时效。

1.2　施工难点

（1）该技术关键是电缆下入桥塞、射孔联作，如果

前面桥塞不能坐封或是射孔不能完成，势必会造成

不能实施压裂改造。

（2）储层属深层致密砂岩气藏，地层发育有一定

低角度的天然裂缝，邻井 G36 井由于采用的常规压

裂技术手段，没有控制好施工排量与砂浓度的关系，

在压裂过程中发生了砂堵。

（3）无论是在下桥塞过程还是后期钻磨桥塞，都

需要套管具有较高的完整性。因此压裂施工中必须

控制好压力，使其在能顺利压开地层的情况下不使

套管变形。

（4）大规模施工，大液量、大砂量，施工周期长，给

地面压裂设备、高压管线、井口等提出了更高的长时

间耐压及稳定性的要求。

2　针对性措施

（1）该井水平段长达 1 003 m，采用空心复合易钻

式桥塞分段、逐层压裂的方式进行 12 段压裂改造，

提高储层动用程度，在邻井采用井下微地震技术实

时监测裂缝的形成和延伸情况。

（2）采用滑溜水 + 低伤害胍胶体系作为工作液体

系，要求压裂液具有良好的防乳破乳能力、摩阻低。

（3）加砂主体采用 20/40 目的陶粒，前期注入一

定量的 100 目粉砂，以期起到封堵微裂缝的作用，后

期尾追 20% 的覆膜陶粒以减轻支撑剂回流，加砂规

模采用“水平段两端加砂规模大，中间段砂量适度”

的改造模式。

（4）在施工工艺上，为了降低孔眼摩阻及早期砂

堵风险，采用小粒径陶粒段塞技术。施工中采用小

台阶下的逐级提升砂浓度模式，实现近线性加砂，确

保泵注过程中支撑剂在裂缝中的浓度能够平稳增

加，降低施工风险。

（5）结合套管抗内压强度，计算裂缝延伸压力、液

体摩阻等参数，采取控制井底压力施工技术进行压

裂作业。

（6）采用分簇射孔工艺以扩大压裂改造体积，射

孔孔密为 16 孔 /m，前 6 段分 4 簇射孔，后 6 段分 3
簇射孔。

3　施工步骤

3.1　下桥塞

桥塞是靠 Ø8 mm 电缆下放和压裂车泵送的方式

输送到预定的坐封位置。直井段以不超过 50 m/min
的速度下放，水平段开动压裂车泵送，泵送排量控制

在保持电缆张力在 3~5 kN、速度 30 m/min 左右。该

型桥塞采用高强度复合材料制成，空心投球式，可适

用不同刚级套管，承受压差 70 MPa，耐温达 200 ℃。

入井管串为：电缆绳帽 +CCL+ 快换接头 + 射孔枪

+ 隔离短节 + 滚轮短节 + 坐封工具 + 推筒 + 桥塞，

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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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易钻式桥塞及射孔工具串组合

3.2　坐封桥塞并丢手

桥塞下到坐封位置后根据套管短节进行校深，

确定深度无误后点火坐封桥塞。点火成功后，电缆

张力会有 1 kN 左右的变化，井口监控人员可明显感

觉电缆有震动，说明桥塞已坐封并丢手，点火 3 min
后可上提电缆。G16H 井共计坐封 9 个桥塞，全部一

次坐封成功，设计坐封位置与实际坐封位置的误差

基本都在 0.25 m 以内。

3.3　射孔

上提 73 型射孔枪至第一簇射孔位置（注意上提

不能超过射孔位置），并与蓝图对比校正，确认无误

后点火，射孔第一簇，继续上提电缆，完成后续射孔，

全部完成后上提出井下工具串。该井实际共计射孔

35 簇，射孔孔密为 16 孔 /m，孔径 8.12 mm，相位角为

60°，射孔成功率 100%，射孔误差大都在 0.22 m 以内

（见表 1）。
表 1　G16H 井坐封桥塞及射孔情况统计

序
号

设计桥塞
位置 /m

设计射孔段 /
m

实际坐封
位置 /m

坐封误差 /
m

各簇射孔
误差 /m

1 3 460 3 396~3 445 3 459.79 0.21 0.01~0.3
2 3 380 3 316~3 365 3 379.77 0.23 0.05~0.71
3 3 300 3 236~3 285 3 300.72 −0.72 0.03~0.74
4 3 220 3 155~3 204 3 220.04 −0.04 0.02~0.08
5 3 140 3 000~3 108 3 140.07 −0.07 0.08~0.16
6 2 980 2 919~2 960 2 979.87 0.13 0.02~0.08
7 2 830 2 748~2 810 2 829.84 0.16 0.01~0.22
8 2 725 2 668~2 707 2 725.07 −0.07 0.01~0.1
9 2 650 2 579~2 626 2 649.99 0.01 0.02~0.1

3.4　加砂压裂

压裂前投球封堵空心桥塞，然后按照施工设计

的参数进行加砂压裂，压裂完一段再重复 1~4 步。

G16H 井于 2012 年 5 月 12 日开始施工，前 5 段压裂

后钻磨桥塞，进行放喷测试。通过井下微地震实时

分析后将压裂井段调整为 10 段，8 天时间完成 10 段

施工，最高砂浓度、砂量等施工参数都创下了该区

块新的记录（见表 2）。微地震监测表明，总体压裂

体积达到了 34.6×106 m3，总体压裂产生裂缝高度约

为 230 m，长度约为 1 550 m（沿井筒方向），宽度约为

500 m（垂直于井筒方向），取得了显著的压裂效果（见

图 2）。

表 2　G16H 井施工参数及时效统计

井
段

施工压
力 /MPa

排量 /
m3·min−1

最高砂浓
度 /kg·m−3

液量 /
m3

砂量 /
m3

压裂体积
/106 m3

1 60~61 9~9.6 450 1 038 62.8 1.8
2 62~67 9~9.1 594 737 42.8 5.0
3 63~65 9~9.1 654 686 41.6 2.9
4 65~75 9~9.1 688 687 41.5 4.7
5 58~60 9~9.1 699 675 42.8 3.6
6 68~70 11.8~12 482 968.1 34.5 4.0
7 65~68 11.6~11.8 572 631.9 40.7 2.9
8 64~72 11.7~12 715 935.5 72.4 2.0
9 68~79 12~12.1 578 708.7 39.6 2.3
10 65~70 11.8~11.9 651 904.5 49.5 5.4

 

图 2　 G16H 井裂缝监测示意图

3.5　钻磨桥塞

在全部施工段完成压裂后，用连续油管下入磨

鞋，常用的工具包括磨鞋、马达、震击器、循环阀、丢

手、单流阀等（见图 3）。将全部桥塞钻完后全水平

井段放喷测试，也可在施工完若干段后阶段性钻磨

桥塞，分几次放喷求产。在实际磨铣过程中，尽量缓

慢钻进，保证钻屑细小，便于循环，防止卡钻。

图 3　连续油管钻磨桥塞工具串组合

钻磨桥塞过程中的回压控制显得非常重要。因

为水平段携砂流速要求高，即需要大排量，而螺杆马

达的排量是定值，所以要从便于携砂角度考虑选择

油嘴；另一方面，如果回压过小，地层出砂也是需要

注意的问题。油嘴的选择利用下式计算

∆p Q
C

=
2

2 22
ρ
Α

（1）

式中，Dp 油嘴节流压降，MPa；Q 为泵注排量，m3/min；
ρ为流体密度，103 kg/m3；C 为孔眼系数，无量纲；A
为油嘴节流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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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钻磨桥塞的连续油管选择方面，根据该井的

井深条件及水平段长度，充分考虑最大提升力、前端

推力等因素，计算出连续油管摩阻、前端推力、扭矩

等关键参数，最终选择采用 Ø50.8 mm 连续油管来钻

磨桥塞（表 3）。
表 3　不同管径连续油管性能参数

连续油管
直径 /mm

连续油管
摩阻 /MPa

前端剩余
推力 /kN

连续油管
扭矩 /N·m

31.75 169.3 970
38.10 52.1 1 610
44.45 34.3 21.3 2 830
50.80 15.7 46.6 3 820
60.33 6.4 63.8 5 910

本井钻塞过程采用 Ø92 mm 磨鞋，控制循环压

力 38~45 MPa，循环排量 350~420 L/min，配合 Ø50.8 
mm 连续油管（悬重变化 10~30 kN）成功钻磨 Ø114.3 
mm 套管用易钻式桥塞 9 只，钻磨完单只桥塞平均

用时仅 60 min 左右。通过自行研制的捕屑器，有效

地捕获了桥塞碎屑、胶皮，避免返出物堵塞地面流程

（图 4）。
 

图 4　捕获的部分桥塞本体及胶皮

钻磨完所有桥塞后，G16H 井连续开井放喷测

试，获油 23~25 t/d、气（0.37~0.51）×104 m3/d，已正式

投产。该井的试验成功，标志着侏罗系致密砂岩油

气藏提高单井产量已获技术突破，初见成效。

4　结论

（1）易钻式桥塞分段射孔加砂压裂技术采用桥塞

下入和射孔一体化作业，压裂后连续油管快速钻塞，

实现多层合试，具有作业时间短、效率高、安全可靠

的特点。

（2）从压后裂缝监测结果来看，采用易钻式桥塞

分段压裂的方式进行压裂可形成复杂的体积裂缝，

大幅提高储层改造体积。利用微地震监测可在水平

井分段压裂中可实时调整施工参数，确保施工顺利

完成。

（3）捕屑器可有效避免因地面流程堵塞而造成的

施工风险，同时在辅助判断钻磨效果及决定是否起

钻检查工具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小管径的连续油管，钻压较小，效率较低，推

进力不足，对长水平段（>800 m）左右的井进行钻磨

时需采用 Ø50.8 mm 甚至更大管径的连续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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