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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打捞滑套分段压裂技术在红河油田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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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河油田属于低孔特低渗油田，天然裂缝发育。前期开发主要以裸眼封隔器分段压裂工艺为主，钻扫球座工艺繁琐，

二次改造施工困难。通过开展可打捞滑套分段压裂工艺试验，可以实现井筒全通径，为后期二次改造和段间干扰因素分析提供

了技术支撑。介绍了可打捞工具管串结构、技术特点、施工工艺，并在 HH37P32 井进行了现场试验，现场试验表明，该压裂工艺

能对水平井实施有效改造，可提高低渗透油藏的压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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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eparate layer fracturing with salvage sliding sleeve in Honghe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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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nghe oilfiel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w porosity, ultra-low permeability and natural fracture growth. Open-hole 

packer staged fracturing technology was mainly conducted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stage, which is subjected to complex process of 

drilling sweep ball seat and difficult construction of secondary reformation. Through salvage sliding sleeve fracturing process test, the 

shaft diameter can be realized in whole wellbore, which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secondary transformation and interference fac-

tors analysis. The tube-string structure, tech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on process of salvage tools we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and 

pilot test was carried out in Well HH37P32. Field application shows that this fracturing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implement stimulation 

for horizontal wells, and improve the fracturing effect of 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

Key words: Honghe oilfield; low porosity and ultra-low permeability; horizontal well; salvage; staged fracturing

基金项目：中石化先导项目“ 红河 37 井区水平井分段压裂整体开发技术研究”（编号：GC-2011-012）。

作者简介： 王迁伟，1983 年生。2006 年毕业于长江大学石油工程专业，现从事油气储层改造研究工作。E-mail：hbjwqw@163.com。

水平井裸眼完井分段压裂工艺是低压、低渗透油

气藏开发的重要增产措施之一 ［1］。 2011 年，红河油田

进行了 11 口井管外封隔器分段压裂工艺，取得了较好

的开发效果，但存在一定局限性：压裂完后，只能把球

洗出，然后将滑套和球座留在井底或者钻铣掉，无法进

行二次改造或其他增产作业；生产时，每段的产能贡

献不清楚。为此，与加拿大 Compass 公司在 HH37P32
井开展了可打捞滑套分段压裂试验。

1　可打捞滑套分段压裂管柱

HH37P32 井是部署在鄂尔多斯盆地天环坳陷

南端的一口以长 8 油层为主要目的层的开发水平

井，完井方式为裸眼完井。水平段长 550.84 m，3 层

为裂隙含油层，18 层为含油层，11 层为差油层。综

合考虑产能模拟、水平井压裂工艺，HH37P32 井分

段数设计为 6 段。可打捞工具管串见图 1。
可打捞滑套内部结构为双滑套（图 2），其井下

管柱具备以下特点：（1）可以使用连续油管连接专门

的打捞工具对球、球座以及内滑套进行一次性打捞，

大大降低了将滑套和底座钻掉的风险和成本；（2）打

捞后可以使井筒形成通径，最大程度发挥井的产能

而且毫不影响常规井下作业或是测试工具的使用；

（3）可以在分段压裂后实现二次压裂或其他增产作业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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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可打捞滑套分段压裂管柱示意图

图 2　可打捞滑套及打捞工具

2　施工步骤

（1）压裂施工完后，建议不放喷进行打捞作业，等

打捞完成后再进行放喷。

（2）安装连续油管设备，防喷管要求最短为 6 m，

将液氮泵车和水力泵车连接到连续油管上。

（3）把打捞装置连接到连续油管上，测试拉力和

连续油管承压，拉力为 100 kN，压力为 21 MPa。
（4）按照顺序安装井下管串组合：打捞器、常规

扣型、马达头、变扣接头、连续油管。

（5）把防喷管插入注入口，井口试压 21 MPa。
（6）打开井口下管串组合，下入速度为 20 m/min，

中途不能开井。

（7）进入水平段时，开始泵入清水和液氮，并开井

放喷，通过油嘴来调节井内压力。

（8）当管串下至距第 1 个滑套 20 m 处时，降低下

放速度至 10 m/min，在距第 1 个滑套 3 m 处停止下

放管串，打循环至地面，当接触到第 1 个滑套时，标

记深度，并计算下个滑套位置，同时停泵关井。

（9）上提管串，通过施加压力把滑套销钉剪断（记

录拉开滑套所需的压力）。当拉力超过 2.3 kN 时，滑

套销钉被剪断，确保拉力不要超过连续油管最大拉

力的 80%。

（10）上提管串 5 m，确保滑套完全被拉出，一旦

滑套被拉出，立即开泵，排量同上，继续下放管串，在

距下个滑套 1 m 处停止下放，循环 3 min，在即将接

触到滑套时，停泵关井。重复 9 到 10 步骤，直到所

有滑套被拉出。

（11）起出连续油管，标记防喷管中连续油管的位

置，然后关闭井口。

3　现场应用

该井压裂改造后，打捞出 5 个滑套，打捞成功

率 100%，实现井筒全通径，放喷 3 d 出油，试油初期

平均日产油 20.3 t，日产液 29.2 m3，最高日产油达到

35.57 t，日产液 49.8 m3，与邻近水平井 HH37P33 井

长 8 油层进行对比，该井分 13 段进行压裂，试油初

期平均日产油 9.8 t，日产液 24.3 m3，增产增液效果

明显。

4　结论与认识

（1）采用可打捞滑套管外封隔分段压裂工艺，压

后可实现井筒全通径，为水平井的后期改造提供了

一种简单、安全、可靠的技术支撑。

（2）HH37P32 井是红河油田第 1 口实施可打捞

滑套工艺的水平井，取得了可打捞滑套先导性试验成

功，为红河油田水平井致密储层的开发提供了借鉴。

（3）HH37P32 井处于裂缝发育区，为了防止沟

通邻井，降低了加砂规模，没有达到充分改造的目

的，建议对该井进行二次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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