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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里格气田属于“低孔、低压、低渗”的三低气田，需要压裂改造才能生产，其中连续油管喷砂射孔环空分段压裂技

术以其自身的技术优势，成为苏里格地区水平井改造的重要方式。连续油管喷砂射孔环空分段压裂技术通过定位器、封隔器等

井下工具组合实现喷砂射孔、封隔器分层、套管大批量注入和连续油管精确定位，一趟管柱可完成多种作业，具有施工周期短、

成本低、压后全通径等优点。阐述了该技术的工作原理及配套工具的原理、结构。通过在苏里格一口二开水平井的成功实施，

说明连续油管喷砂射孔环空分段压裂技术适用于致密气藏，为水平井多级水力压裂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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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oiled tubing jet perforation separated fracturing  
through annulus technique in Sulige ga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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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lige gas field belongs to three low-fields, including low porosity, low pressure and low permeability, and requires frac-

turing treatment for industrial gas. Depending on its technical advantages, coiled tubing jet perforating staged fracturing through annulus 

technique becomes the most significant method for horizontal wells stimulation in Sulige area.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down-hole 

tools such as positioned and packer, coiled tubing jet perforation separated fracturing through annulus technique can realize sand blast-

ing perforation, packer stratification, downloading casing in large quantities and coiled tubing accurate positioning. So several works 

can be finished by only one string trip, and has the advantages of short working cycle, low cost, full size after fracturing, etc.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operating principle of this technique and the mechanism and structure of main tools in detail.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 of 

this new process in one horizontal well in Sulige illustrate that the coiled tubing jet perforation separated fracturing through annulus tech-

nique is applicable to tight gas reservoirs, providing a new and effective mean for multi-stage hydraulic fracturing of horizontal w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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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格地区储层致密、层系多、低孔、低渗，需要

压裂改造后才能投产。常规开采方式以直井分压合

采为主，由于直井受储层裸露面积小、控制开采规模

小等因素的影响，开发效果不显著。随着苏里格气

田开发的不断深入，水平井分段压裂开发逐渐成为

主要的开发方式。目前，苏里格地区水平井主要是

三开井身结构，采用封隔器裸眼分段压裂技术，通过

投球打开滑套的方式对各气层进行分层压裂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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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完井压裂方式存在以下问题：管柱下入后不能

提出，压后由于受到滑套通径的影响，很难实现后续

二次作业；由于受油管尺寸的影响，分段级数受到

限制，制约了水平井的开发。为此，进行了连续油管

水力喷射环空分段压裂技术研究，该技术主要针对

二开井身结构水平井，下套管后固井，通过连续油管

底带井下工具，实现无限级压裂，并且压后全通径，

以利于后续作业。

连续油管喷砂射孔环空分段压裂技术利用贝努

利原理，通过喷嘴的节流将高压射孔液转化为高速

射孔液对套管进行喷砂冲蚀，然后进行环空加砂压

裂［1-2］。该技术结合了喷砂射孔、封隔器分层、套管

大批量注入和连续油管精确定位的优势，对于纵向

上具有多个产层的油气藏分层压裂，特别是薄互层

压裂具有显著优势。美国曾经利用该技术在 3 天内

实现了 40 级压裂作业，国内在四川盆地的 HC 区块、

大牛地区块以及长庆地区等都采用过该技术［3-5］。

该技术在苏里格地区尚处于小规模应用阶段。

本文主要介绍了苏里格一口二开水平井采用连续油

管喷砂射孔环空分段压裂技术进行分段压裂，最终

实现了一趟管柱 7 层分段压裂施工作业，缩短了施

工周期，提高了经济效益。

1　连续油管喷砂射孔环空分段压裂管柱

连续油管喷砂射孔环空分段压裂管柱从上至下

为连续油管 + 连续油管接头 + 丢手工具 + 扶正器 +
水力喷射工具 + 平衡阀 + 反循环接头 + 封隔器和锚

定装置 + 机械式套管接箍定位器，如图 1 所示。其

工作原理是：通过连续油管与工具连接后，下入井

底，在拖动工具的过程中通过机械定位器实现精确

定位，定位后将封隔器坐封，通过连续油管以一定排

量将具有一定砂浓度的射孔液通过喷射短节进行喷

射射孔，射孔完毕后通过环空进行压裂，压裂结束后

上提管柱解封封隔器，再次定位进入下一层后，坐封

封隔器，开始第 2 层压裂，以此循环完成所有层段的

压裂后，上提连续油管出井口。

 

图 1　压裂施工管柱示意图

1.1　水力喷射工具

水力喷射工具由高硬度本体和耐磨喷嘴组成，

喷嘴数量和喷嘴直径根据实际情况可调整。水力喷

射工具连接管柱下入到预定位置后，地面连接液压

泵加压注入液体，液体在喷嘴节流作用下，产生高

速、高压流体将套管、地层射穿，达到施工目的。实

验数据表明，当喷射速度达到 142 m/s 时，具有短时

间内射开套管的能力。

1.2　平衡阀 / 反循环接头

平衡阀 / 反循环接头要配合封隔器使用。在下

井时，反循环阀处于关闭状态，封隔器坐封后处于开

启状态，遇到砂堵情况，可以从连续油管和套管环空

进行反循环洗井，不动管柱解除砂堵。封隔器上提解

封后，平衡阀 / 反循环接头上的循环孔会随之关闭。

1.3　封隔器和锚定装置

图 2 所示的封隔器是专门用于连续油管喷射压

裂底部封隔的高压封隔器，特别适用于连续油管下

井，无需提供扭矩，采用上部加载荷坐封。如图 2 所

示，通过上提 20~30 kN 后下放操作一次，封隔器由

下井状态转变为坐封状态，上提直接解封。再下放

一次，封隔器由坐封状态转变为下井状态，重复动

作，不断循环。
 

图 2　封隔器的工作状态

1.4　机械式套管接箍定位器

机械式套管接箍定位器是一种井内定位装置，

用于工具组合在井内找正位置。机械式套管接箍定

位器可定位在套管接箍处，以确保封隔器和水力喷

射工具的工作位置准确。其工作原理是：由于套管

接箍内径大于套管内径，当机械接箍定位器经过套

管接箍时接触片弹开，产生载荷变化，以此确定工具

串的位置。

2　现场应用

2.1　苏 XH 井的基本情况

苏 XH 井目的层为盒 8 下 2 砂组气层，完钻井

深 4 262.0 m，垂深 3 223.9 m，水平段长 800 m，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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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套管固井，水泥返深 2 302 m，固井质量合格。

压裂井段数据见表 1。
表 1　苏 XH 井压裂井段数据

层段 水力喷射位置 /m 套管接箍位置 /m
第 1 段 4 218 4 228.22、4 216.46
第 2 段 4 137 4 146.41、4 134.88
第 3 段 4 050 4 055.35、4 044.10
第 4 段 3 987 3 996.25、3 984.39
第 5 段 3 780 3 788.66、3 777.66
第 6 段 3 700 3 707.60、3 696.13
第 7 段 3 615 3 623.23、3 611.59
第 8 段 3 550 3 552.96、3 541.19
第 9 段 3 486 3 494.74、3 483.21

2.2　施工设计

苏 XH 井采用 Ø60.3 mm 连续油管带喷射工具

进行喷砂射孔，Ø60.3 mm 连续油管与 Ø139.7 mm
套管环空加砂注入压裂。根据模拟计算结果，最终

选 用 4 个 0.1875 mm 的 喷 嘴，排 量 为 0.65 m3/min，

喷射速度可以达到 152 m/s，此时，在回压 20 MPa 条

件下，压力约为 60~65 MPa。Ø60.3 mm 连续油管和

Ø139.7 mm 套管环空注入，在套管限压 58 MPa 下，

根据计算，排量 4.0 m3/min 时，施工压力 52.6 MPa，

排量 4.5 m3/min 时，施工压力 56.6 MPa，因此，该井

各层施工排量确定为 4.0~4.5 m3/min。

2.3　施工过程

（1）用连续油管下喷砂射孔工具至设计位置；

（2）用套管接箍定位器定位、校深；

（3）反循环替基液；

（4）上提下放连续油管坐封封隔器；

（5）连续油管打压验封；

（6）建立循环（按喷砂射孔排量泵注纯液体）；

（7）喷砂射孔排量为 0.65 m3/min，用时约 7 min；

（8）注顶替液；

（9）按设计进行加砂压裂施工；

（10）解封封隔器，上提连续油管至下一个施工

井段；

（11）重复步骤（3）~（10），完成第 2 层到第 9 层

施工；

（12）施工结束后起连续油管，放喷求产。

2.4　施工效果

苏 XH 井采用连续油管喷砂射孔工艺进行压裂，

共进行了 9 层压裂施工，由于第 1 层无法建立压裂

通道和第 6 层喷嘴有堵塞无法进行射孔作业，实际

完成了 7 层压裂施工，实际作业时间为 45 h，其中包

括第 5 层、第 7 层出现砂堵现象，循环冲砂，平均每

层施工时间为 5 h，最短一层施工时间为 2.5 h，作业

时间较其他压裂技术短。

第 8 层第 1 次以 0.6 m3/min 排量进行射孔，多次

尝试后仍不能射开套管进行正常压裂施工，由于射

孔压力异常，怀疑工具管串有漏点，起出管柱后发现

工具与连续油管连接头处 O 圈刺漏，封隔器胶筒有轻

微磨损，喷枪本体有轻微冲蚀，喷嘴完好。后重新下

入工具，提高射孔排量到 0.7 m3/min，调整完排量后一

次完成射孔作业，进行正常的压裂施工，施工顺利。

通过两次施工对比分析，射孔排量对施工成功非常

关键，根据现场施工情况，适当提高射孔排量，有助

于提高射孔成功率，但易对喷枪造成伤害。

第 4 层第 1 次射孔后进行压裂，始终不能正常

施工，起泵超压，后经过注酸处理，打入 5 m3 酸后，起

泵压裂，压裂施工正常，由此可以看出，对个别难压

地层可以通过注酸的方式，打磨射孔眼，酸蚀地层，

达到压裂施工的目的。

目前，该井日产量约 5×104 m3，从 2012 年 11 月

3 日起，累计产量约 800×104 m3。

3　结论

（1）采用连续油管带封隔器压裂工具、连续油管

喷砂射孔、环空主压裂工艺，既能实现针对性的分层

改造，又能以较大排量引导裂缝起裂和延伸，并且压

后井筒全通径，有利于后续作业施工。

（2）连续油管喷砂射孔环空分段压裂技术实现了

一趟管柱多层压裂施工，缩短了施工周期，提高了经

济效益，可以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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