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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拿大白桦地项目是中石油与壳牌合作开发的非常规致密气项目，该地区致密气的开发以长水平段的水平井为主，

平均水平段长度为 2 200 m，最长水平段长度达到 3 600 m。采用工厂化钻完井技术施工，即批量钻井、批量压裂等新型钻完井

作业模式，并配以高效实用的常规导向或高新的旋转导向钻井技术、高效 PDC 钻头和油基钻井液，不仅提高了作业效率，降低

了作业成本，也更加便于施工和管理，特别适用于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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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y-like drilling and completion techniques for long horizontal wells  
in tight gas reservoirs of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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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nada	Groundbirch	project	is	the	first	cooperation	of	CNPC	and	Shell	on	unconventional	tight	gas.	The	tight	gas	in	this	

region is mainly developed by long horizontal wells, which have an average horizontal section of 2200m and the maximum horizontal 

section of 3600m.The wellpad drilling, a new type of drilling and completion operation mode invovling batch drilling and fracturing and 

so	on,	together	with	conventional	geosteering	or	new	rotating	steering,	high	efficient	PDC	drill	bits	and	oil	base	drilling	fluid,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working	efficiency	and	reduce	the	operation	cost	but	also	is	more	convenient	for	well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resource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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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密气在砂岩和碳酸盐岩中均有发现，通常指

孔隙度低 （小于 10%）、渗透率低 （小于 0.1 mD）、含
气饱和度低（小于 60%）含水饱和度高（大于 40%）、

天然气在其中流动速度较为缓慢的砂岩层中的天然

气。尽管致密砂岩气在盆地是连续分布，但是各处

产能不尽相同，通常所有含油气盆地深部均有致密

砂岩分布，但是每个盆地致密砂岩气资源的规模、分

布和资源质量相差很大，其中仅很少一部分是现有

技术下可经济采出的。

全球致密气资源丰富，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其中

加拿大是致密气开发较为成功的国家之一，其致密

气主要储集在西部地区阿尔伯达盆地深盆区，故称

深盆气，分布面积达 6 400 km2 左右，地质储量大约

为 42.5×1012 m3，仅艾尔姆沃斯、霍得利两大致密气

田的可采储量就达到了（6 490~6 780）×108 m3。加

拿大致密气经长期室内实验室分析、现场压裂试验

实施以及不同井距生产井开采试验等，突破了商业

性开采关，近年来工厂化钻完井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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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降低了作业成本，产量快速增长并获得显著

经济效益［1-4］。

目前从致密气开发的关键技术可知，水平井钻

井、完井和压裂技术占据重要角色，但相关技术的公

开发表资料大多来自于 SPE 等文献，缺少研究区域

的基础资料，较难对比分析以借鉴应用于国内类似

气田。笔者针对中石油与壳牌合作开发的非常规致

密气项目关键技术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国内致密

气高效开发工程应用提供参考。

1　白桦地地质构造特征

白桦地地区位于密西西比期的 Ft. St. John 地堑

南部以及晚白垩 - 早第三纪形成的 Laramide 褶皱

和逆冲带东北部。主要目的层下三叠系 Montney 组

从精细构造解释成图和地震属性分析中仅能识别出

一些轻微发育的褶皱和小断层，已经接近了地震分

辨率所能达到的极限（5~10 m），因此推断与其上覆

和下伏地层相比，Montney 组几乎未受构造运动作

用的影响。成像测井和岩心分析结果表明，Montney
组大多数裂缝为垂向延伸有限的（10~30 cm）充填缝，

方向为垂直、水平（NW—SSE）或同走向 60° 共轭角

分布，也可观察到少部分连通裂缝。上 Montney 组

深水相地层比浅水相地层胶结程度更高，每隔 2~5 m
就会出现大约 10~30 cm 厚的胶结层，在岩心和测井

资料上的特征非常明显，沿着西南方向水体逐渐变

深，沉积物颗粒越来越细，胶结层出现的频率也越来

越高，这导致了单井产量的下降。

白桦地地区上 Montney 组含气粉砂岩的发育厚

度为 135 m 到 200 m，尽管可被视作一个连续的储

集单元，但其可以划分为 7 个期次的舌形体，自下而

上以 AA、A、B、C、D、E 和 F 来命名（图 1）。这些舌

形体代表了海平面缓慢上升的整个历史时期，沿着

NE—SW 方向地层厚度越来越大，舌形体的形成时

期也越来越晚，整个前积层序最终为 Phosphate 层的

海侵凝缩段所覆盖。目前，该地区的油气产量主要

来自于 Montney 组上段，如图 2，其资源上产潜力非

常乐观。

图 1　上 Montney 组储集单元舌形体的区域剖面图

图 2　白桦地油气产层分布现状

2　白桦地工厂化作业模式

加拿大白桦地储层为非常规致密气，具有低孔、

低渗、天然裂缝不发育等特点，是中石油与壳牌在

加拿大首次合作开发的项目。加拿大白桦地共有

241 个区块，总面积约 628 km3, 划分为 5 个含气区

（Saturn、Sunset、Groundbirch、Brassey 和 Sundown），
约82%区块勘探开发Montney组，其它为浅部层系。 

白桦地非常规致密气藏采用整体搬迁式钻机进

行工厂化丛式水平井钻井施工，即丛式水平井批量

钻井（Pad Drilling），其流程是先用车载小钻机钻表

层井眼并固井，然后将车载小钻机移到同井场的下

一口井进行同样的操作，直到完成同井场上各井的

一开钻井作业，随后用大钻机依次完成各井的造斜

段和水平段作业，接着下生产套管并固井。这种整

体式搬迁钻机和无泥浆池、无环境污染的平台式钻

井方式对有效利用钻机、缩短整体建井周期和提高

钻井速度起到重要作用。

2013 年加拿大白桦地地区共有钻机 5 台（Nar-
bors 钻井公司 3 台、SLB/RMG101 和 AKITA 45 各 1
台）。这些钻机均为电驱动自动化钻机，配备了顶驱、

井口自动化设备、一体化司钻控制室等自动化设备。

采用步进式钻机底座，在井间搬迁时井架底座不拆

分，通过安装在钻机底座 4 个角上的液压大脚实现

井间快速移动，从一个井口移动到另一个井口一般

只需 1~2 h。同时，搬迁仅限于井架和底座部分，动

力系统和循环系统固定不变，电力线、水管线和高低

压管线集中在一个可联接多用盒内，且与钻井各部

分相联，根据井间距离可增加或减少，以使钻机正常

运行，振动筛则直接悬挂在底座上，随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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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钻井施工关键技术

3.1　工厂化钻完井技术需求

储层致密的特点要求开发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低

成本和高效性，通过水平井“体积”压裂后能获得较

高产量并最终达到预期的采收率来获得经济效益，

因此要求水平井井身结构优化贯穿有利层位、钻

井液体系优化降低风险和储层污染、钻头钻具组

合优选提高钻速并降低成、井身结构优化满足分

段完井工艺需求、多级压裂改造优化扩大单井井

控区域并充分沟通提高最终采收率，由于钻井和

压裂完井工作量大，又需要满足低成本和批量化

作业的需求［5-7］。

白桦地油区地势平坦，有利于大规模工厂化丛

式井的施工。在钻完井方案上，项目充分利用气藏富

集气区域进行全方位的钻井设计并利用压裂技术产

生人工裂缝网络，使之相互串通增加泄气面积以提

高产量；采用了平台式钻井和压裂施工方法来减少

非生产作业时间，提高钻完井时效，降低成本，工厂化

作业因此应运而生。在工厂化施工作业中，平台建设

和井位数量决定作业成本高低，一般一个平台可以钻

12~24 口井，钻完井施工按照工厂内自动化程序一样

进行程序施工，每一道作业程序时间和施工进度得到

有效控制。在生产处理中也便于生产气的集中输送

和管理，从而降低操作费用，起到降本增效结果。

3.2　井眼轨迹及井身结构

白桦地区块油藏埋藏一般为 2 250~2 700 m，

通常该地区的设计井深为 4 700~5 200 m，表层套管

Ø244.475 mm，生产套管 Ø139.7 mm。为了更好地探

索产气条件，试验长水平段水平井开发油气层。工

厂化丛式水平井钻井施工的难题之一就是磁干扰和

井眼碰撞的问题。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水平

井井距设计为 5 m，每个平台钻 12~16 口井不等，丛

式水平井的井眼轨迹设计为：直—增—稳—增—水

平。图 3 为平台 11-09-079-18 井眼轨迹平面设计图。

图 3　平台 11-09-079-18 平面设计图

白桦地地区的水平井井身结构为 2 层，降低了钻

完井成本，即 Ø244.475 mm 表层套管通常下至 560 m 
左右，Ø139.7 mm 生产套管下至井底。该地区水平井

的平均测量井深为 5 000 m，平均垂直井深为 2 500 m，

平均水平段长度为 2 200 m，其中 B11-09-079-80W6
为平台 11-09-079-18 上的一口井，实际井深 6 250 m，

完井水平段长度达到 3 600 m，为美洲地区水平段最

长的井，创北美历史记录，且首次应用气密封扣套管

转换接头（从 Ø177.8 mm 套管转换到 Ø139.7 mm）。
3.3　钻具组合

在白桦地地区，应用个性化的高效 PDC 钻头

和和高效实用的常规导向钻井技术，配以油基钻井

液钻造斜段和水平段，通常钻一口水平井只需起下

钻 3 次，2 000 多米的水平段一般只用 1 只钻头，其

中 B11-09-079-18W6 为美洲地区单只钻头单井进尺

最长的井（3 522 m），钻头应用情况参见表 1。该井

采用了斯伦贝谢最先进的 Ø200 mm 旋转导向工具

Powerdriver X-6，钻具组合为：PDC钻头 +旋转导向 
工具 + 非磁性整体翼式稳定器 + 随钻测量工具 + 脉

冲接头 + 非磁性整体翼式稳定器 + 非磁性钻铤 + 非

磁性钻铤 + 浮箍 + 浮箍 + 钻杆 + 随钻震击器 + 钻杆。
表 1　钻头应用情况

钻头
尺寸

厂家 型号
IADC
代码

入井
深度 /

m

出井
深度 /

m

进尺 /
m

机械
钻速 /
m·h–1

200 mm DBS MMD64M M332 2 728 6 250 3 522 19.38

G11-9-79-18井采用威德福公司钻具组合，见表2。
表 2　G11-9-79-18 井钻具组合

井段 /m 钻具组合

617~1 811

PDC 钻头 + 钻井马达 + 短非磁性钻铤 + 短非
磁性钻铤 + 双公接头 + 随钻测量送入工具 + 随
钻测量发射接头 + 挠性非磁性钻铤 + 挠性非磁
性钻铤 + 挠性非磁性钻铤 + 转换接头 + 加重钻
杆 + 随钻震击器 + 短接箍 + 加重钻杆 + 钻杆

1 811~2 338

PDC 钻头 + 钻井马达 + 短非磁性钻铤 + 短非
磁性钻铤 + 双公接头 + 随钻测量送入工具 + 随
钻测量发射接头 + 挠性非磁性钻铤 + 挠性非磁
性钻铤 + 挠性非磁性钻铤 + 转换接头 + 加重钻
杆 + 随钻震击器 + 短接箍 + 加重钻杆 + 钻杆

2 338~4 751

PDC 钻头 + 钻井马达 + 短非磁性钻铤 + 短非
磁性钻铤 + 双公接头 + 随钻测量送入工具 + 随
钻测量发射接头 + 挠性非磁性钻铤 + 挠性非磁
性钻铤 + 挠性非磁性钻铤 + 转换接头 + 钻杆 +
加重钻杆 + 钻杆

第 1 段钻具的主要特征是采用了 Ø158.75 mm
的威德福钻井动力马达和 Smith PDC 钻头，主要目

的是持续钻进，在 617 m 下入套管完井后，继续下

入，并钻穿水泥鞋，尽可能地持续钻进，进而提高机

械钻速。在钻至 1 811 m 后，进入 Charlie Lake 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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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 钻头换为 Security（MM74MR），由原来 1.15 g/
cm3 的絮凝水钻井液，挤入 1.24 g/cm3 的油基钻井液。

该趟钻进期间 Doig 地层有着非常明显的降斜趋势。

在钻进了 527 m 后，即钻入 Phosphates 层和目的层

Montey 上部，为了下入水平段钻具组合，进行起钻，

PDC 钻头为 Security（MMD64M），动力马达为威德

福的 LE6750DDHR，钻井液为 1.25 g/cm3 的油基钻

井液，钻完整个水平段。

3.4　钻井液体系

钻进主井筒的配料方案分为 2 部分：絮凝水钻

井液和油包水钻井液。

盐水 / 絮凝水钻井液：在盐水 / 絮凝水钻进过

程中，起下钻时钻井液的配比需要达到过平衡。钻

井液可以配比到当量循环密度：钻进（50 kg/m3） +
抽汲边界（50 kg/m3）。钻井液密度会根据同一平台

已钻井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钻进任何酸性地层

之前，采用清除剂去除硫化物。为了保持较小的 H2S
缓冲，通过加石灰维持絮凝水的 pH 值 >10.5。在钻

进 North Pine Salt 地层时，确保盐水 / 絮凝水钻井液

完全饱和 Cl–（190 000 mg/L），并观察与记录上返到

振动筛上的盐样，同时应活动钻杆，防止发生卡钻，

防止盐层发生井壁坍塌。

油包水钻井液：在钻进过程中，钻井液密度尽

可能的低，除非发生下列情况：出现 H2S、井壁失稳

或持续钻进中气体增加。在油包水钻井液钻进过程

中，确保起下钻期间整个井眼用压井液循环，确保过

平衡和防止发生气体外溢问题。在钻进任何酸性地

层之前，在目前的钻井液体系中加入石灰组分。在

钻进任何酸性地层之前，油包水钻井液体系中的石

灰含量应维持在大于 15 kg/m3，同时现场应储有足

够的 H2S 清除剂（HSO 600）。
3.5　完井工艺

完井过程中，由于套管与井壁产生的摩擦引起

下入阻力，随着斜井段不断延伸，摩阻也会显著增

加，限制水平井套管下入，该问题是长水平段水平井

完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难题［8］。

白桦地地区水平井垂深 2 500 m 左右，前期井

层统计结果表明，水平段长 3 600 m 井初期日产比 
1 800 m 长水平井高约 2 500 m3。为了进一步满足

开发需求，该区域水平井水平段长进一步增加，而同

时为保证下入安全、快速，从而需要进一步优化完井

工艺，保证完井管柱安全下入。

完井管柱采用 Ø177.8 mm 与 Ø139.7 mm 套管

组合，在下入过程中利用套管自重增加来抵消水平

段摩阻，同时从常规、常规掏空、全掏空和使用漂浮

接箍几种工艺中优选［9］，在管柱下入 1 300~2 500 m
后，安装漂浮接箍 , 再按常规方法灌钻井液下入剩余

套管，对 3 600 m 长水平井计算数据和实际测定数据

对比（图 4），可见在达到测深 5 000 m 左右时大钩载

荷才出现降低趋势，组合套管和漂浮接箍工具的使

用保证了套管下井的安全、快速。

图 4　套管下入过程中大钩载荷实测与计算数据

3.6　压裂工艺

白桦地地区采用限流射孔 + 复合桥塞的压裂工

艺，通常同一井场 4~6 口井同时交替实现射孔、下桥

塞和压裂过程，通过优化生产组织模式，连续不断地

向地层泵注压裂液和支撑剂，以加快施工速度、缩短

投产周期、降低开采成本。通过各工序的无缝衔接

缩短周期，通过规模化的连续作业实现效益。单个

井场的施工井数越多，压裂液量、砂量越大，批量化

压裂的优势就越明显。这些优势包括：基础设施共

享（蓄水池、供水系统等）、减少设备动用、提高设备

利用率、缩短压裂准备时间、降低物资采购和供应链

成本、压裂液回收重复利用等［10-12］。

对于同一口井，其多段、多裂缝“体积式”改造模 
式为：打压打开固井端部滑套，低排量前置注入

6~8 m3 盐酸，压裂施工第 1 段，施工结束后电缆泵

送桥塞和射孔工具管串，Ø177.8 mm 套管内下入速

度控制在约 45 m/min，通过 Ø177.8 mm 与 Ø139.7 
mm 套管转换器后提升至 90 m/min 左右，桥塞坐封

并完成射孔后起出电缆工具，前置酸液后压裂施工，

重复上述作业至压裂完全部井段，连续油管携带磨

铣工具下井磨铣贯穿整个水平段，起出磨铣工具后

返排至井口无显示或见气，换装井口等压裂装置并

下入生产管柱，安装采气树。白桦地区致密气压裂段

间距 100~150 m，每段分 4~6 簇，每簇 4 孔，每段滑溜

水压裂液在 700~1 000 m3 ，每段加入支撑剂 150~200 
t，从准备实施到全部压裂完毕并下入生产管柱，

同一井场 4~6 口全部压裂完至投产的作业周期 
在 18~25 d，实现了快速、安全和高效压裂完井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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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加拿大致密气埋藏深，相对于部分浅层非常

规资源，其经济开发难度更大，研究区块针对储层特

点确定关键钻完井工程技术，优化井眼轨迹与井身

结构、优选钻具组合与钻完井液体系、配套完井和压

裂改造工艺，并通过“井工厂”作业模式降低了建井

周期和投资成本，从而保证了该气田的高效开发。

（2）通过采用先进的钻井工艺、可靠的工具、优质

的水泥浆体系并结合先进的钻井管理方法，研究区

块已成功试验 3 500 m 左右长水平段单钻头完钻，该

技术进一步降低了钻井费用，为更长水平段水平井

应用提供保障。

（3）速钻桥塞 + 限流射孔多裂缝压裂完井工艺可

靠性高，配套的完井方式满足长井段固井尾管安全

入井，对比裸眼封隔器 + 滑套的方式能够获得更多

裂缝，并且能够满足 3 000 m 以上长井段水平井多级

压裂的工艺需求，形成的缝网体系有效沟通泄气面

积，提高单井产能，是致密气有效动用的关键技术。

（4）国内致密气业务今年来逐渐起步，学习并利

用国外成熟的技术经验，对快速发展致密油气业务

具有重要意义，加拿大合作区块钻完井工程关键技

术的应用为国内类似气田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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