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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泾河油田储层埋藏浅，储隔层应力差小，给压裂改造带来较大难度，前期采用水平井裸眼管外封隔器压裂工艺，取得

了一定的改造成效 , 但该工艺为预置管柱完井，具有不适应后期改造的缺陷。为解决这一问题，将完井方式变更为套管固井。

针对泾河油田储层压裂改造难点，对施工管柱、井口、入井压裂材料、裂缝参数及施工参数等进行了一系列优化，并在 JH32P1 井

进行了速钻桥塞多级分段压裂工艺试验。JH32P1 井现场历时 4 d 完成施工，压后钻塞顺利。该井试油期间日产原油 14.2 t，与

邻井相近储层条件采用裸眼封隔器压裂工艺相比，取得显著的增产效果。该工艺在泾河油田的成功应用，为速钻桥塞分段压裂

工艺在泾河油田的推广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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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multistage fracturing by fast drilling out bridge plug in horizontal wells in  
Jinghe competent oil reservoir

WANG Yue, CHEN Fuhu, GAO Zhijun, YAO Changyu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Huabei Branch of SINOPEC, Zhengzhou 450006, China）

Abstract: The reservoirs of Jinghe Oilfield have shallow burial depth and low stres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servoir and isolat-

ing layer, which pose great difficulty in fracturing. Previously external packer fracturing technology in horizontal openhole was used 

and was effective to some extent; but this technology is preset string completion and not suitable for later stimulation. So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completion method is changed to casing cementing.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y in fracturing the Jinghe Oilfield, we 

optimized the operation string, wellhead, downhole fracturing materials, fracture parameters and construction parameters, etc. and also 

conducted tests on stage fracturing by fast drilling bridge plugs in JH32P1 Well. This well was fractured with 4 days, and plug drilling 

was successful after fracturing. During oil test, this well produced 14.2 t/d oil; compared with offset wells of similar reservoir conditions 

but fractured with openhole packers, this production was increased . The significantly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ology in Jinghe 

Oilfield provides experiences for promotion of the stage fracturing technology by fast drilling bridge plugs in Jinghe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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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河油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伊陕斜坡南部，目

前主要开发层位为延长组长 8 油层。储层埋藏浅，

裂缝发育，非均质性强，储隔层应力差小，给压裂改

造带来很大难度。前期水平井主要采用裸眼封隔器

分段压裂工艺，取得了较好的改造效果。但该工艺

分段级数有限，无法实现压后全通径，在生产中逐渐

暴露出不利于后期作业的问题，需引进新的压裂工

艺［1-2］。

速钻桥塞压裂是国外在页岩气水平井中发展起

来的一种先进的分段压裂工艺，本文以 JH32P1 井

为例，对该工艺在致密油藏中的适用性进行了评价。

JH32P1 井完钻垂深 1 215 m，水平段长 1 001 m，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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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砂岩 817 m，采用 Ø139.7 mm 生产套管固井完井。

储层平均孔隙度 7.6%，平均渗透率 0.22 mD，属特低

孔、特低渗储层。

1　速钻桥塞分段压裂工艺原理

速钻桥塞分段压裂工艺采用套管固井，通过下

入分层桥塞对改造段进行分隔，可实现任意级数的

分段压裂。速钻桥塞长度 0.78 m，外径 111.5 mm，耐

压 70 MPa，见图 1。桥塞采用特殊材质，易钻，整体

几无金属成分，钻后可实现井筒的全通径。采用压

裂液从油套环空注入方式施工，具有人工裂缝起裂

位置确定、改造规模大的优点［3-4］。

图 1　速钻桥塞

采用 Ø139.7 mm 套管作为压裂管柱，根据邻井

泾河 41 井长 81 层压裂施工情况，破裂压力梯度为

0.022 MPa/m，裂缝延伸压力梯度 0.014 MPa/m，结合

采用的压裂液摩阻系数，计算在不同施工排量下的

地面施工压力（表 1）。
表 1　不同施工排量下井口施工压力预测结果

排量 /m3·min–1 地面施工压力 /MPa
地层破裂 裂缝延伸

3.0 13.5 6.9
3.5 14.1 7.5
4.0 15.0 8.4

根据计算结果，在 3.5 m3/min排量下，施工压力最 
大为 14.1 MPa。因桥塞最大外径为 111.5 mm，为保 
证桥塞顺利下入，选用的大通径井口为标准 KQ130/ 
65-70 采气井口。

2　压裂液和支撑剂优选

根据泾河油田邻井压力温度测试资料，地温梯

度预测为 2.37 ℃ /100 m，预测本井目的层温度为

46.7 ℃，地层温度低，加入低温激活剂，解决储层低

温破胶难题。采用中低温压裂液体系：0.35%HPG
（一级）+0.3% 破乳助排剂 +1.0%KCl+0.1% 杀菌剂

+0.3% 低温激活剂，活性水配方为：0.3% 破乳助排

剂 +1%KCl。室内用 PVS 高温高压流变仪评价了压

裂液体系在60 ℃时的耐温耐剪切性能。实验压力3.5 
MPa，剪切速率 170 s–1，剪切 1.5 h 黏度仍保持在 150 
mPa·s 左右，体系耐温耐剪切性能较好，可满足施工

要求。

根据邻井施工资料，地层闭合压力梯度约为

0.013 MPa/m，地层有效闭合压力在 11.6 MPa 左右，

主加砂采用 20~40 目（0.425~0.85 mm）石英砂作为支

撑剂，石英砂导流能力达到 40μm2·cm 以上，可满足 
改造要求。支撑剂性能要求：28 MPa 下破碎率≤	

14%，体积密度≤ 1.55 g/cm3。

3　压裂参数优化设计

选取油气显示好、低自然伽马、低泥质含量、高

孔隙度段作为射孔段，对整个水平井分 6 段进行压

裂改造。第 1 段采取油管传输射孔，102 枪 、127 弹、

孔密 20 孔 /m；第 2~6 段采取 89 mm 深穿透弹，每

段射厚 1 m，孔密 16 孔 /m，相位角 60°，有利于集中

改造目的层。根据水平段固井质量及射孔段选取桥

塞坐封位置，保证层间的有效分隔和施工安全。

根据井区地应力方向与水平段方位分析，水平

段方位约为 159°，该区块最大主应力方向 75°，该井

井身方向与裂缝方向的夹角为 84°，压裂裂缝近似呈

横向缝。

根据邻井泾河 41 井长 8 层段测井岩性分析，目

的层上下隔层遮挡能力差，下部紧邻油水同层，若排

量过高，易造成纵向上缝高失控并增大施工摩阻及

泵压，另考虑部分井段固井质量差，为避免压窜，需

对施工排量进行合理控制。综合考虑支撑剂在水平

段的沉降规律，优化施工排量为 3.0~3.5 m3/min。前

置液段加入 40~70 目粉陶段塞打磨炮眼和裂缝壁

面，降低压裂液滤失并减小弯曲摩阻，适当降低前置

液比例，增大砂比，提高压裂改造效果［5］（表 2）。
表 2    JH32P1 井 6 段压裂设计参数

位置
前置液 /

m3
携砂液 /

m3
前置液比例 /

%
加砂量 /

m3
砂比 /

%
施工排量 /
m3·min–1

裂缝长度 /
m

裂缝高度 /
m

第 1 段 62 111 35.8 0.9+31.3 28.2 3.0~3.5 118.4 18.5
第 2 段 62 110 35.7 0.9+30.8 28.0 3.0~3.5 114.5 18.3
第 3 段 58 112 34.1 0.9+32.0 28.6 3.0~3.5 112.7 18.1
第 4 段 60 106 36.1 0.9+30.1 28.4 3.0~3.5 112.9 18.1
第 5 段 57 102 35.8 0.9+29.0 28.4 3.0~3.5 102.4 16.6
第 6 段 57 104 35.4 0.9+29.7 28.6 3.0~3.5 105.8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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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平面井网关系、储层砂体厚度、垂向应力分

布情况，优化裂缝长度 100~120 m 左右，结合各层

段物性变化采取差异化设计，其中第 1~4 段物性较

差，裂缝缝长 110~120 m，第 5~6 段物性相对较好，

裂缝缝长控制在 100~110 m 左右，每段加砂总规模

29.0~32.0 m3。

4　现场应用

4.1　施工步骤

（1）通井刮管后，对第 1 段进行射孔，装井口压裂

第 1 段。

（2）下入射孔—桥塞坐封联作模拟工具串，泵送

至设计位置后，确认无碍后提出井口。

（3）下入射孔—桥塞坐封联作工具串，泵送至桥

塞坐封位置下接箍位置以下约 5 m，再上提管串至设

计位置停车坐封桥塞。

（4）上提电缆至射孔位置进行射孔，上提射孔枪

出井口检查发射率。

（5）按设计完成第 2 段压裂，循环以上步骤完成

各段施工。

（6）放喷结束后，下入钻塞工具串将桥塞钻除。

4.2　施工参数

JH32P1 井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下入通井工具

开始施工，整个施工期间共进行一次常规射孔作业，

5 次电缆下入桥塞—射孔联作施工，使用活性水泵送

桥塞，泵送排量为 0.5~1.9 m3/min，泵送压力 5.7~11.3 
MPa，平均每个桥塞用时 24.2 min，平均泵送液量

31.9 m3，桥塞下放速度约 50 m/min。
该井于 2013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3 日完成压裂施 

工，历时 4 d，纯施工时间 20.5 h。除第 6 段破裂压力

不明显，其余施工一切正常（表 3）。从施工情况来看，

施工初期压力较高，加入段塞后均有较大程度的下

降，平均降低约 3 MPa。原因可能为射孔不完善，近

井筒摩阻过大，需进一步优化射孔参数。
表 3　JH32P1 井施工参数

段数
桥塞位置 /

m
射孔位置 /

m
排量 /

m3·min-1
破裂压力 /

MPa
施工压力 /

MPa
泵送液量 /

m3
入地净液量 / 

m3
总用液量 /

m3
入地总砂量 /

m3
平均砂比 / 

%
1 2 102~2 105 3.2 21.6 21.6~14.2 0 220.5 233.9 32.3 25.6
2 1 956 1 935~1 936 3.1 30.2 36.2~10.4 48.6 203.9 263.5 31.8 26.7
3 1 881 1 790~1 791 3.2 16.5 16.5~9.8 40.9 203.6 255.5 32.9 27.8
4 1 683 1 664~1 665 3.1 28.2 28.2~7.5 30.0 195.6 236.6 31.0 27.1
5 1 539 1 519~1 520 3.3 22.0 22.0~10.4 23.8 188.7 222.0 29.9 27.0
6 1 408 1 394~1 395 3.3 不明显 19.4~12.1 16.1 195.1 211.2 32.1 27.6

合计 　 　 　 　 　 159.4 1 207.4 1 422.7 190.0 27.0

4.3　压后效果

该井压后分别用 3、5、8 mm 油嘴控制放喷，2013
年 5 月 7 日井口压力降为 0 MPa，组下钻扫工具。下 
入 5LZ90×3.5 型螺杆钻对桥塞进行钻扫，至 5 月 11
日成功钻除全部桥塞。纯钻塞时间 7 h，平均单个桥

塞钻时 1.4 h。
该井压后25 d机抽见油，试油最高日产油14.2 t，与 

邻井同层位采用裸眼管外封隔器工艺改造的 JH17P55
井对比，两口井单段加砂量、平均砂比及施工排量接

近，从录井显示及储层物性来看，JH17P55 井储层地质

条件明显好于 JH32P1 井，而压后 JH32P1 井产量高出

JH17P55 井一倍，增产效果显著。

5　结论

（1）经过施工管柱、压裂液、施工参数等一系列优

化，速钻桥塞分段压裂工艺在泾河油田 JH32P1 井试

验取得成功，增产效果显著。施工中暴露出射孔不

完善的问题，需对射孔参数进一步优化。

（2）JH32P1 井的成功压裂验证了套管完井、速

钻桥塞分段压裂工艺的可行性，该工艺施工规模大，

级数无限制，后期改造无障碍，改造效果显著，未来

可在泾河油田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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