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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泵送桥塞 + 射孔联作分段压裂近年来在国内外页岩气藏及致密气藏开发中广泛应用。在页岩气水平井泵送桥塞射

孔联作分段压裂实践中遇到了泵送桥塞因压力高而不能泵送、桥塞坐封不丢手、桥塞坐封时电缆不点火、电缆点火后桥塞不坐

封、射孔枪不响或 2 簇射孔只射 1 簇、连续油管射孔意外丢手等各种问题。针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制定了防范措施

和解决方案，现场实施后各页岩气井水平井段的压裂改造施工得以完成，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可供今后同类井施工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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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roblems of pumping bridge plug and clustering perforation for  
horizontal shale gas well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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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umping bridge plug and clustering perforation techniqu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staged fracturing 

of shale gas and tight gas reservoirs at home and abroad. In practical operations in horizontal shale gas wells, various problems have been 

found, such as failed pumping or release of pumping bridge plug due to high pressure, plug setting without cable igniting, plug not set 

after cable igniting, dumb shooting of the perforating gun or only 1 of 2 clusters shot, and accidental release in coiled tubing perforat-

ing. Based on cause analysis for these problems, appropriate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solutions are proposed. They have been applied 

practically to facilitate the fracturing treatment of horizontal shale gas wells.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thereof will be meaningful 

references for staged fracturing operations in similar w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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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储层具有典型的低孔低渗物性特征，国外

页岩气开发的成功经验表明，水平井及分段大型压

裂改造是页岩气开发的主体技术［1-3］。泵送桥塞 +
电缆射孔联作分段压裂技术作为一种水平井分段改

造的主要技术，近年来在国内页岩气水平井多级分

段压裂施工中广泛应用并取得了巨大成功［4-7］, 但
施工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施工造成了影响。因

而如何防范问题的出现并在出现问题后迅速解决显

得尤为重要。

1　工艺过程及工具性能

1.1　工艺过程

泵送桥塞 + 电缆射孔联作分段压裂技术工艺过

程为：（1）通井、刮管，确保井筒内干净、通畅；（2）连续

油管传输，进行第 1 段射孔；（3）光套管压裂第 1 段；

（4）通过电缆下入射孔枪 + 桥塞联作管串，过造斜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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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泵入液体将工具串推送到位，电点火坐封桥塞，上

提电缆至射孔位置射孔，起出电缆和射孔枪，光套管

压裂第 2 段（投球式桥塞在压裂前先投球隔离下层）；

（5）重复上述桥塞坐封、射孔、压裂过程，依次完成后

续各段压裂；（6）各段压裂完成后，用连续油管钻掉桥

塞进行排液、试气。对于带通道的桥塞，可以根据需

要先排液再钻桥塞。该工艺适用于套管固井完井的

水平井分段压裂，涉及到快钻式复合桥塞、桥塞泵送

及坐封技术、桥塞与射孔枪分离技术。

1.2　桥塞坐封工具及桥塞性能参数

1.2.1　桥塞坐封工具　目前已施工的页岩气水平井

多采取每段 2 簇或 3 簇射孔，2 簇的工具管串结构见

图 1。其中，坐封工具、桥塞多为国外产品。

 

图 1　2 簇射孔管串组合

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井下特种作业公司完成

的 6 口压裂井分别使用了贝克休斯公司 Baker-20 和

斯伦贝谢公司 CPST 桥塞坐封工具。桥塞坐封工具

参数见表 1。
1.2.2　桥塞　现场使用了Magnum和Obsidian桥塞。

Magnum 桥塞由复合材料制成，Obsidian 桥塞主要为

铝质材料。桥塞材质轻、易钻，耐压 35~105 MPa 可

选，耐温 93~232 ℃可选，完成压裂的 6 口井均选用

了耐压 70 MPa 的桥塞，有全堵塞式桥塞、投球式桥

塞及单流阀式桥塞 3 种。桥塞技术性能参数见表 2。
表 1　国外公司桥塞坐封工具技术参数

参数 贝克休斯 Baker-20 斯伦贝谢 CPST-CC
外径 /cm 8.57 6.99

长 /m 2.40 2.24
承压 /MPa 140 103

最大坐封推力 /kN 240 370
耐温 /℃ 210 232
使用井数 5 1

表 2　桥塞技术参数

参数 Magnum MS-413 型 Obsidian
耐压 /MPa 68.8 68.9
耐温 /℃ 149 104
长度 /cm 51 77.2
外径 /mm 104.8 111
使用井数 5 1
使用数量 67 6

已施工井中，涪页 HF-1 井使用了 1 只全堵塞式

桥塞，延页平 1 井使用单流阀式桥塞，其余各井各段

均使用投球式桥塞；焦页 1HF 井、彭页 3HF 井均因

施工出现问题，各多使用 1 只桥塞。

2　存在问题及对策

2.1　现场应用情况

从 2012 年 2 月至 2013 年 1 月完成了 6 口页岩

气水平井泵送桥塞 + 电缆射孔联作分段压裂施工，

主要施工参数见表 3。每段正常压裂施工时间 2~3 h，
各段工具组装、起下电缆、泵送桥塞、坐封、射孔、拆

卸防喷盒时间为 4~8 h。但施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使得施工周期延长，因此需要防范意外情况的出现

并在出现问题后及时加以解决。

表 3　6 口页岩气水平井压裂施工参数

井号 施工时间 /d 压裂井段 /m 压裂级数 射孔簇数 施工压力 /MPa 总液量 /m3 支撑剂量 /m3

涪页 HF-1 井 25 2 433.25~3 570 10 21 60.2~97.4 16 098.7 487.25
彭页 HF-1 井 8 2 305.0~3 390.0 12 35 28.0~59.0 16 548.4 832.9
延页平 1 井 6 1 738.0~2 323.0 7 17 30.4~58.5 17 427.1 286.6

元页 HF-1 井 18 3 804~4 982 10 22 76.7~90.6 13 931.3 697.87
焦页 1HF 井 18 2 646~3 606 15 38 37.5~91.4 19 972.3 965.82
彭页 3HF 井 20 2 808~4 130 22 46 37~84 47340.46 2 108.25

2.2　存在问题

6 口井施工共用时 95 d 完成 76 段压裂施工，正

常施工时间 50 d，处理桥塞坐封及射孔故障问题 38 
d，处理井口闸门问题 7 d。6 口井施工共进行 74 次

电缆起下桥塞射孔，连续油管补射孔 9 次，一次性坐

封、射孔成功 63 次。出现的主要问题为：连续油管

射孔意外丢手 1 次，高压异常桥塞不能泵送 3 次，桥

塞不坐封 1 次，桥塞坐封不丢手 2 次，射孔枪落井 4
次，射孔枪 2 簇射孔实际只完成 1 簇射孔 3 次等。

2.2.1　连续油管射孔意外丢手　

（1）事故描述。连续油管传输射孔中，射孔正常，

但连续油管起出井口后，发现射孔管串落井。

（2）原因分析。连续油管连接 2 只射孔枪，分别

进行环空加压射孔和油管加压射孔，但油管加压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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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时，未考虑连续油管内外压差较大，导致连续油管

下端连接射孔枪的液压丢手销钉剪断，造成射孔枪

意外丢手落井。

（3） 处理实例。焦页 1HF 井分 15 段进行压裂改 
造。2012 年 11 月 6 日第 1 段压裂施工结束，因泵送 
桥塞压力高达 65~69 MPa，受电缆防喷管、防喷器 70 
MPa 工作压力的限制，泵送排量小，不能正常完成泵

送桥塞作业，采用连续油管传输射孔方式对第 2 段

进行射孔。11 月 8 日，连续油管下至第 1 簇射孔段

3 545 m，连续油管打压至 21 MPa，环空打压至 39.9 
MPa，环空压力降至 25.4 MPa，井口有震感，连续油

管悬重由 65 kN 下降至 60 kN，第 1 簇射孔成功；

上提连续油管至第 2 簇射孔位置打压，压力由 21.4 
MPa 升至 54.8 MPa 后突然降至 23 MPa，悬重在 55~ 
70 kN波动，井口有震感，第2簇射孔完成；随后起出 
连续油管，发现液压丢手、接头及射孔枪全部落井，

起管过程井筒内保持压力 15~20 MPa。  
连续油管射孔管串为 Roll-on 接头 + 单流阀 +

液压丢手（球座式）+ 变扣接头 + 压力点火头 + 接

头 + 第 1 簇射孔枪 + 接头 + 第 2 簇射孔枪 + 接头 +
压力点火头 + 堵头，总长 5.71 m。井内落鱼工具管

串为液压丢手下半部分、接头及 2 级射孔枪。球座

实体瞬间承压为 24.9 MPa，连续油管射第 2 枪时，油

管内打压至 54.8 MPa，射孔枪发射后，油管内压力瞬

间降至 23 MPa，瞬间压降为 31.8 MPa，大于液压丢

手剪切压力 24.9 MPa，导致意外丢手发生。11 月 9
日，连续油管下打捞工具，多次打捞未成功，但鱼头

位置 3 580.4 m，已经位于第 2 段 2 簇射孔位置的底

部，已不影响第 2 段的压裂施工。

2.2.2　压力高导致泵送桥塞困难

（1）问题描述。除第 1 段外，其余每段的隔离及

射孔都用桥塞 + 射孔联作工艺。当桥塞及射孔管

串进入水平井造斜段时开始小排量泵送，电缆下放

速度 20~30 m/min，进入水平段后，泵送排量增加至

1.2~1.8 m3/min，电缆下放速度 20~60 m/min，距桥塞

坐封位置 100 m 时，降低泵送排量和电缆下放速度，

至桥塞坐封位置 10 m 时，停止泵送，桥塞及射孔枪

依靠运动惯性达到预定桥塞位置远端，校深后上提

桥塞至预定位置。工具下放全程控制电缆张力在允

许范围内，防止电缆因张力过大而剪断。但泵送时

有时会出现泵压较高，造成泵送排量降低、工具串下

入速度较慢或停止，无法到达预定位置的现象。

（2）原因分析。一是页岩气压裂多使用滑溜水 +
线性胶压裂液体系，该体系黏度低，携砂性能差，水

平段井筒内存在的少量沉砂在桥塞运动过程中形成

堆积，造成泵送压力高，电缆下放速度慢，严重时泵

送压力达到限压而停泵，工具停止运动；二是页岩

气地层均属于泥页岩，压裂时大量液体进入地层，引

起地层黏土膨胀，造成地层堵塞不进液，导致泵送桥

塞压力较高；三是前一段压裂施工停泵压力高，无

法进行桥塞泵送。

（3）处理实例。涪页 HF-1 井泵送第 1 个桥塞时， 
泵压 55.7~65 MPa，排量 0.4~1.4 m3/min，泵送速度 3~ 
14 m/min，耗时 5 h，泵送液体 272.6 m3 才将桥塞送至 
预定位置。焦页 1HF 井第 11 段施工顺利结束，停泵

压力27.1 MPa，桥塞+射孔管串下放至造斜段开始泵

送，泵压由 35.2 MPa 上升至 64.9 MPa，电缆下放速

度由 8 m/min 降至 1~2 m/min，停泵上提电缆 100 m， 
重新泵送桥塞，排量 0.9 m3/min，泵压 65 MPa，电缆

下放速度 5 m/min，压力持续升高接近 70 MPa 限压，

导致停泵。反复多次泵送，均因泵送压力高导致工

具串无法到位。元页 HF-1 井第 4 段停泵压力 70.1 
MPa，60 min 后试挤，排量 0.5 m3/min，压力 70 MPa；
6 h 后试挤，排量 0.5 m3/min，压力仍达到 70 MPa，不
具备泵送桥塞条件。

涪页 HF-1 井泵送桥塞困难，但桥塞仍泵送到

位，完成桥塞坐封及射孔，随后该段正常压裂施工。

焦页 1HF 井第 11 段压裂后泵送桥塞有遇阻显示，后

采用连续油管补射 1 簇 31 个工程孔，起出连续油管

后，重新进行桥塞 + 射孔管串泵送，泵送压力 32~65 
MPa，排量 0.5~0.8 m3/min，电缆下放速度 6~12 m/
min，完成桥塞坐封和 3 簇射孔。元页 HF-1 井第 4
段停泵压力高，采用连续油管补射工程孔，重新泵

送桥塞 + 射孔管串，泵送压力 50.9~63.4 MPa，排量

0.5~1.2 m3/min，电缆下放速度 18~20 m/min，完成桥

塞坐封及 2 簇射孔。

2.2.3　桥塞坐封不丢手 
（1）问题描述。桥塞正常点火，有坐封显示，上提

电缆，张力较高，桥塞未能丢手。

（2）原因分析。Baker-20 坐封工具活塞两端因面

积不一致导致上下压力不平衡，如果地层压力高会

导致活塞克服内外压差后推力不足，导致桥塞坐封

后不能顺利丢手。

（3） 处理实例。涪页 HF-1 井第 1 段压裂完成后，

电缆下入第 1 级桥塞及射孔枪泵送到位，点火后电

缆张力有变化，手触电缆有震感，桥塞坐封。但上提

电缆时，电缆张力上升较大，反复多次上提电缆显示

桥塞丢手未丢开，最终加大电缆上提拉力，造成电缆

马龙头断开解卡。射孔方根据地层压力计算了坐封

工具对桥塞点火坐封、丢手推力的大小，更换了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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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类型，重新确认点火方式，在后续各段施工中，

桥塞坐封、丢手正常。

2.2.4　桥塞及射孔枪落井

（1）问题描述。桥塞 + 射孔管串在泵送过程中，

张力突然增加后迅速降低，表明工具管串落井。

（2）原因分析。泵送桥塞所需要的泵送排量取决

于套管内径、工具外径以及电缆的下井速度。泵入

液体作用于工具串上的推力需要克服工具串和电缆

与套管之间的摩擦力才能使管串在斜井段和水平段

向前移动。管串移动时，电缆保持一定张力，泵速过

大和电缆移动速度过快易导致电缆张力突然加大，

使得电缆弱点断开，造成桥塞 + 射孔管串落井。泵

送排量与电缆张力控制是泵送桥塞成功的关键技

术。桥塞 + 射孔管串在井筒内不同井段的电缆正常

起下速度见表 4。
表 4　泵送电缆速度

工具串工作状态 电缆起下最大速度 /m·min–1

直井段下放 45~60
造斜段泵送下放 10~20
水平段泵送下放 45~80

直井段上提（无桥塞） 75~125
水平段上提 30
造斜段上提 5~15
直井段上提 45~60

（3）处理实例。元页 HF-1 井第 3 段桥塞 + 射孔管 
串：电缆头 + 加重杆 + 磁定位 + 射孔枪 + 桥塞坐封 
工具 + 桥塞推筒 + 桥塞，工具串总长 13.01 m，泵送时 
桥塞移动速度 30 m/min，射孔方要求将泵送排量从

1.0 m3/min 提高至 1.8 m3/min，泵压由 54 MPa 上升

至 56 MPa，电缆张力显示从 4.6 kN 上升至 6.6 kN，1 
min 后张力降为 0，磁定位信号丢失，停泵。电缆上

提下放多次，无磁信号，判断桥塞 + 射孔管串落井。

该井所用电缆分 16 股钢丝，外径 8.1 mm，马龙

头连接电缆 9 股钢丝，弱点设置拉力 17.0 kN。因为

所用电缆为旧电缆，钢丝拉力减弱；泵送排量 1.0 
m3/min 时，电缆张力正常，排量突然提高，导致电缆

下放速度未及时跟上，电缆张力突然增加导致马龙

头弱点处断开，桥塞 + 射孔管串落井。后用连续油

管带卡瓦打捞筒进行多次打捞才得以成功，影响工

期 8 d。
2.2.5　其他问题　6 口井的施工过程中还出现了诸

如电缆不点火、射孔枪 2 簇只射了 1 簇、电缆点火桥

塞不坐封等问题。电缆不点火、射孔枪 2 簇只射了 1
簇的原因为：工作人员现场布置射孔枪线路技术不

熟练或者操作失误，造成线路短路。电缆点火桥塞

不坐封的原因为：桥塞坐封丢手火药为三级火药，

只有一、二级火药燃烧，导致桥塞坐封推筒推力不

够，桥塞未坐封。通过查找原因，进行整改，问题得

到解决。

3　认识及建议

（1）泵送桥塞射孔联作分段压裂技术在页岩气水

平井压裂改造中广为应用，如果施工中一些技术环

节或操作过程出现问题，将严重影响施工周期和施

工质量，削弱了该项技术的优势。

（2）针对地层压力高导致无法泵送桥塞的问题，

在压裂的顶替阶段用滑溜水加高黏液体进行过量顶

替，减少水平井段内的沉砂；选用合适的防膨剂类

型及用量，减少地层黏土膨胀；采用连续油管补射

工程孔，建立地层进液通道，可以有效降低桥塞的泵

送压力。

（3）针对地层压力高导致桥塞坐封不丢手的问

题，正确选取火药类型，优化高压地层点火方式，能

使问题得以解决。

⑷针对相关人员技术不熟练或操作失误造成的

问题，要强化现场施工的质量控制，严格操作流程，

防范人为问题的出现或在工具串入井前将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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