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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平井分段体积压裂后各段产液贡献不易测试和计算。通过分析示踪剂法测量的原理，进行了示踪剂测试技术优

化研究，形成了利用示踪剂评价水平井分段产液贡献率的测量方法。应用该方法在束鹿凹陷致密油体积压裂井束探 2x 井进行

了测试，优选了 7 种不同示踪剂分别注入 7 个压裂层段，通过分析在不同时间取得的 246 个样品，得到了 7 个层段的产液贡献率，

为体积压裂优化设计和产能评价提供了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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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not easy to test and calculate produced liquid of segments of horizontal wells upon segmented volume fracturing. 

Optimization research is conducted on tracer testing technology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measurement by tracer method, and 

the measuring method of using tracer to evaluate contribution rate of produced liquid of segments of horizontal wells is developed. The 

method is applied to testing for Shutan well 2x under tight oil volume fracturing in Shulu Depression, and 7 different types of tracers 

are selected and injected to 7 fracturing layers. 246 samples are obtained at different times through analysis, and contribution rate of 

produced liquid of 7 layers are obtained, providing a new method for optimization design and productivity evaluation under volume 

fr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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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水平井体积压裂效果和裂缝形态，已

成为一项重要的工程问题［1］。评价多产层分层产出

情况通常采用多参数（磁定位、自然伽马、温度、压

力、失水、密度、流量）生产测井组合仪测井方法［2-4］。

对于致密油藏水平井，采用分段体积改造后各层段

产出情况无法用上述方法进行准确评价。目前普遍

采用裂缝监测等手段，如地面和地下结合的微地震

监测方法，但该方法存在信噪比低、费用高、可信性

差的缺点［5］。同位素示踪技术是解决这一工程难题

的有效方法［6-8］，但将伽马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后的示

踪剂存在一定的放射性，对工程人员存在一定的伤

害。为解决上述问题，利用不同液体中示踪剂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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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值的不同的特性，形成一套 ZO 系列示踪剂监测

技术。在分段压裂过程中选择特征各异的液体示踪

剂，与措施液一同泵入地层，返排过程中示踪剂被地

层流体携带至地面，通过对产出流体中所含示踪剂

进行分类、化验分析和计算，得到各层段体积改造后

的产液贡献率，并以此对井筒流体通道畅通情况进

行分析判断，为体积压裂试采效果评价提供帮助。

1　技术原理

多层压裂产能监测原理是将示踪剂加入压裂

液，在压后返排时密集采样监测示踪剂在返排液中

的浓度变化（光强度值）。示踪剂的光强度值与产液

的产出量成正比，且在产出液中的物理化学性质是

稳定的［9］，利用其固定的激发与发射光谱，将油井产

出滤液放置比色皿中，设定激发波长与发射波长，在

其返排时密集采集样品，监测示踪剂在返排液中的

浓度变化（光强度值），据此判断各层段产出情况及

贡献大小。

示踪剂随着压裂液注入油井后，首先沿压开裂

缝进入地层，通过压裂液驱动，到达压裂缝最远端。

压裂结束后，在生产压差作用下，示踪剂伴随地层流

体向井筒回流，这时示踪剂的产出曲线会出现峰值，

同时由于储层参数的展布和压裂效果的不同，曲线

的形状也会有所不同［10-11］。当压裂多层段时，因为

每个层段物性差异，压裂效果不同，示踪剂推进距离

也存在差异。返排过程中在一定生产压差下，示踪

剂伴随返出液向井筒回流，这时示踪剂的产出曲线

会出现峰值，由于每个压裂层段储集特征及压裂形

成的裂缝存在差异，示踪剂推进距离也存在差异，绘

制的曲线形状也会有所不同，有的示踪剂曲线出现

多峰响应见图 1。

图 1　典型的示踪剂产出曲线

 2　示踪剂技术参数 

ZO 系列示踪剂是显光类高分子化合物，具有很

好的化学惰性和热稳定性，除具有化学浓度外还具

有光强度值（cd），它们具有各自的固定发射光谱和

激发光谱，并可同时进行检测。用于跟踪监测油气

井分层（段）改造储层效果的 ZO 系列示踪剂无毒、

无辐射，对地层无污染、无伤害。液体高度浓缩，耐

酸、耐碱、抗氧化，与压裂液混合具有较高的相容性，

对压裂液的性能无影响。示踪剂之间不相互影响，

易鉴别、区分，技术参数如下：

（1）耐温 200 ℃，耐压 150 MPa；
（2）抗剪切性：在 120~153 ℃、170 s-1 速率下剪

切 60~90 min，示踪剂性能不变；

（3）检测浓度：ppb 级，投加浓度 0.01% ~0.015%；

（4）pH 值：3~11；
（5）有效期：≥500 d。

3　示踪剂加入流程及用量优化

3.1　加入流程

（1）压裂施工时，从混砂车加入示踪剂，不同的层

段施工，加入不同的示踪剂，但加入浓度相对统一，

现场施工根据不同的施工排量均匀调整加入速度；

（2）也可以在配好的压裂液中加入示踪剂，但示

踪剂的浓度要一致，不同的储层要使用含有不同示

踪剂的压裂液 ;
（3）在压裂液返排期间，连续跟踪监测取样、计

量，直到返排结束，在下泵合层生产期间，也必须做

到跟踪监测、计量，了解正常生产时的被跟踪井出液

量的大小，井别不同跟踪取样的要求也不同 ;
（4）分析、化验、检测返排液 ;
（5）数据、曲线综合分析处理，综合解释与评价

（图 2）。

图 2　示踪剂投加工艺流程

3.2　用量优化

首先利用示踪剂最大稀释体积进行优化，

 Vp = SH  Swa （1）
再利用下式即可求得所投放示踪剂的用量。

 A = f Vp μ	 （2）
式中，Vp为示踪剂最大稀释体积，m3；S为泄油面积，

m2；H 为油层厚度，m； 为孔隙度，%；Sw 为含水

饱和度，%；a 为扫及效率，%；A 为示踪剂的注入

量，kg；F 为示踪剂检测灵敏度，ppb；μ为余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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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取 2.5）。束探 2x 各段示踪剂用量见表 1。
表 1　束探 2x 井示踪剂投注各项参数优化表

投放
顺序

压裂
级序

压裂井
段 /m

示踪剂
种类

示踪剂
用量 /L

设计浓
度 /%

示踪剂
配液量 /L

1 第 1 段
（筛管段）

4 669~
4 953 ZO-7 20 20 20

2 第 2 段
4 540~
4 639 ZO-2 20 20 20

3 第 3 段
4 380~
4 530 ZO-4 20 20 20

4 第 4 段
4 150~
4 250 ZO-5 15 20 15

5 第 5 段
3 962~
4 110 ZO-3 15 20 15

6 第 6 段
3 757~
3 880 ZO-6 20 20 20

7 第 7 段
3 673~
3 757 ZO-1 20 20 20

4　示踪剂的取样

在压裂液返排期间，在排液管线出口（井口）取

样，取样要求见表 2。

表 2　束探 2x 井取样程序

时期 取样间隔 备注

生产前期 15 min 生产的第 1~2 d

生产早期 30 min 生产的第 3~5 d

生产中期 60 min 生产后 6~10 d

生产后期 4~24 h 生产 11 d 以后

束探 2x井从 2013年 11月 21日 21：00时Ø2 mm
油嘴放喷，开始取样跟踪监测，直到 12 月 15 日跟踪

监测结束，历时 25 d。本阶段共取样 246 个，合格

246 个，阶段累计排液 1 425.37 m3，日均 57.01 m3。

5　资料分析处理及曲线特征

对现场所取样品首先进行室内筛选预处理，246
个样品均符合要求，经过比对、过滤、分离、提纯化

验分析；再通过荧光分度计 VV-160a 专用仪器，对

246 个样品中每种液体示踪剂的浓度分别进行分析

测定，测得 246 组有效数据。综合评价分析得出束

探 2x 井监测简况见表 3，示踪剂产出曲线见图 3。
从示踪剂监测累积回采量而求得的各层段产液

贡献率见表 4。从日产液贡献率曲线上看，第 7 段在

8~16 d 期间贡献率大，第 3 段在 13~20 d 期间贡献

率最大（图 4）。

表 4　束探 2x 井压裂后各段产出状况表

层段 贡献率 /% 产出状况

第 1 段 18 主产层

第 2 段 10 次产层

第 3 段 19 主产层

第 5 段 20 主产层

第 6 段 13 次产层

第 7 段 20 主产层

注：1、3、5、7 主产液层段合计贡献率 77%；2、6 次产液
层段贡献率合计 23%。

图 4　束探 2x 井压裂后各段产液量日贡献率曲线

注：△表示监测到示踪剂明显响应， 表示未监测到示
踪剂响应。

 

图 3　束探 2x 井压裂后各层段示踪剂产出响应叠加曲线

表 3　束探 2x 井监测产出简况

层段
示踪剂

ZO-1 ZO-2 ZO-3 ZO-4 ZO-5 ZO-6 ZO-7

第 1 段 △

第 2 段 △

第 3 段 △

第 4 段 施工压力高未加示踪剂

第 5 段 △

第 6 段 △

第 7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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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1）将示踪剂加入压裂液，利用示踪剂的光强度

值与产层的产出液量成正比的原理，通过在措施后

返排过程中密集采集产出流体样品，并对产出流体

中所含示踪剂进行分类、化验分析和计算方法，可以

较为准确地得到各层段改造后的产液贡献率。

（2）各层段间贡献率有一定的差异，表明其储层

的缝网导流能力存在一定差异。

（3）示踪剂监测表明，各压裂段均有不同程度的

产出，这一信息不仅对各压裂段产出状况进行了评

价，同时也证实了井筒上下分布的五级封隔桥塞的

生产通道是畅通的，从而消除了多段压裂井效果分

析评价时的不确定因素。

（4）通过对分层压裂井各层段示踪剂产出特征曲

线的分析而得出的各层（段）的贡献率，对分层（段）

压裂效果综合评价，以及今后进一步优化设计、指导

施工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由于该技术应用属于

新技术尝试，有待于通过今后进一步应用，不断深化

认识，为致密油气井压后评估及方案优化决策提供

帮助。

参考文献：

［1］ 　 MAYERHOFER M J, CIPOLLA C L, WARPINSKI N 
R, et al. What is Stimulated Rock Volume?［J］. SPE 
119890, 2008.

［2］　 李治平，万怡奴，张喜亭 . 低渗透气藏气井产能评价新

方法研究［J］. 天然气工业，2007，27（4）：84-87.
［3］　 位云生，贾爱林，何东博，等 . 致密气藏分段压裂水平井

产能评价新思路［J］. 钻采工艺，2012，35（1）：32-34.
［4］　 王代国，孔繁征 . 杭锦旗区块一叠系气层产能影响因素

分析［J］. 长安大学学报：地球科学版，2003，25（3）：

38-40.
［5］　 MAYERHOFER. M J, LOLON E P, YOUNGBLOOD J E, 

et al. Integration of microseismic fracture mapping results 
with numerical fracture network production modeling in 
the barnett shale［R］. SPE 102103, 2006.

［6］　 OLSON J E, DAHI T A. Modeling simultaneous growth 
of multiple hydraulic fractures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natural fractures［R］. SPE 119739, 2009.

［7］　 赵安军，胡金堂，赵政嘉，等 . 阿尔塔拉凹陷压裂控缝高

及诊断技术［J］. 石油钻采工艺，2010， 32（5）：79-81.
［8］　 CIPOLLA C L, LOLON E P, CERAMICS C, et al. 

Fracture design considerations in horizontal wells drilled 
in unconventional gas reservoirs［R］. SPE 119366, 
2009.

［9］　 王鸿勋，张士诚 . 水力压裂设计数值计算方法［M］.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8.

［10］　 米卡尔 J 埃克诺米德斯，肯尼斯 G 诺尔特 . 油藏增产

措施［M］. 3 版 . 张保平，蒋阗，刘立云，等译 .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2003.
［11］　 蒋廷学，贾长贵，王海涛，等 . 页岩气网络压裂设计方

法研究［J］. 石油钻探技术，2011，39（3）：36-40

（修改稿收到日期　2015-06-09）

〔编辑　朱　伟〕

　　（上接第 91 页）

［8］　 王文东，苏玉亮，慕立俊，等 . 致密油藏直井体积压裂储

层改造体积的影响因素［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2013，37（3）：93-97.
［9］　 雷群，胥云，蒋廷学，等 . 用于提高低 - 特低渗透油气藏

改造效果的缝网压裂技术［J］. 石油学报，2009，30（2）：

237-241.
［10］　 翁定为，雷群，胥云，等 . 缝网压裂技术及其现场应用

［J］. 石油学报，2011，32（2）：280-284.
［11］　 王凤江，丁云宏，路勇 . 低渗透油田重复压裂技术研究

［J］. 石油勘探与开发，1999，26（1）：71-73.
［12］　 李宪文，张矿生，樊凤玲，等 . 鄂尔多斯盆地低压致密

油层体积压裂探索研究及试验［J］. 石油天然气学报，

2013，35（3）：142-146.
［13］　 谢丽沙，张宵，徐建春 . 变导流能力多级压裂水平井

生产动态研究［J］. 科学技术与工程，2012，12（20）：

4888-4891.
［14］　 屈亚光，安桂荣，周文胜，等 . 底水油藏水平井开发效

果影响因素分析［J］. 科学技术与工程，2013，13（12）：

3406-3409.

（修改稿收到日期　2015-06-18）

〔编辑　朱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