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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常规测试技术难以评价鄂尔多斯盆地 AN 区块致密油藏低产水平井长期生产状态下的各段裂缝状况。为准确掌握

低产水平井措施前各段裂缝关键信息，设计了压缩式双封单卡管柱，获取水平井分段变排量挤注压力和关井后压降数据，应用

裂缝挤注指示曲线、瞬时停泵压力和裂缝扩散压力综合评价水平井初次改造充分性、射孔孔眼堵塞情况，并求取水平井分段油

藏压力和产量。在 AN 区块致密油藏水平井开展了测试及分析，结果表明该裂缝诊断方法可判识分段裂缝的初次改造程度、孔

眼堵塞情况，且 3 种油藏压力分析方法计算结果基本一致，可相互验证。诊断结果为措施潜力井段筛选、工艺优选及参数优化

提供指导。对开展了诊断测试的 4 口致密油藏低产水平井实施重复改造，与未测试的措施水平井相比单井产量提高了 70%。

该方法对其他非常规储层低产水平井措施前的裂缝诊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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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AN block of the Ordos Basin, the long-term fracture creation in low-yield horizontal wells in tight oil reservoir can 

not be effectively evaluated by conventional testing techniques. In order to accurately learn the key information of fractures before stimu-

lation in low-yield horizontal wells, the compression type double-sealing & single-stick string was designed to obtain the sectional vari-

able displacement squeeze pressure and shut-in drawdown data of horizontal wells. Then, fracture squeeze index curve, instantaneous 

pump off pressure and fracture diffusion pressure were used to conduct integrated evaluation on the primary reformation sufficiency 

and perforation blockage situations of horizontal wells, and thus obtain the sectional reservoir pressure and output of horizontal wells. 

Test and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in horizontal wells in tight oil reservoir, the AN block, showing that this fracture diagnosis method 

can be used to discriminate the primary reformation level of sectional fractures and the perforation blockage situations. Furthermore,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3 kinds of reservoir pressure analysis methods are basically the same, which can be mutually verified. The 

diagnostic results have provided directions for the screening of potential stimulation section, the technology optimization and the pa-

rameter optimization. Repeated stimulation was implemented in 4 low-yield horizontal wells in tight oil reservoir, where diagnostic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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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 AN 区块长 7 致密油藏位于伊陕

斜坡西南部，为陆相碎屑岩储层，以细砂岩为主。油

层厚度约 10~15 m，平面上连片性好；平均孔隙度

8.9%，气测渗透率 0.17 mD，天然裂缝发育；油藏原始

地层压力 16.9 MPa，地层压力系数为 0.77，为异常低

压油藏。该区块早期采用低渗透低压油藏菱形反九

点井网超前注水开发的模式，注水开发效果较差［1］。

随着水平井钻井和体积压裂工艺的成熟，该区形成了

以水平井体积压裂后衰竭式开发为主的开发方式，水

平井平均水平段长度 800~1 000 m。AN 区块水平井

采用水力喷砂分段多簇体积压裂技术改造［2-4］，初期

单井产量达 10.2 t/d，是直井的 10 倍。与国内外其他

非常规油气藏类似，随着开发时间推移和生产过程

中压力等条件的改变［5］，AN 区块水平井产量整体

递减较大，1 年后递减至 4~5 t/d，2 年后递减至 2~3 t/
d，亟需实施针对性的措施来提高单井产量，改善开

发效果，而评价水平井长期生产状态下各段裂缝的

状况是制定针对性措施的前提。

1　致密油藏低产水平井裂缝诊断难点
Difficulties in fracture diagnosis of low-
yield horizontal wells in tight oil reservoir

受储层非均质性、初次改造充分程度、长期生

产结垢结蜡等因素影响，致密油水平井长期生产条

件下的各段裂缝状况难以清楚认识。若对分段裂缝

信息掌握不清，就难以采取针对性的重复改造措施，

往往造成选井选段盲目、设计不够优化等结果。因

此如何获得致密油藏低产水平井裂缝的关键信息是

评价增产潜力、选取措施工艺和优化工艺参数的基

础，关键信息包括初次是否压开、孔眼是否堵塞、地

层能量、分段产量等。针对水平井分段产量测试，郭

洪志［6］、赵政嘉［7］等人研究了产液剖面测试、示踪

剂评价、分段抽汲求产等技术，但主要适用于高液量

水平井测试（日产液量大于 15~20 m3/d）。赵志红［8］

认为目前水平井测试技术因受仪器精度、样品选取

等诸多外界因素影响，用于低液量低产水平井分段

求产的误差较大，难以准确诊断致密油藏低产水平

井裂缝关键信息。AN 致密油区块水平井水平段长

度 800~1 000 m，初次改造 10 段左右，目前以低液量

低产为主（日产液量仅 2~3 m3/d），因此常规水平井

测试技术难以评价该类水平井的分段裂缝状况。另

一方面，借助小型压裂测试方法可获取裂缝和储层

关键参数，但该做法主要应用于新区开发的直井压

前测试，水平井应用较少，而水平井老井领域更属空

白。为此借鉴直井小型压裂测试的思路，提出了“小

排量阶梯注入 - 关井测压降”来分段诊断致密油藏

低产水平井裂缝的关键信息。

2　致密油藏低产水平井裂缝测试分析
Fracture test of low-yield horizontal wells 
in tight oil reservoir

结合致密油藏低产水平井裂缝诊断难点，应用

不依赖排量坐封和解封的压缩式双封单卡管柱，对

水平井分段挤注定量的液体，录取目的井段的挤注

压力和停泵压降，建立油藏压力和产量的解释方法，

并基于各段裂缝的认识，对比分析段间差异，优选针

对性的重复改造措施，优化关键工艺参数，以提高措

施针对性和效果。

2.1　测试管柱设计

Design of test string
扩张式双封单卡管柱是水平井拖动分段作业常

用的工具［9］。该管柱需达到与喷砂器适配的排量才

能坐封，且停泵后易解封，不能实现小排量挤注和定

点关井测压降。为此设计了不依赖排量坐封的压缩

式双封单卡管柱，管柱组合由上而下为：油管至井

口 + 安全接头 + 油管 + 反洗阀 + 水力锚 +Y111 封

隔器 + 调整油管 + 喷砂器 + 单流阀 + 伸缩补偿器

+Y211 封隔器。该管柱操作步骤为：首先预置在目

的测试井段，通过井口上提管柱 1.5~2.0 m 将底部

Y211 封隔器变换轨道，然后下放管柱压缩胶筒实现

坐封。Y211 封隔器坐封后，对上部管柱提供锚定支

撑，管柱继续下放压缩 Y111 封隔器胶筒使其坐封。

该压缩式双封单卡管柱坐封后可实现任意排量挤

注，且在停泵后保持坐封，可关井测试目的井段压力

降落。完成测试后上提管柱即可解封，拖动至下一

井段重复上述工序来完成多段挤注和关井测压降作

业。该管柱耐压 70 MPa，耐温 120 ℃，满足鄂尔多

斯盆地致密油储层水平井测试。

2.2　测试基本步骤

Test procedures
该测试方法分 2 步实施：一是小排量阶梯注入，

即利用压缩式双封单卡管柱卡封目的测试井段，通

had been carried out, and the single well output was increased by 70% than the stimulated horizontal well that had not been tested. This 

method can provide reference to the pre-stimulation fracture diagnosis of low-yield horizontal wells in other unconventional reservoirs. 

Key words: tight oil reservoir; horizontal well; fracture diagnosis; repeated st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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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阶梯升或降排量定量注入活性水，录取不同挤注

排量下裂缝吸收压力；施工排量一般设计为 0.2~2.0 
m3/min，以 0.2~0.3 m3/min 排量递增，挤注液量按照

初次压裂入地液量的 5%~10% 设计；二是关井测压

降，即在注入阶段完成后，井口关井测试裂缝压力降

落情况（测试时间 1 h 左右）。

2.3　裂缝诊断分析

Diagnostic analyses of fractures
基于“小排量阶梯注入 - 关井测压降”录取的

资料，可直接判断裂缝初次改造是否充分、孔眼是否

堵塞、段间是否窜通等情况，对于分段油藏压力和产

量则需建立数学模型来计算。秦绪英［10］、何青琴［11］、

LI P［12］、Hemanta M［13］等人研究表明，对于低孔低

渗砂岩、页岩和碳酸盐岩地层，最小水平地应力与油

藏孔隙压力直接相关，二者满足 Wright 的多孔弹性

模型（式 1）。AN 区块长 7 为低孔低渗低压致密砂

岩地层，满足该式应用条件。

 σ
ν
ν

σ α αh v r r=
−( )

−( ) +
1

p p  （1）

式中，σh 为最小水平地应力，MPa；ν 为泊松比；α
为毕奥特系数；σv 为垂向应力，MPa；pr 为油藏压

力，MPa。

式（1）可变形为油藏孔隙压力与最小水平地应

力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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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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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压开的地层，再次压开地层的压力为裂

缝闭合应力 pc，其等于最小水平地应力 σh
［14］，在常

规压裂分析中瞬时停泵压力则可直接代表最小水平

主应力 σh
［15-16］。通过裂缝挤注指示曲线获得裂缝闭

合应力，通过单切线法拾取准确的瞬时停泵压力获

得最小水平主应力，利用式（2）计算分段裂缝油藏压

力，并计算了裂缝扩散压力进行对比验证。

2.3.1　裂缝挤注指示曲线　在挤注施工曲线上选取

不同排量下的裂缝吸收压力作图，得到测试井的分

段裂缝挤注指示曲线。图 1 为鄂尔多斯盆地 AN 区

块致密油藏 HW-1 水平井的 5 段裂缝挤注指示曲线，

可以看出，处于下方的曲线表示裂缝导流能力较高、

地层能量较低、吸水能力较强，上方的曲线表示裂缝

导流能力较低、地层能量较高、吸水能力较弱。

为研究水平井各段裂缝挤注曲线差异，首先需

认识挤注过程中流体在存在支撑剂的裂缝内的流

动规律。通常采用卡佳霍夫公式来判识（式 3），当

Re≤0.3 时流体流态为黏滞力占优势的层流，服从

达西定律；当 Re ＞ 0.3 时流体流态为惯性力占优

势的层流甚至紊流，达西定律不再适用，而满足 P. 
Forchheimei 非线性（二项式）方程（式 4）。AN 区块

长 7 致密油藏水平井采用 0.2~2.0 m3/min 排量挤注

时 Re 在 0.5~2.6 之间，满足非线性（二项式）方程。

从图 1 中挤注曲线形态及回归方程也可以看出，AN
区块长 7 致密油藏流体向裂缝内部流动时压力与流

量之间满足二项式规律。

 Re v k
=

ρ
µφ1750 3 2  （3）

 ∆ = +p aq bq2  （4）

式中，Re 为雷诺数，其临界值为 0.2~0.3；v 为渗流

速度，cm/s；k 为渗透率，μm2；µ 为挤注液体黏度，

mPa·s；ρ 为密度，g/cm3；φ 为孔隙度，%；Δp 为挤

注压差，MPa；q 为挤注排量，m3/min；a、b 为取决于

岩石和流体物理性质的常数。

考虑静液柱压力及总摩阻的影响，挤注压差与

井口挤注压力、闭合应力满足式（5），与式（4）结合

得到地面油管压力与挤注排量的二项式关系式（式

6）。令 c=pc+pf - ph，则式（6）可写为式（7），a、b、c 可

通过指示曲线回归二项式方程系数得到。在获得每

段对应的系数后，利用式（8）计算裂缝闭合应力 pc，

再按式（2）即可计算各段油藏压力值 pr。

 ∆ = + − −p p p p pt h f c  （5）

 p p p p aq bqt c f h= + − + + 2  （6）

 p c aq bqt = + + 2  （7）

 p c p pc f h= − +  （8）

式中，pt 为地面油管压力，MPa；ph 为静液柱压力，

MPa；pf 为总摩阻，MPa；pc 为裂缝闭合应力，MPa。

2.3.2　瞬时停泵压力　瞬时停泵压力判读准确与否

非常重要，而近井筒摩阻影响以及水击效应会导致

真实瞬时停泵压力值较难拾取，难以获得准确的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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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HW-1 水平井各段裂缝指示曲线
Fig. 1 Sectional fracture index curve of horizontal well H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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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停泵压力。关于瞬时停泵压力的判读问题，孙翠

容［17］、雷群［18］、Lee M Y［19］等国内外从事水力压裂

地应力测量的研究人员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了多种

确定方法，如拐点法、单切线法、双切线法、马斯卡特

法等。丰成君［20］研究认为对于岩石完整性差、原生

裂隙及节理较发育、岩石结构较破碎的压裂段，单切

线法所取结果比较可靠有效。由于 AN 区块致密砂

岩初次体积压裂后裂缝复杂程度较高，采用单切线

法求取瞬时停泵压力比较适用。具体做法是对停泵

压降曲线的稳定段作反向切线，切线与油压的交点

即为瞬时停泵压力，附加液柱静压力即为最小水平

主应力，然后可按式（2）计算油藏压力值 pr。

2.3.3　裂缝扩散压力　李宜坤［21］在筛选调剖井时

定义注水井关井压力下降指数（PI）来评价地层优势

窜流通道，PI 值越小代表关井压力下降越快、裂缝窜

流通道越发育。本文定义裂缝扩散压力 FPI 来表征

裂缝吸水和地层扩压的能力，该值越小，裂缝吸水和

地层扩散压力越容易，即地层能量越低，反之亦然。

FPI 等于关井压力降落曲线包络面积与关井时间比

值，表达式为

 F
p t t

T

T

PI

d
= ∫

( )
0  （9）

式中，FPI 为裂缝扩散压力，MPa；p（t）为 t 时刻井口

压力，MPa；T 为关井时间，min。

2.4　分段产量计算

Sectional yield computation
利用上述方法求取各段裂缝油藏压力后，由于

水平井各段共用一个井筒，段间裂缝生产流压基本

相同，而生产压差与产量呈正比，可将压力值作为权

重劈分单井产量而获得目前各段产量，表达式为

 
Q p

p
Qi

i

i
i

n= ×

=
∑

r

r
1

 （10）

式中，n 为剔除初次未压开或者地层堵塞井段的裂缝

条数；Qi 为目前正常生产的第 i 段裂缝产量，m3/d；

pri 为目前正常生产的第 i 段裂缝油藏压力，MPa；Q
为水平井目前单井产量，m3/d。

2.5　差异化重复改造

Differential repeated stimulation
基于分段裂缝诊断结果，获得了裂缝初次是否

改造充分、射孔孔眼是否堵塞、段间油藏压力是否平

衡等认识。进一步优选针对性的重复改造工艺类型，

即初次未压开的井段采用原井段工艺重复压裂，孔

眼堵塞的井段采用酸化解堵工艺，地层能量偏低的

井段采用注水吞吐采油工艺实现油水置换和区域能

量补充。关于注水吞吐采油的机理和室内实验，国

内学者已经做了许多研究。黄大志［22］、王鹏志［23］

等人认为注入水优先充满高孔高渗带、大孔喉或裂

缝等有利部位，关井后，在毛细管力的作用下，注入

水与中、小孔喉或基质中的油气产生置换。汤爱云［24］、

杨亚东［25］、李忠兴［1］等人介绍了注水吞吐采油技术

已在牛圈湖油田、塔河油田、长庆油田等矿场实践中

初步取得了成功。通常情况下，水平井控制区域的

原始油藏压力认为是一个定值，所以可结合各段裂

缝压前油藏压力计算结果确定压降，进一步优化注

水吞吐井段的液量，表达式为

 
V p p

p p
Vi

i

i
i

m=
−

−( )
×

=
∑

r r

r r

pro

1

 （11）

式中，m 为剔除初次未压开的裂缝条数；Vi 为第 i 段

裂缝入地液量，m3；pr 为原始油藏压力，MPa；Vpro

为本井及邻井的累产液量，m3。

3　现场应用
Field application

根据建立的低产水平井裂缝测试分析方法，对

鄂尔多斯盆地 AN 区块致密油藏的重复改造水平井

开展了压前评价，并结合测试诊断结果对低产水平

井实施了差异化重复改造。

3.1　分段裂缝测试评价

Sectional fracture test evaluation
以鄂尔多斯盆地 AN 区块 HW1 水平井为例，该

井初次改造 5 段，初期产量 7.3 m3/d，投产 1 年后产

量递减至 1.8 m3/d，计划对其实施重复改造，为此开

展了压前分段裂缝诊断测试。

3.1.1　初次改造充分性及孔眼堵塞性评价　HW1
水平井分段挤注时排量由 0.2 m3/min 逐级提升至 2.0 
m3/min，以 0.2~0.3 m3/min 排量递增，挤注正常的井

段井口压力基本分布在 10~30 MPa，初次改造不充

分或孔眼堵塞的井段压力反应明显异常。图 2 为该

井第 4 段挤注施工曲线，0.2~0.5 m3/min 小排量注入

时压力偏高，达 30 MPa 以上（正常为 10 MPa 左右），

挤注 6 min 后骤降至 7 MPa，后续压力正常，故判断

该段孔眼堵塞。图 3 为该井第 5 段挤注施工曲线，

0.2 m3/min 注入时地层破裂压力明显（53 MPa），之

后维持高压平台（工作压力 38~53 MPa）。按照前文

第 2 部分所述方法建立该井分段裂缝挤注指示曲线

（图 1），从图 1 中 5 条指示曲线分布特征可以看出，

第 1~4 段裂缝挤注指示曲线比较接近，而第 5 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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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上偏，表明该段裂缝导流能力低、吸水能力弱，故

该段初次改造未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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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HW1 井第 4 段挤注曲线
Fig. 2 Squeeze curve of the fourth section in Well H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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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HW1 井第 5 段挤注曲线
Fig. 3 Squeeze curve of the fifth section in Well HW 1

3.1.2　分段油藏压力及产量计算　在试挤施工曲线

初步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前文介绍的 3 种方法计算

各段油藏压力。对于裂缝挤注指示曲线法，首先利

用式（6）~（8）计算裂缝闭合应力，再利用式（2）计

算油藏压力；对于瞬时停泵压力法，首先在各段停

泵压降曲线上画反向切线截取裂缝闭合应力，再利

用式（2）计算油藏压力；对于裂缝扩散压力法，直接

利用式（9）计算。计算结果见表 1，3 种方法得到的

油藏压力基本接近，将其平均值作为各段实际油藏

压力。
表 1　HW1 井各段裂缝不同方法计算的油藏压力及产量

Table 1 Reservoir pressure and output of each section of fracture 
in Well HW 1 obtained by different methods

段
序

油藏压力 /MPa
日产油量 /

m3·d-1裂缝挤注
指示曲线

瞬时停泵
压力

裂缝扩散
压力

平均值

1 8.9 9.6 9.1 9.2 0.67
2 6.2 6.2 5.2 5.9 0.43
3 9.4 10.1 9.6 9.7 0.70
4 9.8 10.4 10.1 10.1 0
5 12.9 12.2 10.3 11.8 0

从表 1 可以看出，各段间油藏压力差异较大，其

中第 2 段油藏压力偏低，为前期生产主力贡献层，而

第 4 段孔眼堵塞和第 5 段初次未压开，对产量贡献

较小，所以地层压力偏高。最后利用式（10）计算得

到分段产量。

3.2　低产水平井重复改造

Repeated stimulation of low yield horizontal wells
根据 HW1 水平井分段裂缝诊断结果，制定了差

异化的重复改造方案。其中，前 4 段采用注水吞吐

采油工艺，利用式（11）优化单段液量为 600~1 000 
m3，第 4 段因孔眼堵塞配以前置酸液解堵。第 5 段

因初次未压开而采用加砂重复压裂工艺。通过实施

针对性的重复改造，该井日产油量由 1.8 m3/d 提高

到 6.1 m3/d。措施后对各井段开展与措施前类似的

“变排量挤注 - 关井测压降”测试，再次计算分段油

藏压力。图 4 为该井措施前后的分段油藏压力柱状

图，可以看出，各段油藏压力提高 1.5~6.9 MPa，平均

油藏压力由 9.3 MPa 提高到 13.1 MPa，段间趋于平

衡，达到了措施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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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HW1 井措施前后各段裂缝油藏压力柱状图
Fig. 4 Reservoir pressure histogram of each section of fracture in 

Well HW 1 before and after stimulation

目前已在鄂尔多斯盆地的 4 口重复改造水平井

开展了压前评价测试，并依据诊断结果优化了重复

改造方案，平均单井改造 4~5 段，日产油量由措施前

2 m3/d 左右提高到 6~7 m3/d（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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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诊断测试与未诊断测试的水平井重复改造产量对比
Fig. 5 Repeated stimulation outputs of horizontal wells with or 

without diagnostic tests

而同区块未开展压前评价测试的低产水平井，

仅通过初次压裂曲线分析制定措施方案，裂缝长期

生产状况认识不清，因此重复改造措施工艺针对性

不强，施工参数不够优化。采用相同的双封单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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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分段重复改造，虽然整体改造段数和规模接近，但

措施后单井产量仅为开展测试的重复改造水平井的

60%。

4　结论
Conclusions

（1）结合 AN 致密油区块特征，基于低产水平井

分段“变排量注入 - 关井测压降”裂缝诊断资料，集

成裂缝挤注指示曲线、瞬时停泵压力和裂缝扩散压

力三种方法，为评价初次改造充分性、射孔孔眼堵塞

情况，求取分段裂缝油藏压力和产量等关键参数提

供了手段。

（2）设计的压缩式双封单卡管柱，实现了水平井

分段小排量注入和定点关井测压降的测试要求。

（3）在措施前开展裂缝诊断测试评价，可为低产

水平井重复改造的潜力井段筛选、工艺优选及参数

优化提供直接指导，有效提高措施针对性和增产效

果。基于诊断测试的 4 口重复改造水平井，与未测

试的措施水平井相比单井产量提高了 70%。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李忠兴，屈雪峰，刘万涛，雷启鸿，孙华岭，何右安 . 鄂尔

多斯盆地三叠系延长组长 7 段致密油合理开发方式探

讨［J］. 石油勘探与开发，2015，42（2）：1-5.
LI Zhongxing, QU Xuefeng， LIU Wantao, LEI Qihong, 
SUN Hualing, HE Youan. Development modes of Triassic 
Yanchang Formation Chang 7 Member tight oil in Ordos 
Basin， NW China［J］.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5, 42（2）: 1-5.

［2］　 李宪文，张矿生，樊凤玲，唐梅荣，卜向前，王文雄，李向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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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Xianwen, ZHANG Kuangsheng, FAN Fengling, 
TANG Meirong, BU Xiangqian, WANG Wenxiong, LI 
Xiangping. Study and experiment on volumetric fracturing 
in low pressure tight formation of Ordos Basin［J］. 
Journal of Oil and Gas Technology, 2013, 35（3）: 142-146.

［3］　 王晓东，赵振峰，李向平，马兵，杨晓刚，闫永萍 . 鄂尔多

斯盆地致密油层混合水压裂试验［J］. 石油钻采工艺，

2012，34（5）：80-83.
WANG Xiaodong, ZHAO Zhenfeng, LI Xiangping, MA 
Bing, YANG Xiaogang, YAN Yongping. Mixing water 
fracturing technology for tight oil reservoir in Ordos Basin

［J］. Oil Drilling & Production Technology, 2012, 34（5）: 
80-83.

［4］　 白晓虎，齐银，陆红军，段鹏辉，顾燕凌，吴甫让 . 鄂尔多

斯盆地致密油水平井体积压裂优化设计研究［J］. 石

油钻采工艺，2015，37（4）：83-86.
BAI Xiaohu, QI Yin, LU Hongjun, DUAN Penghui, GU 
Yanling, WU Furang. Optimization design for volume 
fracturing of horizontal wells in tight oil reservoir of 
Ordos Basin［J］. Oil Drilling & Production Technology, 
2015, 37（4）: 83-86.

［5］　 LANTZ T, GREENE D, EBERHARD M, NORRID R, 
PERSHALL R . Refracture treatments proving successful 
in horizontal Bakken Wells: Richland Count, Montana［R］. 
SPE 108117, 2007.

［6］　 郭洪志，李冬梅 . Flagship 在中高含水期水平井中的应

用研究［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

31（1）：107-109.
GUO Hongzhi, LI Dongmei. Flagship application in high 
water cut horizontal well［J］. Journal of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Science & Technology Edition , 
2009, 31（1）: 107-109.

［7］　 赵政嘉，顾玉洁，才博，赵安军，王彬，吴昊 . 示踪剂在分

段体积压裂水平井产能评价中的应用［J］. 石油钻采

工艺，2015，37（4）：92-95.
ZHAO Zhengjia, GU Yujie, CAI Bo, ZHAO Anjun, 
WANG Bin, WU Hao. Application of tracer in productivity 
evaluation for horizontal wells under segmented volume 
fracturing［J］. Oil Drilling & Production Technology, 
2015, 37（4）: 92-95.

［8］　 赵志红，魏瑞，梁豪 . 水平井分段压裂测试获取地层参

数［J］. 油气井测试，2015，24（3）：31-34.
ZHAO Zhihong, WEI Rui, LIANG Hao. Multi-Stage 
fracturing and test in horizontal well to acquire formation 
parameter［J］. 2015, 24（3）: 31-34.

［9］　 张春辉 . 连续油管结合双封单卡压裂技术应用［J］.
石油矿场机械，2014，43（5）：60-61.
ZHANG Chunhui. Application of coiled tubing frac 
technique using double-sealing and single-stick［J］. Oil 
Field Equipment, 2014, 43（5）: 60-61.

［10］　 秦绪英，陈有明，陆黄生 . 井中应力场的计算及其应用

研究［J］. 石油物探，2003，42（2）：273.
QIN Xuying, CHEN Youming, LU Huangsheng. 
Calculation of borehole stress with full-wave acoustic 
logging data and its application［J］. Geophysical 
Prospecting for Petrole, 2003, 42（2）: 273.

［11］　 何青琴，杨永全，何世明，刘永存，米庆，钟雨师，郭

宏 . 低渗透油气田重复压裂诱导应力场模拟研究［J］.
天然气技术，2010，4（1）：31.
HE Qingqin, YANG Yongquan, HE Shiming, LIU 
Yongcun, MI Qing, ZHONG Yushi, GUO Hong. 
Refracturing-induced stress field simulation of low-
permeability oil and gasfields［J］. Natural Gas 
Technology, 2010, 4（1）: 31. 

［12］　 LI P. Theoritical study on reoritntation mechanism of 



371白晓虎等：AN 区块致密油藏低产水平井裂缝诊断方法

hydraulic fractures［R］. SPE 105724, 2007.
［13］　 MUKHERJEE H, POE B D Jr, HEIDT J H, WATSON 

T B, BARREE R D. Effect of pressure depletion on 
fracture-geometry evolution and production performance

［R］. SPE 65064, 2000.
［14］　 蒋廷学，王欣 . 由瞬时停泵压力估算裂缝闭合压力的

现场方法研究［J］. 大庆石油地质与开发，1999，18（3）：

42.
JIANG Tingxue, WANG Xin. Field method research for 
fracture closure pressure estimation using instantaneous 
pump shut down pressure［J］. Petroleum Geology & 
Oilfield Development in Daqing, 1999, 18（3）: 42.

［15］　  HAIMSON B C, CRONET F H. Hydraulic fracturing 
（HF） and/or hydraulic testing of pre-existing fractures 
（HTPF）［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 
Mining Sciences, 2003, 40（7-8）: 1011-1020.

［16］　 HAYASHI K, SAKURAI I. Interpretation of hydraulic 
fracturing shut-in curves for tectonic stress measuremen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ciences & Geomechanics Abstracts, 1989, 26

（6）: 477-482.
［17］　 孙翠容，王怒涛，张文昌，刘延超，方诗杰 . 水力压裂闭

合压力确定方法研究［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自然

科学版，2010，12（2）：60-61.
SUN Cuirong, WANG Nutao, ZHANG Wenchang, 
LIU Yanchao, FANG Shijie. Methods of determining 
closure pressure of hydraulic fracturing［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ural Sciences Edition , 2010, 12（2）: 60-61.

［18］　 雷群 . 测试压裂在长庆低渗透油田的应用［J］. 石油

钻采工艺，2000，22（4）：73-74.
LEI Qun. Application of testing fracturing in Changqing 
Oilfield［J］. Oil Drilling & Production Technology, 
2000, 22（4）: 73-74.

［19］　 LEE M Y, HAIMSON B C. Statistical evaluation of 
hydraulic fracturing stress measurement paramete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ciences & Geomechanics Abstracts, 1989, 26（6）: 447-456.

［20］　 丰成君，陈群策，吴满路，赵金生，李国歧，安其美 . 水

压致裂应力测量数据分析——对瞬时关闭压力 ps

的常用判读方法讨论［J］. 岩土力学，2012，33（7）：

2149-2160.
FENG Chengjun, CHEN Qunce, WU Manlu, ZHAO 
Jinsheng, LI Guoqi, AN Qimei. Analysis of hydraulic 
fracturing stress measurement data—discussion of 
methods frequently used to determine instantaneous 
shut-in pressure［J］. Rock and Soil Mechanics, 2012, 
33（7）: 2149-2160.

［21］　 李宜坤，覃和，蔡磊 . 国内堵水调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J］. 钻采工艺，2006，29（5）：105-106，123.
LI Yikun, QIN He, CAI Lei.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water shutoff & profile control 
in China［J］. Drilling & Production Technology, 2006, 
29（5）: 105-106, 123.

［22］　 黄大志，向丹 . 注水吞吐采油机理研究［J］. 油气地

质与采收率，2004，11（5）：39-40.
HUANG Dazhi, XIANG Dan. Study of oil production 
mechanism by water-flood stimulation［J］. Petroleum 
Geology and Recovery Efficiency, 2004, 11（5）: 39-40.

［23］　 王鹏志 . 注水吞吐开发低渗透裂缝油藏探讨［J］. 特

种油气藏，2006，13（2）：46-47.
WANG Pengzhi. An approach of developing low 
permeability fractured reservoirs by cyclic water 
injection［J］. Special Oil and Gas Reservoirs, 2006, 13

（2）: 46-47.
［24］　 汤爱云，李伟 . 注水吞吐采油在牛圈湖油田的应用［J］.

吐哈油气，2010，15（3）：274-275.
TANG Aiyun, LI Wei. Application of cyclic water 
injection in Niujuanhu Oilfield［J］. Tuha Oil & Gas, 
2010, 15（3）: 274-275.

［25］　 杨亚东，杨兆中，甘振维，蒋海，易祖坤 . 单井注水吞吐

在塔河油田的应用［J］. 天然气勘探与开发，2006，29
（2）：32-35.

YANG Yadong, YANG Zhaozhong, GAN Zhenwei, 
JIANG Hai, YI Zukun. Application of water flood huff 
and puff with single in Tahe Oil Field［J］. Natural Gas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2006, 29（2）: 32-35.

（修改稿收到日期　2016-04-12）

〔编辑　朱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