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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滇黔北昭通页岩气示范区 YSA 井钻遇断层且存在 3 个水平井眼，考虑到压裂过程中可能产生套管变形等复杂问题，

不宜采用常规的桥塞分段工艺，因此开展了连续油管无限级砂塞分段工艺进行分段压裂。该工艺分段数不受井筒条件限制，分

段方式以砂塞封隔分段代替了常规的桥塞分段，配套的新型工具只需起下 1 次连续油管就能完成单段的冲砂、填砂和多簇喷砂

射孔作业，整个施工过程中井筒全通径，能有效应对页岩气井套管变形对压裂施工的影响。YSA 井在发生套管变形的情况下

完成了 13 级分段压裂，解决了由于套管变形而无法使用桥塞分段的难题，压后测试产量达 11.3×104 m3/d，增产效果显著。该

工艺的成功应用为我国页岩气井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段改造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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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ll YSA in Zhaotong Shale gas Demonstration Region in North Yunnan-Guizhou Area encounters faults and it has 

three horizontal holes. The conventional bridge plug staged fracturing is not capable of dealing with the possible complicated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fracturing, e.g. casing deformation, so a new type of infinite-order sand plug staged fracturing is carried out. By virtue 

of this technology, the number of stages is beyond the limitation of hole conditions, and the conventional bridge plug staging is replaced 

with the sand plug packing off and staging. Its support tools can finish sand washing, sand packing and multi-cluster sand blasting and 

perforation only by one trip of coiled tubing.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fracturing, the borehole is fully open to diminish the effect of cas-

ing deformation of shale gas wells on the fracturing effect effectively. When this technology is actually used in Well YSA, the 13-order 

staged fracturing is carried out in the case of casing de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fracturing. And thus, its technical difficulty that bridge 

plug staged fracturing is unsuitable due to casing deformation is settled down. The stimulation effect is remarkable, with production 

rate of 11.3×104 m3/d after the fracturing.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ology provides a new staged stimulation method for 

domestic shale gas w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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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自 2011 年被国务院确定为独立矿种以

来［1］，目前已初步实现了对四川盆地及其周缘下古

生界龙马溪组的商业开发，相继启动了长宁 - 威远、

涪陵、滇黔北昭通等页岩气示范区的产能建设任务［2］。

作为一种赋存于富有机质泥页岩及其夹层中的非常

规天然气，页岩气储层必须通过水平井钻井及大规

模的压裂改造才能获得工业产能［3］。

滇黔北昭通页岩气示范区所处四川盆地边缘及

外围，构造挤压变形强烈，断裂发育，构造和地质条

件十分复杂［4］。在开发过程中，陆续出现了由于套

管变形导致桥塞遇阻遇卡、无法顺利下入到位或是

压后连续油管不能钻磨桥塞等问题，造成了部分井

段被迫放弃压裂作业，严重影响了单井产量的提高。

针对滇黔北昭通页岩气示范区 YSA 井复杂井筒、地

应力背景带来的套管变形风险，开展了无限级砂塞

分段压裂先导性现场试验。

1　页岩气分段压裂特点
Characteristics of staged fracturing of shale 
gas wells

目前国内页岩气水平井压裂主要采用桥塞进行

分段，包括速钻桥塞、大通径桥塞、可溶桥塞等不同

类型（见表 1）。但桥塞分段工艺对井筒通径要求高，

且存在压后需要钻磨、压后井筒非全通径等问题［5-6］。

针对套管变形的预防手段目前主要是通过提高套管

钢级或是控制施工规模及排量，前者增加了单井成

本，后者则可能影响体积压裂的改造效果。对于套

变风险较大的页岩气水平井，两种方式均未能从根

本上解决全水平段有效改造的问题［7-8］。无限级砂

塞分段压裂将支撑剂作为砂塞实现段间非机械封

隔，分段不受套管通径影响，可实现无限级分段。
表 1　国内页岩气常用分段压裂工艺特点对比

Table 1 Characteristic comparison between staged fracturing 
technologies commonly used in shale gas wells in China

工艺
技术
组合

分段
方式

工艺特点

桥塞
分段
压裂

电缆传
输多簇
射孔 +
桥塞

速钻
桥塞

工艺成熟，分段效果稳定，全通径；压后
需钻磨桥塞；套变后钻磨难度大；套管
变形后桥塞存在无法下入到位风险 

大通
径桥
塞

工艺成熟，分段效果稳定，非全通径；无
需钻磨，作业深度不受连续油管限制；
桥塞遇阻卡后处理难度大

可溶
桥塞

国内应用井数少，工艺稳定性待提升，全
通径；压后无需钻磨，作业深度不受连
续油管限制

砂塞
分段
压裂

连续油
管喷砂
射孔 +
砂塞

支撑
剂

全程全通径，管串通过性好；满足重复
压裂要求；近井连续铺砂，导流能力高；
受连续油管作业能力限制，作业时效有
待进一步提高

2　无限级砂塞分段压裂工艺管柱
Pipe string for infinite-order sand plug 
staged fracturing

该工艺的实施主要通过具有冲砂、填砂、多簇喷

砂射孔功能的一体化作业管柱来实现，一趟管柱可

实现多种作业。管柱结构自下而上主要包括冲洗头、

带滑套喷枪、丢手工具、单流阀（如图 1 所示）。其中

喷枪外径可根据不同井筒通径选择。喷嘴的大小和

个数需要综合考虑水平段裂缝起裂以及固定限压条

件下单个喷嘴最低流速。

图 1　一体化作业管柱
Fig. 1 Integrated pipe string 

3　工艺流程及适应性
Technological process and its adaptability

工艺流程主要包括连续油管射孔、套管压裂、支

撑剂封堵分段 3 个主要步骤。首先连续油管喷砂射

孔后起出井口，检查工具，开始主压裂，主压裂末尾

采用连续高砂浓度支撑剂砂塞封堵，保证缝口附近

的连续铺砂和导流能力，并采用高于正常施工压力

10~20 MPa作为验封压力对砂塞的有效性进行验证；

主压裂结束后，连续油管带一体化作业管柱下入，若

前一段砂塞成功封堵，则连续油管冲砂下至下一射

孔段底界；若前一段砂塞未能封堵，则连续油管下

入至前一段射孔顶界开始定点填砂，填砂量为两段

之间的井筒容积。冲砂和填砂通过管柱前端冲洗头

完成，随后投球开启喷嘴滑套，改变出液方向，开始

下一段的喷砂射孔流程。重复以上流程直至完成所

有段的压裂。施工结束后再下入一趟连续油管进行

冲砂作业后即可开井排液。

无限级砂塞分段工艺不使用机械桥塞，降低了

入井管柱对套管通径的要求。以目前国内页岩气井

常用的 Ø139.7 mm 油层套管为例，所适配的桥塞管

串入井最小外径约 100 mm；而砂塞分段工艺由于

只需要连续油管喷砂射孔管串，其适配的最小喷枪

工具串外径仅有 83 mm，通径要求降低了 17%，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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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套管变形后管串的下入。射孔后连续油管起出井

口，套管注入压裂，保证体积改造所需要的施工排量。

压裂全部完成后仅需连续油管一趟管柱冲砂，节省

桥塞钻磨时间的同时降低钻塞复杂带来的风险。

4　支撑剂优选
Proppant optimization

支撑剂优选是该工艺能否成功实施的重要内容。

页岩气前期压裂实践表明，40/70 目低密度中等强度陶

粒能够满足 3 500 m 以浅页岩储层的闭合应力，100 目

石英砂打磨孔眼对于降低近井摩阻也非常有效［9-11］。

针对页岩储层天然裂缝和分段工艺特点，考虑缝内

暂堵转向、砂塞封堵分段、缝口高导流能力等技术

要求，设计引入 20/40 目陶粒，既可以在泵注前期作

为对天然裂缝的暂堵转向，又能在泵注后期封堵人

工裂缝实现分段。铺砂浓度 5.0 kg/m2 下，室内支撑

剂导流能力实验如图 2 所示。当闭合压力超过 40 
MPa 后，20/40 与 40/70 目陶粒按 1∶1 混合后的导

流能力要高于单一 20/40 目支撑剂。研究区闭合应

力值约 50~55 MPa，因此在缝口砂塞封堵阶段，采用

20/40 目陶粒与 40/70 目陶粒等比例混合的方式，既

保证了大粒径支撑剂对缝口的封堵效果，又建立了

高导流支撑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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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类型支撑剂导流能力
Fig. 2 Flow conductivity of different types of proppant

因此设计以 40/70 目低密度陶粒作为主支撑剂，

100 目石英砂用于前期孔眼及裂缝弯曲打磨和微裂

缝的暂堵，20/40 目与 40/70 目陶粒混合用作缝口封

堵（见表 2）。

5　现场试验
Field test

5.1　完井概况

Summary of well completion
YSA 是滇黔北昭通页岩气示范区内的一口水平

预探井，完钻层位为下志留统龙马溪组，岩性为灰黑

色页岩。完钻井深 3 330 m，水平段长 840 m，采用

Ø139.7 mm 套管完井，内径 Ø115.02 mm。在钻井过

程中，由于工程复杂等原因，造成水平段存在 3 个井

眼：原井眼用水泥塞封闭，与完井井眼平行段长约

194 m；侧钻井眼为裸眼井，与完井井眼约有 300 m
近似重合，三维空间上的直线距离小于 1 m。复杂

的完井井况给后续的压裂施工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

性。同时本井水平段钻遇 2 条小断层，体积压裂施

工可能会导致断层附近岩层产生快速的剪切错动，

套管变形风险极大［12］。

5.2　技术对策

Technical countermeasures
针对 YSA 井筒及储层改造所面临的技术难点，

压裂工艺必须满足：大排量大液量施工，保证体积

压裂效果和裸眼井段储层的有效改造；不受井筒变

形影响的分段措施，入井管串通过性好；灵活简便

的缝内转向措施，及时暂堵天然裂缝；保证缝口高

导流能力的支撑剂泵注程序。

5.3　施工参数设计

Design of fracturing parameters
设计采用以滑溜水为主的体积压裂工艺，单段

施工液量 2 000 m3，砂量 90 t；采用 Ø180 mm、105 
MPa 大闸门井口，施工排量 10~12 m3/min。每个施

工段分 3 簇射孔，簇间距 12~20 m，每簇设计 5 个直

径为 4.5 mm 喷嘴，保证 140 m/s 的单孔流速，采用

20/40 目石英砂作为射孔介质，回压控制略高于地

层压力，计算的连续油管喷砂射孔泵注排量区间为

0.65~0.80 m3/min（如图 3 所示），压力控制在 65 MPa
以内，现场设备条件满足设计要求。

5.4　施工概况

Fracturing summary
YSA 井共完成 13 段压裂，连续油管喷砂射孔成

功率 100%，砂塞封堵成功率 100%。其中第 2、3 段

采用连续油管井筒内定点填砂封堵，其余段为主压

裂后期缝口砂塞封堵。累计注入压裂液 26 054 m3，

支撑剂 1 086.9 t；平均单段液量 2 004 m3，支撑剂

表 2　无限级砂塞分段工艺支撑剂作用及性能参数
Table 2 Effect and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proppant for 

infinite-order sand plug staged fracturing

类型
粒径范围 /

mm 作用
视密度 /
g·cm-3

体积密度 /
g·cm-3

100 目石
英砂

0.100~0.154 近井打磨、封堵
微裂缝

2.66 1.48

40/70 目
陶粒

0.224~0.450 裂缝支撑 2.78 1.50

20/40 目
陶粒

0.450~0.900 封堵大裂缝、缝
口支撑及封堵

3.26 1.80

20/40 目
石英砂

0.450~0.900 喷砂射孔 2.65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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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 t。在第 10 段射孔过程中出现了 Ø102 mm 射孔

管串无法下入的情况，判断为井周微断层影响导致

的套管变形，得益于砂塞分段工艺对套管通径要求

低的优势，更换为 Ø92 mm 喷枪，顺利完成后续段射

孔作业。

6　压后评估
Post-frac evaluation

6.1　施工压力分析

Analysis on fracturing pressure
受天然裂缝及多井筒影响，施工井底压力特征

呈 2 种类型（如图 4 所示）。类型一包括第 1~5、第

11~13 段，该类型施工井底压力较为稳定，且绝对值

低于 70 MPa，压力波动较小，是人工裂缝在龙马溪

组和五峰组正常拓展的响应。第 6~10 段井底压力

为类型二，其特点是绝对压力值高于 75 MPa。第 6、

7 段主要是受施工层位落入宝塔组灰岩层影响，导致

施工压力的大幅上涨；第 8、9、10 段则是由于距离

被水泥塞封闭的原井眼较近，导致初期压力高，必须

依靠酸液才能建立排量，后期压力逐步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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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YSA 井压裂施工井底压力
Fig. 4 Bottom hole pressure of Well YSA in 

the process of fracturing

6.2　分段效果评价

Evaluation on staged fracturing effect
砂塞分段工艺在本井应用 12 段，其中有 10 段

一次性封堵成功，第 2、3 段采用连续油管定点填砂。

每段封堵后均采用高出正常施工压力 10~20 MPa 作

为验封压力。根据实时微地震监测结果分析，各段

压裂起裂位置基本位于射孔段两侧，裂缝位置随改

造段正常移动，最终实现了对水平段的完全覆盖（如

图 5、6 所示）。同时施工井底压力、停泵压力和压降

速率的显著变化体现了段间差异，反映出的储层特

征以及完井特征与预测相符。综合表明砂塞分段实

现了对压裂流体的段间分隔。

图 5　YSA 井典型段微地震起裂信号位置
Fig. 5 Location of fracture initiation signal in the typical section 

of Well YSA monitored by micro seismic

图 6　YSA 井全井微地震监测
Fig. 6 Full-hole micro seismic monitoring of Well YSA 

6.3　改造效果

Stimulation effect
YSA 井 13 段压裂施工共获得 5 781×104 m3 的

改造体积，单段改造体积与桥塞分段工艺相当。施

工结束后连续油管一趟管柱完成对全井的冲砂作业

后即开井排液测试。排液 190 h 后见气，最高测试产

量 11.3×104 m3/d。在有限的水平段长和复杂的井

筒条件下，砂塞分段压裂工艺完成了对整个水平段

的有效改造，取得了理想的改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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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连续油管喷砂射孔排量与单孔喷速及泵注压力的关系
Fig. 3 Relationships of flow rate of coiled tubing vs. single-

perforation blasting velocity and pumping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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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Conclusions

（1）YSA 井井筒情况复杂，且钻遇断层，套管变

形风险高。实践证明，在该类复杂井采用无限级砂

塞分段工艺避免了机械封隔分段带来的作业风险，

顺利完成 13 级有效改造，通过微地震数据、施工压

力响应等多种因素综合判断分段效果明显，压后测

试产量达 11.3×104 m3/d。

（2）砂塞分段改造工艺分段数不受井筒条件限

制，降低了入井管柱对套管通径的要求，适用于套变

风险高的井；采用冲砂、填砂、多簇喷砂射孔一体化

工具管柱，压裂完毕后不需要钻磨桥塞，冲砂后即可

放喷求产，减少了后续施工时间和风险。

（3）无限级砂塞分段改造工艺每次封堵都在整个

井筒实现全通径和已压裂段的有效屏蔽，出现井筒

复杂后仍然能保证安全施工；该工艺可以对整个施

工井段内任意位置、按任意顺序进行选择性分段压

裂，在水平井改造及重复压裂中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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