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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多段射孔压裂水平井井筒

完整性恢复方法，包括：S001：将油井的水平井段

划分为多个压裂段；S002：将封隔器下入井筒套

管内，在第一个压裂段的上部坐封封隔器，然后

进行清水试挤；S003：往压裂段内泵注组合高强

度封堵剂，对压裂段进行封堵，丢手封隔器和保

压侯凝；S004：检查封隔器是否失效，如果封隔器

失效，洗井后立即打捞封隔器，并重复S002和

S003中的内容；S005：在下一个压裂段以上坐封

封隔器，然后通入清水进行挤压测试；S006：重复

S003和S004中的内容，直至油井中的所有压裂段

全部封堵完成；S007：对丢手封隔器进行钻除，恢

复井筒完整性；S008：对井筒套管进行试压，试压

合格后方可进行射孔及重复压裂作业，试压不合

格则重复S001至S007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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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段射孔压裂水平井井筒完整性恢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001：根据油井多次压裂层段位置及瞬时停泵压力将油井的水平井段划分为多个压裂

段；

S002：从靠近井筒套管末端的压裂段开始按顺序处理，使用管柱连接封隔器，将封隔器

下入水平井的井筒套管内，在一个压裂段的上部坐封封隔器，然后对该压裂段进行清水试

挤；

S003：根据挤压测试结果往压裂段内泵注组合高强度封堵剂，对压裂段进行封堵，将组

合高强度封堵剂全部挤入地层后，上提管柱，丢手封隔器，封隔器下部保压候  凝；

S004：对封隔器以上进行反循环洗井，检查封隔器是否失效，如果封隔器失效，洗井后

立即打捞封隔器，并重复S002和S003中的内容；

S005：起出管柱，连接封隔器，在下一个压裂段以上坐封封隔器，然后通入清水进行挤

压测试；

S006：重复S003和S004中的内容，直至油井中的所有压裂段全部封堵完成；

S007：下入螺杆钻及磨铣工具对丢手封隔器进行钻除，恢复井筒完整性；

S008：对井筒套管进行试压，试压的最高压力为初次改造段的破裂压力，试压合格后方

可进行射孔及重复压裂作业，试压不合格则重复S001至S007中的内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段射孔压裂水平井井筒完整性恢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001中，将初期压裂的相邻两段以上且段间瞬时停泵压力差值不高于3MPa的压裂段划分

为一个大压裂段，对大压裂段进行试挤和封堵作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段射孔压裂水平井井筒完整性恢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S002中，清水试挤所用流体包括各种类型的完井液。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段射孔压裂水平井井筒完整性恢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002中，对压裂段坐封封隔器后，开泵试挤，在设计的注入排量下求取地层的吸水指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段射孔压裂水平井井筒完整性恢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003中，组合高强度封堵剂包括高强度水泥和高承压凝胶堵剂，其质量比例为3:1‑4:1，

高强度水泥抗压强度大于等于75MPa，抗张强度大于等于18MPa，高承压的凝胶堵剂为不可

降解聚合物类凝胶。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多段射孔压裂水平井井筒完整性恢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003中，先注入清水，再注入高强度水泥，最后注入高承压凝胶堵剂。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段射孔压裂水平井井筒完整性恢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003中，保压候凝时间大于等于四十八小时，在候凝过程可继续实施上一段试挤及封堵

作业。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段射孔压裂水平井井筒完整性恢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007中，磨铣工具可优选与井筒套管尺寸匹配的三牙轮钻头、PDC钻头或磨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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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段射孔压裂水平井井筒完整性恢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采油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多段射孔压裂水平井井筒完整性恢

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水平井钻井与分段压裂成为提高致密储层单井产量的有效途径。随着勘

探开发的逐步深入，低产水平井逐年增加，需采用重复压裂来恢复单井产量，改善开发效

果。受初次压裂多段射孔、段间采出程度不均、水平段固井质量差异较大等因素影响，水平

井重复压裂技术难度大，其针对性的工艺技术尚处于探索试验阶段。目前国内外水平井重

复压裂工艺主要包括三种：第一种是机械封隔重复压裂工艺，其优点是采用管柱和封隔器

卡封目的压裂井段，通过油管注入实现定点改造，缺点是下入管串拖动作业，对井筒条件要

求较高，且受管柱内径影响，注入排量受限、压裂施工效率低（单趟管柱仅施工1段），且由于

井筒完整性未恢复，初次改造裂缝存在低压区，使得重复改造压裂液需先充填低压区，突破

后才能形成新裂缝，造缝效率低；第二种是动态多级暂堵重复压裂工艺，其优点是光套管作

业，对井筒要求较低，通过井口泵注暂堵剂实现段间转向压裂，施工效率高，缺点是不能定

点改造，且多级暂堵升压可控性较差，各段暂堵升压幅度差异大，导致储层改造存在不确定

性，同样由于井筒完整性未恢复，重复改造压裂液需先充填初次改造裂缝的低压区，突破后

才能形成新裂缝，造缝效率低；第三种是膨胀管压裂技术，它是采用膨胀管(波纹管)和管外

封隔器二次完井，封隔初次射孔孔眼及裂缝，恢复井筒完整性，然后借助桥塞或机械封隔器

实现类似新井的分段改造。其优点是可修复原井筒，重复压裂可实现对裂缝的精确控制，技

术缺点：膨胀管下入后井筒内径缩小，影响后期井下作业工具的下入及施工，同时膨胀管井

下工具复杂，施工难度大，作业风险高。

发明内容

[0003] 鉴于此，本发明的多段射孔压裂水平井井筒完整性恢复方法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

问题或者至少部分地解决或缓解上述问题。

[0004] 本发明一种多段射孔压裂水平井井筒完整性恢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S001：根据油井多次压裂层段位置及瞬时停泵压力将油井的水平井段划分为多个

压裂段；

[0006] S002：从靠近井筒套管末端的压裂段开始按顺序处理，使用管柱连接封隔器，将封

隔器下入水平井的井筒套管内，在一个压裂段的上部坐封封隔器，然后对该压裂段进行清

水试挤；

[0007] S003：根据挤压测试结果往压裂段内泵注组合高强度封堵剂，对压裂段进行封堵，

将组合高强度封堵剂全部挤入地层后，上提管柱，丢手封隔器，封隔器下部保压侯凝；

[0008] S004：对封隔器以上进行反循环洗井，检查封隔器是否失效，如果封隔器失效，洗

井后立即打捞封隔器，并重复S002和S003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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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S005：起出管柱，连接封隔器，在下一个压裂段以上坐封封隔器，然后通入清水进

行挤压测试；

[0010] S006：重复S003和S004中的内容，直至油井中的所有压裂段全部封堵完成；

[0011] S007：下入螺杆钻及磨铣工具对丢手封隔器进行钻除，恢复井筒完整性；

[0012] S008：对井筒套管进行试压，试压的最高压力为初次改造段的破裂压力，试压合格

后方可进行射孔及重复压裂作业，试压不合格则重复S001至S007中的内容。

[0013] 在步骤S001中，将初期压裂的相邻两段以上且段间瞬时停泵压力差值不高于3MPa

的压裂段划分为一个大压裂段，对大压裂段进行试挤和封堵作业。

[0014] 在步骤S002中，清水试挤所用流体包括但不限于清水及各种类型的完井液。

[0015] 在步骤S002中，对压裂段座封封隔器后，开泵试挤，在设计的注入排量下的求取地

层的吸水指数。

[0016] 在步骤S003中，组合高强度封堵剂包括高强度水泥和高承压凝胶堵剂，其质量比

例为3:1‑4:1，其中，高强度水泥抗压强度大于等于75MPa，抗张强度大于等于18MPa，高承压

的凝胶堵剂为不可降解聚合物类凝胶。

[0017] 在步骤S003中，先注入清水，再注入高强度水泥，最后注入高承压凝胶堵剂。

[0018] 在步骤S003中，保压候凝时间大于等于四十八小时，在候凝过程可继续实施上一

段试挤及封堵作业。

[0019] 在步骤S007中，磨铣工具可优选与井筒套管尺寸匹配的三牙轮钻头、PDC钻头或磨

鞋。

[0020] 本发明的多段射孔压裂水平井井筒完整性恢复方法根据油井的初次压裂层段在

水平井筒的相对位置，将水平井段划分为多个大段，对多个大段逐个坐封和泵注封堵剂，最

后统一钻除封隔器，并恢复封堵前的井筒尺寸，本发明可以实现水平井老井筒及裂缝的封

堵，在井筒内径不变的情况下，建立重复压裂的通道，同时避免重复改造压裂液流经初次改

造裂缝的低压区，可显著提高压裂液效率，提高重复改造的增产效果。

[0021] 以下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实施例1

[0023] 根据本发明的多段射孔压裂水平井井筒完整性恢复方法，在对一个多段射孔压裂

水平井井筒进行完整性恢复。

[0024] 目标井为二开井身结构，由外径5.5英寸油层套管固井完井，人工井底3500m，初期

采用水力喷砂压裂工艺改造10段，水平井重复改造采用本发明阐述的方法进行井筒完整性

恢复。

[0025] S001：先根据油井多次压裂层段位置（原射孔段10个，分别为3460 .0‑3460 .5m、

3420.0‑3420.5m、3380.0‑3380.5m、3340.0‑3340.5m、3300.0‑3300.5m、3250.0‑3250.5m、

3200.0‑3200.5m、3160.0‑3160.5m、3100.0‑3100.5m、3050.0‑3050.5m）及瞬时停泵压力将

油井的水平井段划分为四个井筒恢复大段；

[0026] S002：从靠近井筒套管末端的第一个井筒恢复大段（初次改造第1~3段射孔段）开

始按顺序处理，使用管柱连接封隔器，将封隔器下入水平井的井筒套管内，在第一个井筒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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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大段的上部坐封封隔器，然后对该段进行清水试挤，求取吸水指数，为验证封隔器是否密

封良好，正注试挤，套管无返液，排量0.25方/分，压力5mpa上升至8.5MPa稳定，排量0.42方/

分，压力8.5MPa上升至12.1MPa稳定，该段地层吸水指数为47L/MPa.min；

[0027] S003：根据测试出的地层吸水指数，确定注入排量为0.3～0.45方/分，往压裂段内

泵注组合高强度封堵剂，对压裂段进行封堵，将组合高强度封堵剂全部挤入地层后，上提管

柱，丢手封隔器，封隔器下部保压侯凝；

[0028] S004：对封隔器以上进行反循环洗井，检查封隔器是否失效，如果封隔器失效，洗

井后立即打捞封隔器，并重复S002和S003中的内容；

[0029] S005：起出管柱，连接封隔器，在下一个井筒恢复大段（初次改造第4~5段射孔段）

以上坐封封隔器，然后注入清水进行清水试挤，求取吸水指数，为验证封隔器是否密封良

好，正注试挤，套管无返液，排量0.25方/分，压力3.5mpa上升至7.2MPa稳定，排量0.45方/

分，压力7.2MPa上升至12.9MPa稳定，该段地层吸水指数为35L/MPa.min；

[0030] S006：重复S003和S005中的内容，直至油井中的所有压裂段全部封堵完成；

[0031] S007：下入螺杆钻及磨铣工具对丢手封隔器进行钻除，恢复井筒完整性；

[0032] S008：对井筒套管进行试压，试压的最高压力为初次改造段的破裂压力（第8段破

裂压力42.8MPa），试压合格后方可进行射孔及重复压裂作业，试压不合格则重复S001至

S007中的内容。

[0033] 实施例2

[0034]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在步骤S001中，将初期压裂的相邻两段以上且段间瞬时停泵

压力差值不高于3MPa的压裂段划分为一个井筒恢复大段，进行试挤和封堵作业，本实例划

分井筒恢复大段数据如下表所示：

[0035]

[0036] 实施例3

[0037] 在实施例2的基础上，在步骤S002中，清水试挤所用流体包括但不限于清水及各种

类型的完井液。

[0038] 实施例4

[0039] 在实施例3的基础上，在步骤S003中，组合高强度封堵剂包括高强度水泥和高承压

凝胶堵剂，组合按照任意不同泵注顺序注入，其中，高强度水泥抗压强度大于等于75MPa，抗

张强度大于等于18MPa，高承压的凝胶堵剂为不可降解聚合物类凝胶，其泵注程序为：先注

入清水12方，再注入高强度水泥120方，最后注入高承压凝胶堵剂32方。

[0040] 实施例5

[0041] 在实施例4的基础上，在步骤S003中，保压候凝时间大于等于四十八小时，在候凝

过程可继续实施上一段试挤及封堵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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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实施例6

[0043] 在实施例5的基础上，在步骤S007中，磨铣工具可优选与井筒套管尺寸匹配的三牙

轮钻头、PDC钻头或磨鞋。

[0044] 实施例7

[0045] 一种多段射孔压裂水平井井筒完整性恢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6] S001：根据油井多次压裂层段位置及瞬时停泵压力将油井的水平井段划分为多个

压裂段；

[0047] S002：从靠近井筒套管末端的压裂段开始按顺序处理，使用管柱连接封隔器，将封

隔器下入水平井的井筒套管内，在一个压裂段的上部坐封封隔器，然后对该压裂段进行清

水试挤；

[0048] S003：根据挤压测试结果往压裂段内泵注组合高强度封堵剂，对压裂段进行封堵，

将组合高强度封堵剂全部挤入地层后，上提管柱，丢手封隔器，封隔器下部保压侯凝；

[0049] S004：对封隔器以上进行反循环洗井，检查封隔器是否失效，如果封隔器失效，洗

井后立即打捞封隔器，并重复S002和S003中的内容；

[0050] S005：起出管柱，连接封隔器，在下一个压裂段以上坐封封隔器，然后通入清水进

行挤压测试；

[0051] S006：重复S003和S004中的内容，直至油井中的所有压裂段全部封堵完成；

[0052] S007：下入螺杆钻及磨铣工具对丢手封隔器进行钻除，恢复井筒完整性；

[0053] S008：对井筒套管进行试压，试压的最高压力为初次改造段的破裂压力，试压合格

后方可进行射孔及重复压裂作业，试压不合格则重复S001至S007中的内容。

[0054] 在步骤S001中，将初期压裂的相邻两段以上且段间瞬时停泵压力差值不高于3MPa

的压裂段划分为一个大压裂段，对大压裂段进行试挤和封堵作业。

[0055] 步骤S002中，清水试挤所用流体包括但不限于清水及各种类型的完井液。

[0056] 在步骤S002中，对压裂段座封封隔器后，开泵试挤，在设计的注入排量下的求取地

层的吸水指数。

[0057] 在步骤S003中，组合高强度封堵剂包括高强度水泥和高承压凝胶堵剂，其质量比

例为3:1‑4:1，高强度水泥抗压强度大于等于75MPa，抗张强度大于等于18MPa，高承压的凝

胶堵剂为不可降解聚合物类凝胶。

[0058] 在步骤S003中，先注入清水，再注入高强度水泥，最后注入高承压凝胶堵剂。

[0059] 在步骤S003中，保压候凝时间大于等于四十八小时，在候凝过程可继续实施上一

段试挤及封堵作业。

[0060] 在步骤S007中，磨铣工具可优选与井筒套管尺寸匹配的三牙轮钻头、PDC钻头或磨

鞋。

[006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为准。所涉及的试剂可以从市场上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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