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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页岩气水平井支撑剂缝

内屏蔽暂堵分段压裂工艺，包括如下步骤：将连

续油管及喷砂射孔工具下入到需要压裂改造的

层段，进行多簇射孔后，起出连续油管和射孔工

具；地面设置最高安全泵压，开展主压裂，促使储

层产生体积裂缝；当注入液量达到1600~1800m
3

后，泵注支撑剂段塞进行暂堵；当用于填砂的段

塞进入地层孔眼后，降低注入排量直至砂塞全部

进入地层；若井筒压力升高至超过地面设置最高

安全泵压则屏蔽封堵成功；下入连续油管进行下

一段多簇射孔和主压裂，直到完成所有段压裂。

本发明应用连续油管多簇喷砂射孔结合缝内填

砂暂堵分段压裂，可有效解决套变缩径等致使机

械桥塞及射孔工具无法下入等复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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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页岩气水平井支撑剂缝内屏蔽暂堵分段压裂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将连续油管及喷砂射孔工具下入到需要压裂改造的层段，进行多簇射孔后，起出

连续油管和射孔工具；

（2）、地面设置最高安全泵压，开展主压裂，促使储层产生体积裂缝；

（3）、当注入液量达到1600~1800m
3后，泵注支撑剂段塞进行暂堵；

（4）、当用于填砂的砂塞进入地层孔眼后，降低注入排量直至砂塞全部进入地层；

（5）、若井筒压力升高至超过地面设置最高安全泵压则屏蔽封堵成功；

（6）、下入连续油管进行下一段多簇射孔和主压裂，直到完成所有段压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页岩气水平井支撑剂缝内屏蔽暂堵分段压裂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1）中，通过连续油管结合喷砂射孔工具在水平井指定位置进行第一簇喷砂射

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页岩气水平井支撑剂缝内屏蔽暂堵分段压裂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1）中，第一簇喷砂射孔完成后，拖动到下一个射孔位置进行喷砂射孔，直到完

成所有簇射孔后起出连续油管。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页岩气水平井支撑剂缝内屏蔽暂堵分段压裂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2）中，地面设置85~90MPa为最高安全泵压，开展主压裂，通过滑溜水结合大排

量、大液量促使储层产生体积裂缝，排量>8m3/min，液量>1800m3。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页岩气水平井支撑剂缝内屏蔽暂堵分段压裂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3）中，每个段塞液量为1~1.5个井筒容积，砂浓度360~420kg/m
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页岩气水平井支撑剂缝内屏蔽暂堵分段压裂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5）中，若不成功则提高砂浓度至450~520kg/m
3继续泵注下一段砂塞，若再不

成功则继续加入更高浓度砂塞直至井筒达到最高安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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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水平井支撑剂缝内屏蔽暂堵分段压裂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页岩气水平井支撑剂缝内屏蔽暂堵分段压裂工艺，用于页岩气井

分段压裂改造。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四川盆地页岩气水平井储层压裂改造普遍使用桥塞分段技术，注入方式为

光套管压裂。在受到新构造运动引发的地层错动、井间干扰、套管质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时，可能发生套管变形等井下复杂情况，对储层改造带来巨大风险与挑战。实际施工中，由

于井筒内套管变形，井眼通径变小，采用机械封隔无法进行电缆传输分簇射孔及桥塞下入

等作业，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压裂施工作业效率及后期产能建设。井筒发生套变的影响因素

众多，机理分析复杂，且页岩气压裂施工过程中套变现象较为严重。套变点超过50%的井靠

近A点附近，使得套变后难以开展桥塞分段改造。

[0003] 因此，针对页岩气套变水平井亟需一种既能实现多簇射孔又能满足压裂各层有效

封隔、经济实用的储层改造新工艺。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提供一种页岩气水平井支撑剂

缝内屏蔽暂堵分段压裂工艺。本发明应用连续油管多簇喷砂射孔结合缝内填砂暂堵分段压

裂，可有效解决套变缩径等致使机械桥塞及射孔工具无法下入等复杂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页岩气水平井支撑剂缝内屏蔽暂堵分段压裂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将连续油管及喷砂射孔工具下入到需要压裂改造的层段，进行多簇射孔后，

起出连续油管和射孔工具；

[0008] （2）、地面设置最高安全泵压，开展主压裂，促使储层产生体积裂缝；

[0009] （3）、当注入液量达到1600~1800m
3后，泵注支撑剂段塞进行暂堵；

[0010] （4）、当用于填砂的段塞进入地层孔眼后，降低注入排量直至砂塞全部进入地层；

[0011] （5）、若井筒压力升高至超过地面设置最高安全泵压则屏蔽封堵成功；

[0012] （6）、下入连续油管进行下一段多簇射孔和主压裂，直到完成所有段压裂。

[0013] 所述步骤（1）中，通过连续油管结合喷砂射孔工具在水平井指定位置进行第一簇

喷砂射孔。

[0014] 所述步骤（1）中，第一簇喷砂射孔完成后，拖动到下一个射孔位置进行喷砂射孔，

直到完成所有簇射孔后起出连续油管。

[0015] 所述步骤（2）中，地面设置85~90MPa为最高安全泵压，开展主压裂，通过滑溜水结

合大排量、大液量促使储层产生体积裂缝，排量>8m3/min，液量>1800m3。

[0016] 所述步骤（3）中，每个段塞液量为1~1.5个井筒容积，砂浓度360~420kg/m
3。

[0017] 所述步骤（5）中，若不成功则提高砂浓度至450~520kg/m
3继续泵注下一段砂塞，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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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不成功则继续加入更高浓度砂塞直至井筒达到最高安全压力。

[0018] 采用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19] 一、本发明应用连续油管多簇喷砂射孔结合缝内支撑剂暂堵分段压裂工艺，可有

效解决套变缩径等致使机械桥塞及射孔工具无法下入等复杂问题。

[0020] 二、本发明通过喷射工具的结构优化，连续油管结合喷射工具能在水平井中实现

多簇喷砂射孔和冲砂一体化功能，且射孔稳定可靠。

[0021] 三、本发明压裂后不需要钻磨桥塞等作业，减少了后续施工作业风险。

[0022] 四、本发明不同于常规的机械封隔分段，而是通过砂塞缝内暂堵分段，在施工的整

个过程中井筒保持全通径。可实施整个水平井段内任意位置和顺序的选择性分段压裂。

[0023] 五、相对于常规的桥塞分段有以下优势：1、在不使用机械分段条件下实现大规模、

选择性分段多簇体积压裂；2、对水平井筒尺寸要求低，（51/2″套管内工具外径79mm），可实施

部分套变井的有效分段改造；3、所有段压裂完毕后不需要钻磨桥塞，可直接冲砂放喷求产，

节约了施工时间，降低了后续施工风险。4、每次封堵都在整个井筒实现全通径和已压裂段

的有效缝内屏蔽封堵，可实现整个施工井段内任意位置、任意顺序的选择性分段压裂。

[0024] 六、本发明适用于连续油管作业范围内所有断层不发育的页岩气水平井和直井分

段加砂体积压裂，对于断层不发育的致密气井和常规气井也具有广泛适应性。本发明已经

在1口页岩气水平井获得14段成功应用，全程不采用机械封隔且分段效果明显，稳定测试产

量在套压11.2MPa左右达到14.8万方/天。本发明带来的水平井段选择性分段能力、井筒全

过程全通径分段能力与目前广泛采用的桥塞分段工艺已经产生了本质变化。对我国页岩气

水平井体积压裂技术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0025] 综上，本发明以不使用机械桥塞分段、避免使用大孔径射孔工具为出发点，通过应

用支撑剂缝内屏蔽暂堵和连续油管多簇喷砂射孔工艺技术，解决了页岩气水平井在压裂过

程中因受到复杂因素导致套管变形、无法应用电缆传输射孔桥塞联作工艺等问题，达到了

对储层井段在不使用机械封隔的条件下实现大规模、选择性分段压裂的目标，且分段效果、

压裂时效与常规桥塞相当，压裂完毕后井筒为全通径，可直接放喷测试及投产，避免了后续

作业风险。本发明为页岩气水平井分段多簇体积压裂提供了一种新的改造手段与有效的工

艺方法。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实施例1

[0027] 一种页岩气水平井支撑剂缝内屏蔽暂堵分段压裂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28] （1）、将连续油管及喷砂射孔工具下入到需要压裂改造的层段，进行多簇射孔后，

起出连续油管和射孔工具；

[0029] （2）、地面设置最高安全泵压，开展主压裂，促使储层产生体积裂缝；

[0030] （3）、当注入液量达到1600~1800m
3后，泵注支撑剂段塞进行暂堵；

[0031] （4）、当用于填砂的段塞进入地层孔眼后，降低注入排量直至砂塞全部进入地层；

[0032] （5）、若井筒压力升高至超过地面设置最高安全泵压（该压力超过主压裂正常施工

泵压15MPa以上）则屏蔽封堵成功；

[0033] （6）、下入连续油管进行下一段多簇射孔和主压裂，直到完成所有段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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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所述步骤（1）中，通过连续油管结合喷砂射孔工具在水平井指定位置进行第一簇

喷砂射孔。

[0035] 所述步骤（1）中，第一簇喷砂射孔完成后，拖动到下一个射孔位置进行喷砂射孔，

直到完成所有簇射孔后起出连续油管。

[0036] 所述步骤（2）中，地面设置85~90MPa为最高安全泵压，开展主压裂，通过滑溜水结

合大排量、大液量促使储层产生体积裂缝，排量>8m3/min，液量>1800m3。

[0037] 所述步骤（3）中，每个段塞液量为1~1.5个井筒容积，砂浓度360~420kg/m
3。

[0038] 所述步骤（5）中，若不成功则提高砂浓度至450~520kg/m
3继续泵注下一段砂塞，若

再不成功则继续加入更高浓度砂塞直至井筒达到最高安全压力。

[0039] 实施例2

[0040] 采用本发明，首先根据施工要求进行地面准备工作；

[0041] 下入带冲洗头及喷砂射孔工具的连续油管，进行清洁井筒及校深等作业，并进行

第一簇喷砂射孔作业，随后拖动连续油管柱依次进行多簇喷砂射孔作业，完成后取出连续

油管。

[0042] 通过套管注入的方式，应用大排量、大液量、滑溜水携砂压裂工艺进行主压裂施

工，在主压裂施工末期进行人工缝内支撑剂暂堵措施，提高尾追支撑剂浓度，待高浓度支撑

剂进入储层孔眼后，降低施工排量直至封堵成功。若初次支撑剂暂堵不成功可重复进行封

堵。

[0043] 重复以上施工步骤进行下一段的洗井校深、射孔、主压裂和支撑剂暂堵施工，直至

完成所有压裂作业。

[0044] 实施例3

[0045] YS-1井完钻层位均为志留系龙马溪组，采用139.7mm油层套管完井。该井完钻井深

4517m，最大井斜93.02 ，゚垂深2561 .68m，入靶点位于3017m，出靶点位于4517m，水平段长

1500m。YS-1井钻遇储层物性较好，有效孔隙度平均为3.9%，TOC平均为3.6%，总含气量平均

为  4.8m3/t，水平段储层脆性指数较高。储层三轴应力呈走滑断层特征，最大最小水平主应

力差值较大（大于15MPa），天然裂缝分布较复杂。

[0046] 该井设计应用本发明压裂施工14段，具体工艺如下：

[0047] (1)、通过连续油管结合喷砂射孔工具在水平井指定位置进行第一簇喷砂射孔；

[0048] (2)、依次拖动到下一个射孔位置进行喷砂射孔；

[0049] (3)、完成该段所有簇射孔后起出连续油管；

[0050] (4)、地面设置85~90MPa为最高安全泵压（安全泵压一般大于施工压力15~20MPa）。

开展主压裂，通过滑溜水结合大排量、大液量促使储层产生体积裂缝（排量>8m3/min，液量>

1800m3）；

[0051] (5)、当注入液量达到该段设计液量的85%后，泵注支撑剂段塞进行暂堵，每个段塞

液量为1~1.5个井筒容积，砂浓度360~420kg/m
3；

[0052] (6)、当用于支撑剂的支撑剂段塞进入地层孔眼后，降低注入排量直至砂塞全部进

入地层；

[0053] (7)、若井筒压力升高至超过地面设置最高安全泵压则封堵成功，若不成功则提高

砂浓度至450~520kg/m
3继续泵注下一段砂塞，若再不成功则继续加入更高浓度砂塞直至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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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达到最高安全压力；

[0054] (8)、下入连续油管进行下一段多簇射孔和主压裂；

[0055] (9)、完成所有14段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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