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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采油工程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

一种致密油水平井重复压裂与能量补充一次完

成工艺方法。它主要解决了现有致密油水平井重

复压裂与能量补充需要分两次施工从而导致整

体施工效率低的问题。本发明依据压裂施工的基

础资料和水平井油藏数值模拟结果，采用双封单

卡压裂管柱，对老缝注入增能液补充地层能量，

新缝进行大规模压裂施工。本发明具有能实现致

密油水平井一次施工既能达到重复压裂又能达

到能量补充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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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致密油水平井重复压裂与能量补充一次完成工艺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对已进行了多条裂缝压裂施工的致密油水平井，取出生产油管，下入射孔枪管

柱，对原老缝之间进行补孔；

步骤二：安装井口及防喷装置，校核套补距，下入冲砂管柱，反循环冲砂洗井至人工井

底，用清水洗井至进出口水质一致为合格；

步骤三：起出冲砂管柱，下入刮削通井管柱，在射孔井段及封隔器坐封位置反复刮削后

通井至人工井底，核实人工井底深度，装好压裂用井控装置，连接洗井进出口管线，用清水

洗井至进出口水质一致；

步骤四：起出刮削通井管柱，下入压裂管柱，安装压裂井口，连接压裂管汇，反循环地面

管线采取硬管线连接；

步骤五：地面管线与闸门试压，管线无刺、漏、渗现象为合格；

步骤六：开始压裂施工，压裂老缝段时，采用滑溜水或表活剂低粘度低伤害压裂液体

系，先提升排量坐封封隔器，坐封后如果地面施工压力较高，需在套管端打背压来保护封隔

器和油管，套管压力稳定在5～15MPa左右，根据压力变化优选施工排量，稳定施工排量持续

注入直到注入量达到设计要求，压裂施工过程中不加入支撑剂，压后关井扩散压力，然后先

用直径为3～5mm的小尺寸喷嘴控制放喷，至油压低于5MPa，再用直径为10～15mm的大尺寸

喷嘴控制放喷，至油压低于2MPa，进行反循环冲砂；

步骤七：上提管柱至下一段压裂新缝，压裂新缝段，采用携砂性能较强的压裂液体系，

先进行封隔器坐封，坐封后如果地面施工压力较高，需在套管端打背压来保护封隔器和油

管，套管压力稳定在5～15MPa左右，根据压力变化优选施工排量，稳定施工排量后开始前置

液注入施工，待前置液注入达到设计量后开始加入支撑剂，主压裂施工完成后关井扩散压

力，然后先用直径为3～5mm的小尺寸喷嘴控制放喷，至油压低于5MPa，再用直径为10～15mm

的大尺寸喷嘴控制放喷，至油压低于2MPa，进行反循环冲砂，然后上提管柱，起管柱前先下

探1根油管，再上提起出管柱，以破坏卡距内可能存在的砂桥；

步骤八：依次上提管柱，根据压裂段类型，老缝按照步骤六进行施工，新缝按照步骤七

进行施工；

步骤九：起出井内压裂管柱，下泵投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致密油水平井重复压裂与能量补充一次完成工艺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一中需要对原老缝缝间距较大的压裂段进行缝间补射新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致密油水平井重复压裂与能量补充一次完成工艺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六中选用粘度较低，能渗透到基质中且对储层低伤害的压裂液体系。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284865 B

2



致密油水平井重复压裂与能量补充一次完成工艺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采油工程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致密油水平井重复压裂与能量补

充一次完成工艺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致密油水平井属于特低渗透储层，无法实现注水开发，只能依靠天然能量开采。随

着生产的进行，产量逐渐降低，急需补充地层能量。部分致密油水平井初次压裂时缝间距过

大，缝间仍有大部分储层未得到有效改造，需要通过压裂施工来动用。以往致密油水平井老

井通常先下入管柱，对老缝注入增能液，然后进行关井。待压力扩散恢复地层能量后再下入

射孔管柱进行补孔，起出射孔管柱后依次进行刮削、通井、洗井，然后下入压裂管柱，对新缝

段进行压裂施工。能量补充与重复压裂需要分别单独下入管柱进行施工，整体施工效率较

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实现水平井老井重复压裂施工与能量补充施工一

次完成，减少措施作业次数，提高整体施工效率的致密油水平井重复压裂与能量补充一次

完成工艺方法。

[0004] 本发明通过如下技术方案来达到：致密油水平井重复压裂与能量补充一次完成工

艺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步骤一：对已进行了多条裂缝压裂施工的致密油水平井，取出生产油管，下入射孔

枪管柱，对原老缝之间进行补孔；

[0006] 步骤二：安装井口及防喷装置，校核套补距，下入冲砂管柱，反循环冲砂洗井至人

工井底，用清水洗井至进出口水质一致为合格；

[0007] 步骤三：起出冲砂管柱，下入刮削通井管柱，在射孔井段及封隔器坐封位置反复刮

削后通井至人工井底，核实人工井底深度，装好压裂用井控装置，连接洗井进出口管线，用

清水洗井至进出口水质一致；

[0008] 步骤四：起出刮削通井管柱，下入压裂管柱，安装压裂井口，连接压裂管汇，反循环

地面管线采取硬管线连接；

[0009] 步骤五：地面管线与闸门试压，管线无刺、漏、渗现象为合格；

[0010] 步骤六：开始压裂施工，压裂老缝段时，采用滑溜水或表活剂低粘度低伤害压裂液

体系，先提升排量坐封封隔器，坐封后如果地面施工压力较高，需在套管端打背压来保护封

隔器和油管，套管压力稳定在5～15MPa左右，根据压力变化优选施工排量，稳定施工排量持

续注入直到注入量达到设计要求，压裂施工过程中不加入支撑剂，压后关井扩散压力，然后

先用直径为3～5mm的小尺寸喷嘴控制放喷，至油压低于5MPa，再用直径为10～15mm的大尺

寸喷嘴控制放喷，至油压低于2MPa，进行反循环冲砂；

[0011] 步骤七：上提管柱至下一段压裂新缝，压裂新缝段，采用携砂性能较强的压裂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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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先进行封隔器坐封，坐封后如果地面施工压力较高，需在套管端打背压来保护封隔器和

油管，套管压力稳定在5～15MPa左右，根据压力变化优选施工排量，稳定施工排量后开始前

置液注入施工，待前置液注入达到设计量后开始加入支撑剂，主压裂施工完成后关井扩散

压力，然后先用直径为3～5mm的小尺寸喷嘴控制放喷，至油压低于5MPa，再用直径为10～

15mm的大尺寸喷嘴控制放喷，至油压低于2MPa，进行反循环冲砂，然后上提管柱，起管柱前

先下探1根油管，再上提起出管柱，以破坏卡距内可能存在的砂桥；

[0012] 步骤八：依次上提管柱，根据压裂段类型，老缝按照步骤六进行施工，新缝按照步

骤七进行施工；

[0013] 步骤九：起出井内压裂管柱，下泵投产。

[0014] 步骤一中需要对原老缝缝间距较大的压裂段进行缝间补射新孔。

[0015] 步骤六中选用粘度较低，能渗透到基质中且对储层低伤害的压裂液体系。

[0016] 本发明与背景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7] 本发明能够实现以往能量补充和重复压裂两次措施作业变成一次措施作业实现

能量补充与重复压裂两个目的，从而可以大幅度提高致密油水平井老井措施作业施工效

率。有效减短措施作业次数和时间，提高整体效率，降低措施成本。

[0018] 附图说明：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中Y70‑P1井老井重复压裂与能量补充一次完成工

艺布缝示意图；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1中致密油水平井老井重复压裂与能量补充一次完成工

艺下入压裂管柱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1中致密油水平井老井重复压裂与能量补充一次完成工艺老

缝增能液注入示意图；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1中致密油水平井老井重复压裂与能量补充一次

完成工艺新缝压裂施工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1中致密油水平井老井重复压裂与能量补充一次完成工艺施

工完成后裂缝示意图。

[0021] 图中：1‑油管，2‑油套环形空间，3‑套管，4‑老缝，5‑新缝，6‑安全接头，7‑扶正器，

8‑水力锚，9‑上封隔器，10‑扶正器，11‑喷砂器，12‑下封隔器，13‑油管短接，14‑死堵。

[0022] 具体实施方式：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3] 实施例1：

[0024] Y70‑P1井为一口大庆外围致密油水平井，采用弹性开发，已投产4年，产量由初期

的日产油5.2t降低到日产油1.4t，井底压力已降到泡点压力以下，需要补充地层能量。

[0025] Y70‑P1井重复压裂与能量补充一次完成工艺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步骤一：对已进行了多条裂缝压裂施工的Y70‑P1井，取出Y70‑P1生产油管，下入射

孔枪管柱，按照图1布缝结果对原老缝之间进行补孔；

[0027] 步骤二：安装井口及防喷装置，校核套补距，下入冲砂管柱，反循环冲砂洗井至人

工井底，用清水洗井至进出口水质一致；

[0028] 步骤三：起出冲砂管柱，下入刮削通井管柱，在射孔井段及封隔器坐封位置反复刮

削三次后通井至人工井底，核实人工井底深度，装好压裂用井控装置，连接洗井进出口管

线，用清水洗井至进出口水质一致；

[0029] 步骤四：起出刮削通井管柱，按照图2依次连接14‑丝堵、13‑油管短接、12‑下封隔

器、11‑喷砂器、10‑扶正器、9‑上封隔器、8‑水力锚、7‑扶正器、6‑安全接头、2‑油管，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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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压裂管柱下入3‑套管中，安装压裂井口，连接压裂管汇，反循环地面管线采取硬管线连

接；

[0030] 步骤五：地面管线与闸门试压，10min内压降0.2MPa，管线无刺、漏、渗现象；

[0031] 步骤六：按照图3开始第1段压裂施工，第1段为老缝，采用滑溜水压裂液，先提升排

量坐封封隔器，坐封后，地面施工压力30～40MPa，根据压力变化优选施工排量为4～5m3/

min，稳定施工排量持续注入直到注入量达到设计要求，压裂施工过程中不加入支撑剂，压

后关井扩散压力，然后先用φ5mm喷嘴控制放喷，至油压低于5MPa，再用φ10mm喷嘴控制放

喷，至油压低于2MPa，进行反循环冲砂；

[0032] 步骤七：上提管柱至第2段，第2段为新缝，采用携砂性能较强的聚合物压裂液体

系，按照图4开始第2段压裂施工，先进行封隔器坐封，坐封后地面施工压力40～50MPa。根据

压力变化优选施工排量4～5m3/min，待前置液注入达到设计量后开始加入支撑剂，主压裂

施工完成后关井扩散压力，然后先用φ5mm喷嘴控制放喷，至油压低于5MPa，再用φ10mm喷

嘴控制放喷，至油压低于2MPa，进行反循环冲砂，然后上提管柱，起管柱前先下探1根油管，

再上提起出管柱，以破坏卡距内可能存在的砂桥；

[0033] 步骤八：依次上提管柱，根据压裂段类型，4‑老缝按照步骤六进行施工，5‑新缝按

照步骤七进行施工，全井各段压裂施工完成后如图5所示；

[0034] 步骤九：起出井内压裂管柱，下泵投产。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10284865 B

5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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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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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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