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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密切割高砂量暂堵的暂

堵体积压裂工艺技术，属于石油天然气增产技术

领域，其包括如下步骤：根据参数划分井段，对同

一井段进行射孔，然后根据需要选择暂堵剂并设

计暂堵剂的用量，并选择适宜的压裂液，同时根

据井下参数选择设计压裂的排量和加砂规模，然

后对地层进行压裂施工，向地层注入压裂液，进

行体积压裂，然后采用粉末高强度水溶性暂堵剂

进行暂堵，并采用颗粒状高强度水溶性暂堵剂进

行施工，并重复前述步骤完成体积压裂改造。本

发明所提供的新的暂堵体积压裂工艺技术，步骤

简单，方法可靠，能有效完成施工，并提高施工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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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密切割高砂量暂堵的暂堵体积压裂工艺技术，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S1、根据测井解释结果，综合考虑本井水平段巷道位置、储层参数、裂缝特征、应力

特征、工程因素对页岩气储层水平段进行细分段，将储层参数、完井参数相近的井段划分为

同一压裂段；

储层参数主要包含总有机碳含量、游离和吸附气量、岩石脆性和孔隙度、岩石矿物含

量；应力特征就主要是储层最大最小主应力，裂缝特征主要是天然裂缝发育情况；

测井解释结果是根据储层总有机碳含量、游离和吸附气量、岩石脆性和孔隙度参数对

储层进行分类；

步骤S2、综合考虑储层品质、气测显示，应力差异和工程因素对已经分层的储层段进行

分簇射孔，射3-4簇，选择储层品质好，气测值高、应力差异小的位置进行射孔，射孔段要避

开固井质量差和套管节箍；

步骤S3、对暂堵剂进行选择并设计用量，根据现场实践证明目前压裂过程中并不是有

所有的射孔孔眼都在进压裂液，未进行有效改造，加入缝口暂堵剂能封堵已经压裂开射孔

位置及形成的裂缝缝口，迫使液体进行未压开的射孔位置，形成新的裂缝，实现储层密切割

改造，保证所有的射孔簇都进行有效改造，提高了单层的加砂量，实现了储层高砂量的目

的；同时加入缝内暂堵剂能克服两向应力差，改变裂缝形态，实现页岩气储层体积压裂，提

高产能；

步骤S4、选择压裂液，目前页岩气压裂改造选择的压裂液主要以滑溜水体系为主，同时

根据施工难度使用少量的交联胶；

滑溜水包括降阻剂、粘土稳定剂、助排剂，其选择指标为降阻率大于70％，CST水化分散

性能＜1.5；

交联胶包括增稠剂、粘土稳定剂、助排剂、pH调节剂和交联剂，其选择指标为交联后粘

度满足携砂要求，具有延迟交联特点，同时残渣低；

步骤S5、设定压裂施工的排量与加砂规模，根据井内管柱结构，液体摩阻系数，地层的

延伸压力梯度以及施工限压，优化施工排量；

步骤S6、第一段压裂施工，向地层注入压裂液，进行第一次体积压裂，在实际应用中，页

岩气压裂以滑溜水为主，通过高排量的滑溜水将支撑剂带入地层，对形成的裂缝进行支撑，

当施工中出现携砂困难时，在压裂液中加配交联胶，施工完后需将井筒的支撑剂全部顶入

地层；

步骤S7、向地层注入颗粒状高强度水溶性暂堵剂，封堵已经压开的射孔位置和已形成

的裂缝缝口，迫使压裂液进入第一段未压开的射孔位置，进行第二次体积压裂；

步骤S8、重复步骤S6和步骤S7完成页岩气水平井剩余段的体积压裂改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切割高砂量暂堵的暂堵体积压裂工艺技术，其特征在

于，步骤S1中，对储层进行分类分为I、II、III类；I类为有机碳含量＞3％、游离和吸附气量

＞3m3/t、岩石脆性＞55，孔隙度＞4；II类为有机碳含量为2-3％、游离和吸附气量为2-3m3/

t、岩石脆性为33-55，孔隙度为3-5；III类为有机碳含量＜2％、游离和吸附气量＜2m3/t、岩

石脆性＜35，孔隙度＜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切割高砂量暂堵的暂堵体积压裂工艺技术，其特征在

于，步骤S2中，综合储层品质所参考的因素有：总有机碳含量、游离和吸附气量、岩石脆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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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度，其数学参考模型为：

综合品质＝A×总有机碳含量+B×游离和吸附气量+C×岩石脆性+D×孔隙度，A、B、C、D

为四个参数占的权重比例，同时A、B、C、D根据储层I、II、III类进行二次权重匹配，最终确定

储层品质的1、2、3类，储层品质≥0.85的为1类，0.6≤储层品质＜0.85为2类，储层品质＜

0.6的为3类。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切割高砂量暂堵的暂堵体积压裂工艺技术，其特征在

于，步骤S7中，使用时需根据射孔孔眼的大小进行多粒径组合；

水溶性暂堵剂的添加有两种方式：

1)在高压管汇上设置旁通进行预置，施工过程中加入；

2)使用改装压裂泵头后的压裂车，在混砂车上的掺和罐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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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密切割高砂量暂堵的暂堵体积压裂工艺技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石油天然气增产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密切割+高砂量+暂堵”的暂

堵体积压裂工艺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页岩气资源丰富，是目前开发的重要能源之一。页岩气储层基质渗透率很低，储层

节理裂缝发育，同时天然裂缝发育，需通过体积改造沟通天然裂缝，形成复杂缝网提高产

能。现场实验证明，通过对页岩气水平段进行细分段，提高单层加砂量，同时采用暂堵转向

技术实现储层段的体积改造能提高单井产量。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单位对这方面已经进行

了很多探索和研究，如申请人在先申请的申请号为201410131260.2的《一种自然选择甜点

暂堵体积压裂方法》，对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研究，但对于密切割高砂量施工的井段，依

然缺乏研究，没有有效的手段能进行处理。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密切割高砂量暂堵的暂堵体积压裂工艺技术，通

过对现有技术进行改良，增加部分未采用过的新步骤，以实现对高切割高砂量施工井段的

处理效率。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密切割高砂量暂堵的暂堵体积压裂工艺技术，步骤如下：

[0006] 步骤S1、根据测井解释结果，综合考虑本井水平段巷道位置、储层参数、裂缝特征、

应力特征、工程因素对页岩气储层水平段进行细分段，将储层参数、完井参数相近的井段划

分为同一压裂段。

[0007] 储层参数主要包含总有机碳含量、游离和吸附气量、岩石脆性和孔隙度、岩石矿物

含量等；应力特征就主要是储层最大最小主应力，裂缝特征主要是天然裂缝发育情况。

[0008] 测井解释结果是根据储层总有机碳含量、游离和吸附气量、岩石脆性和孔隙度等

参数对储层进行分类；

[0009] 步骤S2、综合考虑储层品质、气测显示，应力差异和工程因素对已经分层的储层段

进行分簇射孔，射3-4族，选择储层品质好，气测值高、应力差异小的位置进行射孔，射孔段

要避开固井质量差和套管节箍；

[0010] 步骤S3、对暂堵剂进行选择并设计用量，根据现场实践证明目前压裂过程中并不

是有所有的射孔孔眼都在进压裂液，未进行有效改造，加入缝口暂堵剂能封堵已经压裂开

射孔位置及形成的裂缝缝口，迫使液体进行未压开的射孔位置，形成新的裂缝，实现储层密

切割改造，保证所有的射孔簇都进行有效改造，提高了单层的加砂量，实现了储层“高砂量”

的目的；同时加入缝内暂堵剂能克服两向应力差，改变裂缝形态，实现页岩气储层体积压

裂，提高产产能；

[0011] 步骤S4、选择压裂液，目前页岩气压裂改造选择的压裂液主要以滑溜水体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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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施工难度使用少量的交联胶；

[0012] 滑溜水包括降阻剂、粘土稳定剂、助排剂，其选择指标为降阻率大于70％，水化分

散性能＜1.5；

[0013] 交联剂包括增稠剂、粘土稳定剂、助排剂、pH调节剂和交联剂，其选择指标为交联

后粘度满足携砂要求，具有延迟交联特点，同时残渣低；

[0014] 步骤S5、设定压裂的排量与加砂规模，根据井内管柱结构，液体摩阻系数，地层的

延伸压力梯度以及施工限压，优化施工排量；

[0015] 步骤S6、第一段压裂施工，向地层注入压裂液，进行第一次体积压裂，在实际应用

中，页岩气压裂以滑溜水为主，通过高排量的滑溜水将支撑剂带入地层，对形成的裂缝进行

支撑，当施工中出现携砂困难时，在压裂液中加配交联胶，施工完后需将井筒的支撑剂全部

顶入地层；

[0016] 步骤S7、向地层依次注入粉末状和颗粒状高强度水溶性暂堵剂，封堵已经压开的

射孔位置和已形成的裂缝缝口，迫使压裂液进入第一段未压开的射孔位置，进行第二次体

积压裂；

[0017] 步骤S8、重复步骤S6和步骤S7完成页岩气水平井剩余段的体积压裂改造。

[0018] 进一步的，步骤S1中，对储层进行分类分为I、II、III类。I类为有机碳含量＞3％、

游离和吸附气量＞3m3/t、岩石脆性＞55，孔隙度＞4；II类为有机碳含量为2-3％、游离和吸

附气量为2-3m3/t、岩石脆性为33-55，孔隙度为3-5；III类为有机碳含量＜3％、游离和吸附

气量＜2m3/t、岩石脆性＜35，孔隙度＜3。

[0019] 进一步的，步骤S2中，综合储层品质所参考的因素有：总有机碳含量、游离和吸附

气量、岩石脆性和孔隙度，其数学参考模型为：

[0020] 综合品质＝A×总有机碳含量+B×游离和吸附气量+C×岩石脆性+D×孔隙度，A、

B、C、D为四个参数占的权重比例，同时A、B、C、D根据储层I、II、III类进行二次权重匹配，最

终储层品质的1、2、3类，储层品质≥0.85的为1类，0.6≤储层品质＜0.85为2类，储层品质＜

0.6的为3类。

[0021] 进一步的，步骤S1中，储层分为孔隙型储层，孔隙型储层的孔隙度为3-5，裂缝型储

层的孔隙度为3-4；孔隙型储层孔隙度＜3，裂缝型储层孔隙度＜3。

[0022] 进一步的，步骤S3中，暂堵剂用量的计算公式为：

[0023] M＝V1×ρ1×56％V2+V2×ρ2

[0024] V1＝πH(d×Δd+Δd2)

[0025] 其中：M-暂堵剂质量，ρ1-暂堵剂视密度，ρ2-暂堵剂体积密度，V2孔眼体积，d-套管

外径，H-支撑缝高，Δd-滤饼厚度。

[0026] 进一步的，使用时需根据射孔孔眼的大小进行多粒径组合；

[0027] 水溶性暂堵剂的添加有两种方式：

[0028] 1)在高压管汇上设置旁通进行预置，施工过程中加入；

[0029] 2)使用改装压裂泵头后的压裂车，在混砂车上的掺和罐中加入。

[003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新的“密切割+高砂量+暂堵”的暂堵体积压裂工艺技术，结合现

有测井技术和储层分类方法，通过专利提供的储层品质评价方法和专利暂堵产品，在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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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出“密切割”储层段、“高砂量”的有效支撑和暂堵转向改善裂缝形态和复杂程度等工艺

上改进，能提高暂堵体积压裂的效率，进而提高油气产量。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实施例的井测井解释图；

[0033] 图2是实施例的井应力剖面图；

[0034] 图3是实施例的井分段情况图；

[0035] 图4是实施例测井第5段施工曲线图；

[0036] 图5是实施例测井第6段施工曲线图；

[0037] 图6是实施例测井第5段暂堵剂加入前后微地震事件图；

[0038] 图7是实施例测井第6段暂堵剂加入前后微地震事件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40] 一种密切割高砂量暂堵的暂堵体积压裂工艺技术，步骤如下：

[0041] 步骤S1、根据测井解释结果，综合考虑本井水平段巷道位置、储层参数、裂缝特征、

应力特征、工程因素对页岩气储层水平段进行细分段，将储层参数、完井参数相近的井段划

分为同一压裂段。

[0042] 储层参数主要包含总有机碳含量、游离和吸附气量、岩石脆性和孔隙度、岩石矿物

含量等；应力特征就主要是储层最大最小主应力，裂缝特征主要是天然裂缝发育情况。

[0043] 测井解释结果是根据储层总有机碳含量、游离和吸附气量、岩石脆性和孔隙度等

参数对储层进行分类，目前可分为I、II、III类。I类为有机碳含量＞3％、游离和吸附气量＞

3m3/t、岩石脆性＞55，孔隙度＞5(孔隙型储层)和孔隙度＞4(裂缝型储层)；II类为有机碳

含量为2-3％、游离和吸附气量为2-3m3/t、岩石脆性为33-55，孔隙度为3-5(孔隙型储层)和

孔隙度为3-4(裂缝型储层)；III类为有机碳含量＜3％、游离和吸附气量＜2m3/t、岩石脆性

＜35，孔隙度＜3(孔隙型储层)和孔隙度＜3(裂缝型储层)。

[0044] 步骤S2、综合考虑储层品质、气测显示，应力差异和工程因素对已经分层的储层段

进行分簇射孔，射3-4族。选择综合储层品质好，气测值高、应力差异小的位置进行射孔，同

时工程上要避开固井质量差和套管节箍。

[0045] 综合储层品质主要考虑总有机碳含量、游离和吸附气量、岩石脆性和孔隙度，综合

品质＝A*总有机碳含量+B*游离和吸附气量+C*岩石脆性+D*孔隙度，A、B、C、D为四个参数占

的权重比例，同时A、B、C、D根据储层I、II、III类进行二次权重匹配，最终储层品质的1、2、3

类，储层品质≥0.85的为1类，0.6≤储层品质＜0.85为2类，储层品质＜0.6的为3类。A/B/C/

D是参数修订值，通过所在的井的模拟参数修正。

[0046] 步骤S3、暂堵剂选择和用量设计。

[0047] 根据现场实践证明目前压裂过程中并不是有所有的射孔孔眼都在进压裂液，未进

行有效改造，加入缝口暂堵剂能封堵已经压裂开射孔位置及形成的裂缝缝口，迫使液体进

入未压开的射孔位置，形成新的裂缝，实现储层“密切割”改造，保证所有的射孔簇都进行有

效改造，提高了单层的加砂量，实现了储层“高砂量”的目的。同时加入缝内暂堵剂能克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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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应力差，改变裂缝形态，实现页岩气储层体积压裂，提高产产能。

[0048] 暂堵剂用量的计算公式为：

[0049] M＝V1×ρ1×56％×V2+V2×ρ2

[0050] V1＝πH(d×Δd+Δd2)

[0051] 其中：M-暂堵剂质量，ρ1-暂堵剂视密度，ρ2-暂堵剂体积密度，V2孔眼体积，d-套管

外径，H-支撑缝高，Δd-滤饼厚度。

[0052] 步骤S4压裂液选择

[0053] 目前页岩气压裂改造选择的压裂液主要以滑溜水体系为主，同时根据施工难度使

用少量的交联胶。

[0054] 滑溜水主要是有降阻剂、粘土稳定剂、助排剂组成，粘度较低，降阻率大于70％，

CST(水化分散性能)＜1.5。

[0055] 交联剂主要是有增稠剂、粘土稳定剂、助排剂、pH调节剂和交联剂组成，要求交联

后粘度满足携砂要求，具有延迟交联特点，同时要求残渣低。

[0056] 步骤S5、设定压裂的排量与加砂规模。

[0057] 很据井内管柱结构，液体摩阻系数，地层的延伸压力梯度以及施工限压，优化施工

排量，例如X井套管尺寸5.5in，井深6000m，延伸压力0.021-0.024MPa/m，井口限压120mMPa，

优化施工排量12-13m3/min。

[0058]

[0059] 分支裂缝导流应该在0.02-0.05D·cm以上，主裂缝导流应大于2D·cm，能满足网

络裂缝导流能力。结合及邻井造井的情况，设计单段加砂规模120-160吨。实践表明，通过加

入缝口暂堵剂进行段间暂堵转向，能够保证每个簇进入砂量，实现了储层“高砂量”的目的，

同时加砂规模与单井产量有一定线性关系(一定范围内加量增大，单井产量提高)，提高砂

量有利于改造效果。

[0060] 步骤S6、第一段压裂施工，向地层注入压裂液，进行第一次体积压裂。

[0061] 在实际应用中，页岩气压裂主要以滑溜水为主，通过高排量的滑溜水将支撑剂带

入地层，对形成的裂缝进行支撑，施工中如果出现携砂困难可采用交联胶，施工完后需将井

筒的支撑剂全部顶入地层。

[0062] 步骤S7、向地层注入粉末高强度水溶性暂堵剂。

[0063] 在最大最小主应力差异比较大井段，注入粉末高强度水溶性暂堵剂，粉末高强度

水溶性暂堵剂能有效的克服应力，迫使裂缝在端部转向，改善裂缝的形态，使裂缝更加复杂

化，增大改造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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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本发明实施例压裂使用的高强度水溶性暂堵剂由丙烯酰胺类单体与磺酸盐单体

通过化学反应而生成，是一种具有粘弹性的固体小颗粒，也可粉碎成不同目数粉末，粉末型

高强度水溶性暂堵剂可以直接通过混砂车的掺和罐加入。

[0065] 步骤S8、向地层注入颗粒状高强度水溶性暂堵剂，封堵已经压开的射孔位置和已

形成的裂缝缝口，迫使压裂液进入第一段未压开的射孔位置，进行第二次体积压裂。

[0066] 使用时需根据射孔孔眼的大小进行多粒径组合。水溶性暂堵剂的添加有两种方

式：

[0067] 1)在高压管汇上设置旁通进行预置，施工过程中加入；

[0068] 2)使用改装压裂泵头后的压裂车，在混砂车上的掺和罐中加入。

[0069] 步骤S9、重复步骤S6和步骤S8完成页岩气水平井剩余段的体积压裂改造。

[0070] 在川东某页岩气井进行实验，此井的井深4802m，套管尺寸5.5in，水平段长1505m，

根据测井解释结果(图1)和应力剖面(图2)将本井分成12段(图3)进行压裂改造，在本井的

第5、6段加入缝口暂堵剂进行密切割改造，同时加入缝内暂堵剂实现裂缝形态改变。

[0071] 主要设计参数如下：

[0072] (1)滑溜水：降阻率75％，CST值为1.08；

[0073] (2)设计排量9-12m3/min，

[0074] (4)第5段设计加砂量120吨，第5段设计加砂量140吨；

[0075] (3)第5段：加入缝口暂堵剂2次，缝内暂堵剂1次，缝口暂堵剂每次加入200kg，缝内

暂堵剂每600kg；第6段：加入缝口暂堵剂2次，缝内暂堵剂1次，缝口暂堵剂每次加入200kg，

缝内暂堵剂600kg。

[0076] 第5、6段加入缝口暂堵剂后，施工压力上升明显(图4、图5)，证明进行有效的暂堵，

同时加入缝内暂堵剂后，微地震显示(图6、图7)，裂缝更加复杂，实现了，密切割、高砂量、暂

堵体积压裂的目的。

[007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

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作出些许更动或修饰

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

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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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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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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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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