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油田新技术

大多数油气井的产量在水力压裂措施后能够得到显著提高。但

在某些完井配置情况下，尤其是多层合采井及大位移、大斜度井，由

于投资和作业成本较高，因提高最终采收率或增产而获得的经济收

益往往会被抵消。现在，通过应用更高效的多层压裂工具并在作业

过程中进行实时监测，可以解决这一难题。

多层压裂方法及其应用

在编写本文过程中得到以下人员的帮助，谨表谢
意：得克萨斯州 Longview 的 Michael Dardis；休斯
敦的 Phil Duda 和 Donald Smith；莫斯科的 Matt
Gillard；沙特阿拉伯Al-Khobar的 Shrihari Kelkar；科
威特Ahmadi的刘海，以及刚果 Pointe-Noire的 Brad
Malone。

AbrasiFRAC，ABRASIJET，ACTive，CoilFRAC，Contact，
DeepSTIM，DivertaMAX，InterACT，PCM，POD，
RapidSTIM，StageFRAC，StimMAP，SuperX，SXE，VDA
（粘弹性转向酸）和 VSI（多用途地震成像仪）等

是斯伦贝谢公司的商标。

PerfFRAC 是斯伦贝谢公司的商标，其技术许可证
来自埃克森美孚上游研究公司。

Bader Al-Matar
Majdi Al-Mutawa
Muhammad Aslam
Mohammad Dashti
Jitendra Sharma
科威特石油公司
科威特 Ahmadi

Byung O. Lee
J. Ricardo Solares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
沙特阿拉伯 Udhailiyah

Tom S. Nemec
Goodrich 石油公司
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

Jason Swaren
得克萨斯州 Sugar Land

Loris Tealdi
埃尼集团刚果分公司
刚果共和国 Pointe Noire

当前，提高地下油气采收率的策略

包括大斜度、大位移井、多层合采及二

次完井，应用这些技术的目的在于开发

原先不具有经济性或难以开采的油气

层。利用地质导向技术方面的新进展，

作业人员可以在防止井轨迹偏离产层上

下边界的同时将大斜度井钻得更长，从

而大大地扩大井筒与地层的接触面积，

显著增加泄油面积。

扩大井筒与地层的接触面积是许

多此类长分支井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

这是因为大多数容易开采的油气层都

是在多年前就已经被发现并得到开发。

因此，今天的作业公司只能从储层质

量可能较差的页岩或老油气田外围的

非常规或低渗透油气层中开采石油和

天然气[1]。大位移井在提高井筒与储层

的接触面积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利用水力压裂技术还可以进一步扩

大其与地层的接触面积。

> 扩大直井和水平井井筒与地层的接触面积。一个长度为100英尺（31米），直径为 81/2英寸的直井与
地层的接触面积约为 222 英尺 2（20.6 米 2）（左一），而在地层中钻一口长度为 2000 英尺（610 米），直

径为 81/2 英寸的水平井则可以将井筒与地层的接触面积增加 20 倍（左二）。在直井中造一条 150 英尺
（45米）长的裂缝之后，井筒与地层接触面积则可以达到一口未处理直井的 270倍或一口 2000英尺未
处理水平井的 13.5 倍（右二）。对一口 2000 英尺的水平井进行压裂，形成 10 个 75 英尺（23 米）长的

裂缝后，其井筒与地层的接触面积分别是一口未处理直井的 1013倍和一口未处理水平井的 50倍（右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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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井中应用水力压裂技术可以

将井筒与储层的接触面扩大数百倍，而

在水平井中，井筒与储层的接触面积会

呈指数增长（前一页图）[2]。尽管在大斜

度、大位移井中应用压裂技术的成果令

人鼓舞，但许多此类措施却常常达不到

预期的经济或产量目标，而问题的症结

在于其原始的完井技术。为了最大限度

地提高井筒与地层的接触面积，这些油

井通常是裸眼完井，或是在产层段利

用割缝衬管或预射孔衬管完井。

在裸眼完井井段，利用常规的挤入

压井法几乎不可能有效地对水平井段进

行增产处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在

地层中精确地布置压裂液和酸液难度太

大。利用标准技术通常只能处理井筒上

部或底部，流体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流入

中部或下部层段（下图）[3]。

如果作业公司选择胶结衬管方式对

水平井进行完井，就可以方便地隔离和

处理单个产层。但是，与其他多层增产

措施一样，在各产层中多次起下管柱非

常耗时，而作业成本常常令这一增产措

施得不偿失。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但是由于水力

压裂作业确实能够提高产量，因此，在

各种类型的油气井中实施这一技术的需

求在不断增长。为了在成本和产量方面

都能获得更好的效益，服务公司正在开

发一些能够在固井完井、裸眼完井、大

位移井完井和直井完井中通过单次作业

便实现对多个产层的增产处理和隔离的

压裂系统。

> 裸眼水平井压裂。在 Barnett页岩井的水平井段，裸眼完井过程中采集了微地震数据。监测井（绿
色）中的多分量传感器显示几乎所有的挤入增产处理液都被油井底部或上部层段所吸收（蓝色）。结

果 Barnett 地层下部的大部分层段未得到增产处理。

1. 有关含气页岩开采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Boyer C，Kieschnick J，Lewis RE，Suarez-Rivera R
和 Waters G：“页岩气藏的开采”，《油田新技
术》，18 卷，第 3 期（2006 年秋季刊）：18-31。

2. Chariag B：“Maximize Reservoir Contact”，Hart’s
E&P Magazine（2007 年 1 月）：11-12。

3. Al-Naimi KM，Lee BO，Bartko KM，Kelkar SK，
Shaheen M，Al-Jalal Z 和 Johnston B：　

“Application of a Novel Open-Hole Horizontal Well
Completion in Saudi Arabia”，SPE 113553，发表在
SPE 印度油气技术大会暨展览会上，孟买，

2008 年 3 月 4-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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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数据。连续油管中的光纤电缆能够提供整
个井筒范围内的温度分布剖面。温度变化信息能

够表明压裂液流入储层的具体位置。在作业速度
相对较低的条件下，可以利用ACTive技术在沿连
续油管往下直接泵入压裂液时进行井内实时动态

测量。在所谓的快速作业中，即 45万磅（204117
千克）以上的砂粒以 10 桶 / 分钟（1.6 米 3/ 分钟）
的速度泵入，纤维束开始向前移动，并产生变形，

从而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上述作业开展过
程中，当砂粒沿连续油管-套管环空往下泵入时，
系统监测器开始工作。图中所显示的传感器组件

包括电池（白色）、配有感温探头的电路板（绿
色），以及压力传感器（浅蓝色）。

同时，通过利用诸如连续油管

（CT）之类的传送系统，部分多层压裂

技术还被用于解决管柱老华问题和控制

压裂液的分布[4]。

本文对一些日益常见井型的水力压

裂作业所采用的压裂和完井系统进行了

描述，这些系统能够帮助作业公司消除

经济和技术上的瓶颈。通过北美、非洲、

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一些油气田应用

实例，说明了如何利用这些新技术对储

层实施有效、经济可行的压裂和酸化处

理，而这些储层曾经被认为并不适合实

施压裂处理。同时本文也将对一些能让

作业者对压裂措施实时进行模拟、监控

和改进的最新技术进行了讨论。

监测裂缝延伸情况

与许多油气作业的情况一样，水力

压裂作业在引入实时监控技术之后能够

极大地提高作业效率。过去，作业人员

只有在将地面测得的数据外推到井底条

件后才能获得井底压力数据，但现在，

利用一个配有光纤线的连续油管就可以

直接在井底采集实时测量数据（左图）。

尽管水力压裂作业过程中的井底条件极

其恶劣，但利用这一技术仍然能够成功

地获得井底测量数据。

带有光纤的连续油管（FOCT）系统

配备有一个井底传感器组件，能够将实

时井底深度、温度和压力数据传输到地

面。此外，光纤可以以 3英尺（1米）为

间隔单位采集分散的温度读数。仪器串

所采集的数据通过光纤线输送到一个电

子组件中。利用电子组件将光纤信号转

化为无线信号后，再将数据传输到控制

室，从而使作业人员可以在控制室通过

一个指令接收软件程序远程获得数据信

息[5]。

对作业者公司而言，在裂缝产生过

程中准确地掌握裂缝系统的几何形态有

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工程人员可以根据

这些信息为油田设计连续压裂作业方

案，避免产生不利的结果。过去，绘制

裂缝分布图常常要利用诸如温度测井、

放射性示踪和测斜仪测量之类的压裂后

分析测量方法来实施。但上述技术具有

一定的缺陷。温度测井和放射性示踪剂

只能提供近井裂缝的高度和宽度信息，

而尽管可以通过地面和井底测斜仪获得

裂缝方位角和对称性方面的信息，但利

用这些方法却无法采集到准确的裂缝高

度、长度和宽度信息[6]。

最近，一些服务公司已能够利用井

眼地震技术描述裂缝的几何形态 [ 7 ]。

StimMAP水力裂缝增产诊断服务利用邻

井中的多组分检波器来记录增产处理井

中水力压裂作业所引起的微地震活动。

为了获得微地震数据分析和处理所需的

速度模型，作业人员对邻近监测井实施

了一项地震校正速度模型测量。这一井

眼地震测量在压裂作业前实施。

微地震数据可以帮助工程人员更清

楚地了解诱发裂缝延伸的时间和空间信

息，通过微地震数据还能详细了解所处

理地层重要的地质信息[8]。

在监测井或实施增产措施的井进行

作业的工程人员可以利用 InterACT 网

络、协作和信息系统与其他区域的工程

人员进行通讯。为了实现数据的快速处

理和解释，野外站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加

入这一通讯系统。

StimMAP 系统可以利用实时数据

自动确定三维空间中微地震活动的位置

（下一页图）[9]。通过将利用StimMAP服

务绘制的裂缝图与压裂设计和评估软件

模拟结果相比较，可为后续增产优化工

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从中获得的经验

教训可以帮助作业公司优化油气井增产

措施的成本，并为在油气田中钻探新井

提供参考。

最近，StimMAP系统被应用在了得

克萨斯东部一口水平井的多层压裂作业

中。在压裂第三个产层过程中，工程人

员在第五个产层中观察到了不利的微地

震现象。在试图改变裂缝方向但未成功

的情况下，公司不得不停止了压裂作

业。

工程人员将StimMAP实时服务（即

StimMAP系统的一个具体应用，该系统

支持工程人员在压裂过程中实时监测压

裂进程，必要时甚至还可以调整压裂作

业）与泵送数据相结合来诊断导致裂缝

偏离设计方向的一些机械问题。在恢复

作业之后，工程人员对其他三个产层实

施了压裂。如果没有实时反馈信息的支

持，那么六个层的压裂液被泵入同一个

产层。而现在，作业公司可以节约剩余

的五个层中三个层的压裂成本，而且还

节省了几个星期的诊断修井作业成本。

要不然，这些成本支出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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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关连续油管增产作业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Degenhardt KF，Stevenson J，Gale B，Gonzalez D，
Hall S，Marsh J 和 Zemlak W：“单个产层隔离
和增产技术”，《油田新技术》，13卷，第 3期
（2001 年秋季刊）：60-77。

5. Julian JY，West TL，Yeager KE，Mielke RL，Allely
JN，Jenkins CN，Perius PD，Bucher RL，Foinquinos
CI，Forcade KC，Fagnant JA，Montgomery DB，
McInnis JG 和 Sack JK：“State-of-the-Art Coiled
Tubing Operations at Prudhoe Bay，Alaska”，IPTC
11533，发表在国际石油技术大会上，阿联酋

迪拜，2007 年 12 月 4-6 日。

6. Le Calvez JH，Klem RC，Bennett L，Erwemi A，
Craven M 和 Palacio JC：“Real-Time Microseismic
Monitoring of Hydraulic Fracture Treatment：A Tool
To Improve Completion and Reservoir Management”，
SPE 106159，发表在SPE水力压裂技术大会上，
得克萨斯州 College Station，2007 年 1 月 29-
31 日。

7. 有关井眼地震应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Blackburn J，Daniels J，Dingwall S，Hampden-
Smith G，Leaney S，Le Calvez J，Nutt L，Minkiti
H，Sanchez A 和 Schinelli M：“井眼地震测量：
超越垂直剖面”，《油田新技术》，19 卷，第 3
期（2007 年秋季刊）：20-35。

8. Le Calvez 等人，参考文献 6。

9. 有关微地震绘图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Blackburn 等人，参考文献 7。

Bennett L，Le Calvez J，Sarver DR，Tanner K，Birk
WS，Waters G，Drew J，Michaud G，Primiero P，
Eisner L，Jones R，Leslie D，Williams MJ，
Govenlock J，Klem RC和 Tezuka K：“水力压裂监
测新方法”，《油田新技术》，17 卷，第 4 期
（2005/2006 年冬季刊）：42-57。

>  裂缝绘图。以上是对Barnett页岩实施了四级滑水增产处理后的微地震方位图（左）和横截面图（右）。选择了StimMAP服务，利用准确的水力裂缝延

伸图像信息开发了一种最佳的裂缝设计方案。利用多梭通用地震成像仪（VSI）采集了微地震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了现场处理，以获得裂缝系统三维
计算机图像。在完成这些工作后，作业人员便可以对随后将要开展的压裂增产措施进行重新设计。

多层压裂

当油气价格高涨之时，作业公司自

然希望在切实可行的经济条件下能够尽

可能多地开采油气资源，来实现其资产

价值的最大化。为此，作业公司常常利

用一口单井对多个产层实施完井，或者

通过钻水平井或大斜度井来扩大井筒与

地层的接触面积。如前所述，由于经济

或技术方面的原因，对这些油井实施常

规的压裂技术可能无法达到作业公司的

预期目标。

与需要在各个产层中多次起下作业

的常规方法不同的是，多层压裂服务不

仅要在技术上取得成功，而且还要在经

济上获得盈利。由于采用高效的作业实

践及新技术，这些服务可以将原先需要

几个星期的钻机成本降低到几天，甚至

还可能完全避免修井或使用钻机。同

时，多层压裂还能够提供更有效的地层

接触面优化，因为多层压裂作业可以在

不增加任何风险的条件下更准确地设计

增产处理措施。

服务公司针对各种类型的多层合采

井开发了多种专用系统。斯伦贝谢根据

油气井类型和作业公司的要求开发了一

个被称为 Contact 分级压裂和完井四类

水力压裂服务系统，这四种系统包括：

● 常规系统：要求分别实施起下作业，

在第一次起下作业中对产层实施射

孔作业，然后在第二次起下作业中

对其实施压裂和隔离。上述措施将

在各个产层中重复实施。

● 修井系统：在一次起下作业中完成

多个产层的射孔、压裂增产处理和

隔离措施。

● 永久性系统：利用作为完井的一部

分而遗留在井中的组件在一次泵入

作业中对多个产层进行压裂处理和

隔离。

● 动态系统：利用一种可降解的转向

材料连续封堵和隔离处理过的射孔

段，并通过连续作业使增产液转向

流入其他层段。

对于大规模的压裂措施（将数十万

磅砂粒快速泵入井下），常规压裂（即

沿着套管或压裂管串向下泵入压裂液和

支撑剂或酸液）最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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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封堵球进行工作的常规压裂液转向技术。

一定体积的处理液被泵入目标层（棕褐色）后，会
立即流往其他产层（黑色箭头）。在最常见的转向
方法中，封堵球（黑色）（可以由尼龙、硬质胶或

生物可降解的胶原制成，也可以用上述三种材料
复合制成）被混入砂浆，并在压裂措施结束前到
达射孔孔眼。封堵球封堵住射孔孔眼，促使压裂

液流入下一组敞开的射孔孔眼。通过重复上述作
业，可以在不关闭泵或不投塞的情况下对各级的
多个层段进行处理。

> 高压射孔与处理。AbrasiFRAC服务所采用的高效磨料喷流工具能够在恶劣的井底环境下连续进行作业。在经过深度对比之后，磨料砂浆通过喷嘴被泵

入井筒，高速的液流在刺穿油管及周围的水泥环之后，渗入地层深处（左一）。随后对该产层实施处理（左二），并起出切割工具用于下一个产层的处理。
处理完第一个产层之后，可在产层中设置一个封堵球用于产层间的隔离，随后再射开下一个产层（右二）。上述步骤可以在单次作业中根据需要不断重复。
在处理完所有的产层之后（右一），将砂堵从井内反向循环出来。

当某一产层中有多个层段时，为了

能够分别处理各个层段，作业人员可以

通过诸如限流、封堵球、化学转向、复

合桥塞和砂堵之类的措施来使流体从一

个层段转向流入另一个层段。限流是指

通过在某些层段布置较少的射孔孔眼来

增加畅通射孔孔眼的阻力，从而将流体

从某个（因高渗透率或其他原因）可能

吸收了大部分处理液（这样会严重影响

其他层段或产层）的层段分流出去的措

施（上图）[10]。

复合桥塞是设置在进行增产处理的

层段上方套管内的隔离装置，通常会在

随后单独进行的管柱钻入作业中被起

出，因此会造成时间上的损失，同时也

增加了作业风险。此外，从压裂最底部

的储层到处理液回流有时需要数周时

间，在某些情况下，处理液残渣可能会

遗留在孔隙中，对地层造成严重的损

害。

为了确保井筒的完整性，裸眼完井

和疏松地层中的常规压裂作业可能需要

设置一个完井管柱，通常为一个割缝衬

管或一个带眼衬管。可通过沿套管或压

裂管柱将处理液泵入地层来实现对整个

井眼的压裂增产处理。正如在水泥固井

完井作业中那样，完井管柱一到位，作

业人员就可以尝试利用限流、封堵球或

常规化学转向方法进行转向作业。

修井措施

水力压裂修井业务包括三项服务，

即 AbrasiFRAC 喷砂射孔和压裂服务、

PerfFRAC选择性射孔、压裂及封堵球分

段隔离服务，以及CoilFRAC连续油管增

产作业服务。

利用 AbrasiFRAC 技术可以沿着套

管或作业管柱 -套管环空往下精确地布

置压裂处理液。同时，利用该技术还可

以降低从井筒到储层的近井筒压降，从

而在支撑剂停止进入地层并在套管内不

断累积的情况下减少近井滤砂出现的频

率。该技术特别适合于高造缝压力地层

以及那些在实施增产处理时对压裂液的

布置精度要求极高的地层。

该系统是基于石油工业界一项成熟

的井底套管和油管切割技术建立起来

的：含有磨料固相的砂浆在较高的压差

条件下通过安装在一个工作管柱上的

ABRASIJET液压管道切割和射孔服务枪

射入井内，所产生的高速液流在刺穿管

柱及周围的水泥环之后，渗入地层深处

（下图）。

切割工具用于刺穿套管和地层，而

磨料通常是与专门设计的喷注枪相配伍

的尺寸为20/40或100目的压裂砂。各压

裂层段之间的产层隔离可以通过砂堵来

实现。在产层隔离过程中，尺寸和配置

齐全的喷注枪也可以与可回收或可磨铣

的桥塞配合使用。

AbrasiFRAC 服务曾在美国路易斯

安那州北部Sligo气田的Hosston薄互层

砂岩中得到应用。Hosston 砂岩由多个

与含水砂层交互的薄含气砂层构成，各

砂层的开采程度不尽相同。这一地区的

气井通常是通过多级压裂措施，利用增

能压裂液和层间隔离桥塞来完井的。

为了节省时间，降低成本，EOG能

源公司对 AbrasiFRAC 服务实施了现场

实验应用。利用该技术，在一次现场作

业中对一口井的多个层段实施了压裂，

而且更有效、更高效地对各个砂层进行

了增产处理。从4级压裂到9级压裂，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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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层处理技术在直井中的应用。可以利用限流法对直井中的多个叠层实施增产处理。图中显示的 PerfFRAC 技术利用井眼中的射孔系统沿套管实施高

速的压裂增产作业。一旦完成下部产层的射孔作业（左），便将射孔枪沿井眼上拉，将其定位后为下一组射孔作业做准备；随后对该射孔层段进行压裂
（中）。封堵球（绿色）的作用是隔离处理过的产层，以便对下一个产层进行射孔（右）。

用二氧化碳增能压裂液实施的压裂可

分为六个级别。测试结果表明含水量

降低了 85%，天然气产量翻了一翻。

另一种有效的方法是射孔之后快

速处理产层，而不是先将射孔枪取出

井筒。单是这一步骤就可以省去每个

产层的一次下入和一次取回作业。

PerfFRAC 服务是为在井筒中仍留有射

孔枪的情况下沿套管向下实施高速增

产处理作业而设计的。先将各产层所

使用的射孔枪下入井筒，射穿第一个

产层，然后在处理第一个产层的同时，

将未点火的射孔枪沿井筒上拉，实施

定位后，为第二个产层射孔。

在第一个产层处理即将结束时，

在气井中泵入带有封堵球的纤维转向

流体。泵压增加表明封堵球和砂浆已

经将处理层中的射孔孔眼封堵住。此

时，第二个产层中的射孔枪点火，同

样，在实施第二次增产处理措施之前也

需要泵入封堵球和浸泡有纤维的转向流

体。上述程序要在多个产层中重复进

行。迄今为止，已能够在一次修井作业

中下入多达 8套射孔枪，同时处理 6个
独立的产层（下图）。

与其他效率较低的增产处理措施相

比，PerfFRAC技术通常能够带来产量的

提高，因为它能够精确地实现处理目

标，确保所有产层都得到充分处理。同

时，利用该方法还可以使井快速返排，

从而能够避免诸如将复合桥塞搅出及将

可能具有破坏性的流体长时间留于地层

中之类的相关风险。

Goodrich石油公司曾试图将其所属

的位于得克萨斯东部的Cotton Valley气田

的效率也提高到这一水平上来。工程人

员曾利用一些常规方法对气井进行增产

处理，即对第一个产层实施射孔，然后

进行压裂增产处理和开井放喷以清洗井

筒，最后设置复合桥塞用于产层隔离。

上述程序被重复应用于每个目标

层。处理完最后一个产层后，作业人员

在现场放置一个连续油管装置将复合桥

塞取出。这一过程共花费了该公司25万
美元的成本，占用了 5天作业时间。但

是，G o o d r i c h 石油公司选择利用

PerfFRAC 服务对其所属的 23 口井实施

完井之后，作业时间从原来的五天减少

到了一天，而且该作业还无需使用桥塞

和连续油管磨铣。

除了降低作业成本和缩短投产时间

以外，新技术还为作业公司带来了更大

的收益。

10. 有关转向技术的更多信息，请参见：Samuel M
和Sengul M：“Stimulate the Flow”，Middle East &
Asia Reservoir Review，第 4期（2003年）：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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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级压裂与常规压裂措施的对比。Goodrich 石油公司在对其位于得克萨斯州的 Cotton Valley 气田实施多级压裂后，将每口井的处理时间（蓝色）从原
来的五天减少到了一天，作业成本（绿色）也从原来的 25.5 万美元减少到了现在的 15.5 万美元（左）。在一项涉及该气田 23 口井的项目中，该公司利用
多级压裂技术比常规处理措施多开采了 2500万英尺 3的天然气。为了达到经济目标，常规压裂措施常常以牺牲处理效率为代价（右，水平轴比例是非线

性的）。

> 由作业管柱传送的选择性作业。作业公司将作业管柱与选择性压裂技术相结合后可以在一次起下作业中处理多个产层。在传统方法中，新井中每个产
层一般都是通过一次现场作业完成射孔。随后作业人员将连续油管连同一个裸眼封隔器井底钻具组件下入井筒（右）。底层隔离通过目标层上部和下部的
封隔器来实现，而压裂液则通过工作管柱泵入（左）。残余支撑剂需要通过反循环流出井筒，封隔器则移往下一个将要处理的产层，在那里重复上述作业。

插图所显示的是各项处理措施的实时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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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产情况。在洛基山地区某气田，使用CoilFRAC系统后，气井的平均产量比同一气田中应用常规方

法处理过的气井的产量增加了一倍以上。

11. 有关重复压裂作业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Dozier G，Elbel J，Fielder E，Hoover R，Lemp S，
Reeves S，Siebrits E，Wisler D和Wolhart H：“重
复压裂方法”，《油田新技术》，15卷，第 3期
（2003 年秋季刊）：38-53。

在前 180天的开采作业中，该公司

利用 PerfFRAC 技术在 23 口井中多采了

2500万英尺3（70.8万米3）的天然气，比

常规方法完井产量增加了22%，从而将

每口井的预期最终采收率提高了 10%
（前一页，上图）。

Goodrich石油公司利用FerfFRAC系
统在 23 口井中一共节省了 92 天的完井

时间，此外，现场设备的减少又为每口

井节省了25%的完井成本。另外，每口

井的天然气从生产到输送至市场的时间

也缩短了4天，从而使该公司额外多生

产了600万英尺3（169900米3）的天然气。

转向方法

利用封堵球和限流技术可以将各个

已处理的产层隔离起来，并使压裂液转

向到未处理产层。尽管这些隔离和转向

技术在显著降低起下作业次数和降低多

产层油气井压裂成本方面具有一定的优

势，但是由于同一口井中各个砂层之间

的破裂梯度各不相同，因此，该方法也

会导致部分产层不能得到有效处理。

要克服这一缺陷，其中一个办法就

是利用一项根据各产层参数专门设计的

处理措施分别对各产层进行隔离和压

裂。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能够在不牺牲

其他方法（如限流和封堵之类技术）效

率的情况下实现上述目标。针对这一问

题，工程人员开发了一些利用可以多次

坐封、取回和再坐封的裸眼封隔器将产

层分隔为各个密封单元的系统。

利用常规作业完成整口井的射孔之

后，CoilFRAC连续油管增产处理服务要

在整个油井底层用到一个布置在作业管

柱上的裸眼封隔器组件（前一页，下

图）。随后，沿油管管柱往下泵入增产

处理液，通过封隔工具的底部将处理液

注入封隔层段。在残余支撑剂被反循环

洗出井筒之后，将封隔器移到下一个产

层。该技术不仅可以使作业公司在一次

修井作业中完成所有产层的增产处理，

而且，与其他 Contact 服务一样，还可

以通过为每个产层定制合适的作业措施

来提高处理效率。

这种类型的服务尤其适用于开采老

油气井中先前被漏掉的储量及对已完井

层段实施二次压裂[11]。在此应用该项技

术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最大限度地降低老

油气田的压裂成本，而且还要保护老化

的套管免受高处理压力和充满磨料和支

撑剂的流体的影响。将工作管柱作为压

裂液导管的优点在于可以使作业人员在

不实施压井（压井可能导致原先开采过

的压力枯竭地层无法继续采油）的条件

下对目标产层实施处理。

通过美国洛基山的一个气田实例，

可以清楚地看出为多层合采井的各井段

制定单独的增产处理措施的重要性。该

气田包含多个5－60英尺（1.5－18.3米）

厚的垂直分布的砂层，这些层段深度在

2000－5000英尺（609－1524米）。作业

公司主要利用限流法对该气田的气井实

施完井，而且还在各产层之间距离过大

时应用了桥塞。但是由于各砂层的破裂

梯度各不相同，导致许多产层并不能得

到有效的处理。此外，由于经济方面的

原因，也未对一些边际砂层进行处理。

为了能在不增加完井成本的条件下

有效地压裂各产层，作业公司选择了

CoilFRAC系统。应用结果表明这是一种正

确的选择。例如，在利用限流法对该气

田中的一口井的多个产层实施一次压裂

增产后，该井产量达190万英尺3/日（53800
米3/日）。利用封隔器组件后，原先未开

采的产层也进行了射孔，整口井都实施

了增产处理。作业人员在一天中对该井

实施了八次压裂作业，而后该井的产量

稳定在 530万英尺3/日（150100米 3/日）。

与常规技术相比，CoilFRAC系统除

了能更有效地提高各产层的产量以外，

还能将作业时间从原来的几星期减少到

1－2天。在涉及四口井的测试项目中，

采用 CoilFRAC 系统的气井的平均产量

比利用标准方法完井的产量增加了一倍

以上（左上图）。结果，每口井的可采

储量增加了 75% 以上。

另一个实例来自加拿大艾伯塔省东

南部，工程人员在对一个浅层气田实施

增产作业时也遇到了类似问题。该地区

的气井通常在深度从 820 到 1480 英尺

（250－451米）不等的四个产层中完井。

地层由易于压裂的层状粉砂岩组成。

过去，该地区的作业公司曾采用了

包括复合桥塞隔离在内的多种压裂技术。

在一项涉及四个产层的完井作业中，此

类常规作业需要在井筒中实施 8 次起下

作业，而且由于在各项措施之间需要返

排，另外还需要 16天的时间才能完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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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性作业。通过利用裸眼封隔器隔离目标产层，可以在一次起下作业中完成多级压裂。通过压裂

口将处理液注入封隔器之间的管柱段（上）。在StageFRAC服务作业中（下），将封堵球（红色）紧随
最后一批处理液泵入井筒，将其定位在滑套内的一个基座上。压力的上升会使滑套进入开启位置。随
后，流体被导入定位球和阀座的上部层段。与此同时，封堵球和阀座形成一个密封体，其作用相当于

一个桥塞，可以隔离下部已处理的产层。这样，通过从深层到浅层依次应用直径不断加大的阀座和封
堵球，就可能在一次修井作业中完成整个产层的均匀处理。

> 成本、时间和产量。来自艾伯塔东南部一些浅层井的测量数据都清楚地表
明由作业管柱传送的压裂作业的效率要高于常规技术的作业效率。采用标准
技术（蓝色），花费了 40万美元的作业成本和 16天的作业时间将每口井的产

量提高 16%。，而在同一个气田中应用 CoilFRAC 系统（粉色）花费了 29 万美
元的成本和 4 天的作业时间，产量增加了 192%。

与常规作业技术相比，建立在限

流法或封堵球转向技术基础之上、效

率相对较高的多层同时压裂技术虽然

在时间上占有优势，但如前所述，却是

以牺牲产量作为代价的。此外，为了能

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压裂设备的使用效

率，常常以井组为单位对同一地区的

井进行压裂。

为了优化压裂措施并提高产量，

作业公司认为应在较低的泵速下分别

对各个产层进行压裂，而基于连续油

管传送的压裂措施自然很容易得到作

业公司的采用。这些措施能够大大减

少作业时间，作业人员一天内可以处

理两口井（左图）。受环境和经济因素

的影响，夏季作业的时间被控制在10－
14天内，因而基于连续油管传送的增产

处理措施在时间上占有很大的优势。

CoilFRAC 服务共为该作业公司节省了

11万美元的成本，并使某油田的产量增

加了 190% 以上。

永久性解决方案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修井次数，

或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平井和大斜度井

中工具的数量，一些作业公司更愿意

采用可以成为永久性完井设计的一部

分的设备来对产层进行增产处理。方

法之一是利用常规的、配有滑套的套

管对油井实施完井。在裸眼完井中，这

样的一个系统需要包括一些用于密封

井壁的水力裸眼封隔器。

无论是在水泥固井还是在裸眼井

中，每个产层都是通过滑套处理的。水

泥和裸眼封隔器的作用是相同的：即

隔离具有不同处理压力的产层，并确

保整个井段都能够得到处理。

12. Seale R，Donaldson J 和 Athans J：“Multistage
Fracturing System：Improv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Production”，SPE 104557，发表在 SPE 东部
地区会议上，美国俄亥俄州 Canton，2006 年
10 月 11-13 日。

13. 表皮系数是一个无因次系数，通过将实际条

件与理论或理想条件进行对比得出的该系数
可以用来确定油井的生产效率。正表皮系数
表明一些损害或影响因素对油井产能产生不

利影响。这些损害或影响因素是由完井或钻
井液残留在地层表面或地层内引起的。负表
皮系数表明产能得到提高，通常是采取增产

措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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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永久性解决方案。在 KTM W6 ST 井的 1600 － 3110 米（5250 － 10204 英
尺）处下入了一个7英寸的胶结衬管。该井原先是在一个更深的层段开采，后
进行了二次完井（如图所示）。利用StageFRAC服务对该井的三个层段实施了

射孔作业，分别为 2785 － 2810 米（9138 － 9220 英尺）、2820 － 2865 米（9252
－ 9400英尺）以及 2870 － 2910米（9416－ 9548英尺）。每隔 2米（6英尺）在
每个现有射孔组中增加了新的射孔，以降低滤砂风险。作为生产尾管、通过

41/2 英寸油管下入的封隔器组件跨越了三个射孔层段。

与其他多层作业方法一样，永久性

方法也可以通过减少井筒内用来座放和

起出桥塞的起下作业次数来减低作业风

险，而且作业公司也可以利用该方法为

特定产层设计专门的处理措施，从而提

高处理效率。

该方法还能够增加得到处理的产层

的数量，因为作业公司常常通过减少起

出和下入桥塞的次数来避免作业风险，

而这将不可避免地限制到可以得到隔离

和处理的产层的数量。

如果工程人员选择对那些常规完井

后所有射孔段仍旧敞开的油气井再次进

行压裂，那么就必须通过作业管柱实施

压裂作业。除了钻机成本和所涉及的作

业风险以外，通过作业管柱压裂产层会

增大摩阻，导致压裂过程中流量受到限

制，从而无法实现最佳设计[12]。

StageFRAC 和 RapidSTIM 多层压裂

和完井服务包含有Packers Plus技术。该

技术中的裸眼封隔器通过常规套管起

下，对储层进行分隔，而在每组裸眼封

隔器之间都设有由封堵球激发的滑套。

StageFRAC 服务通过压裂口处理各个隔

离层，而RapidSTIM服务通过喷嘴处理

产层，除此之外这两个系统几乎没有其

他任何差异。压裂口和喷嘴都位于封隔

器之间，并都位于由封堵球激发的滑套

的后面（前一页，下图）。这种机械转向

的方式可以获得精确的流体布置、完整

的产层覆盖和更有效的裂缝导流能力。

埃尼集团刚果分公司在位于西非的

刚果共和国沿岸实施海上作业时遇到了

巨大的挑战，于是该公司选择了这种机

械转向技术。在该地区的老油田的低渗

（10 mD）致密地层中仍然留有大量的储

量，只是利用常规增产技术开采在经济

上并不可行。原先的增产措施主要是一

些能够消除或刚刚达到负表皮系数效果

的基质酸化作业[13]。

埃尼集团决定利用StageFRAC服务

对Kitina油田现有的三口套管井和射孔

井实施增产处理作业。该油田的三口二

次完井套管井中已经布置了8个水力压

裂裂缝。这些压裂作业是通过一艘甲板

空间有限的海上平台提供支持的驳船完

成的。结果，在完成二个产层的泵入作



油田新技术14

> 刚果海上油田处理结果。与压裂前产量相比，在 Kitina 油田三口井压裂项目实施后产量大约

增加了 230%。

     海上作业能力。斯伦贝谢的DeepSTIM系列增
产作业船是专门为压裂作业和其他流体处理作业
而设计的。这些船只自身具有现场质量控制和混

合能力（上）、泵送能力（中）、存储能力（下）和
动力定位能力，从而无需由海上平台为其提供甲
板和储藏空间，同时也免去了使用费用高昂的海

上钻机。这些船只能够连续处理六个或更多产
层，能够在 6 小时内完成常规技术要用 6 个星期
才能完成的工作量。由于作业时间的大量减少，

该设备能够为作业者节省大量的海上钻机费用。

>

业之后，作业人员不得不重新给船只补

充压裂液。

实施压裂作业的第一口井是 KTM
W6 ST井（前一页图）。在利用增产衬管

处理的三个产层中，有两个是在未关闭

作业泵的情况下连续进行泵入作业的。

在完成底部油层的处理作业之后，泵入

了一个封堵球用于隔离产层，然后打开

下一个产层。第三个产层是独立进行作

业的。

在这三口井的第二口井中，作业人

员也对三个产层进行了处理。在处理最

后一口井时，作业人员认为底部的产层

太接近水层，因此未对该产层实施处

理。三口井的稳定产量比原来提高了

230%。压裂前这些井的产量大约为 590
桶 /日（94米 3/日），而压裂后的稳定产

量则达到了1950桶 /日（310米3/日）（左

上表）。

这种连续作业技术对海上油气开发

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海上，利用常规技

术布置一条裂缝往往需要花费一周的时

间，而且还必须使用日费高达数十万美

元的海上钻井设备进行作业。利用裸眼

封隔器和滑套在一次泵送作业中实现整

个井段的隔离和压裂，这样，使用一次

压裂船便可完成对每个产层的压裂作业

（左图）。

在陆上油气开发中，连续处理技

术可以对具有多个不同质量的产层的

整个井段进行处理，正是这一能力引

起了作业公司的兴趣。在沙特阿拉伯，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完钻了一口裸眼水

平井段长达5000英尺、穿越了8个渗透

率各不相同的地层的油井。1号油层的

渗透率较高，因此工程人员预计该层

将是主力产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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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uddud 井处理结果。根据储层岩石物理模型和解释结果，选择了 Sabriyah 油田 Mauddud C2 和
Mauddud D地层（红色）中的 4个层段实施增产措施（插图）。这些层的渗透率为 5－ 100毫达西。根

据渗透率差异，利用 stageFRAC技术和裸眼封隔器组件将井段长度达 2562英尺（781米）的裸眼水平
井的 4 个层段（红色）分隔成了六段（蓝色）。永久性完井后，该井的产量是油田其它井平均产量的
5 倍多。

14. Al Mutawa M，Al Matar B，Rahman YA，Liu H，
Kelkouli R 和 Razouqi M：“Application of a Highly
Efficient Multistage Stimulation Technique for
Horizontal Wells”，SPE 112171，发表在SPE地层

损害控制国际大会暨展览会上，路易斯安那
州 Lafayette，2008 年 2 月 13-15 日。

由于水平段的长度和轨迹方面的原

因，连续油管无法到达水平段底部，因

此作业人员计划利用重力法实施酸化作

业。但是，由于渗透率较高的底部 1号
产层在注酸过程中吸收了所有酸液，导

致其他7个产层未能得到处理。正如工

程人员所预测的一样，由于1号产层吸

收了全部的酸液，因此所提高的产量全

部来自 1 号产层。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沙特国家石油

公司的工程人员决定利用StageFRAC服
务对所有产层进行分级酸化压裂。尽管

1号产层已经得到了处理，但作业人员

决定在其他7个产层未进行压裂、清洗

和测试之前使其保持关闭状态。作业人

员通过一次泵作业对各个产层都单独实

施了压裂，随后迅速对产层进行了返

排。对原先未受到处理的7个产层进行

了测试，并将测试结果与一口邻井的测

试结果进行了比较（作业人员曾利用连

续油管对该邻井进行过增产处理，并在

所有产层都呈敞开状态下对其进行了测

试）。对比结果表明，利用StageFRAC处
理过的油井的产量比邻井高一倍，生产

指数是邻井的三倍。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还在一项现场试

验项目中多次应用StageFRAC技术。该

项目需要在一个较深的高温高压 Khuff
碳酸盐岩地层中实施长井段裸眼水平井

水力压裂。由于钻井过程中地层受到损

害，这些油井被公司管理层认为无法达

到其应有的产量潜能。

另外，工程人员还希望弄清楚是

否可以用经过水力压裂的单分支水平

井来替换未经压裂的双分支水平井。

为此必须先利用一种技术确保整个井

段都得到压裂，而利用标准的连续油

管技术根本无法在这些复杂长完井段

中完成作业任务。

这一现场试验项目的目标是位于

Khuff碳酸盐中的井段达 3835英尺（1169

米）的单井眼水平井H-1号井。作业公司

为该井设计了三级压裂步骤：在实施处

理之前，作业人员先通过对作业管柱加

压打开了第一个压裂口，然后进行了台

阶状流量注入测试，以便建立裂缝参数。

然后利用油管在94桶/分钟（15米3/分钟）

的最大泵入速度及 11700 psi（80.66 MPa）
的处理压力条件下实施了第一级压裂。

泵入的处理液，包括酸液和前置液，总

量为 16700加仑（63.2米 3）。

在下入一个2.5英寸的封堵球后，第

二个压裂口被打开。在第二阶段处理作

业过程中，在 11580 psi（79.84 MPa）的

压力下，以100桶 /分钟（15.9米3/分钟）

的速度泵入了总量为194000加仑（734.4
米 3）的处理液。在最后一级压裂作业

中，采用了一个 2.75英寸的封堵球打开

压裂口，共泵入243222桶（38648米3）的

处理液。

压裂后，该井开井流动54小时进行

清洗。作业人员将H-1井的动态与两口

未经处理的邻井（H-2井和H-3井）的动

态进行了比较。在回流阶段，两口邻井

的动态与H-1井的动态十分相似。选择

这些井的原因还在于它们在投产时是该

气田中生产动态最好的井之一。另外，

H-2井打开的生产层段的有效厚度是H-
1井的6倍，H-3井打开的生产层段的有

效厚度则是H-1井的3倍。而且，H-2井
和H-3井的渗透率和孔隙度都要高于H-
1 井。

然而，最初回流阶段的动态比较却

表明 H-1 井和 H-2 井的产量最高，两口

井的产量都约为 6500 万英尺 3/ 日（184
万米3/日）。而H-2井生产时的井口流压

要比 H-1 井高。这表明 H-2 井的生产动

态要比H-1井好。在井口流压相当的情

况下，压裂后的H-1井的产量高于H-3井
的产量。

综合技术

此类系统所提供的机械转向和隔离

技术也可以通过化学转向方法得到补

充。科威特石油公司（KOC）曾利用裸

眼封隔器、压裂口和化学转向综合技术

使Sabriyah油田一口水平井再次恢复生

产。在2004年完井后不久，该井的产量

就递减到了零（上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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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页岩气井产量。水平井中的横向裂缝可以极大地增加气井与页岩气层的
接触面。横向裂缝（紫色）是裂缝方向与井筒垂直的裂缝。可以通过沿最小水
平应力方向钻进产生。纵向裂缝（绿色）与井筒平行，是通过对沿最大水平应

力方向所钻的井进行压裂产生的。

标准盐酸在高温下反应太快，在

其失效之前渗透或酸蚀地层的深度难

以超过几英寸。要想使酸液保持活性

并较深地渗入地层，只能寻求降低酸

的反应速度。

利用粘弹性转向酸（VDA）可以确

保每个产层都能得到有效处理[15]。一旦

被注入地层，这种类型的酸液就会立

即变粘，并开始自转向。酸液的粘性增

加后其作用相当于一个障碍物，抑制

地层中主要酸蚀孔洞的扩大，使流体

流往其他未处理产层，从而确保整个

目标层都能得到有效处理。

作业人员在 3小时内完成了 6个产

层的增产作业，处理结束后立即对井

进行回流返排。作业人员通过将多种

技术相结合成功地利用一台修井设备，

而不是一台高成本的钻井设备完成了

一口井的增产处理，该井各产层之间

的渗透率级差为 20:1。处理结束后，立

即对该井实施了返排，并在两个小时

内完成了洗井作业，开始生产 100% 纯

度的原油。稳定测量结果表明该井的

持续自然产油量超过10000桶 /日（1590

米3/日），分别是油田平均产量和油田中

产量最高油井产量的 5 倍和 3 倍。

实时控制

化学转向技术也同样适用于水力压

裂作业。利用那些可以在作业后完全降

解的转向流体，就可以在不使用任何转

向工具的情况下，通过一次持续作业完

成多层段的增产处理。最近的一些油气

田实践表明该转向技术尤其适合于页岩

气藏的压裂作业。几乎每口页岩气井都

必须经过水力压裂才能产出大量的天然

气（上图）。许多新钻的深层页岩气井

都是水平井，而对这些气井实施压裂作

业所需要的费用将占完井成本的很大一

部分。

由于常规多级压裂措施成本较高，

因此一般在水平页岩气井的水平段中每

隔 500英尺（152米）仅布置 2－ 4个射

孔组，这就意味着一个2000英尺长的分

支井眼将只能通过 8 － 16 个地层进入

点，分 4级完成处理，从而导致 90%的

井筒未受到处理。而页岩气藏的最佳压

裂方法是通过 40 个或更多较小的压裂

等级尽可能紧密地布置裂缝[16]。

将化学转向技术与实时裂缝监测技

术结合后可用于控制裂缝的延伸情况。

有了 Contact 服务动态增产处理系统，

工程人员便可以利用 StimMAP 服务在

压裂液泵入过程中追踪裂缝或再次压裂

裂缝，然后再将处理结果与期望结果进

行比较。如果裂缝方向与预期结果不

符，例如，有可能进入一个含水层，工

程人员就可以部署DivertaMax（一种用

于实施多级水力压裂的化学转向剂）来

改变裂缝方向。含有DivertaMax流体的

砂浆是由一些可以在地层和井筒内临时

阻挡裂缝、转向流体流和帮助生成新的

裂缝的可降解物质混合而成的。

该方法尤其适合于那些二次压裂可

能对产量的快速递减起到积极抑制作用

的页岩气藏远景区。得克萨斯州北部

Fort Worth盆地的Barnett页岩可能是此

类气藏中最突出的一个。该气藏的地质

状况十分复杂，开采头一年平均产量就

下降了 50% 以上，结果导致许多气井

（通常是经过压裂后，有多条裂缝横穿

气藏的水平井）在首次完井后的5年内

都需要再次实施压裂作业。但要确保经

济性，必须要以比利用钻机进行作业的

常规多级压裂更加高效的方式来实施该

项目。

15. 有关粘弹性酸化增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Al-Anzi E，Al-Mutawa M，Al-Habib N，Al-Mumen
A，Nasr-El-Din H，Alvarado O，Brady M，Davies
S，Fredd C，Fu D，Lungwitz B, Chang F，Huidobro
E，Jemmali M，Samuel M 和 Sandhu D：“碳酸

盐岩油气藏增产处理新方法”，《油田新技
术》，15 卷，第 4 期（2003/2004 年冬季刊）：
28-45。

16.“Unconventional Gas：Shale Gas”，
www.unbridledenergy.com/assets/pdf/
About_Shale_Gas.pdf（2008 年 6 月 2 日浏览）。

17. Seale R：“An Efficient Horizontal Open Hole Multi-
Stage Fracturing and Completion System”，SPE
108712，发表在 SPE 国际石油大会暨展览会
上，墨西哥 Veracruz，2007 年 6 月 27-30 日。

18. http://www.slb.com/content/services/solutions/
reservoir/unconventional_gas_4.asp（2008 年 6 月
12 日浏览）。

19. http://www.gfz-potsdam.de/portal/-?$part=CmsPart&
$event=display&docld=2022464&cP=sec43.
quicksearch（2008 年 6 月 30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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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转向作业。正如StimMAP微地震监测剖面图（左）所显示的那样，Barnett页岩气藏的产量快速下降一般是由水平井跟部（图中右下方位置）增产

效果差引起的。在本实例中，通过实施基于DivertaMAX裂缝与转向技术的增产措施，所有产层都得到了处理。StimMAP Live微地震数据实时裂缝监测表
明，原始裂缝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得到了二次压裂，而且大约有 25% 的新分支井眼得到了处理（右）。

某作业公司在 Barnett 页岩气田一

口气井的开采过程中就曾遇到过这一难

题。该井的初始产量大约为220万英尺3/
日（62300米3/日）。开采后不到四年，该

井的产量就已经下降到 50 万英尺 3/ 日
（14200 米 3/ 日）以下。对原来的增产措

施实施的微地震监测表明该井在扩大地

层接触面方面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该作业公司采用将 DivertaMAX 服
务与 StimMAP 系统相结合的方法来替

代在作业管柱中配备桥塞和封隔器隔

离产层的、成本过于高昂的常规方法。

作业人员在对增产处理后产量递减测

试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利用该综合

方法实施的压裂措施能够在6个月内收

回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预计由于该

方法的采用，可采储量在未来20年里有

望增加 20%。

Barnett 页岩气田的另一口气井是

在 2005年 1月完井的，但此后一年，该

井产量就下降了一半，原始产量大约

为 200 万英尺 3/ 日（56640 米 3/ 日）。微

地震数据显示，在该井原来开展的增

产处理作业中，第三和第四级增产措

施的效果并未达到最佳。而2006年5月
及2007年9月实施的生产测井又显示该

储层跟部有很大一部分区域并不在生

产，这样就又使产量减少了一半（为50
万英尺 3/ 日）。

工程人员决定对井筒跟部实施单级

压裂。为了能使裂缝沿着水平方向延

伸，作业人员采用了DivertaMAX转向技

术，随后在压裂过程中，根据StimMAP
现场监测反馈信息泵入了一些转向塞

（上图）。在处理措施结束后，气井产量

从 50万英尺 3/日一下增加到了 120万英

尺 3/日（34000 米 3/ 日），其成本可望在

9个月内收回。该措施还有望使可采储

量增加 8 亿英尺 3（2200 万米 3）。

页岩气藏：下一个挑战

受20世纪80年代低油价的影响，石

油工业界迅速开发了一系列能够钻更

长、更曲折的定向井和大位移井的新技

术。起初，技术开发的目的是扩大井筒

与天然裂缝储层的接触面 [17]。但是，今

天，绝大多数此类储层已经开发完毕或

正在开发当中，作业公司必须不断寻求

将扩大储层接触面积和水力压裂技术的

优势结合起来，以便从水平井中获得经

济产量。

尽管作业公司已经将该方法应用于

多种类型的低渗透率储层（包括新储层

和老储层），但目前作业公司最感兴趣

的恐怕还是如何利用该方法开发页岩气

层。那些更容易实施作业的远景区及可

以更快回收投资的区域曾是作业公司关

注的焦点，而现在那些曾被作业公司忽

视的致密气藏却正在推动美国天然气储

量的增长。2007年，美国能源信息管理

局提供的资料显示，美国国内的页岩气

藏技术可采储量为 3.6 × 1012米 3（1.3 ×
1011千英尺3）。对作业公司而言，如何开

采这些致密气藏确实是一项挑战[18]。

此外，这一在美国得到开发和验证

的技术可能在不久以后使全球范围内的

页岩气储量大幅增加。目前，在全球，

除了北美以外，尚未听说哪个地区存在

商业性的页岩气开发企业，而全球页岩

气储量预计超过16000万亿英尺3（453万
亿米 3）[19]。

开发这些页岩气藏的关键在于

能否高效地对较长的大斜度井实施完

井。从技术上来讲，这就意味着要为井

筒中的每个产层都部署理想、准确的

处理措施，实时地监测和调整作业，并

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少的时间实现作业

目标。                                                  —Rv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