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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煤层气勘探与开发》专题刊发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西南石油大学、西安科技大

学、河南理工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陕西省地质科技中心等油公司、科

研院所的煤层气勘探与开发最新研究成果。

我国煤层气资源丰富，其中埋深大于 1 000 m 的深部煤层气资源量为 18.71×1012 m3，占比

63 %，从浅部走向深部是煤层气产业长效发展的必然之路。延川南作为国内最早投入商业开发

的深部煤层气田，通过多年的基础研究并持续开展工艺试验，逐步取得了深部煤层气效益开发的

系列进展。专家论坛姚红生教授的《延川南深部煤层气高效开发调整对策研究》系统总结了延川

南深部煤层气的高效开发调整对策，为深部煤层气的效益开发提供借鉴和参考。

在机理研究方面，马东民教授的《镜煤和暗煤与甲烷界面作用实验研究——以民和盆地低阶

煤为例》对等温吸附/解吸实验数据进行拟合，计算等量吸附热分析不同逸度环境的吸附热力学

特征，探讨煤岩组分差异对煤层气产出的影响；《CH4-煤吸附/解吸过程视电阻率变化的实验研

究》通过实验分析了煤电阻率、甲烷吸附量和平衡压力之间的关系，揭示不同宏观煤岩组分甲烷-

煤吸附/解吸过程中煤体电阻率的变化规律；《煤岩润湿性对煤层气赋存的影响机理》分析了目前

煤岩润湿性实验与煤层气赋存状态的矛盾，从煤岩润湿性的角度提出了两种可能的煤层气宏观

赋存模式，并通过实验验证了煤层气的液相吸附过程。

在计算方法方面，石军太教授的《压裂过程数据对原始煤储层压力反演方法研究》提出了利

用水力压裂煤层气井关井阶段井口压力降落数据确定煤储层原始地层压力的方法；《基于相场法

的裂缝性地层压裂裂缝延伸特征研究》基于PFM建立了一套新的多孔弹性介质中水力裂缝扩展

模型，系统研究了各参数对水力裂缝延伸轨迹的影响；《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低煤阶煤层气开发

选区预测》以生产数据为基础，采用机器学习中的随机森林算法对低阶煤层气开发选区做出预

测；《欠饱和煤层气藏临界解吸压力计算方法》结合新的气相吸附理论提出了煤层气临界解吸压

力的新计算思路。

在矿场应用方面，《新疆阜康矿区煤层气双管柱筛管完井机理与适用性研究》基于双管柱筛

管完井技术特点，从储层构造、煤体结构、渗透率恢复、孔裂隙拓展 4个方面论述了该技术对于阜

康矿区煤层气开发的适用性与应用机理；《煤层气井堵塞型递减原因分析及治理——以延川南煤

层气田为例》基于气井生产动态信息，识别气井结垢和煤粉形成的主要原因及变化规律，构建针

对结垢和煤粉问题的一体化防治对策；《寿阳地区 15号煤层地下水动力场特征及控气作用》通过

对煤层气产出水进行常规离子测试，结合排采资料分析讨论了产出水矿化度、水动力场的分布特

征及其对煤层气富集的影响；《煤层气双层合采直井产能预测及排采试验——以沁水盆地郑庄西

南部为例》基于排采理念提出了双层合采井排采管控方法并开展了现场试验；《煤层气注热增产

研究进展》通过国内外文献调研，介绍了注热蒸汽法、注热CO2法、微波注热法以及火烧煤层法 4

种注热增产方法的技术原理、技术特点以及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进展。

1征稿范围

《油气藏评价与开发》坚持面向油田科研与生产，促进我国油田开发技术水平的提高，加快石油及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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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几点说明

（1）凡投本刊的论文均视为该论文已通过作者所在单位的保密审查，如因论文的发表而发生泄密，由作者

负责。如果文章的内容属于各类基金资助项目，应在首页页脚处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和批准文号，基金资助项

目请出具相关的基金资助证明材料复印件，将优先录用。

（2）来稿切忌一稿多投。作者如在半年内收不到录用通知，可自行处理其论文。如有需要，请作者及时来

电来信查询。

（3）本刊与作者约定：在本刊刊出论文的作者同意将论文以光盘形式和网络形式发表的权利转让给本刊

编辑部，作者的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费由本刊编辑部一次性给付。不同意转让的作者请来稿时注明，本刊

将以适当处理。未作申明者，将视为同意转让。

（4）本刊编辑部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75号金融城9号楼《油气藏评价与开发》编辑部，邮

编：210019 或江苏省泰州市南通路 99号《油气藏评价与开发》编辑部，邮编：225300；联系电话：025-

66201780，0523-86667121；网址：http://red.magtech.org.cn；来稿请登陆本刊网站注册后进行在线投稿，投

稿成功后，可以在线查询稿件审查进度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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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川南深部煤层气高效开发调整对策研究

姚红生，肖 翠，陈贞龙，郭 涛，李 鑫
（中国石化华东油气分公司，江苏 南京 210019）

摘要：中国深部煤层气资源丰富，是煤层气下步勘探开发的重要领域，但深部煤层气资源地质条件更加复杂，工程配套难

度大，实现高效开发极具挑战性，攻克深部煤层气效益开发的技术瓶颈，对于推动深部煤层气资源高效动用具有重要

意义。以延川南深部煤层气开发调整实践为例，系统分析了早期产建过程中面临的五大难题和挑战：①储层非均质性强，

富集高产主控因素不明；②立体资源未能有效动用，储量动用程度低；③开发井网部署模式单一，高应力低渗区单井控制

面积小；④深层煤层气储层可改造性差，早期常规水力压裂难以实现长距离有效支撑；⑤传统排采制度达产周期长，经

济效益差。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探索实践，通过“五个转变”形成了深部煤层气高效开发的新理念及关键技术：①产建

模式从整体推进向有利区精准圈定转变；②开发层系从单层向合层开发转变；③井网部署由单一直井向“直井+水平井”

复合井网转变；④储层改造从常规压裂向有效支撑压裂转变；⑤排采制度从缓慢长期向优快上产转变。立足于“五个转

变”，现场生产实践显示新井产建效益显著提升，直井产量由 1 800 m³/d提升至 10 000 m³/d，水平井产量由 10 000 m³/d提升

至 20 000～50 000 m³/d，取得了较好的开发效果，延川南煤层气田高效开发调整对策的突破对于深部煤层气效益开发具有

重要的示范及带动意义。

关键词：深部煤层气；有效支撑压裂；高效开发；调整对策；延川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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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ment countermeasures for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deep coalbed methane in
southern Yanchuan CBM Field

YAO Hongsheng, XIAO Cui, CHEN Zhenlong, GUO Tao, LI Xin
（Sinopec East China Oil & Gas Company, Nanjing, Jiangsu 210019, China）

Abstract: The deep underground place in China is rich in coalbed methane resources, so that it is an important field of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albed methane. However, the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deep coalbed methane resources are more
complex, and it is different to deploy supporting technologies for engineering, so there is great challenge to realiz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vercoming the technical bottle-neck of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deep coalbed methan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deep coalbed methane resources. Taking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deep coalbed methane in
southern Yanchuan CBM Field as an example, five challenges faced in the process of early productivity construction a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① The reservoir heterogeneity is strong, and the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for enrichment and high yield are
unknown; ② The vertical resources need to be further evaluated, and the reserve utilization degree is low; ③ The deployment mode
of well pattern is single, and the control area of single well in high stress and low permeability area is small; ④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deep coalbed methane reservoir is poor, so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long-distance effective support by conventional hydraulic
fracturing in the early stage; ⑤ The traditional drainage system has a long production cycle which is resulted in poor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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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s. On this basis, through repeated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a new concept and key technology for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deep coalbed methane resources have been formed by“five transformations”: ① The overall productivity construction will change
to accurate delineation of favorable areas; ② The development layer system changes from single layer to composite layer; ③ The
well pattern deployment has converted from single vertical wells to the mixing well pattern of“vertical well + horizontal well”;
④ Reservoir reconstruction has changed from conventional fracturing to effective support fracturing; ⑤ The drainage system has
changed from“slow and long-term”to“efficient increase of production”. Based on the“five transformations”, the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benefits of new well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daily output of vertical wells has increased from 1 800 m³/d
to 10 000 m³/d, and that of horizontal wells increased from 10 000 m³/d to 20 000~50 000 m³/d. Good development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and the breakthrough of adjustment countermeasures for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Yanchuan CBM Field
has important demonstration and driv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benefit development of deep coalbed methane.
Keywords: deep coalbed methane; effective support fracturing; efficient development; adjustment countermeasure; southern
Yanchuan

中国深部煤层气资源丰富，根据全国第 4轮煤层

气资源评价，埋深小于 2 000 m的煤层气地质资源量

为 29.82×1012 m3，其中埋深大于 1 000 m的深部煤层

气资源量为 18.71×1012 m3，占比 63 %[1]，资源潜力大。

目前国内煤层气勘探开发工作主要集中在浅部，勘

探开发技术也相对成熟，但随着浅部资源接替不足，

从浅部走向深部成为煤层气产业长效发展的必然之

路。与浅部煤层气资源相比，深部煤层气地质条件

更加复杂，具有非均质性强、储层物性差、地应力高

的特点，工程配套难度大，对技术创新要求高，实现

效益开发具有较大的挑战性，其高效开发的地质理

论[2-6]及适应性开发技术[7-11]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尚

未形成系统的、成熟的、能够指导生产实践的高效开

发技术。延川南作为国内最早投入商业开发的深部

煤层气田，率先在深部煤层气领域取得积极进展，通

过多年的基础研究，地质认识不断深化，并持续开展

工艺试验，逐步形成了深部煤层气效益开发新理念，

系统总结延川南深部煤层气高效开发调整对策，对

于规避开发风险，推动深部煤层气效益开发具有重

要的示范和带动意义。

1 气田概况

1.1 气田基本情况

延川南煤层气田构造上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

南缘，整体构造简单，为一西倾的单斜，中部的西掌

断裂带将气田分为谭坪构造带和万宝山构造带[12]

（图 1）。主力开发煤层为山西组 2号煤，埋藏较深，

介于 800～1 600 m，平均为 1 280 m，其中埋深大于

1 000 m的井占74 %；厚度分布稳定，介于2.8～6.9 m，

平均为 4.6 m；演化程度高，镜质体反射率平均为

2.46 %，属于贫煤、无烟煤；为弱径流—滞留水动力条

件，含气量一般大于 12 m3/t；采出条件较差，孔隙度

介于3%～6.2%，渗透率也较低，一般小于1×10-3 µm2，
分布范围介于（0.013～0.990）×10-3 µm2，压力梯度介

于（0.4～0.8）×10-2 MPa/m，为低压力系统[13]。总体上

气藏具有较好生烃富集条件，物质基础较好，但特低

孔、特低渗、低压的采出条件导致开发难度大。

1.2 勘探开发历程

气田自 2008年起历经“选区评价—单井突破—

井组试验—规模建产—开发调整”5个阶段[14]，2008
年优选出延川南气田作为有利目标区；2009年实现

单井勘探突破；2010—2012年开展延 1小井组，延 3、
延 5大井组试验，获得成功；2013年启动产能建设工

程，2015年全面完成了产能建设任务，投入开发，建

成了国内第一个商业规模化开发的深层煤层气田；

2018年以来，通过开发调整，气田持续稳产（3.5～
3.8）×108 m3。目前气田产气井 730口，日产气量为

115×104 m3左右，平均单井日产气量为 1 575 m3，延川

南煤层气田的建成对于深部煤层气开发具有示范和

带动意义。

2 勘探开发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2.1 气田开发面临的挑战

早期产建阶段延川南煤层气田勘探开发实践处

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深部煤层气效益开发的勘探开

发技术存在一定的不适应性，在有利区评价、适应性

开发技术等方面均面临着一些难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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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深部煤层气富集高产主控因素不明

早期产建阶段对煤储层的非均质性认识不够深

入，存在有煤就有气的认识误差，采用了整体推进的

产建模式。由于对深部煤储层特征的复杂性认识不

足，煤层气富集高产主控因素认识不明，实际生产显

示产气效果差异大，日产气量为0～6 000 m³（图2），近
1/3的气井长期低产低效，气田整体产能符合率83%。

2.1.2 立体资源储量动用程度低

延川南主力开发层系为山西组 2号煤层，纵向上

还发育太原组 10号煤，煤层厚度分布连续稳定，普遍

在 2～3 m，产建阶段评价认为局部顶板灰岩富含水，

压裂改造难度大，单井产量仅 200～300 m³/d，未取得

实质性进展，初步认为作为后备接替资源的 10号煤

层开发潜力不大，储量基本未动用。

2.1.3 开发井网部署模式单一

对煤储层的非均质性认识不够深入的前提下，

气田产建阶段井型井网设计单一，统一采用直井、

300 m×350 m的矩形井网平铺式部署，井网设计的简

单复制与地质差异性不匹配，导致相对低渗区域泄

流半径小，模拟显示泄流半径低于 85 m，难以形成面

积降压，储量动用率低。

2.1.4 深部煤层气可改造性差

延川南深部煤层气藏特低孔、特低渗、低压、高

应力等“三低一高”的储层特征决定了气井改造难度

大。相比其他储层，煤层的岩石力学性质表现为高

泊松比、低弹性模量的特点[15-16]，易形成短而宽的裂

缝，不易造长缝，产建阶段主要借鉴业界致密油气藏

的压裂思路，采用常规水力加砂压裂工艺技术，井下

观察验证难以实现长距离有效支撑，支撑剂主要集

中在井中 8 m以内，有效支撑缝长短，泄流半径难以

有效扩展，导致气井低产低效。

2.1.5 传统排采制度经济效益差

气田 2015年产建结束后，根据前期业界普遍认

识，遵循“缓慢、连续、长期、稳定”的八字方针，形成了

“五段三压四控”的排采制度，排采速度慢，平均见气

周期10个月，达产周期 2～3 a，整体上见气达产周期

3～4 a，投资回报慢，经济效益差，导致效益开发难度大。

2.2 主要对策

针对这些难题和挑战，立足于深部煤层气的特

点，坚持创新驱动，开展地质工程一体化攻关，不断

深化地质认识，优化有利区综合评价体系，强化工程

工艺的适应性，立足于“五个转变”，形成了深部煤层

图1 延川南煤层气田2号煤层顶面构造（据文献[17]修改）

Fig. 1 Top structure of No.2 coal layer of southern Yanchuan Gas Field（Modified by reference [17]）

547



2022年
第12卷 第4期姚红生，等 .延川南深部煤层气高效开发调整对策研究

气效益开发的新理念和关键技术，为深部煤层气规

模化高效开发提供有力支撑。

2.2.1 产建模式从整体推进向有利区精准圈定转变

1）山西组2号煤地质再认识

由于早期产建阶段对煤层复杂地质条件认识不

清，富集高产主控因素认识不明，导致低产低效井过

多，严重影响了气田的整体开发效益。通过开展 2号
煤层气藏精细描述，深化生产规律认识，对深部煤层

气富集高产主控因素的认识更加深入和完善，提出

了“沉积控煤、构造控藏、水动力控气、地应力控缝、

物性控产”五要素协同控产地质理论[17-23]。基于“五

要素”协同控产地质理论，优选关键参数建立 2号煤

层有利区定量化评价体系与标准，明确Ⅰ类有利目

标区位于中位森林泥炭沼泽相，煤层厚度大于 4 m，
闭合压力小于 20 MPa，矿化度大于 30 000 mg/L，渗透

率大于0.3 ×10-3 µm2（表1）。

2）太原组10号煤地质再认识

产建阶段太原组 10号煤层气资源未得到有效开

发，随着深部煤层气藏富集高产主控因素认识的深

入和完善，综合运用煤层气藏精细描述技术，从沉

积、构造、水动力、地应力、物性 5个方面开展太原组

10号煤层地质再认识。10号煤层处于潮坪沉积环

境，煤层厚度中等，一般为 2.0～3.0 m，平均为 2.5 m，
分布连续稳定，与 2号煤煤岩煤质条件相当，镜质体

反射率为 2.17 %～2.99 %,属于贫煤—无烟煤，镜质

图2 延川南煤层气田产建井日产气量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daily gas production of construction wells in southern Yanchuan CBM Field

有利区
分类

Ⅰ类区

Ⅱ类区

Ⅲ类区

沉积作用

煤相特征

中位森林泥炭沼泽

低位森林泥炭沼泽

高位森林泥炭沼泽

煤层厚度
（m）
>4
3～4
<3

构造作用

构造条件

构造简单，局部隆起

构造较简单

构造复杂，断层发育

距离断层距离
（m）
>500

200～500
<200

地应力

闭合压力
（MPa）
<20
20～30
>30

水动力

水文条件

承压区

弱径流

补给—强径流区

矿化度
(mg/L)
>30 000

10 000～30 000
<10 000

物性条件

渗透率
（10-3 µm2）

>0.3
0.1～0.3
<0.1

表1 延川南煤层气田2号煤层有利区定量化评价标准

Table 1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the favorable areas of No.2 coal seam in southern Yanchuan CBM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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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含量大于 67 %，灰分平均为 13.6 %，为低灰煤；构

造与保存条件在纵向上具有继承性，与 2号煤层的特

征基本一致，含气量为 8～20 m³/t，由东往西逐渐增

加，煤层渗透率为（0.01～0.20）×10-3 µm2，与2号煤层

处于同一数量级，通过综合评价落实Ⅰ类有利区面

积 105 km2，资源量 69.3×108 m3，明确了万宝山构造

带西南部为有利区，优选井位开展试气试采评价，单

井日产气量达2 000～4 000 m3，稳产1 a以上，取得了

产建阶段认为不具备开发潜力的10号煤层的突破。

以“五要素”协同控产地质理论为指导，明确了

气田富集高产有利区（图 3），优选出万宝山南部Y3
井区为有利的开发调整区，调整区构造稳定，保存条

件好，矿化度大于 30 000 mg/L，2号和 10号煤层厚度

介于 6.0～8.8 m，含气量为 15～19 m³/t，试井渗透率

大于0.3×10-3 µm2，地质条件优越。

2.2.2 开发层系从单层向合层开发转变

煤层气井合层开采具有降低单井投资，提高资

源采收率的优势 [24]，是一种探索开发 10号煤层气

资源的有效方法。不同煤层的渗透率、储层压力梯

度、供液能力以及解吸压力等差别较大，容易产生

层间干扰，直接影响合层排采效果[25]。通过 10号煤

层综合评价结果来看，纵向上 10号煤层地质条件具

有一定的继承性，煤层共采的地质条件可协同性

较好。气田注入压降试井资料显示，纵向上 2号煤层

与 10号煤层的储层压力平均值分别为 7.33 MPa和
7.75 MPa，相差 0.42 MPa，压力梯度基本相当，相差

0.02 ×10-2 MPa/m，渗透率也处于同一数量级，实际排

采显示两套煤层供液能力也基本相当，两层煤的解吸

压力差为0.5 MPa左右，而纵向上煤层间距40～50 m，
产生的水柱压力约为 0.4～0.5 MPa，因此，两套煤层

几乎同时解吸，不会产生井间干扰，具备较好的合采

条件（表2）。

基于 10号煤层的试采突破以及合采可行性研

究，开发层系从 2号煤单采调整为 2号+10号煤合

采，单井增加动用储量（320～840）×104 m3，试采证实

2号+10号煤分压合采产量达 10 000 m³/d（图 4），取

得较好产气效果，有效提高了储量动用。

2.2.3 井网部署由单一直井向“直井+水平井”复合

井网转变

煤储层的非均质性强，加大了开发方案设计的

难度，不同的地质条件获得高产的难度相差较大，深

部煤储层物性相对较差，高效开发难度更大。水平

图3 延川南煤层气田综合评价

Fig. 3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southern Yanchuan CBM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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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是提高储层物性的重要手段[26]。早期产建阶段主

要采用直井井型，钻井难度小，周期短，成本低，但存

在单井控制面积小、产气量低的缺点。水平井的长

距离贯通和压裂可以较好地形成裂缝通道，提高储

层渗透率和导流能力，扩大泄流面积，单井产量得到

较大提高，但具有钻井费用高的缺点[27]。采用“直

井+水平井”的复合井网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

势，是深层煤层气效益开发的最优选择之一[28]。直

井成本低，可动用水平井之间难以动用的储量，有利

于立体层位开发，具备水平井的导眼井功能以及评

价井作用，便于地质参数求取；水平井进一步扩大泄

流面积，通过连接直井形成了直井压裂与水平压裂

相结合的全方位流体通道，钻井成本低于水平井井

网，较好地降低了单位天然气生产成本。数值模拟

结果显示，根据不同井型组合设计的 3套布井模式

中，以水平井为主的“直井+水平井”复合井网模式

（布井模式 3）储量动用程度最高，累产气量优势最

大（图5）。

2.2.4 储层改造从常规压裂向有效支撑压裂转变

早期常规压裂工艺设计普遍借鉴业界致密气藏

的压裂思路，但煤层气藏与致密气藏相比，其裂缝系

统、煤岩力学性质具有明显的差异，煤岩储层主要发

育孔隙-割理双重结构，扫描电镜下煤岩呈层状结

构、多孔松散、胶结程度较弱（图 6），宏观观察割理

发育（面割理、端割理垂直交叉），以气田取心井为

例，在 5 cm × 5 cm的煤样中，割理裂隙达到 20～78
条，裂隙发育导致压裂液易滤失、裂缝延伸难。同时

煤岩力学性质具有杨氏模量低、泊松比高、抗压强度

低的特点，表现为塑性强，易造宽缝不易造长缝，一

般与顶底板力学参数相差 1个数量级[29]，裂缝沟通范

围易集中在煤层内，煤岩力学性质的特殊性造成常

规压裂支撑剂主要堆积在近井地带，支撑缝短。针

对深煤层常规压裂难以实现长距离有效支撑的问

题，转变思路，围绕“远支撑”的核心理念开展压裂改

造工艺优化及技术攻关，探索形成了深煤层有效支

撑压裂技术迭代升级实现“造长缝、远支撑”。

早期主要开展压裂体系优化研究，提升携砂性

能，扩大支撑范围，开展了高黏压裂液以及低密度支

撑剂试验，单井日增 600～1 600 m3，有一定增产效

果，但单井压裂费用较高，难以实现推广应用。在优

化压裂体系取得一定效果的指导下，进一步围绕“排

量、液量、砂量”等开展压裂规模优化试验攻关：一是

提升排量加大液量，煤层由于天然裂缝发育，压裂液

滤失快，采用大排量压裂既可以有效控制压裂液的

滤失，又可以在裂缝内产生较高的净压力，有利于天

然裂缝开启，同时降低砂堤高度（图 7），提升远端铺

表2 延川南煤层气田2号和10号煤层合采适用基本地质条件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applicable basic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commingling production of No.2 and No.10 coal

seam in southern Yanchuan CBM Field

井号

Y-1

Y-2

Y-3

Y-4

平均

煤层号

2号
10号
2号
10号
2号
10号
2号
10号
2号
10号

埋深(m)
898.3
942.9
1 242.0
1 287.0
1 114.0
1 158.0
1 068.0
1 113.0
1 080.0
1 125.0

储层压力（MPa）
3.63
3.95
9.28
9.64
8.96
9.48
7.45
7.91
7.33
7.75

压力梯度（10-2 MPa/m）
0.403
0.420
0.747
0.749
0.805
0.820
0.702
0.711
0.660
0.680

渗透率（10-3 µm2）
0.220
0.160
0.170
0.086
0.170
0.120
0.90
0.430
0.370
0.200

临界解吸压力（MPa）
2.10
2.57
5.03
5.48
6.70
7.41
6.83
7.34
5.17
5.70

平均日产水量（m3）
2.3
3.0
2.2
2.7
1.2
2.2
1.4
0.9
1.8
2.2

产气天数(d)

2号煤 10号煤 2号+10号煤
日
产
气
量
(

m
3 )

4 000

8 000

12 000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图4 延川南煤层气田2号、10号煤层单采与合采归一化

产气曲线

Table 4 Normalized gas production curve of single well

production and commingling production of No. 2 and No. 10

coal seam in southern Yanchuan CBM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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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浓度，达到远支撑的目的；二是进一步结合大砂量

实现长缝的远支撑，同时考虑到煤层天然裂隙发育，

基质中存在大量割理，加之煤层弹性模量小、泊松比

大，煤层的裂缝扩张复杂，呈现大量的不规则裂缝和

微裂缝，采用组合支撑剂体系粒径，充填不同宽度的

裂缝，实现多尺度支撑。压裂模拟显示，有效半缝长

度可达190.6 m，是常规压裂的5倍以上（图8）。

2.2.5 排采制度从缓慢长期向优快上产转变

煤层气的产出遵循“解吸—扩散—渗流”的规

律，压力降到解吸压力之下，煤层气从微孔隙表面分

离，通过基质和微孔隙扩散进入裂缝中，再经裂缝流

入井筒，即先解吸扩散后渗流入井的产出过程，需要

经过排水降压才能产气。早期常规压裂形成的支撑

缝长较短且裂缝单一，基质解吸扩散主导了产出，深

层超低渗基质储层导流能力低，排水降压速率过快

时，会造成大量煤粉运移堵塞产气通道，造成供气范

围不足、稳产难度大，因此，气田早期排采主要遵循

“缓慢、连续、长期、稳定”的八字方针，相应制定了

“五段三压四控”的排采制度，由于排水上产周期长

达3～4 a，未能实现经济高效开发。采用有效支撑压

裂工艺，可以充分延伸人工裂缝，大幅扩张了井筒与

煤层的接触面积，有效沟通远井区域；另一方面持续

的大排量、大规模加砂，也提升了煤岩天然裂隙缝内

净压力，使得天然裂隙也逐渐扩展延伸，相互交织形

成了网格化的导流通道，大幅增加了煤层气的渗流

通道数量，缩短了流体扩散、渗流的距离，提高了解

吸范围及产出效率。数模结果显示有效支撑压裂下

有效半缝长是常规压裂的 5倍以上，室内实验也证实

增加铺砂浓度可以显著提高裂缝导流能力，随压差

增大应力敏感性减弱（图 9），室内实验与现场实践证

实了有效支撑能够改善储层导流能力、扩大波及体

积、降低应力敏感，排采理念从“缓慢长期”向“优快

上产”转变，达到高效排采的目的。由于有效支撑显

著提升了裂缝导流能力，与早期常规压裂下的“五段

三压四控”排采制度在单相流阶段需要通过缓慢排

采来扩大泄流面积相比，有效支撑压裂下单相流阶

段可加快压裂液返排，此阶段日产液能力较强，可以

图5 布井模式

Fig. 5 Well pattern simulation

10 µm 10 µm

图6 煤岩扫描电镜微观观察

Fig. 6 Microscopic observation by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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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高导流裂缝带走大量煤粉，减少后期气水两相

阶段的煤粉堵塞、卡泵问题，同时由于渗流通道的大

幅增加以及扩散距离的大幅缩短，气井前期整体表

现为见气快、上产快的特征，在稳产阶段则需要控制

流压降幅，持续提高驱替压差，驱使远端裂隙尽快进

入高效解吸阶段，确保单井长期稳产，进入递减阶段

后持续排液，确保泄流面积最大化扩展，延缓递减

（图 10）。现场生产显示与常规压裂相比，见气周期

由 12个月下降到 1个月，累产气量达到百万立方米

的周期显著缩短，由1 495 d下降至125 d（图11）。

3 应用效果

2021年通过深化富集高产规律认识，优选出保

存条件好、含气量高的Y3井区实施滚动建产，新钻

井 33口（28口直井+5口水平井），开发层系从单层

到合层转变，单井可采储量从 528×104 m3提高至

905×104 m3；井网部署由单一直井向“直井+水平井”

复合井网转变，储层改造由常规压裂到有效支撑压

裂转变，新井开发效果大幅提升，直井单井日产气量

从 0.18×104 m3提升至 1×104 m3，水平井日产气量从

1×104 m3提升至（2～5）×104 m3，33口井日产气量为

41.8×104 m3（图12），平均单井日产气量为1.3×104 m3，
当年产量贡献 0.7×108 m3，新建产能 1.4×108 m3，取得

重大突破。

图7 不同排量砂堤分布的影响

Fig. 7 Influence of distribution of sand dike with

different dis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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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压裂模拟

Fig. 8 Simulation of fr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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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煤样敏感性实验

Fig. 9 Experiment of coal sample sens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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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理想排采曲线模式

Fig. 10 Ideal drainage curve pattern

图11 常规压裂与有效支撑压裂单井累产气量对比

Fig. 11 Comparison of cumulative gas production between

conventional fracturing and effective support fracturing of

single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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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Y3调整区应用效果

Fig. 12 Application effect of Y3 adjustmen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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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随着煤层气开发由浅部走向深部，地质条件更

加复杂，开发难度更大，迫切需要高效开发技术的支

持，延川南煤层气田通过持续攻关探索，形成了深部

煤层气效益开发新理念。在深化深部煤层气富集高

产认识优选Y3有利区的基础上，形成了“合层开采、

复合井网、有效支撑、优快上产”开发调整对策。新

井开发效果显著提升，产气量实现了千立方米到万

立方米的突破，提升了深部煤层气效益开发水平，为

深部煤层气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具有较好的

示范和带动意义。

1）建立了深部煤层气“沉积控煤、构造控藏、水

动力控气、地应力控缝、物性控产”富集高产五要素协

同控产地质理论，落实了Y3井区为开发调整有利区。

2） 2号+10号煤层可行性评价证实两套煤层具

备合采条件，开发层系从2号煤单采调整为2号+10号
煤合采，单井增加动用储量（320～840）×104 m3，试采

证实 2号+10号煤分压合采产量达 10 000 m³/d，有效

提高了储量动用。

3）基于储量动用最大化优化开发井网，数模结

果显示采用“直井+水平井”的复合井网模式储量动

用程度最高，累产气量优势最大。

4） 针对深部煤层常规压裂难以实现长距离有

效支撑的问题，优化形成以“大排量、大液量、大砂

量”有效支撑压裂技术，实现了“造长缝、远支撑”，模

拟显示有效半缝长度达到常规压裂的5倍以上。

5） 室内实验与现场实践证实了有效支撑压裂

能够改善储层导流能力、扩大波及体积、降低应力敏

感，排采理念从“缓慢长期”向“优快上产”转变，累产

气达到百万立方米周期显著缩短，由 1 495 d下降到

125 d，大幅提升了产气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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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煤和暗煤与甲烷界面作用实验研究
——以民和盆地低阶煤为例

马东民 1,2，王 馨 1，滕金祥 1，季长江 2，邵 凯 3，郑 超 1，伋雨松 1，惠 鹏 1

（1.西安科技大学地质与环境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2.国家能源煤与煤层气共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山西 晋城 048000；3.陕西省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为研究低阶煤中凝胶化组分（镜煤）与丝炭化组分（暗煤）对甲烷的吸附/解吸差异，采集民和盆地海石湾煤矿 2号煤

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对等温吸附/解吸实验数据进行Langmuir拟合与双位Langmuir拟合，计算等量吸附热，分析不同逸度环

境的吸附热力学特征，探讨煤岩组分差异对煤层气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煤中凝胶化组分与丝炭化组分对甲烷的吸

附均符合 Langmuir方程，凝胶化组分的吸附量远高于丝炭化组分；②同一温度点下，无论是粒煤还是柱煤，均存在解吸滞

后现象，这是由于吸附热差异导致，而粒煤实验拟合结果的a、b值均大于块煤实验结果的a、b值；③等量吸附热随逸度的增

大而变大，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吸附相密度对等量吸附热的影响大于温度，导致在煤表面吸附动能更大的甲烷分子，其

等量吸附热整体随温度升高呈下降趋势；④煤的不同宏观组分吸附能力差异较大，镜煤含量较大区应为煤层气井井位部

署的首选。

关键词：凝胶化组分；丝炭化组分；吸附/解吸；等量吸附热；海石湾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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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interfa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methane and vitrinite and durain:
A case study of bituminous coal in Minhe Basin

MA Dongmin1,2, WANG Xin1, TENG Jinxiang1, JI Changjiang2, SHAO Kai3, ZHENG Chao1, JI Yusong1, HUI Peng1
（1. College of Geology and Environment,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Shaanxi 710054,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Coal and Coalbed Methane Co-mining Technology, Jin cheng, Shanxi 048000, China;
3. Shaanxi Coalbed Methane Development Corp., Ltd., Xi’an, Shaanxi 71006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dsorption/desorp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ethane between the gelification and
fusinization in the bituminous coal, the 2# coal seam of the Haishiwan Coal Mine in Minhe Basin is col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using the Langmuir fitting and dual-site Langmuir fitting on the experimental data of isothermal adsorption/desorption
respectively, the adsorption therm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fugacity environments are analyzed by calculating the
isosteric adsorption heat, and the influence of maceral difference on coalbed methane production is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The adsorption of methane on the gelification and fusinization in coal accords with the Langmuir function, and the fitting
degree is higher than 0.99. The adsorption capacity of the gelification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fusinization. ②At the same
temperature point, there is desorption lag phenomenon in both granular coal and pillar coal, which is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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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低阶煤地区煤层厚度大，煤炭开采的

纵深发展使得瓦斯安全问题突显。随着甘肃海石湾

煤矿地面煤层气抽采工作展开并发展，高效采气的

基础研究工作逐渐深入，甲烷在煤孔隙表面的解吸

行为成为研究重点之一。外部因素如温度、压力、埋

深、构造，煤的自身因素如分子结构、孔隙特征、煤岩

组分、灰分产率、水分含量、变质程度等都会影响煤

对甲烷的吸附能力[1-4]。众多学者研究了煤岩组分对

吸附的影响，实验研究发现镜质组对甲烷的吸附能

力最强，其次为惰质组，壳质组最弱：即只有惰质组

含量的降低才能引起煤对甲烷吸附能力的减弱，因

而镜质组含量的增加有利于吸附[5-6]。另外，一些学

者的研究也发现不同煤阶的煤岩组分对吸附能力的

影响有差异，研究表明低、中阶煤对甲烷的吸附能力

随镜质组含量的增大而增强，随惰质组含量的增大

先增强后减弱，高阶煤吸附能力则是随惰质组的增

加而增大[7]。镜质组反射率以 2.0 %为转折点：小于

2.0 %时，吸附能力随镜质组增加而增大，随惰质组增

加而减小；大于 2.0 %时，吸附能力与惰质组的相关

性更好[8]。镜质组和惰质组吸附能力强弱的问题目

前仍存在争议，但研究结果都说明煤岩组分对吸附

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

为研究煤组成成分中具有与镜质组相似性质的

凝胶化组分和与惰质组相似的丝炭化组分的吸附/解
吸特征，在实验样品的处理方面，由于以往对甲烷在

煤孔隙表面的解吸研究集中于压力变化时甲烷吸附

质在粒煤（60～80目）吸附剂的等温吸附量。但钻井

现场煤芯自然解吸显示，镜煤条带的边缘仅发生可

视化解吸。因而设计以柱体原煤作为吸附剂探索甲

烷煤界面作用。

1 吸附/解吸实验

1.1 煤样

煤样采自民和盆地海石湾煤矿 2号煤层工作面。

依据国家标准《煤的工业分析方法：GB/T 212—2008》
对样品进行工业分析测定，结果如表 1。依据国家标

准《显微煤岩类型测定方法：GB/T 15590—2008》测

得显微煤岩组分，结果如表 2。为尽可能保留煤样在

地层中的原始状态，与以往研究不同，并未将吸附/解
吸实验样品粉碎为 60～80目的颗粒，而是标记样品

的顶底面关系并沿垂向切割成直径为 12 cm，高为

13 cm的圆柱（图1）。

adsorption heat. The fitting results of granular coal experiment are larger than those of lump coal experiment. ③The equivalent
adsorption heat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fugacity and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emperature. The influence of adsorption
phase density on the equivalent adsorption heat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emperature, leading to the adsorption of methane molecules
with greater kinetic energy on the coal surface. The equivalent adsorption heat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emperature as a
whole. ④The adsorption capacity of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coal is quite different, and areas with high vitrain content should be
the first choice for CBM well location deployment.
Keywords: gelification; fusinization; adsorption/desorption; isosteric adsorption heat; Haishiwan Coal Mine

样品来源

海石湾2号煤层原煤

海石湾2号煤层镜煤

海石湾2号煤层暗煤

水分Mad
4.25
1.38
1.63

灰分Aad
7.25
3.28
3.99

挥发分Vad
24.93
26.92
23.28

固定碳FCad
63.57
68.42
71.10

表1 海石湾2号煤层煤样的工业分析结果

Table 1 Proximate analysis results of coal samples

in No.2 coal seam of Haishiwan Coal Mine

样品来源

海石湾2号煤层镜煤

海石湾2号煤层暗煤

镜质组

78.3
13.3

惰质组

18.0
74.6

壳质组

1.9
7.3

矿物质

1.8
4.8

表2 海石湾2号煤层煤样的显微组分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maceral analysis of coal samples

in No.2 coal seam of Haishiwan Coal Mine

图1 柱状煤样试件

Fig. 1 Experimental coal sampl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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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实验仪器

甲烷的吸附/解吸实验采用国家标准《煤的高压

等温吸附实验方法：GB/T 19560—2008》规定的实验

方法，利用AST-2000型煤层气等温吸附/解吸大样量

仿真实验仪（图 2），具体压力平衡的时间为 24 h。该

仪器具有含样量大、精度高、稳定性强等特点，最高

承受压力为 25 MPa，温度调节范围为 0～80 ℃，可有

效满足模拟真实地质环境下的煤储层特征。仪器主

要由高压容器系统、恒温系统、温度和压力实时监测

系统、数据采集系统、实验数据处理系统、高压供气

系统6部分组成（图3）。

1.3 实验过程

实验温度范围在 20～45 ℃，梯度为 5 ℃。参照

GB/T 19560—2008中的容量法进行，实验过程主要

包括以下步骤：

1）装样。装样时应注意样品缸的清洁和密封。

2） 装置密闭性测试。将 He充入装置的样品

缸、参照缸及连接管路中保持 6 h后观察压力变化，

若在实验需要的最大压力下保持 6 h无变动则说明

密闭性较好，即可进行实验。

3） 系统抽真空。接通真空泵将系统抽真空

20～30 min且压力无明显变化时结束抽真空。

4） 样品缸自由空间体积测定。自由空间体积

包括样品缸中除煤样占据空间之外的剩余体积，连

接管道和阀门内部体积的和，选择可忽略吸附量、纯

度大于 99.999 %的He，根据不同温度和压力数据即

可用非理想气体状态方程计算出自由空间体积

大小。

5）等温吸附实验。吸附实验是加压—平衡—再

加压的过程，将气瓶中的甲烷通入到装置后记录初

始压力和温度，待 24 h吸附平衡后记录平衡压力和

温度，通过体积法计算出吸附量。

6）等温解吸实验。与吸附实验相反，解吸是减

压—平衡—再减压的过程。

1.4 实验结果

由海石湾煤样不同温度下的等温吸附/解吸曲线

（图 4）可知，当温度相同时，吸附量随压力的增大而

增大；压力增大时，煤孔隙中的甲烷分子受到外力的

作用，抑制了分子的自由运动，使得更多的甲烷吸附

图2 AST-2000型等温吸附/解吸仿真实验仪

Fig. 2 AST-2000 isothermal adsorption/desorption simulation

experiment instrument

图3 AST-2000型大样量煤层气吸附/解吸仿真实验原理

Fig. 3 AST-2000 large capacity CBM adsorption/desorption

experimental device schematic

图4 海石湾2号煤层柱样等温吸附/解吸曲线

Fig. 4 Isothermal adsorption/desorption curves of coal sample

in No.2 coal seam of Haishiwan Coal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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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孔隙表面；压力相同时，吸附量随温度的升高而降

低；温度升高时，甲烷分子的热运动增强，因而有更

多的甲烷分子克服煤基质对其的束缚作用，脱离孔

隙表面转变为自由态；温度和压力都相同时，解吸过

程的吸附量高于吸附过程，说明吸附是一个自发、总

能量降低的放热过程，解吸过程存在滞后性，需要外

界的能量输入才能够使更多的甲烷解吸。各等温吸

附曲线的斜率处处都大于零，说明实验中煤样对甲

烷的吸附未达到饱和。

2 实验结果数学分析

2.1 Langmuir方程与解吸式拟合

为定量分析煤对甲烷的吸附特征，对实验数据

进行 Langmuir拟合与解吸拟合[9]，分别见式（1）与式

（2），拟合结果如表3所示。

V = abp
1 + bp （1）

V = abp
1 + bp + c （2）

式（1）—式（2）中：V为吸附/解吸过程中压力 p下的吸

附量，cm3/g；a为吸附/解吸过程中的最大吸附量，cm3/g；
b为吸附/解吸速度与吸附热综合参数，MPa-1；c为匮

乏压力下残余吸附量，cm3/g。
由等温吸附/解吸拟合结果（表 3）可知，吸附和

解吸过程中，最大吸附量 a值随温度升高而减小。温

度相同，解吸过程的 a值小于吸附过程。吸附过程中

b值随温度的变化基本不变，解吸过程中 b随温度升

高有减小的趋势。c值的大小与温度的关系不显著，

这说明外界条件不是影响 c值大小的主要原因，c值

的大小可能与煤自身的性质有关。

2.2 双位函数拟合

煤的有机组分包括凝胶化组分与丝炭化组分两

部分[10]，姚艳斌[11]利用 1H-NMR（核磁共振氢谱）的 T2
驰豫时间差异对剥离镜煤（凝胶化组分为主）与暗煤

（丝炭化组分为主）孔径分布分析结果显示，凝胶化

组分以微孔为主，而丝炭化组分以介孔为主。赵

伟[12]利用红外吸收光谱对低阶煤进行分析，认为凝

胶化组分较丝炭化组分的含氧官能团（羧基—

COOH、羟基—OH、醚基—O—）多，相应两种组分的

吉布斯势存在差异，而 Langmuir方程与解吸式皆为

非线性函数，因此，用加和方式（双位函数）来对实验

数据进行拟合，如式（3）：

V = a1b1 p
1 + b1 p +

a2b2 p
1 + b2 p （3）

式中：a1、a2分别为吸附/解吸过程中凝胶化组分和丝

炭化组分的最大吸附量，cm3/g；b1、b2分别为吸附/解
吸速度与吸附热综合参数，MPa-1。

对甲烷与海石湾 2号煤层柱体煤样的吸附/解吸

实验数据进行同样数学分析，结果见表 4。吸附过程

中：a1的值总是大于 a2，a1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a2始
终较小，几乎不超过 1；b1随温度的变化较小，基本保

持稳定，约为 0.14，b2随温度的变化无明显特征。解

吸过程中：a1的变化与吸附过程类似，都随温度升高

而降低，a2则随温度升高先增大后减小，但变化范围

较小；b1随温度升高波动较大，但无明显增大或减小

的规律，b2与温度的关系不明显。

2.3 镜煤吸附/解吸实验的验证

在煤矿井下工作面采样点对镜煤条带进行剥

离，室内将镜煤研磨筛分为粒径 1 mm进行 20 ℃、

30 ℃、40 ℃吸附/解吸实验，实验结果如图 5所示。

式（1）、式（2）对镜煤的拟合结果如表 5所示，与表 3
原煤样的拟合结果相比，相同温度下，吸附过程镜煤

a值较大，解吸过程原煤样 a值较大，说明镜煤能够

吸附更多的甲烷，也易发生解吸。含凝胶化组分更

多的镜煤吸附量大验证了前文双位拟合的结果。

3 吸附热

3.1 计算方法

甲烷分子吸附于煤基质表面，分子的热运动速

温度
（℃）
20
25
30
35
40
45

升压过程Langmuir拟合

a

7.276
6.751
6.157
5.611
5.357
5.106

b

0.145
0.144
0.144
0.142
0.144
0.143

R2

0.999
0.999
0.999
0.999
0.999
0.999

降压过程解吸式拟合

a

6.109
5.593
5.540
4.490
4.964
4.235

b

0.188
0.176
0.159
0.179
0.140
0.152

c

0.195
0.288
0.129
0.283
0.166
0.316

R2

0.999
0.999
0.999
0.999
0.999
0.999

表3 等温吸附/解吸拟合结果

Table 3 Fitting results of isothermal

adsorption/de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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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降低并因此而释放热量。等量吸附热和极限吸附

热可用来衡量吸附过程的热效应。等量吸附热也称

微分吸附热，是指吸附无限少量的分子时释放的热

量，是吸附瞬时的焓值变化。极限吸附热是指当吸

附压力降低为零时的等量吸附热。真实煤储层的压

力难以降低至零，极限吸附热的参考价值有限，因

此，只以等量吸附热来研究吸附热力学特征，通过吸

附热的表达式计算等量吸附热，如式（4）[13]：

d ln f
dT = qst

RT （4）
式中：qst为等量吸附热，kJ/mol；f为逸度，MPa；T为绝

对温度，K；R为气体常数，取8.314 J/（mol·K）。

3.2 等量吸附热

由吸附量与等量吸附热关系（图 6）可以看出，吸

附量与等量吸附热呈线性正相关，这是因为随着吸

温度（℃）
20
25
30
35
40
45

升压过程双位Langmuir拟合

a1
7.284
6.703
6.132
5.624
5.198
4.993

b1
0.143
0.145
0.142
0.140
0.147
0.138

a2
0.015
0.009
0.057
0.012
0.578
0.152

b2
0.735
-0.082
0.396
1.017
-0.011
0.284

R2

0.999
0.999
0.999
0.999
0.999
0.999

降压过程双位解吸式拟合

a1
6.076
5.588
6.069
4.475
3.475
4.601

b1
0.203
0.178
0.057
0.188
0.280
0.102

a2
0.092
0.267
1.732
0.227
0.091
0.632

b2
-3.285
-27.088
0.486

-10.099
-0.127
2.535

R2

0.999
0.999
0.999
0.999
0.999
0.999

表4 双位函数拟合结果

Table 4 Fitting result of dual-site function

温度（℃）

20
30
40

升压过程Langmuir拟合

a

7.399
6.162
5.600

b

0.151
0.150
0.150

R2

0.999
0.999
0.999

降压过程解吸式拟合

a

6.388
5.214
4.860

b

0.175
0.201
0.185

c

0.252
0.145
0.107

R2

0.999
0.999
0.999

表5 镜煤等温吸附/解吸拟合结果

Table 5 Fitting result of adsorption/desorption of vitrain

图5 镜煤的等温吸附/解吸曲线

Fig. 5 Isothermal adsorption/desorption curves of vitrain

图6 吸附量与等量吸附热关系

Fig. 6 Relationship between adsorption capacity and

isosteric adsorption 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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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的不断进行，固体吸附剂表面的气体吸附相密度

增大，吸附质分子之间的作用力增强，由于吸附的分

子越来越多，再吸附就需要克服更多的吸附质分子

间的作用力，因此放热更多[14]。

物质在任何状态下都有逃离原来状态的趋势，

物质的这种热力学性质就是逸度。在计算非理想气

体的等量吸附热时，常用逸度而不是压力，此过程中

可将逸度看作是对理想气体与非理想气体之间差异

进行修正的结果[15]。逸度与等量吸附热的关系如图 7
所示，等量吸附热随逸度的变大呈向上凸起的非线

性增加，逸度变大反映了自由态甲烷向吸附态转变

的趋势在增大，煤表面吸附的甲烷分子数量就会越

多。逸度相同时，等量吸附热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同[16]。原因在于逸度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反映压力的大小，由图 4甲烷的等温吸附

曲线可知当压力近似相同时，温度越低，吸附量越

大。低温吸附相吸附质分子数量较多，高温吸附相

吸附单个分子放出的热量更多，也就是说吸附相的

密度和温度对吸附热的影响不同是造成等量吸附热

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的主要原因[17]，对于海石湾 2号
煤层，吸附相密度对等量吸附热的影响大于温度。

图 8温度与平均等量吸附热的关系图也显示等量吸

附热与温度呈线性负相关，拟合度为 0.96，再次验证

了温度对等量吸附热的影响较小。

4 讨论

实验样品采集时，在采煤工作面采取无夹矸块

煤样，基于 2个原因：①典型的凝胶化组分对应宏观

煤岩组成镜煤可以剥离，而典型的丝炭化组分丝炭

难以分离，孔隙度、孔隙结构、比表面积、孔喉特征对

比难以完成，同时液氮吸附、压汞实验无可重复再现

性，而煤层的有机组成是凝胶化组分与丝炭化组分

的复合体，实质是煤的 3种显微组分的抽象概括；②
成煤作用过程形成的甲烷在煤孔隙表面吸附的影响

因素较多，但吸附剂以及煤的有机组成是重要的影

响因素，对煤的直观判定是光泽强度，在煤炭勘查的

各个阶段，都有煤岩分析结果，一般用镜质组含量与

壳质组含量之和来标识凝胶化组分含量，而甲烷吸

附量较大的有机组分为凝胶化组分，可以与煤层气

开发靶区相联系。

4.1 数据分析结果

1）表 3、表 4显示，升压吸附过程与降压解吸过

程，柱煤的 a值随温度升高而降低，与 60～80目粒煤

实验结果一致[18-19]。
2）同一温度点，降压解吸过程中的 a值较升压

吸附过程中的 a值小，是解吸滞后现象，由吸附热差

异导致[20]。

图7 逸度与等量吸附热关系

Fig. 7 Relationship between fugacity and

isosteric adsorption heat

图8 温度与平均等量吸附热关系

Fig. 8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erature and average

isosteric adsorption 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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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一温度点下，60～80目粒煤实验拟合结

果，a值、b值均大于块煤实验结果，可能因为煤对甲

烷的储集能力与煤的孔隙密切相关，吸附能力与总

孔体积、孔隙总比表面积和微孔比表面积均呈正相

关关系，孔体积和比表面积越大，煤储集气的能力

越强[21]。

4）吸附热计算结果显示，降压（解吸）过程的吸

附热大于升压（吸附）过程的吸附热，如果煤层气的

吸附作用自然发生，则解吸作用需要能量传递至吸

附体系。在 60～80目粒煤实验过程中，相同吸附量

下，解吸过程的等量吸附热大于吸附过程，可能因为

解吸时甲烷分子需要吸收更多的能量才能从煤基质

表面释放，或因甲烷分子在吸附时需要抵制解吸过

程，故与煤基质表面的作用力更大，吸附热值更

大[22]，与块煤实验结果一致。

Langmuir方程中的 a表示煤中有机组成的饱和

吸附量，双位 Langmuir方程中的 a1、a2则表达了 2种
不同成因的碳汇的饱和吸附量，认为 a1、a2分别代表

了凝胶化组分与丝炭化组分的饱和吸附量。

4.2 煤层气井靶区部署

以往煤层气勘探部署的靶区选择是建在煤层气

储层高渗富集区。研究表明渗透率越高排水降压效

率越高，煤层气产出效率越高。从煤层气吸附/解吸

实验结果显示，煤岩组分是控制含气量的关键因素

之一[23]。因在同一矿区基本构造以及水文地质基本

变化不大，故沉积环境变化是控制煤层气含气量的

关键因素。在沉积角度，应该考虑煤岩煤相分区，煤

田勘查阶段有丰富的煤岩分析资料，对目标煤层进

行煤岩分区，进而确定靶区的选择方案，即选择镜煤

含量较大区为煤层气井井位部署区，在西北早、中侏

罗世准南煤田、鄂西南大佛寺得到初步验证，在彬长

矿区大佛寺煤层气开采实践中，4号煤层的镜质组

含量等值线图表明，直井产能高（大于 2 500 m3/d）
的井位于镜质组含量大于 60 %区域，最大产能为

2 986 m3/d，而直井产能低（小于 1 000 m3/d）的井位于

镜质组含量小于40 %区域。

5 结论

1） 块煤的吸附、解吸影响因素较多，但与瓦斯

抽采以及煤层气排采联系紧密，柱体煤样的吸附、解

吸实验数据用双位函数拟合，拟合度较高。

2）初步认为，双位函数分项分别代表了煤中凝

胶化组分与丝炭化组分的吸附、解吸行为，凝胶化组

分的吸附量大于丝炭化组分。

3）块煤的等量吸附热随逸度的变大而变大，随

温度升高而降低。

4） 煤勘查阶段显微煤岩分析结果的凝胶化组

分富集区为煤层气勘探开发部署的首选区；双位函

数中甲烷在暗煤组分的吸附、解吸特征不明显，可能

与丝炭组分（矿物含量高）孔隙表面的亲疏水特征有

关，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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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裂过程数据对原始煤储层压力反演方法研究

石军太 1,2,3，李文斌 1,2，张龙龙 1,2，季长江 3，李国富 3，张遂安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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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原始煤储层压力是煤层气储量和产能评价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对煤层气开采具有指导作用，准确计算原始煤储

层压力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基于渗流力学理论压力势叠加原理，建立了压裂过程中和压裂后关井过程中压力势模型，并

分忽略与考虑煤储层压裂过程中和压裂后裂缝网络渗透率变化两种情况，提出了利用水力压裂煤层气井关井阶段井口压

力降落数据反演原始煤储层压力的方法，并进行了实例应用。从实例井拟合结果可以看出，忽略与考虑煤储层裂缝网络

渗透率变化的原始地层压力方法线性关系都很明显，说明建立的方法有效。从解释精度的角度来看，考虑煤储层压裂后

裂缝网络渗透率变化的方法参与拟合的数据点更多，且压裂过程和压裂后煤储层裂缝网络渗透率变化是不争的事实，解

释结果更加可靠。如果忽略压后关井期间煤层裂缝网络渗透率的变化过程，评价的裂缝网络稳定的渗透率及原始煤储层

压力会偏高。该方法在确定原始煤储层压力的同时，还可以确定煤储层压裂后裂缝网络稳定的渗透率并评价裂缝网络渗

透率变化趋势，为煤层气藏类型划分、煤层气储量计算、压裂效果评价和排采制度优化设计提供依据。

关键词：原始煤储层压力；煤层气藏；水力压裂；井口压力；裂缝网络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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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rsion method of initial coal reservoir pressure using fracturing process data

SHI Juntai1,2,3, LI Wenbin1,2, ZHANG Longlong1,2, JI Changjiang3, LI Guofu3, ZHANG Sui'an1,2,3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Resources and Prospect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Beijing 102249, China;
2. Coalbed Methane Research Center,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Beijing 102249, China; 3.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al and CBM Co-Mining, Jincheng, Shanxi 048012, China）

Abstract: The initial formation pressure of coalbed methane（CBM）reservoir is a key parameter used for the evaluation of CBM
reserves and productivity, which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CBM production.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ccurately
calculate the initial reservoir pressure of CBM reservoir. Based on the pressure potential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of the seepage
mechanics theory, the pressure potential model in the process of fracturing and shut in after fracturing is established, and a method
for determining the initial reservoir pressure of CBM reservoir is proposed by using the wellhead pressure drop data in the shut-in
stage of hydraulically fractured gas well under two conditions: ignoring or considering the fracture network permeability change in
the process of fracturing and shut in after fracturing. And then, a field application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fitting results of the case
stud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linear relationships for both methods are obvious, indicating that the established methods are
eff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retation accuracy, the method of considering the fracture network permeability change after
fracturing involves more data points in fitting, and the fracture network permeability change during fracturing and after fracturing is
an indisputable fact, so the interpretation result by using the method considering the fracture network permeability change is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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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层气储量可观，位居全球第三，地质资源

量为 30.05×1012 m3，有巨大开发潜力[1]。其中原始煤

储层压力的评价对煤层气的开发至关重要[2]，它可直

接影响煤层气藏类型的划分[3-7]、煤层气的储量计

算[8-10]、排采制度的优化设计等环节[11-14]。原始煤储

层压力一般通过油气井中途测试（DST）和注水压降

试井确定，其中DST的主要目的是求取煤储层的整

套参数。由于在钻井过程中运用DST测试的煤储层

压力接近原始煤储层压力，故在实际生产前通常用

DST获得原始煤储层压力[15]。而评价储层压力最直

接的方法是试井，煤层气藏一般采用注入/压降测试

以评价原始煤储层压力，注入/压降测试是一种将水

或者 2 %的KCl水溶液以低于煤层破裂压力的注入

压力和一定排量注入地层一段时间后关井，使压力

逐渐降落并与原始煤储层压力逐渐平衡的试井方

法[16-18]。但上述方法中DST测试需多次开井关井，且

对于低压煤储层，测试前的施工可能将施工液注入

煤层，对煤层气藏渗透率伤害较大。同样使用注入/
压降试井方法时，通常需要暂停生产一段时间进行

注入溶液，这会导致煤层气井再次生产时容易发生

产量波动、骤降甚至不产气。不同学者也在尝试研

究其他求取原始地层压力方法，陈江萌、杨玲等[19-20]

针对低渗气藏提出了求取平均地层压力的计算方

法，但都需要进行关井，这同样会影响煤储层的渗透

率以及实际生产。刘林松等[21]提出了一种不关井求

取原始地层压力的方法，但是仅选用两组生产数据，

选用资料较少，可靠性不易保证。

针对中国大部分煤层气藏低渗、低压、非均质性

强、变质程度高以及储层构造复杂等特点[22-28]，以及

大部分煤层气井需采取水力压裂等增产措施才能商

业开发的现状[29-33]，采用压裂过程中井口压力数据求

取原始煤储层压力的方法值得探索。目前由于压裂

过程中裂缝网络渗透率变化过程很难在商业压裂模

拟软件中体现[34-38]，导致商业压裂模拟软件求取的原

始煤储层压力存在较大误差。截至目前，鲜有学者

考虑压裂后裂缝网络渗透率变化特征对原始煤储层

压力计算的影响。因此，基于渗流力学理论，考虑压

后裂缝网络渗透率变化的影响，建立了一种应用水力

压裂关井阶段井口压力降落数据计算原始煤储层压

力的方法，并且对该方法进行了实例验证和应用。

1 模型建立

一煤层气井水力压裂后关井，压裂和关井期间

压裂液向地层渗流，基本假设为：①煤储层为原生结

构煤，无夹矸，且水平、均质、等厚、各向同性、横向无

限大；②煤层气井注入压裂液前地层中各点的压力

均匀分布，压裂中气井以定排量注入；③地层流体和

岩石微可压缩，压缩系数不发生变化；④地层流体流

动符合达西渗流定律；⑤考虑稳态表皮效应，即看成

是井壁无限小薄层上的压降；⑥忽略重力和毛管力

的影响；⑦ 煤层中压裂裂缝的形状除了具有主裂缝

外，还存在辐射状的裂缝网络，井周围流体的流态可

近似视为平面径向流，示意图见图1。

reliable. If the change process of fracture network permeability of coal formation during shut in after fracturing is ignored, the
interpreted stable permeability of fracture network and initial reservoir pressure will be high. Since this method can not only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initial reservoir pressure, but also to determine the stable permeability of fracture network after fracturing and
evaluate the change trend of fracture network permeability, it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CBM reservoir types, CBM
reserve calculation, fracturing effect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design of drainage and production system.
Keywords: initial coal reservoir pressure; coalbed methane（CBM） reservoir; hydraulic fracturing; wellhead pressure; fracture
network permeability.

图1 煤层压裂后形成的裂缝网络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fracture network formed after

coal seam fracturing

注：σH为最大水平主应力，MPa；σh为最小水平主应力，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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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地下流体渗流理论，可得煤层中压力势的

渗流方程如方程组（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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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为地层势函数，（µm2·MPa）/（mPa·s）；φ为地

层孔隙度；ml为压裂液黏度，mPa·s；Ct为综合弹性压

缩系数，MPa-1；kfn为煤储层压裂后裂缝网络渗透率，

µm2；Fi为原始地层势函数，（mm2·MPa）/（mPa·s）；

ql为压裂液排量，m3/min；Bl为压裂液体积系数，m3/m3；
r为距离井口的距离，m；t为时间，h；rw为井半径，m；

h为地层厚度，m。
可假设 rw=0，方程组（1）的解可简化为：

Φ ( r,t ) = Φ i + q lB l
0.24π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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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k fn t （2）
式中：Ei为指数积分函数。

考虑井底存在污染或改善，并且当
φμ lC trw 2

14.4k fn t 小

于0.01时，井底势函数为：

Φwf ( t ) = Φ i + 3.054q lB lh
é

ë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ú
ú
ú
úlg k fn ( tp + Δt )

φμ lC trw 2
+ 0.907 7 + 0.868 6S（3）

式中：Fwf为井底势函数，（µm2·MPa）/（mPa·s）；tp为压

裂液注入时间，h；Δt为关井时间，h；S为表皮系数。

由此可利用叠加原理来分析煤层气井注水后关

井期间井底势函数的变化情况，可将一口煤层气井

以排量为 ql注入 tp时间后关井测试过程假设为两口

井井底势函数的叠加：一口井从 0时刻开始以 ql排量

注入至关井结束，另一口井从 tp时刻以 ql产量采出至

关井结束。由此 t=tp后，假设煤层气井继续向地层注

入压裂液，势函数变化为：

ΔΦ1 = Φ i - Φwf ( tp + Δt ) =
- 3.054q lB 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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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ú
ú
ú
úlg k fn ( tp + Δt )

φμ lC trw 2
+ 0.907 7 + 0.868 6S （4）

在 tp时，气井关井测试，相当于一口虚拟采出井，

势函数变化为：

ΔΦ2 = Φ i - Φwf (Δt ) =
3.054q lB l

h
é

ë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ú
ú
ú
úlg k fnΔt

φμ lC trw 2
+ 0.907 7 + 0.868 6S （5）

（tp+Dt）时刻，势函数叠加：

∫Φwf

Φ i dΦ = ΔΦ1 + ΔΦ2 = - 3.054q lB lh lg tp + ΔtΔt （6）
式（4）—式（6）中：ΔΦ1为虚拟注入井井底势函数变

化量，（µm2·MPa）/（mPa·s）；ΔΦ2为虚拟采出井井底

势函数变化量，（µm2·MPa）/（mPa·s）。

2 求取原始地层压力方法推导

2.1 忽略裂缝网络渗透率变化

由于已知势函数公式为：

dΦ = k fnμ l dp （7）
式中：p为当前煤储层压裂后裂缝网络所受地层压

力，MPa。
当忽略裂缝网络渗透率变化时，kfn与 μl为常数，

因此，由式（6）可得井底流压计算公式为：

∫ p ipwf dp = pwf - p i = 3.054q l μ lB lk fnh
lg tp + ΔtΔt （8）

式中：pwf为井底压力，MPa；pi为原始煤储层压力，

MPa。
其中，压裂液稳定注入时间 tp可用包括总压裂液

量和钻井滤失量在内的总注入液量除以稳定的压裂

液排量而得到，计算公式为：

tp = V l
60q l （9）

式中：Vl为总注入液量（总注入液量中不包含加砂

量），包括总压裂液量和钻井滤失量，m3。
由于关井过程中可监测井口压力变化，根据液

柱压力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得到井筒液柱压降为：

Δp l = pwf - p t = 10-6 ρ lgH （10）
式中：Δpl为井筒液柱压降，MPa；pt为油管压力，MPa；
rl为井筒中压裂液密度，kg/m3；g为重力加速度，m/s2；
H为煤层埋深，m。

将式（10）代入式（8）中整理可得井口油管压力

变化为：

p t = p i - Δp l + 3.054q l μ lB lk fnh
lg tp + ΔtΔt （11）

令：

Y = p t （12）
X = lg tp + ΔtΔt （13）

因此，以无因次时间 lg((tp+Δt)/Δt)为X轴，油管压

力 pt为 Y轴可绘制散点图。并分析煤储层压裂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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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网络渗透率变化并计算稳定后渗透率。由式（11）
进一步化简，可令：

ms = 3.054q l μ lB lk fnh
（14）

b = p i - Δp l （15）
式中：b为直线纵轴截距，MPa；ms为应用压裂后关井

后期的数据点拟合直线的斜率，MPa。
整理可得：

Y = mX + b （16）
式中：m为普适性的直线斜率，MPa。

由此可知，若煤储层压裂后裂缝网络渗透率一

定时，ms为常数，无因次时间 lg((tp+Δt)/Δt)与井口油

管压力 pt具有线性关系。则煤储层压裂后裂缝网

络渗透率可根据直线斜率ms、煤储层厚度、压裂液

排量、压裂液黏度和压裂液体积系数的值，应用

k fn = 3.054q l μ lB lmh 计算得出。

通常情况下，煤层气井压裂后关井，煤储层压裂

后裂缝网络渗透率逐渐降低并趋于稳定。可以通过

绘制无因次时间 lg((tp+Δt)/Δt)与井口油管压力 pt的散

点图，分段线性拟合，观察斜率变化，进而分析压裂

后煤储层裂缝网络渗透率的变化趋势。因此，应选

取压裂后关井后期的数据点，拟合直线，求出应用压

裂后关井后期的数据点拟合直线的斜率ms。根据直

线斜率，可计算出煤储层压裂后裂缝网络渗透率的

具体数值：

k fns = 3.054q l μ lB lmsh
（17）

式中：kfns为煤储层压裂后裂缝网络稳定的渗透率，

µm2。
进一步运用压裂后关井后期的数据点拟合直线

的纵轴截距 bs，求得原始煤储层压力：

p i = bs + Δp l （18）
式中：bs为压裂后关井后期的数据点拟合直线的纵轴

截距，MPa。
2.2 考虑裂缝网络渗透率变化求取原始地层压力

由于煤储层应力敏感性较强[38]，压后关井期间，

孔隙压力降低，有效应力增加[39]，裂缝闭合、支撑剂

迁移、煤粉迁移、部分支撑剂可能嵌入煤层，造成煤

储层裂缝网络渗透率逐渐降低[37]。煤储层压裂后裂

缝网络渗透率为压力的函数[38,40]：

k fn = k fnseβ ( p - p i ) （19）
式中：b为煤储层压裂后裂缝网络渗透率变化指数，

MPa-1。
若考虑压裂后关井期间煤储层裂缝网络渗透率

的变化，kfn此时不为常数，应参与积分。由式（6）可

知井底流压计算公式为：

∫ p ipwfk fndp = ∫ p ipwfk fnseβ ( p - p i )dp = 3.054q l μ lB lh lg tp + ΔtΔt （20）
积分公式（20），并根据式（10）将井底流压换算

到井口油管压力，可得出井口油管压力变化的表

达式：

eβp t = βCeβ ( p i - Δp l )k fns
lg tp + ΔtΔt + eβ ( p i - Δp l ) （21）

其中：

C = 3.054q l μ lB lh （22）
式中：C为煤储层压裂常数，MPa·µm2。

由式（21）可令：

YD = eβp t （23）
因此，以无因次时间 lg((tp+Δt)/Δt)为X轴，无因次

油管压力函数 ebpt为 Y轴，并去除关井时刻不稳定数

据可绘制散点图。由式（21）进一步化简，可令：

mD = βCe
β ( p i - Δp l )

k fns
（24）

bD = eβ ( p i - Δp l ) （25）
整理可得：

YD = mDXD + bD （26）
式中：YD为无因次油管压力函数；mD为无因次油管压

力函数与无因次时间图中拟合直线的斜率；bD为无

因次油管压力函数与无因次时间图中拟合直线的纵

轴截距。

拟合直线，根据 bD和mD，可计算煤储层压裂后裂

缝网络稳定的渗透率的具体数值：

k fns = βCbDmD
（27）

进一步，根据直线的纵轴截距 bD，可求得原始煤

储层压力：

p i = Δp l + 1β ln bD （28）

3 实例应用

实例选取了一口煤层气井W的压裂数据资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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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W井所用压裂液密度为 1 000 kg/m3，体积

系数为 1 m3/m3。压裂液稳定排量为 8 m3/min。W井

煤层埋深 755.49 m，煤储层厚度 4.90 m，总压裂液

量 650 m3，经过多次调整确定的渗透率变化指数

0.07 MPa-1，压裂施工数据见图2。
将总压裂液量Vl与压裂液稳定排量 ql代入式（9）

可计算压裂液注入时间 tp=1.354 h。并根据液柱压力

计算公式，将煤层埋深 H、压裂液密度 ρ l以及重力

加速度 g代入式（10）计算得到W井井筒液柱压降为

Δpl=7.403 8 MPa。
3.1 忽略裂缝网络渗透率变化

以无因次时间 lg((tp+Δt)/Δt)为 X轴，油管压力 pt
为Y轴绘制散点图（图3）。

已知在煤储层压裂后裂缝网络渗透率一定时，

无因次时间 lg((tp+Δt)/Δt)与井口油管压力 pt具有线性

关系Y=mX+b，因此可绘制散点图并进行分阶段线性

拟合（图4）。

W井注入压裂液关井后，压裂液向地层中渗流。

由图 4可知随着关井时间增加，无因次时间逐渐降

低，因此斜率随着时间逐渐增大，可得知煤储层压裂

后裂缝网络渗透率逐渐降低并趋于稳定[37]。选取压

裂后关井后期的数据点，拟合直线（图5）。

由图 5可知，压裂后关井后期的数据点拟合直线

的斜率ms =5.036 3 MPa，将求得直线斜率ms、煤储层

厚度h、压裂液稳定排量 ql、压裂液体积系数Bl以及压

裂液黏度ml代入式（17）可计算煤储层压裂后裂缝网

络稳定的渗透率 kfns=1.488 2 µm2。压裂后关井后期

的数据点拟合直线的截距 bs=-0.686 5 MPa，将 bs值与

W井井筒液柱压降Δpl代入式（18），计算得到W井所

在原始煤储层压力 pi=6.717 3 MPa。
3.2 考虑裂缝网络渗透率变化

将压裂液稳定排量 ql、压裂液体积系数 Bl、压
裂液黏度 ml以及煤储层厚度 h代入式（22）可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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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W井煤层压裂施工综合曲线

Fig. 2 Comprehensive curve of coal seam fracturing of Well-W

图3 油管压力与无因次时间散点

Fig. 3 Scatter plot of tubing pressure and dimensionless time

图4 油管压力与无因次时间分段拟合

Fig. 4 Piece wise fitting plot of tubing pressure and

dimensionless time

图5 稳定阶段油管压力与无因次时间线性拟合

Fig. 5 Linear fitting plot of tubing pressure and

dimensionless time in stabl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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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479 MPa·µm2。并以无因次时间 lg((tp+Δt)/Δt)为
X轴，无因次油管压力函数 eβpt为 Y轴绘制散点图，

经过多次调整确定的渗透率变化指数 β的数值，使

直线拟合效果最好，最终确定出 β等于 0.07时直线拟

合效果最好。无因次油管压力函数 eβpt和无因次时间

lg((tp+Δt)/Δt)存在明显线性关系（图6）。

图 6可知，直线斜率mD=0.377 6，截距 b=0.949 6，
将煤储层裂缝网络渗透率变化指数b、煤储层压裂常

数C以及直线斜率mD和截距 bD代入式（27），可计算

W井煤储层压裂后裂缝网络稳定的渗透率为 kfns=
1.316 6 µm2。进一步运用W井拟合直线的纵轴截距

bD，将W井的井筒液柱压降 Δpl、煤储层裂缝网络渗

透率变化指数b以及拟合直线截距 bD代入式（28），求

得W井的原始煤储层压力 pi=6.665 0 MPa。
3.3 结果分析与讨论

通过对比以上是否考虑压裂后关井期间煤储层

裂缝网络渗透率变化，所求得的原始煤储层压力和

煤储层裂缝网络稳定的渗透率，发现两种方法解释

的数值较为接近。当忽略煤储层裂缝网络渗透率的

变化过程，解释的煤储层裂缝网络稳定的渗透率为

1.488 2 µm2，原始煤储层压力为 6.717 3 MPa；而当考

虑压后关井期间煤储层裂缝网络渗透率的变化过程，

解释的煤储层裂缝网络稳定的渗透率为1.316 6 µm2，
原始煤储层压力为 6.665 0 MPa，与区块内早期测试

井的测试结果更为吻合。由于煤储层压裂过程和压

后关井期间煤储层裂缝网络渗透率变化是客观存在

的，并且在压裂过程中裂缝的延伸促使煤岩微通道

结合水向自由水转化，渗透率也会有所改善，因此考

虑压后关井期间煤储层裂缝网络渗透率变化所求得

的原始地层压力和渗透率更加符合实际。而忽略煤

储层裂缝网络渗透率的变化过程的方法，假设煤储

层裂缝网络渗透率后期达到完全稳定。事实上，随

着压力降低，煤储层裂缝网络渗透率依然会逐渐降

低，只是降低的幅度越来越小。综上所述，在计算煤

层原始地层压力时，有必要考虑压裂后煤储层裂缝

网络渗透率的变化。

4 结论

1）考虑压后裂缝网络渗透率变化的影响，应用

压裂后井口关井压力数据，提出了一种新的原始煤

煤层压力反演方法。该方法只需将压后关井时间处

理为无因次时间，将井口油管压力数据处理成为无

因次油管压力函数，作图进行线性拟合，根据拟合直

线的斜率和纵轴截距即可计算出原始煤储层压力。

2） 建立的原始煤储层压力反演方法通过现场

实例验证发现拟合结果线性关系明显，所用数据容

易获取并且计算简便，反演结果与区块内测试井测

试结果一致，表明建立的应用压裂过程数据反演原

始煤储层压力的方法可靠有效。

3） 该方法考虑到了煤储层压裂过程和压后关

井期间煤储层裂缝网络渗透率变化的客观现象，因

此在计算原始煤储层压力时考虑压后裂缝网络渗透

率的变化是十分有意义的。

4） 该方法基于压裂过程中压裂液主要在裂缝

和宏观孔隙中渗流，且满足达西渗流的假设条件，未

考虑压裂液在微孔隙中的渗吸现象。对于压后长时

间关井的煤层气井，压裂液在微孔隙中的渗吸作用

不可忽略，该方法解释的结果将存在一定误差。综

合考虑裂缝、宏观孔隙中的达西渗流和微孔隙中的

渗吸机理，建立原始煤储层压力反演方法，是下一步

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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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煤吸附/解吸过程视电阻率变化的实验研究

史利燕 1，李卫波 1，康琴琴 2，李 菲 1，齐佳新 3

（1.陕西省地质科技中心，陕西 西安 710043；2.陕西省地质调查实验中心，陕西 西安 710043；
3.西安科技大学地质与环境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为了揭示不同宏观煤岩组分CH4-煤吸附/解吸过程中煤体视电阻率的变化规律，以彬长矿区大佛寺煤矿侏罗系延安

组 4号煤层为研究对象，通过工业分析及不同煤样（暗煤、镜煤和原煤样）、含水率（空气干燥基样、自然吸水样和通风干燥

箱温度为378.15 K的干燥样）视电阻率测试实验，分析了煤体视电阻率、甲烷吸附量和平衡压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暗

煤的固定碳含量高于镜煤，灰分、水分低于镜煤，暗煤干燥样（通风干燥箱温度为 378.15 K）初始视电阻率最大。甲烷的吸

附对煤体视电阻率的影响表现为随着甲烷吸附量增加，煤体视电阻率明显降低，升压（吸附）过程，煤体视电阻率与压力、

吸附量呈二次函数关系，其主要原因是甲烷吸附放热、煤体膨胀以及水在孔喉内壁的铺展导致视电阻率降低。由于甲烷

吸附导致煤基质表面发生气-水置换，游离水使得可溶矿物质溶解，离子浓度提高，煤体导电由电子导电变为离子导电为

主辅以电子导电的混合导电，因此升压（吸附）过程，煤体视电阻率降低，但由于可溶矿物质的有限性以及煤的疏水性，使

得吸附后期煤体视电阻率趋于稳定。降压（解吸）过程，由于煤基质膨胀后的收缩是不可逆（形变），煤体视电阻率不能恢

复到初始值。相较暗煤，镜煤孔隙连通性差，但孔喉曲率较大，此时双电层带电粒子数量多，成堆聚集，最终导致相同条件

下镜煤的导电性能好于暗煤，即镜煤的煤体视电阻率小于暗煤的煤体视电阻率。

关键词：大佛寺煤矿；煤体视电阻率；宏观煤岩组分；吸附/解吸；含水率

中图分类号：TE122 文献标识码：A

Experimental study on variation of apparent resistivity in
CH4-coal adsorption/desorption process

SHI Liyan1, LI Weibo1, KANG Qinqin1, LI Fei1, QI Jiaxin3
（1. Shaanxi Ge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Xi’an, Shaanxi 710043, China;
2. Geoanalysis Center, Shaanxi Geological Survey, Xi’an, Shaanxi 710043, China;

3. College of Geology and Environment,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Shaanxi 71005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change law of apparent resis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CH4-coal adsorption/desorption of different
macroscopic coal petrology compositions, the No.4 coal seam of the Jurassic Yan'an Formation in Dafosi coal mine is taken as the
experimental object. By the proximate analysis and apparent resistivity measurement experiments of different coal samples（the
durain, vitrain and mixed samples）with different water content（air dry basis sample, natural water absorption sample and samples
dried at 378.15 K）of co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pparent resistivity, methane adsorption and pressures is studi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found that when compared to the vitrain, the durain has higher fixed carbon content, but lower ash content and
moisture. The initial resistivity of the samples dried at 378.15 K of the durain is the largest. The influence of the adsorption of
methane on the resistivity of the coal body is manifested in that with the adsorption of methane, the apparent resistivity of coal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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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reduced. During the pressure increasing process that is the process of adsorption, the coal resistivity has a quadratic
function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essure and the amount of adsorption. The reason is that methane adsorption heat release, coal body
expansion, and the spread of water on the inner wall of the pore throat causes the apparent resistivity to decrease. Due to methane
adsorption, gas-water replacement occurs on the surface of the coal matrix, free water dissolves soluble minerals, and the ion
concentration increases. In the process of adsorption, the apparent resistivity of coal decreases, but due to the limited soluble
minerals and the hydrophobicity of coal, the resistivity of coal tends to be stable in the later stage of adsorption. During the
depressurization process, that is the process of desorption, since the shrinkage of the coal matrix after expansion is irreversible
（deformation）, the apparent resistivity of the coal body cannot be restored to its initial value. Compared to the durain, the pore
connectivity of vitrain is poor, but the pore throat curvature is larger, when the number of charged particles in the double electric
layer is high and aggregated in piles. This eventually leads to better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of vitrain than durain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i.e., the apparent resistivity of vitrain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durain.
Keywords: Dafosi coal mine; apparent resistivity of coal; macroscopic coal petrology composition; adsorption/desorption; water
content

煤体电阻率是煤体重要的电性参数，亦是开展

电法勘探的物性前提[1-2]。基于煤层气在国家能源战

略中的重要地位，实施煤层气勘探与储层评价对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意义重大[3-4]。目前主要采用补偿密

度测井来预测煤层含气量，与之相比电阻率测井受

扩径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小，探测深度较深。因此，

揭示煤层气储层导电特性，将对电阻率测井预测煤

层含气量、预防煤与瓦斯突出等提供理论依据[2]。煤

是由大分子有机物、无机矿物质和水分组成的混合

物。煤的导电性一般较差，受温度、灰分、水分、煤

阶、煤结构、含气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5-12]，且普遍认

为水分、矿物含量、温度和对煤体的破坏程度与电阻

率呈负相关[5,13-14]。煤体的导电特性和孔隙结构的演

化共同决定了电阻率的变化特征[15-18]。
煤是一种多孔介质，孔隙中流体的数量及赋存

状态对煤体的电阻率有着明显影响。甲烷的吸附/解
吸导致煤体内部孔隙结构的改变，同时吸热/放热会

影响煤体内部电子状态，从而引起煤体视电阻率的

变化。李祥春等[6,19-20]研究认为孔隙结构对电阻率的

影响较大，煤体中孔隙、裂隙越小，电阻率较低。陈

鹏等[21]得出随着瓦斯压力的增大，煤体电阻率均呈

下降趋势，电阻率在试验前期下降幅度较大，后期下

降幅度变小并趋于平稳。康天慧等[22]，汤小燕等[23]研
究发现，煤体电阻率随所受围压作用时间先快速下

降，且围压越大，下降越明显，但之后会逐渐趋于稳

定。煤体电阻率随煤中瓦斯含量增大呈线性减小。

薛王龙等[24]发现煤体电阻率随甲烷吸附量的增加，

先逐渐降低，后趋于稳定；而在甲烷解吸过程中，煤

体电阻率与含气量呈指数关系。目前虽然初步对煤

在甲烷吸附/解吸过程中的电阻率变化进行了研究，

但对其各种影响因素的认识仍不统一[25]。煤是一种

混合物，宏观煤岩组成有镜煤、亮煤、暗煤、丝炭，且

各组分皆含有矿物质和水分。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不

同宏观煤岩组成电阻率的差异性鲜有分析。重点关

注煤中不同宏观煤岩组分甲烷吸附/解吸过程电阻率

的变化规律，揭示甲烷吸附对煤体视电阻率作用的

核心内涵，以期为电阻率测井预测煤层含气量、煤与

瓦斯突出区域预测预报提供科学依据。

1 样品与实验

1.1 样品制备

实验样品采自彬长矿区 4号煤层采煤工作面，含

煤地层为侏罗系延安组。根据实验需求初步分离加

工镜煤条带集中样 2个、暗煤条带集中样 4个，样品

规格 50 cm×50 cm×50 cm。之后根据实验装置要求

对初步样品进一步加工，按照顺层理方向加工成规

格为Φ 50 mm×100 mm的标准圆柱状样品，误差允许

范围±0.02 mm。加工过程中应减少对煤样本身结构

的破坏，以免对测试结果产生影响，如图1所示。

为了研究分析不同环境条件下，不同煤样吸附/
解吸甲烷时电阻率的变化规律，设计了 3个系列煤

样：空气干燥基煤样（A1、A2、A3）、自然吸水煤样（B1、B2、
B3，含水率分别为 8.31 %、7.13 %、7.37 %）、干燥煤样

（通风干燥箱温度为378.15 K、时长60 min）（表1）。

1.2 实验设备

实验所用装置的名称为煤储层电阻率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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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体功能主要包括以下 3个方面：①给煤样施加压

力：装置样品缸为套管，通过向样品缸内部套管注水

的方式来给煤样施加压力；②进行吸附/解吸：装置包

含样品缸和参照缸且两个缸内部均装有气体温度和

气体压力传感器，用于测量样品缸和参照缸内部气

体的压力和温度；③电阻值测量：实验所用测试仪

为 TH2515型，其测量精度为 0.01 %，最小分辨率为

0.1 µΩ。实验装置实物图如图 2所示。实验步骤：传

感器与计算机相连，配套的数据采集软件自动进行

参数采集。通过环压泵加压，设定好围岩压力。注

入甲烷—吸附平衡—再次注气吸附—吸附平衡直至

3 MPa，解吸过程中的操作为排气降压—解吸平衡—

再次排气降压直至 0 MPa。数据采集软件每隔 20 s
记录一次测试煤柱电阻值。

2 实验结果

2.1 工业分析

通过手工剥离采集煤样中的镜煤与暗煤，并进

行研磨筛分，参照国家标准《煤的工业分析法：GB/T

212-2008》对煤样进行工业分析，包括空气干燥煤水

分（Mad）、空气干燥煤灰分（Aad）、空气干燥煤挥发分

（Vdaf）、空气干燥煤固定碳（FCad），结果见表2。
2.2 甲烷吸附前煤体导电性

在甲烷吸附/解吸实验前，对不同煤样的电阻率

进行测试，如图 3所示。实验结果发现，在空气干燥

图1 原煤样与实验样品

Fig. 1 Raw coal sample and experimental sample

类别及样品名称

空气干燥基样

自然吸水样

干燥样（通风干燥箱
温度为378.15 K）

暗煤柱样

A1
B1
C1

镜煤柱样

A2
B2
C2

混合柱样

A3
B3
C3

表1 煤电阻率测试实验方案

Table 1 Test scheme of coal resistivity

图2 煤电阻率实验设备

Fig. 2 Coal resistivity experimental equipment

样品

镜煤

暗煤

Mad
1.38
1.63

Aad
3.29
3.42

Vdaf
26.89
24.24

FCad
68.44
70.71

表2 煤的工业分析

Table 2 Proximate analysis coal sample

图3 甲烷吸附前煤样电阻率

Fig. 3 Resistivity of coal sample before methane adsor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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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暗煤、镜煤与混合柱样的电阻率基本相当。

在自然吸水条件下，3种不同类型煤样的电阻率均明

显降低，说明含水率对电阻率是有影响的，并且自然

吸水样中 B1的含水率最高，其电阻率的下降幅度较

B2、B3更为明显，B2、B3含水率相近，电阻率的下降幅

度基本一致。通风干燥箱温度为 378.15 K的条件

下，3种不同类型煤样的电阻率均明显升高，其中暗

煤的电阻率与空气干燥基样相比增加了 4.5倍，镜煤

和混合柱样电阻率分别增加了 1.2倍和 1.6倍。以上

均说明煤中含水率对电阻率影响明显，随着含水率

的升高电阻率降低。

2.3 甲烷吸附/解吸后煤体电阻率变化

2.3.1 甲烷吸附量与电阻率的关系

不同煤样吸附/解吸甲烷对其电阻率是有影响

的，总体表现为随着甲烷的吸附，煤体的电阻率明显

降低，而甲烷解吸时，电阻率变化幅度相对较小；不

同类型的煤样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分析空气干燥基

煤样发现（图 4），甲烷吸附实验之前，镜煤、暗煤和混

合柱样的电阻率基本相当（3 200 Ω·m）；甲烷吸附过

程中，随着吸附量增加，电阻率明显降低，混合煤样

尤为明显，镜煤次之，暗煤最小；解吸过程中，随着吸

附量减小，电阻率微小地增加。自然吸水煤样（图 5）
由于 B1（暗煤）、B2（镜煤）、B3（混合柱样）含水率分

别为 8.31 %、7.13 %、7.37 %，暗煤的含水率最大，甲

烷吸附之前，电阻率最小，并且可以看出电阻率与含

水率成反比，含水率越大，电阻率下降幅度越大，趋

于平稳越快；在吸附过程中，随着吸附量增加，电阻

率明显降低，混合煤样和镜煤基本相当，暗煤降低程

度相对较小（甲烷的吸附量小，黏土矿物不吸附甲

烷）；解吸过程中，随着吸附量减小（解吸明显），但电

阻率基本无变化。通风干燥箱温度为 378.15 K的干

燥煤样（图 6）由于样品中水分较低，初始电阻率均较

大，其中暗煤（17 000 Ω·m）、混合煤样（9 000 Ω·m）、

镜煤（7 200 Ω·m）；吸附过程中，随着吸附量增加，电

阻率明显降低，混合煤样与镜煤相当，暗煤降低程度

相对较大；解吸过程中，随着吸附量减小，电阻率无

明显变化。

图4 空气干燥基煤样甲烷吸附/解吸电阻率变化

Fig. 4 Variation of methane adsorption/desorption apparent

resistivity in air-dried coal samples

图5 自然吸水煤样甲烷吸附/解吸电阻率变化

Fig. 5 Variation of methane adsorption/desorption apparent

resistivity in natura water-absorbing coal samples

图6 通风干燥箱温度为378.15 K的干燥煤样甲烷

吸附/解吸电阻率变化

Fig. 6 Variation in resistivity during adsorbed/desorbed

methane of dry coal samples at 378.15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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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吸附压力与电阻率的关系

从图 7—图 9可以发现，暗煤、镜煤和混合柱样

在不同含水率条件下（空气干燥基/自然吸水/温度

378.15 K下干燥），在吸附阶段，均表现为随着压力增

加，吸附量增加，电阻率降低。在解吸阶段，随着压

力降低，电阻率变化不明显。吸附开始时，温度

378.15 K下干燥样的电阻率最大，自然吸水样的电阻

率最小。

将不同煤样的吸附压力-电阻率数据进行拟合，

升压吸附过程，二次函数表征电阻率-平衡压力关系

时拟合度R2皆超过 0.8。降压解吸过程，一次函数表

征电阻率-平衡压力关系时，除C组样与B组自然吸

水样拟合度（表 3）较低外，其他实验样拟合度R2皆超

过0.9。

3 分析与讨论

煤是可燃有机岩，是不良导体，电阻率一般较

高[26]，同时煤是一种混合物，宏观煤岩组成有镜煤、

亮煤、暗煤、丝炭，且各组分皆含有不同量的矿物质

和水分，所以在煤基质中，水-矿物电解质体系会使

煤具有一定的导电性。首先，从图 5、图 6可以看出

干燥样的视电阻率无论是镜煤、暗煤还是混合样都

明显高于自然吸水样。其次，从表 2可以发现，暗煤

的固定碳含量（FCad）大于镜煤，暗煤的挥发分（Vdaf）

小于镜煤。相对而言，煤中镜煤含量越高，固定碳

含量越低，挥发分越高，其含氧官能团越多。暗煤

电阻率实验曲线位于镜煤的曲线之上，即暗煤电阻

率大于镜煤，煤体中镜煤含量越多，煤的导电性能

越好。

众所周知，一方面煤体吸附甲烷释放热量，引起

煤体表面能降低，电子和离子运动增强，致使导电性

变好。相反，解吸吸热，煤体温度降低，表面能升高，
图7 暗煤吸附压力-电阻率数据拟合

Fig. 7 Data fitting between pressure and resistivity of

methane adsorption with durain

图8 镜煤吸附压力-电阻率数据拟合

Fig. 8 Data fitting between pressure and resistivity of

methane adsorption with vitrain

图9 混合柱样吸附压力-电阻率数据拟合

Fig. 9 Adsorption pressure-apparent resistivity data fitting

of mixed coal pillar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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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电子和离子的运动，导电性变差。另一方面，甲

烷吸附过程中，随着含气量的增加，煤基质会发生膨

胀变形，压缩孔隙空间，使得煤内部颗粒之间接触更

为紧密，导电性增强。在吸附后期，煤体骨架基本已

不发生变形，所以煤体电阻率基本稳定。最后，影响

煤体视电阻率主要是属于混合物的煤中水分溶解矿

物质使得煤基质中离子含量增多，煤体导电主要以

电子导电转变为主要以离子导电为主、电子导电为

辅的导电方式，从而影响煤体视电阻率。

水分存在使得吸附/解吸过程煤导电性变化程度

增大，不同煤岩组分润湿性差异使煤的电阻率变化

趋于复杂（图 10）。煤的润湿性差异主要是由煤大分

子结构含氧官能团、表面粗糙度、黏土矿物含量决

定。普遍认为，镜煤的润湿性较暗煤差，暗煤组分更

易被水润湿：①因为镜煤主要是通过凝胶化作用形

成，矿物杂质少，暗煤反之，外来矿物（亲水性强）较

多，工业分析结果也表明暗煤的灰分较高。②煤的

润湿性与其表面极性含氧官能团有关，极性含氧官

能团可以与水分子发生偶极作用，以氢键方式缔合，

增强煤—水间的相互作用，提高煤的润湿性，但一般

亲疏水性最终还是取决于含氧官能团的种类。③煤

中水分（由于水的表面张力与煤孔隙的毛细管力）主

要赋存在孔喉表面。一方面，赋存于煤孔喉表面水

升压时在孔喉内壁润湿铺展，导致煤的电阻率降低。

随着压力增大，水润湿均匀化，类似于水均匀吸附

（润湿铺展），导致升压过程煤的导电性逐渐增强，电

阻率降低，实验曲线呈下降趋势（图 10a）。另一方

面，在降压过程中，甲烷自由度较水高，水在孔喉壁

吸附（凝结），部分吸附态甲烷解吸。实验曲线整体

水平随压力减小，曲线有微翘趋势，是由于部分水解

吸所致（图10b）。

煤基质中孔隙基本上以纳米微孔为主，比表面

积大，增加了界面流体的阻力。孔隙表面含氧官能

团越多，负电荷越明显。煤体表面能会改变电子和

离子分布，形成双电层。 H2O是一种极性分子，受甲

烷气体的压力驱动。双电层会施加与流体运动方向

相反的电场力，阻碍通道中的气体流动[27]；另外甲烷

气体的压力导致双电层稳定均匀，在解吸过程中电

阻率相对稳定。相较暗煤，镜煤孔隙连通性差，但孔

喉曲率较大[28-29]，带电粒子数量多，最终导致相同条

件下镜煤的导电性能好于暗煤，即镜煤的电阻率小

于暗煤的电阻率。

样品

A1
B1
C1
A2
B2
C2
A3
B3
C3

升压吸附过程二次函数拟合

ρ = 197.6p2 - 900.2p + 2 986.5
ρ = 862.3p2 - 392.4p + 1 972.3
ρ = 865.6p2 - 4 165.4p + 1 6521.2
ρ = 150.9p2 - 925.3p + 3 117.5
ρ = 178.5p2 - 943.6p + 2 471.2
ρ = 221.89p2 - 1 168.39p + 6 928.59
ρ = 293.6p2 - 1 356.4p + 3 188.5
ρ = 132.6p2 - 856.7p + 2 578.4
ρ = 370.4p2 - 2 453.6p + 8 437.2

R2

0.829
0.848
0.941
0.963
0.985
0.962
0.968
0.996
0.904

降压解吸过程线性函数拟合

ρ = -61.43p + 1 999.4
ρ = -14.14p + 1 543.8
ρ = -129.2p + 11 551.6
ρ = -69.36p + 1 831.9
ρ = -16.33p + 1 227.3
ρ = -13.75p + 5 381.2
ρ = -100.8p + 1 521.4
ρ = -92.21p + 1 403.8
ρ = -40.98p + 5 867.5

R2

0.913
0.997
0.235
0.984
0.353
0.038
0.932
0.960
0.656

表3 实验结果拟合方程

Table 3 Fitting equations for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吸附 b.解吸

图10 甲烷吸附/解吸过程中煤孔隙中水-CH4行为对比

Fig. 10 Comparison of water-CH4 behavior in coal pores

during methane adsorption/de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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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 暗煤的固定碳含量高于镜煤，灰分、水分低

于镜煤。对比 3组样品的初始电阻率，干燥样（通风

干燥箱温度为 378.15 K）最大、空气干燥基样次之、自

然吸水样最小；干燥条件（通风干燥箱温度为378.15 K）
下，3种不同类型煤样的电阻率均明显升高，其中暗

煤的电阻率与空气干燥基样相比增加了 4.5倍，反映

出水分对煤体电阻率影响明显。

2） 甲烷的吸附对煤体视电阻率的影响表现为

随着甲烷的吸附，煤体的视电阻率明显降低，升压

（吸附）过程，煤体视电阻率与压力、吸附量呈二次减

函数关系，其主要原因是甲烷吸附放热、煤体膨胀以

及水在孔喉内壁的铺展导致电阻率降低；降压（解

吸）过程，煤体视电阻率与压力、吸附量关系不大。

3） 不同类型的煤样甲烷吸附对电阻率的影响

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镜煤含量越高、暗煤含量越小，

煤体的视电阻率越小，越易于导电。煤体的物质组

成和孔隙结构对其疏水性具有显著影响。无机矿物

（灰分）疏水性差，可以增强煤体的润湿性。另外，研

究区含氧官能团的类型，暗煤含有更多的羟基和羧

基等极性含氧官能团，而镜煤则含醚氧基和酯键较

多，故暗煤的润湿性更好。相较于暗煤，镜煤孔喉曲

率变化大，导致孔喉内壁的双电层结构间扩散层间

距大小悬殊，扩散层带电粒子多、分布不均一，在电

场作用下电阻率相对较低；而暗煤孔喉连通性相对

较好，扩散层带电粒子少，电阻率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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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岩润湿性对煤层气赋存的影响机理

朱苏阳 1，孟尚志 2，彭小龙 1，李相臣 1，张千贵 1，张 斯 1

（1.西南石油大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四川 成都 610500；2.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100000）

摘要：岩石对流体的润湿性决定了孔隙中流体的分布特征，多孔介质中的小孔隙优先被润湿相流体占据。基于这一原理，

分析了目前煤岩润湿性实验与煤层气赋存状态的矛盾，从煤岩润湿性的角度，提出了两种可能的煤层气宏观赋存模式。

如果煤岩亲气，甲烷在毛管压力的作用下，可以被割理中的水封闭在煤基质中。由于煤基质和割理界面处的毛管压力，煤

层气的吸附是平衡的，但赋存可以出现欠饱和状态，这也是排采过程中出现临界解吸现象的原因。当煤岩水相润湿时，水相

需要占据煤岩中的小孔隙（基质），甲烷可以通过液相吸附的形态储存在基质中。液相吸附中，排采过程的临界解吸源自欠饱

和的煤层气溶解状态。通过煤层气液相吸附的验证实验，也表明甲烷可以通过液相吸附的形式大量赋存于煤层中。

关键词：煤层气；润湿性；气相赋存；液相吸附；欠饱和赋存；欠平衡吸附

中图分类号：TE122 文献标识码：A

Mechanism of coal wettability on storage state of undersaturated CBM reservoirs

ZHU Suyang1, MENG Shangzhi2, PENG Xiaolong1, LI Xiangchen1, ZHANG Qiangui1, ZHANG Si1
（1. Petroleum Engineering School,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China;

2. Zhonglian Coalbed Methane Co., LTD., Beijing 100000, China）

Abstract: The wettability decides the fluid distribution in porous media, and the wet-phase fluid will primarily occupy the smaller
pore. Based on this principle, the paradox between laboratory test of coal wettability and state of fluids distribution is analyzed. On
the view of wettability, two possible coalbed methane（CBM）storage types are proposed. When the coal is gas-phase wettability,
owing to capillary pressure, the free gas and adsorption gas can be trapped in matrix（smaller pore system）by the water in cleat
（larger pore system）. In matrix system, the sorption of gas is in equilibrium state, but the storage of gas is in the undersaturated
state. The critical desorption process results from the capability pressure of water and gas. When the coal is water-phase
wettability, the matrix is saturated by water, and the coalbed methane can store in the matrix in liquid-phase sorption state. This
study designs the experiment to validate the gas liquid-phase sorp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 mass of methane can be adsorbed
in the matrix in the liquid-phase sorption mode.
Keywords: coalbed methane（CBM）; wettability; gas storage; liquid-phase sorption; undersaturated storage; underbalance sorption

煤岩由基质和割理（裂缝）构成，而煤层气主要

以吸附态赋存于煤岩基质中，是一种典型的非常规

天然气[1-2]。多数煤层气藏的赋存状态是欠饱和[3-4]，
开采过程需要先通过排水降低煤层的压力，煤岩中

的气体才能解吸流动[5-8]。根据煤层气的生产动态可

知，煤层气赋存于煤基质中（小孔隙），煤岩的割理中

被地层水饱和，否则不可能出现排水采气过程和临

界解吸现象。然而，大多数实验表明煤岩亲水或弱

亲水，极少数改变饱和顺序的实验说明煤岩弱亲

气[9-12]。这就说明作为非湿相的煤层气赋存于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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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的小孔隙（基质）中。由此可知，煤岩的润湿性

研究结果与多孔介质中流体赋存位置存在一定的

矛盾。

针对此问题，提出了两种煤层气可能存在的赋

存模式，并讨论了两种模式存在的可能性以及对排

采过程的影响。

1 煤层气赋存模式与煤岩润湿性

1.1 煤层流体的赋存模式

根据煤层气的生产动态可知，煤层气的开采需

要先通过排水压降，此时气井仅产出地层水，当压力

下降一定程度后，煤层气方能解吸产气。根据煤层

气的吸附实验可知，煤岩对甲烷拥有良好的吸附能

力，煤层气可通过吸附态赋存于煤层基质中[13-14]。
普遍认为，煤岩由割理（裂缝）和基质组成，是典

型的双重介质（图 1）。根据孔隙的相对大小而言，割

理系统的孔隙开度较大，而基质系统的孔隙开度相

对较小。结合煤岩的双重介质孔隙结构，传统的煤

层气吸附理论采用气相吸附模型解释煤层气的赋存

状态，认为煤岩的割理系统被水饱和，煤层气主要以

吸附态赋存于煤岩基质。

根据现有的等温吸附实验结果以及大多数煤层

气井排水采气的临界解吸现象，目前普遍认为初始

条件下，煤岩中的甲烷处于欠平衡的吸附状态，这导

致了临界解吸现象。传统的煤层气吸附理论较为符

合大多数煤层气井排采情况的直观认识，并被广泛

应用于工程领域。

1.2 煤岩的润湿性

目前，油气藏的储层岩性主要是砂岩、碳酸盐岩

或页岩，以无机矿物碎屑岩为主，多数碎屑岩以亲水

为主。然而，煤层气的储层则主要由有机质构成，但

是这些有机质中的含氧官能团对主要由羟基、羧基

和酚羟基构成[9]，而这些官能团中的有机氧可以通过

偶极作用，与水中的氢缔合形成氢键，进一步影响煤

表面的润湿性[10]。
大多数实验均证实，煤岩的润湿角小于 90°，为

水湿岩石[11-12]。随着煤热演化程度的提高，煤的亲水

性在逐渐减弱，但目前多数研究均表明，即使是高阶

煤，多数情况下也是弱亲水，甚至部分高阶煤还具有

较小的润湿角和较强的亲水性[14]。

1.3 润湿性与流体分布的关系

多孔介质中的小孔隙优先被润湿相流体占

据[15]，煤岩的润湿性决定了煤层气的赋存模式。

煤岩中，基质系统属于小孔隙，而割理系统则属

于大孔隙。如果煤岩是水相润湿（多数润湿性实验

结果），那么煤中的小孔隙系统（基质），则应该被水

饱和，这显然与传统的煤层气吸附理论不符。此时，

若水湿的煤岩中含有游离气，那么大孔隙（割理系

统）则应该被煤层气饱和，煤层气的开采就不会经历

排水降压过程，而是开井后直接产气。如果煤岩是

气相润湿的，那么煤基质（小孔隙）中，应该被煤层气

占据，而割理中则被水饱和。这种情况符合煤层气

的生产动态和传统的煤层气吸附理论，但这与煤岩

的润湿性实验结果完全相反。

由此可见，两种润湿性条件均与目前理论或实

验结果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需要对两种润湿性条

件下的煤层气赋存状态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

2 两种润湿可能性

2.1 气湿情况——气相赋存模式

常规油气藏的岩石均为水湿的，低孔致密的岩

石可以作为盖层，封堵高孔疏松的储集层中的油

气[16]。由于毛管压力的作用，油气藏盖层的封闭机

理为小孔隙（润湿相）封盖大孔隙中的非润湿相。然

而，如果储集层为疏水岩石（亲油气），那么圈闭方式

恰好相反，为高孔疏松的盖层封堵低孔致密储集层
图1 煤岩结构模型与赋存方式示意图

Fig. 1 Structure of coal and storage of C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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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油气。此时，疏水岩石的封闭机理为盖层中大孔

隙（非润湿相）封盖储集层小孔隙中的润湿相。多孔

介质中，润湿相流体优先饱和小孔隙。因此，如果煤

岩亲气，则煤岩基质中饱和气体，这些气体可以被割

理中的水（大孔隙中的非润湿相）在毛管压力的作用

下封堵在基质，形成一种自封盖的特殊圈闭类型（图2）。
当煤岩表面相对于水亲气时，毛管压力由基质

中的润湿相，指向割理中的非湿相。此时，煤岩中气

相压力小于水相压力（差值为毛管压力），在煤基质

的小孔隙中，煤层气以气相吸附的形式赋存，吸附服

从气相吸附规律（图 2）[17]。然而，目前多数实验研究

表明，煤岩表面是亲水的，仅有少数改变流体饱和次

序的研究得到了煤岩弱亲气的实验结果[11-12]。

2.2 水湿情况——液相赋存模式

如果煤岩亲水，同时煤岩中存在游离气，那么基

质中的小孔隙应该被水占据，而割理中的大孔隙应

该被游离气和吸附气占据。此时，开井生产应该直

接产气，不会存在排水过程和临界解吸现象。由此

可知，如果煤岩亲水，煤岩游离气的存在与已有的生

产动态不符。

如果煤岩中不存在游离气，同时煤岩亲水，那么

割理和基质均应被水饱和。此时，甲烷可以通过液

相吸附的形式赋存于基质内。物理化学中，液相吸

附指溶液中，界面对溶质的富集过程[18-19]。与气相吸

附一样，液相吸附也是无条件的[20]，存在溶解态的煤

层气，就必然有液相吸附态的煤层气。

1）液相吸附量的大小

虽然煤层气的液相吸附必然存在，但煤岩中液

相吸附的量能否提供煤层的高含气量呢？

物理化学中，液相吸附量的大小可以通过煤层

气、水和煤三者之间的亲和力关系进行初步判

断[21-22]（图 3）。煤是一种主要以有机质构成的烃源

岩，煤层气的储存状态为自生自储。因此，作为溶质

的煤层气和作为吸附剂的煤之间具有较大的亲和力

A（大量吸附实验也表明这一点）。其次，煤层气在地

层水中的溶解度极小，由此可知亲和力 B很弱。同

时，水中的氢键可以促进憎水溶剂（煤层气）的液相

吸附[21]。亲和力C是吸附剂和溶剂之间的力，煤岩亲

水，则亲和力C较大。

由此可知，储层条件下的煤岩、地层水和甲烷之

间的作用力特征满足形成大量液相吸附的前提条

件，这种推测需要通过实验进一步验证。

2）吸附模型

煤层气的液相吸附耦合了煤层气的溶解与吸附

两个物理过程[22]，其过程可以采用液相吸附Langmuir
方程描述[18-21]，由此可以引入煤层气的液相吸附

关系[2, 22,23]：

V Lad = V Ladm acm
1 + acm （1）

式中：V Lad为液体吸附量，m3/m3；V Ladm为最大液体吸附

量，m3/m3；cm为地层水中甲烷的体积溶解量，m3/m3；
a为甲烷液体吸附系数。

需要说明的是溶解在地层水的气量较少，大量

的甲烷以液相吸附的形式赋存于煤岩基质的孔隙表

面（图 4）。由于压力与煤层气在水中的体积分数 cm
有关[2, 22,23]，流体压力与液相吸附量之间存在间接影

响的关系[22]。甲烷在水中的溶解度通常表示为：

cms = αpw （2）
式中：cms为甲烷在水中的溶解度，m3/m3；α为甲烷的

溶解系数，m3/（m3·MPa）。

图2 气相润湿条件下的水动力封闭机制

Fig. 2 Mechanism of hydraulic trap under gas-phase

wettability condition

注：pw为水相压力，MPa；pg为煤层基质中的气相压力，MPa；pc为基质

系统的毛管压力，MPa。

图3 煤层气液体吸附关系下的相互作用

Fig. 3 Interference in coalbed methane liquid phase 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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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是液相吸附形成的关键因素，而不是致密

的盖层。必须说明的是，溶液中的液相吸附极为复

杂，即便在物理化学领域内，目前也没有研究可以厘

清液相吸附层的真实形式[21]。因此，煤层气以液相

吸附的形式赋存仅是在煤岩亲水且不含游离气条件

下的一种推测[2，22]。

3 煤层气液相吸附的验证实验

3.1 验证实验设计思路

为进一步验证煤层气的液相吸附推测，并论证

煤层气以液相吸附态赋存的可能性，需要对煤层气

的液相吸附过程开展验证实验研究。而验证实验，

可以通过测试饱和水的煤样对水中溶解甲烷的吸附

能力而实现。因此，研究设计了煤层气液相吸附理

论的验证实验。验证实验的思路为：验证饱和水的

煤样，可以大量吸附溶解态的甲烷气体。因此，验证

实验的设计思路如下：吸附舱的上部为游离态的甲

烷，下部为饱和水的煤样，中部通过水将甲烷和煤样

隔开（图5）。

将当饱和水的煤样与地层水装入吸附舱中，在

吸附舱上部通入甲烷，游离态的甲烷溶解到水中后，

向下扩散接触到煤样。溶解态的甲烷接触到煤样

后，以液相吸附的形式赋存在煤样中。甲烷的液相

吸附和溶解均会降低游离气的压力。如果测量流入

吸附舱内甲烷的体积并测量游离气压力的变化，排

除地层水中溶解态的气体量，从而可以得到甲烷在

煤样中的液相吸附量。

3.2 实验设计与方法

煤层气液相吸附的物理模拟中存在溶解、扩散

与液相吸附 3个过程，其中扩散的速度极慢，实验中

的压力平衡时间远大于常规吸附实验。常规气相吸

附设备的中间容器体积一般较小，吸附剂（煤）测试

量也较小（一般为 10 g以内），测试时间较快。然而，

液相吸附测试时间较长，长时间测试带来的气密性

问题会影响实验结果。同时，液相吸附实验中存在

饱和水煤样和水的移动，容器与管线内壁残留的液

体和煤样同样会影响液相吸附实验的结果。因此，

可以通过增加实验装载量，从而减小样品移动以及

管壁残留带来的实验误差。

a.赋存状态 b.吸附关系

注：M为煤层气。

图4 液体吸附理论对煤层气吸附关系的解释

Fig. 4 CBM sorption relation based on liquid phase sorption theory

a.宏观物质分布 b.微观物质分布

图5 吸附舱内物质分布与运动情况

Fig. 5 Reaction processes in sorption ch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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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将煤样的装载量放大 2个数量级，实验中吸

附剂（煤）最大装载量提高至 1 000 g，吸附舱容积为

3 000 cm3左右。根据验证实验思路，设计了煤层气

液相吸附理论验证实验的设备（图 6）。煤层气的液

相吸附曲线需要通过：①煤样前处理过程；②吸附舱

流体装载过程；③煤层气的溶解—吸附过程；④液相

吸附计算这4个步骤[22]。

4 结果与讨论

4.1 煤层气液相吸附实验结果

采用韩城矿区 5号煤的煤矿井下取样，进行了 2

组测试。图 7显示了气密性测试过程中吸附舱的压

力动态。根据图 7中的压力稳定与时间的关系可

知，在实验中，当温度不高于 45 ℃时，实验向吸附舱

中充注气体后，压力数据的采集需要在 30 h之后

进行。

通过振动筛获取 50目煤粉，第 1组实验取煤粉

1 000.00 g，第 2组实验取煤粉 300.00 g。根据溶解—

吸附的过程进行液相吸附实验。两组实验的样品质

量不同，目的在于测试实验过程所需的时间，测试液

相吸附实验设备可用的最小样品质量以及验证实验

设计的正确性。根据甲烷在蒸馏水中的溶解度曲

线[24]（图 8a），以及煤层气液相吸附模型，可以将实验

图6 液相吸附实验装置示意图

Fig. 6 Experiment apparatus for methane sorption in water saturated c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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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Pressure dynamic of seal test of experiment facility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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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转换为实验过程中的煤层气在水中的体积分

数。由于甲烷在水中的溶解度用线性关系表示，因

此，用压力表示的煤层气液相吸附曲线（图 8b）与通

过甲烷水中溶解体积分数表示的甲烷液相吸附曲线

（图 8c）的形态完全一致。在溶解饱和的条件下，煤

样在流体压力为 9 MPa、25 ℃条件下煤样通过液相吸

附可以固定甲烷的量为 17.7 m3/t，韩城矿区部分地区

5号煤层的含气量基本一致[22]。

4.2 传统煤层气吸附理论的欠平衡吸附

基于现场解吸与煤样的等温吸附实验结果[25-27]，
传统的煤层气吸附理论认为基质中的煤层气处于欠

饱和吸附状态，即初始压力下的含气量小于实验中

对应压力的吸附量[11, 28]。这种吸附的欠饱和，具体表

现为生产过程中的临界解吸现象。以图 9a为例，初

始压力下 pi条件下，由于煤层的含气量的状态点低于

吸附曲线，所以开井时煤层并不产气，气井需要进

行排水从而降低煤层的孔隙压力，吸附状态向左移

动，当含气量大于对应的吸附量时，煤层气开始解

吸[2]。临界解吸压差的数值则等于煤层气藏的初始

压力与临界解吸压力的差值。

目 前 ，学 术 界 和 工 业 界 通 常 用 欠 饱 和

（undersaturated）这一术语，描述煤层气的吸附状

态[29-31]。然而，用欠饱和吸附这一术语在此并不准

确。因为气相吸附模型中，饱和吸附指当压力增高，

吸附量保持不变后的状态，对应的压力称为饱和吸

附压力（图 9b中紫色虚线右方的状态）。即Langmuir
吸附模型假设条件中的单分子吸附层中已经布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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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甲烷溶解度曲线与液相吸附关系

Fig. 8 Relationship of solution curves and liquid-phase sorption

a.吸附状态 b.欠平衡与欠饱和

注：pcd为临界解吸压力，MPa；pi为煤层初始压力，MPa。

图9 煤层气传统理论中的欠平衡吸附状态

Fig. 9 Undersaturated sorption state in transitional CBM sorp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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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分子，因此，吸附量不能进一步提高。当压力小

于饱和吸附压力时，由于压力的增高使得吸附量增

大，气体的吸附才会处于欠饱和吸附的状态（图 9b中
的紫色虚线框）。

气体的吸附和解吸过程通常被认为是瞬间完成

的，即欠饱和吸附状态下的气体，压力下降则气体解

吸，并不会出现临界解吸现象[19-20]。传统的煤层气吸

附理论中，气体的吸附状态位于吸附曲线之下（图9a）。
这其实不仅是欠饱和吸附，实质是一种欠平衡的吸

附状态。但这种欠平衡的状态并不稳定，会进一步

趋向平衡，即吸附状态点向左平移，使得系统压力降

低[2]。最终，系统中形成游离气和吸附气的平衡[2]。
因此，欠平衡的吸附状态只可能是一种瞬时状态，不

会是气相吸附的平衡状态。而且，煤层经历漫长的

地质演化过程，吸附也不会处于欠平衡状态。

4.3 气相赋存模型（气相润湿）对生产动态的解释

传统煤层气吸附理论得到欠饱和吸附结论的原

因是现场解吸量和压力的测试结果，然而现场测试

得到的煤层压力，测试煤层中的水相压力 pw。这是

因为当气井打开煤层时，井筒中仅有单相的水，也只

能测试水相的压力。如果煤岩是气相润湿的，测试

的水相压力（pw）比煤层基质中的气相压力（pg）大一

个基质系统的毛管压力（pc）（图10）[2]。
正是这个毛管压力，导致了采用水相压力作为

初始压力时，煤层气则出现了欠平衡的吸附的假象

（图 10）。若用气相压力研究，煤层气的吸附仍为平

衡吸附。当煤岩气相润湿时，初始条件下，割理-裂
缝中仅有水相（图 11a）。当排水降低煤层压力后，煤

层中的水相压力下降导致了气-液界面弯曲度变缓，

毛管压力不断降低（图 11b）。当压力进一步降低，

气-液界面处的流体张力不足以维持气-液界面变形，

甲烷从基质中最大的毛管中突入割理系统（图11c）。
因此，如果煤岩是气相润湿的，由于毛管压力，

用水相压力解释吸附状态时，出现了欠平衡吸附的

假象。实际上，基质中的煤层气仍然处于平衡吸附

状态，游离气与吸附气共存，临界解吸与基质中最

大的毛管尺寸有关。在多数煤层气藏温度范围内

（35～60 ℃），气-水的界面张力大致在40～60 mN/m，
基质的孔隙开度则在 10～100 nm。根据毛管压力计

算公式，取界面张力 50 mN/m，可以计算不同润湿角

（润湿强弱）以及不同毛管半径条件下的基质孔隙毛

管压力数值（图12）。
图10 欠饱和吸附状态解释

Fig. 10 Under-saturated sorption state

a.初始状态 b.排水降压 c.临界解吸

图11 气相赋存条件下的排水降压临界产气过程

Fig. 11 Process of water drainage and critical gas production under condition of gas storage

注：VG为含气量，m3/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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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计算结果可知（图 12），当润湿角 θ=100°（弱

亲气条件），煤岩基质 10～100 nm孔径对应的毛管压

力数值为 0.208 3～2.083 0 MPa；而当润湿角 θ=110°
（弱亲气条件），煤岩基质 10～100 nm孔径对应的毛

管压力数值为 0.410 4～4.104 0 MPa，毛管压力的数

值与矿场生产中的临界压差较为吻合[10,27]。
由此可见，气相润湿条件下的煤层气赋存模式

可以合理地解释煤层气的圈闭条件、生产动态与临

界解吸问题，但是气相润湿的条件与煤岩的润湿性

实验结果相矛盾。

4.4 液相赋存模型（水相润湿）对生产动态的解释

如果煤岩亲水，那么煤层气有极大的可能，以

液相吸附的形式赋存于煤岩中。由于，煤层气的液

相吸附是一个溶解和吸附的耦合过程，虽然吸附不

会出现欠平衡状态，但是溶解却可以存在欠饱和的

状态[2,22]。而溶解的 欠饱和导致了临界解吸的现象

（图 13）。关于液相吸附的解吸模式，笔者在文献[2，

22，32]中已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可知，液相吸附模型也可以合理地解释煤

层气的赋存条件、生产过程以及临界解吸问题。如

果煤层气以液相吸附态赋存于煤层中，排采过程中

的临界解吸现象是煤层气在地层水中溶解的欠饱和

状态导致的，与液相吸附曲线无关。

5 结论与讨论

1） 多孔介质的小孔隙中的优先充填润湿相流

体，割理—裂缝属于煤岩中的大孔隙，而基质中的孔

隙为煤岩中的小孔隙。如果煤岩亲气，则基质孔隙

中应当饱和甲烷，若煤岩亲水，那么基质孔隙中应饱

和地层水。

2） 如果煤岩亲气，在毛管压力的作用下，煤层

气可以被割理中的水封闭在基质中，形成一种自封

闭的特殊圈闭类型。当采用水相压力分析煤层的含

气状态时，气藏表现出吸附欠平衡的假象。

3）如果煤岩水相润湿，煤层气的液相吸附量可

以形成可经济开发的气藏。煤层气在水中溶解的不

饱和现象导致了生产过程中的临界解吸现象。

4） 然而，如果煤岩气相润湿，就与目前煤岩润

湿性实验结果相矛盾；如果煤岩水相润湿，就与传统

煤层气吸附理论相矛盾。这说明煤层气的吸附理论

目前仍不能闭环，煤层气的赋存状态仍存在核心问

题尚未解决，仍需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5） 验证煤层气吸附方式的核心是明确煤岩中

是否存在游离气，或是直接研究煤岩在不同压力下

对甲烷和水体系的润湿性选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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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管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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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管半径(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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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110° θ=120°

a.溶解过程 b.吸附过程

图12 气相赋存条件下的基质毛管压力数值

Fig. 12 Capillary pressure of coal matrix under condition

of gas storage

图13 液相吸附理论的临界解吸过程

Fig. 13 Explain of critical desorption process based on liquid phase adsorption

注：pabn为气藏废弃压力，MPa；cabn为气藏废弃体积分数，m3/m3；ci为初始溶解体积分数，m3/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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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饱和煤层气藏临界解吸压力计算方法

张 斯，彭小龙
（西南石油大学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500）

摘要：为了探讨欠饱和煤层气藏临界解吸压力的物理意义，基于煤层气藏赋存状态，介绍了目前已有的传统临界解吸压力

计算方法、液相吸附理论的计算方法以及矿场统计算法，讨论了在煤岩气相湿润前提下的“欠饱和”现象的来源。在修正

的气相吸附基础上，解释了临界解吸压力与基质孔隙毛管压力的关系，得到了新的临界解吸压力计算方法。通过对比 4种
方法在误差分析、理论完备性以及可操作性的优缺点，认为提出的新计算方法理论较为完备、可操作性强、计算简便，并在

实例计算中得出了合乎实际生产范围内的结果。由此可得到在煤岩气相润湿前提下，煤层气吸附平衡且临界解吸现象可

解释为储层压力与毛管压力之间作用的结果，改进的气相吸附理论与临界解吸压力新计算方法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煤层气；临界解吸压力；气相吸附；毛管压力；赋存方式

中图分类号：TE349 文献标识码：A

Calculation method of critical desorption pressure in undersaturated CBM reservoirs

ZHANG Si, PENG Xiaolo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il and gas reservoir geology and exploitation,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physical meaning of critical desorption pressure in undersaturated CBM（coalbed methane）
reservoirs, the traditional critical desorption pressure calculation method and the liquid phase adsorption theory commonly used in
field are introduced based on the status of the reserves of CBM, and the origin of the“undersaturated”phenomenon under the
premise of gas phase wet is discussed. On the basis of the modified gas phase adsorp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itical
desorption pressure and the capillary pressure in matrix pores is explained, and a new calculation method of critical desorption
pressure is obtained. By compar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four methods in error analysis, theoretical
completeness and operability,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new calculation method proposed is relatively complete in theory, has strong
operability and is easy to calculate, and obtains a reasonable result in an exampl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CBM adsorption
equilibrium and critical desorption phenomenon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servoir pressure and
capillary pressure under the premise of coalbed gas phase wetting. The improved gas phase adsorption theory and the new
calculation method of critical desorption pressure are worth the further study.
Keywords: CBM（coalbed methane）; critical desorption pressure; gas phase adsorption; capillary pressure; storage state

矿井中瓦斯含量[1]及煤层气产气压力[2]的研究是

从煤炭开采行业对于瓦斯突出相关的认识[3-5]开始建

立。为了抽排出瓦斯以免造成损害，开始对煤层气

的解吸规律[6-8]和开发利用[9-11]进行研究。在参考国

外的研究并结合现场开发的现象后，明确了煤层气

的吸附形式以及相应的实验方法，基于经典的煤层

气“欠饱和”气相吸附理论[12]并普遍简单地用

Langmuir方程来进行表达。通过相应的吸附解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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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也逐渐认识到吸附解吸的不可逆性和不一致

性[13]。而此前从吸附理论出发对煤层气临界解吸压

力进行的研究不够深入。所以，在传统气相吸附理

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结合新的气相吸附理论提出

对煤层气临界解吸压力的新计算思路，并与传统方

法进行对比。

1 目前的计算方法

从煤层气产出机理的角度分析，目前公认的煤

层气产出机理大致可分为解吸、扩散、渗流 3个部分。

如图 1所示，多年来对煤层气吸附机理的研究[14]，可
以把实际生产过程总结为降压、解吸、汇聚、产气这 4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单相流动阶段，即只产出水的

阶段。在这个阶段，煤层气尚未开始解吸，地层压力

高于临界解吸压力，抽采井附近只有单相水流动且

气相渗透率为零。事实上，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可

以笼统地看作是一个部分，其中的区别在于，在第二

阶段中只有非饱和流状态和单相流状态的流体，解

吸出的气体溶解在水中以及在割理中形成孤立气

泡，故而在近井区附近处于非饱和流动状态，而在第

三阶段中由于压力降到临界解吸压力之下，随着解

吸出气体的增加、气相渗透率的增加，除了非饱和流

状态、单相流状态还逐渐出现两相流的状态，所以第

三阶段就可以看作是第二阶段和第四阶段之间的过

渡过程。在第四阶段中，随着气相渗透率的不断增

加，气泡相互连通形成连续的流动，这时主要以气水

两相达西流动为主，当煤层内含水饱和度降到接近

束缚水饱和度的时候，割理中主要为单相气体流动。

在临界解吸压力获取示意图（图 2）中可清楚地

看到，临界解吸压力可以利用定义通过等温吸附曲

线获取，即根据实测含气量及原始地层压力，获得该

储层状态在吸附曲线上所对应的点，则过点 a的 x轴

和 y轴坐标的平行线与吸附曲线的交点即为储层的

最大储气能力及储层的临界解吸压力。

对于煤层气在储层中的赋存状态，现在普遍的

观点认为大量煤层气以物理吸附的状态吸附于有机

质表面，服从Langmuir气相吸附规律，剩余的小部分

以游离状态存在于孔隙中以及以溶解状态存在煤层

的水中。煤层气生产实践表明，在气相吸附模型中，

游离气体和吸附气体同时存在于系统的平衡过程

中，而系统不可能有一个可以在固体的表面吸附所

有的体相流体界面。因此，气相吸附是一种平衡吸

附，根本没有“欠饱和”吸附的状态。不仅是气相吸

附阶段，整个物理吸附过程是吸附相流体和体相流

体之间的动态平衡，所有这些平衡吸附，都不存在欠

饱和吸附的状态，所以该传统气相吸附理论不够完

善，需要建立新的吸附模型。当煤层中只有吸附态

和溶解态的甲烷也可能形成吸附关系，即液相吸附

关系[15]。液相吸附是一种在溶液中的吸附，是一种

由许多溶质和溶剂在固液界面上所富集的吸附过

程。煤层气的形成和吸附都是在水下环境中进行

的，煤层气的生产过程中也伴随着大量的产水[15]。
同时，煤岩的湿润实验表明，大部分煤岩润湿性呈亲

水性，这为煤层气在水中的溶解和液相吸附创造了

有利条件。Langmuir液相吸附与气相吸附都是单分

子层的物理吸附过程，均不存在欠平衡的吸附状态。

液相吸附过程中，水中的煤层气浓度的变化即会导

图1 煤层气不同开发阶段

Fig. 1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coalbed methane

图2 临界解吸压力获取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obtaining

critical desorption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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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液相吸附量的变化，并不存在临界解吸过程。然

而，在初始压力（pi）条件下，煤层气在水中的溶解是

欠饱和的，煤层气状态位于图 3中的A点。状态点A
可以分解为溶解状态点 A（图 3a）和吸附状态点 A
（图 3b）。由于溶解状态的欠饱和，煤层的排水降压

阶段中，压力的降低不会改变煤层气在地层水中的

溶解量，而是将溶解状态从A点平移至B点（图 3a）。

此时，水中溶解的煤层气浓度（Ci）没有变化，因此，煤

层气的液相吸附状态点A位置不变（图 3b）并且该点

也记作吸附状态点 B。当煤层的压力进一步降低，

溶解状态点与溶解度曲线相交于点 B后，压力下降

到临界解吸压力 pcd，地层水开始脱气，此后溶解状

态点由点 B沿着溶解度曲线向左移动（图 3a）。此

过程中，水中的煤层气浓度逐渐降低。与此同时，

根据 Langmuir液相吸附模型，煤层气液相吸附平衡

沿着吸附曲线由点B向左移动（图 3b）。煤层气的状

态点 B为临界解吸点（图 3a），当储层压力降至废弃

压力 pabn，同时也是废弃浓度Cabn（废弃点C）时，气藏

废弃后采气结束。

目前，现场得到临界解吸压力最常用的方法，即

选取见气时或见气前一定时间（通常为一天）的地层

压力作为临界解吸压力，该矿场统计方法确定时间

时不够精确，产生误差较大，故还需对解吸时间点进

行推测，傅雪海等[16]研究认为，当煤层气井的累计产

量与游离气和水溶气的总量基本相当，并且日产气

量开始明显升高时，可以认为煤层处于临界解吸状

态。除此之外，还可参考理论临界解吸压力与实际

排采产气压力对比研究所得到的拟合公式[17-18]。除

了上述 3种方法以外，还有一种由见套压时井底流压

反推临界解吸压力的方法[19]，这种方法不需要进行

矿场统计方法中对时间的推测，只需要在见套压时

采集数据并进行计算即可。

2 计算新方法

2.1 改进的气相吸附理论

要得到计算临界解吸压力的新方法，首先要明

确临界解吸压力的定义，所谓临界解吸压力即气体

从煤基质表面解吸时对应的压力值，通俗的说法就

是当储层开始产气时的储层压力。传统的气相吸附

理论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煤层气欠饱和的赋存状态

也与气相吸附模型中的游离气假设条件不统一，因

此，不能直接用气相吸附理论以及“欠饱和”吸附状

态来解释。并且固液界面吸附对压力不敏感[20]，压
力是通过溶液的浓度起作用。对于实际情况中的

气、液、固 3相界面而言，目前的固液界面吸附解吸理

论及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在传统气相吸

附理论的基础上，于 2019年提出了一种对煤层气水

动力圈闭的新解释。即与常规气藏圈闭情况相反，

封闭机理将变为大孔隙封盖小孔隙中的润湿相。因

此，煤层基质中的游离气可以被毛管压力“封闭”在

基质中，被裂缝中的水相封闭[21]。
在上述的封闭机制中，认为抽象为不等径的微

纳米毛管束在基质系统气相湿润，基质与裂缝界面

处的气水界面形状如图 4所示，且毛管压力指向裂缝

方向。此时，毛管束中气相压力与毛管压力之和为

水相压力，因为气相压力小于水相压力，裂缝系统中

的地层水把一些游离气封闭在了基质的纳米孔隙

中。由于煤岩的润湿性，基质中的游离气和气相吸

附气被毛管压力与裂缝中的水封闭。随水压降低煤

图3 液相吸附条件下对排水降压和临界解吸的解释

Fig. 3 Interpretation of drainage depressurization and critical desorption under liquid phase adsorption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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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气进入裂缝系统，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欠饱和”

的现象。

2.2 临界解吸与毛管压力

在此理论基础上，对新计算方法进行讨论。煤

储层基质在气相润湿的前提条件下，煤层基质中水相

压力比气相压力要大，且高出的数值即为毛管压力。

pw = pg + pc （1）
式中 ：pw为水相压力，MPa；pg为气相压力，MPa；pc为
毛管压力，MPa。

当煤层开始排水降压，煤层中水相压力不断下

降，此时纳米孔隙中气液界面弯曲度不断变缓，也即

润湿角不断减小，同时毛管压力也不断降低，而气相

压力没有明显变化，如图 5所示。随着煤层水相压力

的不断下降，当气液界面处的界面张力不足以维持

液面形变时，煤层气将由基质突入裂缝系统，气井开

始产气。

此时，煤层中气相压力为水相压力与毛管力之

和。毛管压力的大小如下所示：

pc = 2σR = 2σ cos θr （2）

将式（1）、式（2）联立，即可得到：

pcd = Pg = Pw - 2σ cos θr （3）
式中：σ为油水界面张力，N/m；R为弯液面主曲率半

径，µm；θ为润湿角，°；r为毛管半径，µm。pcd为临界

解吸压力，MPa。
由临界解吸压力的定义结合以上推导，可得出

临界解吸压力实际上是初始压力与基质孔隙中的最

大孔隙毛管压力的差值的结论。其中，初始压力可

由井下测量得到，界面张力可以从包含各种不同物

质，在各种条件下的表面张力表中查得。而润湿角

及毛管半径与毛管压力大小关系可见图6。
在毛管半径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润湿角的大小

逐渐减小到 90°，毛管压力随之逐渐减小至零，完全

符合上述的推论。

3 结果与讨论

3.1 对比

对临界解吸压力的研究一般建立在气相吸附状

态或液相吸附状态前提下。在假设为传统气相吸附

前提下，主要通过实验得到的等温吸附曲线、初始储

层压力与原始含气量。而在假设为液相吸附前提下

的主要方法其实与在传统气相吸附条件下求取方法

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利用定义求取，液相吸附量与

煤层气在水中的浓度相关，而煤层气在水中的溶解

量则受储层压力的影响。具体计算需要煤层气在蒸

馏水中的溶解曲线以及在实验中得到的煤层气液相

吸附量与水中溶解度关系曲线。除了上述这 2种较

为经典的方法之外，还有一些从工程角度出发，比如

用见套压时的井底流压反推得到临界解吸压力。该图4 水动力封闭机制

Fig. 4 Mechanism of hydraulic trap

图5 排水降压临界产气过程

Fig. 5 Process of water drainage and critical gas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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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在液相吸附的基础上，经过分析推导，得出了

见套压时井底流压与临界解吸压力间的关系[19]。同

样是建立在液相吸附的前提条件下的两个方法，后

者在理想条件的假设中，明显主要着重于煤层气在

微观的生产过程中在基质、割理中的流体相的状态，

而前者从 Langmuir吸附理论为根据，故设定的条件

较为完善。

最后，本次研究讨论的新方法在改进的气相吸

附理论的基础上，对临界解吸压力的计算进行了探

讨。该方法计算临界解吸压力主要由孔隙最大孔

径、气液界面润湿接触角、气液界面张力以及储层压

力来进行求取。而本方法适用的条件与传统气相吸

附理论前提下利用定义求取临界解吸压力的条件最

大的区别在于，没有基质中液相含量较低的要求，因

为起决定作用的基质孔隙相关的参数是孔径即孔隙

本身的性质，润湿角、界面张力即气液间的共同作

用，而与基质孔隙中气相或液相含量的多少无关。

上文阐述了 4种方法的适用条件及所需参数情

况。为了更全面清晰地展示 4种方法的优缺点，通过

分析总结如表1所示。

由表 1可看出，研究从误差分析、理论完备程度

分析和可操作性分析 3个角度切入对 4种方法进行

了对比。

综上所述，传统的“欠饱和”煤层气吸附状态理

论存在理论层面上的矛盾，对临界解吸压力的来源

认识不清，在许多方面存在无法消去的误差，而本次

研究从煤层气储层润湿性入手，讨论在气相润湿的

前提之下煤层气在储层中的吸附状态，由对应的临

界解吸压力的实质，得到临界解吸压力计算方法。

以下将通过现场数据进行对比验证。

3.2 矿场对比

由平衡水等温吸附实验[22]结果参数得到储层压

力—含气量关系（图 7），可以看到含气量曲线与

Langmuir等温吸附曲线有些许区别不过趋势是一致

的，按照传统气相吸附理论定义法由储层原始压力

6 MPa与所测得原始含气量 21.52 m3/t可以得到对应

的临界解吸压力为2.26 MPa。
由在液相吸附条件下的吸附解吸实验得到液相

吸附量与储层压力，结合煤层气在蒸馏水中的溶解

参数

误差

理论完备

可操作性

传统气相
吸附

较多

一般

一般

液相吸附

一般

最好

一般

井底流压
反推

较多

一般

较差

改进的气相
吸附

一般

较好

最好

表1 4种方法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four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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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储层压力—含气量关系

Fig. 7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sure and gas content

图8 煤层气溶解度曲线与液相吸附曲线

Fig. 8 CBM solubility curve and liquid phase adsorption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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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曲线，可将压力转换为煤层气在水中的溶解度，因

此可得到煤层气液相吸附量与水中溶解度关系（图8），
由此可根据含气量与储层压力求出临界解吸压力。

由液相吸附实验得到液相吸附量为 9.96 cm3/g
就可从液相吸附关系中得到溶解度是 0.83 m3/m3，再
由煤层气溶解度曲线得到相应的临界解吸压力，故

可推出临界解吸压力为2.93 MPa。
本次研究改进的气相吸附计算临界解吸压力方

法的实验参数从沁水盆地南部矿区高煤阶煤岩样品

中选取，毛管压力如上分析所述，采用 Laplace方程

进行计算，其中润湿角为150°，界面张力为73.55 mN/m，
孔径为 80 nm，故最大孔隙毛管压力为 1.58 MPa。在

沁水盆地南部，当煤层埋深为 700 m时，静水压力一

般介于 5.6～6.3 MPa，为方便计算故在此次研究中将

储层压力设为 6 MPa，临界解吸压力便可由此求得

4.42 MPa。

4 结论

1）煤层气在储层中不存在欠饱和吸附状态，不

能直接用 Langmuir气相吸附解释煤层气的吸附状

态。根据在气相润湿前提下的水动力圈闭理论，提

出了临界解吸压力的新计算方法。

2） 煤层气藏临界解吸压力的本质就是水相压

力与孔隙毛管压力之间的作用结果，即初始压力与

基质孔隙中的最大孔隙毛管压力的差值，并以此可

对产气压力进行预判，确立精细排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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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低煤阶煤层气开发选区预测

陈 跃 1，王丽雅 1，李国富 2，张 林 3，杨 甫 4，马卓远 1，高 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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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低煤阶煤层气资源丰富，且煤层气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其开发和利用可有效地缓解我国天然气资源短缺问题，

但是商业化规模开发稍显不足，亟需系统研究。煤层气高效开发的前提是有利区优选，但目前煤层气开发选区评价均涉

及一定的主观人为因素，会间接影响或干扰预测效果。将黄陇煤田彬长矿区大佛寺井田低煤阶作为研究对象，以生产实

际数据为基础，采用机器学习中的随机森林算法对该区煤层气开发选区做出预测。结果表明：①Pearson关联系数（PCC）
分析表明含气量、灰分、煤层净厚度、构造位置、顶板厚度、渗透率、储层压力和埋深这 8个煤层气产出相关参数相互独立，

可用于模型建立；②随机森林算法将煤层气开发选区划分为 5类不同程度的区域，其中Ⅰ类（极高）和Ⅱ类（高有利）区占整

个研究区域的 13.88 %，主要分布在井田的中部，西部存在Ⅱ类（高有利区）分布，后续开发部署井位也可着重考虑，而井田

的东南部不适于后续部署井位；③由接受者操作特征曲线（ROC）可知，一般成功率曲线与预测率曲线下的面积值（AUC）为

0.961，表明随机森林模型预测精度较高，结果可靠。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煤层气开发选区进行综合预测，可规避传统算法

中的人为主观因素，且具有较高的精度，可为后续非常规油气开发选区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依据。

关键词：随机森林；开发选区预测；煤层气；低阶煤；黄陇煤田

中图分类号：P618.11 文献标识码：A

Prediction of favorable areas for low-rank coalbed methane based on
Random Forest algorithm

CHEN Yue1, WANG Liya1, LI Guofu2, ZHANG Lin3, YANG Fu3, MA Zhuoyuan1, GAO Zheng1
（1. College of Geology and Environment,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Shaanxi 710054,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coal and coalbed methane co-mining technology, Jincheng, Shanxi 048000, China; 3. Shaanxi Coalbed
Methane Development Corp.Ltd., Xi’an, Shaanxi 710065, China; 4. Key Laboratory of Coal Resources Exploration an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Xi’an, Shaanxi 710021, China）

Abstract: In China, low-rank coal and coalbed methane resources are abundant, meanwhile, as a kind of clean energy,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oalbed methane（CBM）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shortage of natural gas resources, but the
commercial scale development is slightly insufficient,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is urgently needed. The premise of efficient CBM
development is the selection of favorable areas, but the current CBM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volves certain subjective human
factors, which will indirectly affect or interfere with the prediction effect. Taking the low-rank coal in the Dafosi minefield in the
Binchang mining area of Huanglong Coal Fiel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actual production data, the random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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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 in machine learning is used to predict the favorable area of coalbed methane in the area.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gas content, ash content, net thickness of coal seam, structural position, roof thickness,
permeability, reservoir pressure and burial depth are eight mutually independent CBM output-related parameters and can be used
for model establishment; ② The Random Forest algorithm divides the CBM development area into five types of area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which type Ⅰ（extremely high）to Ⅱ（highly favorable）areas account for 13.88 % of the entire study area,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well field. The southeast is not suitable for subsequent deployment of well locations, and there is a
distribution of highly favorable areas in the west, so the well locations for subsequent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③ It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curve, and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is 0.961, indicating that the Random Forest model has high prediction accuracy and reliable results. Using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for comprehensive prediction of CBM favorable areas can avoid human subjective factors in traditional
algorithms, and can provide a certain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development and selection.
Keywords: Random Forest; development constituency forecast; coalbed methane（CBM）; low rank coal; Huanglong Coal Field

目前，中国煤层气商业开发多集中于中、高煤阶

储层，但低煤阶煤层气资源量丰富，具有非常大的开

发潜力[1-2]。煤层气的选区是煤层气勘探开发的根

本，将会直接影响到煤层气的勘探开发效率，而开发

选区评价指标及方法的恰当性、合理性以及客观性，

将会关系到评价结果的精确性[3-5]。因此，应将研究

区内煤层气资源的基本特点作为煤层气开发选区评

价的基点，开展综合地质的研究与评价。

诸多学者针对煤层气开发选区预测采用了多种

研究方法。王金等[6]根据寿阳区块煤层气相关资料，

提出“避水采气法”，为甄选煤层气排采井位，提升单

井产能提供了依据；XU等[7]从煤层厚度、含气量、水

文地质条件、顶底板岩性和埋深等方面，综合分析了

煤层气开发选区；陈晓智等[3]、姚艳斌等[8]、邵龙义

等[9-11]、FU等[12]运用多层次模糊评判法建立了相关煤

层气地质选区的评价体系；刘人和等[13]、张小东等[14]、
王鹏等[15]、LIU等[16]依据模糊综合评价的理论，建立

评判体系对煤层气开发选区做出了预测；刘灵童

等[17]、白利娜等[18]基于灰色关联理论，对煤层气有利

井区进行了优选；张嘉睿等[19]使用熵权法（Entropy
Method）明确各影响因素的权重，通过K均值聚类法

对评价结果进行划分，运用MapGIS圈定不同类型开

发前景分区；罗金辉等[20]在建立组合权重向量时，所

采用的方法是灰色关联分析和层次分析法，经过多

层次多目标模糊优选模型对研究区进行甄选排序，

最终对煤层气选区做出了评价预测。但以上评价方

法一定程度上均具有主观因素和经验因素，因此，为

了评价结果的客观性，有必要引入机器学习中训练

样本式算法，排除人为主观因素[21-25]。以大佛寺井田

为例，运用随机森林算法预测大佛寺井田煤层气后

续的开发选区，以期为该区后续开发、井位部署提供

一定的理论参考依据。

1 随机森林算法原理与模型

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是采用决策树作为弱

分类器，可以看作是装袋算法（Bagging）集成学习的

一个拓展。随机森林以决策树为基本模型，通过构

造不同的训练数据集以及不同的特征空间来产生

一系列具有差异性的决策树模型，最后的决策一般

用投票或取平均值来得到。随机森林首先使用自

助法（Bootstrap）重采样技术，从原始训练样本集 T

中有放回地重复随机抽取 n个样本（一般为三分之

二）生成新的训练样本集合；每一个独立抽取的训

练样本用于训练一棵树，每一个棵树都有着一致的

分布；剩下没有被抽取的数据集被称为袋外数据

（OOB），基于自助样本集生成的 n个决策树组成森

林。随机森林模型具有以下优越性：①训练速度

快，易于应用在大规模数据分析中；②因为使用的

是集成算法，此模型的精度一般会高于大多数单一

算法；③因为引入了随机性，模型会不易造成过度

拟合；④能够在不用特征选择的情况下处理高纬度

数据，有着较强的数据集适应能力，并且数据集不

需要规范化处理[26]。
当建立每一棵分类与回归树的时候，每个节点

分裂过程依靠计算分裂后的样本“纯度”来完成，基

尼系数被用于分类与回归树来评定这种所谓的“纯

度”，基尼系数越小则代表样本的纯度越高，树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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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越好。假设样本集T中包含 k个类别，那么样

本集的基尼系数则展现为：

gini (T ) = 1 -∑
i = 1

k

p2i （1）
式中：pi是T中包含 i类的概率。

若将T划分为两个子集T1和T2，则划分后的基尼

系数可以表示为：

gini (T1,T2 ) = ||T1
||T
gini (T1 ) + ||T2

||T
gini (T2 ) （2）

2 研究概况及数据选取

2.1 研究区概况

鄂尔多斯盆地煤层气资源量丰富，可采储量

2.80×1012 m3，盆地内的黄陇煤田属于典型的低煤阶

储层。自 2010年至今，彬长矿区大佛寺煤矿建成了

日产气量 30×104 m3的煤层气开发工程，取得较好成

绩[27-28]。研究区内主要褶皱有安化向斜、祁家背斜、

师家店向斜等，褶皱宽缓，延伸较远（图 1），目前部署

的井位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延安组 4号煤为井田内的

主采煤层，煤层中节理、裂隙发育程度高，煤层具有

变质程度低、厚度大、含气量较好、渗透性好的特点，

利于开采。但随着煤层气资源持续开发，有必要对

井田内其他可开发区域进行研究[29]。
截至 2020年，大佛寺井田共有 27口直井，6口多

分支水平井，1口U型井，共计34口煤层气井。

2.2 评价指标选取

不同开发阶段的煤层气井，对于产气量的影响

因素均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因此，煤层气开发选区所

选评价指标也不同，且指标应具有全面性、客观性、

代表性及工程意义。对于开发初期，评价指标应该

首先反映煤层的生气潜力、储集性能和保存条件，具

体包括煤层厚度、含气量、灰分含量、顶板岩性及厚

度等指标。在此原则下，结合该井田煤层气资源的

特征，依照已施工的煤层气井钻孔资料及相关数据，

优选出影响煤层气开发潜力和产能的主要影响因

素，选取资源条件（含气量、灰分、煤层净厚度）、赋存

条件（构造位置、顶板厚度）、开发条件（渗透率、储层

压力、埋深）作为评价指标，此外，本区的断层较少，

主要为褶皱，为了定量研究褶皱对煤层气开发的影

响，对定性指标（构造位置），分别赋值量化，翼部为

0.7，向斜轴部 0.8，背斜轴部 1，建立研究区 4号煤煤

层气开发前景评价指标体系[30]（表1）。

图1 鄂尔多斯盆地大佛寺井田4号煤层底板等高线及构造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contour and structure of No.4 coal seam floor of Dafosi minefield in 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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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鄂尔多斯盆地大佛寺井田4号煤层评价指标参数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parameters of No.4 coal seam in Dafosi minefield of Ordos Basin

井号

D68
D02
D05
D124
D85
D09
D143
D04
D133
D01
D134
D131
D45
D148
D06
D03
D128
D132
DU53
D152
D59
D73
D135
D150
D105
D69
D71
D122
D84
D114
D86
D120

分类

高
产
井

低
产
井

产气量（m3/d）
10 246.09
10 181.94
8 316.52
4 205.09
4 025.73
3 998.08
3 633.23
3 236.77
2 590.39
2 032.40
1 961.95
1 876.32
1 696.16
1 629.34
1 339.94
1 248.76
1 177.44
836.56
643.54
554.33
460.25
458.52
450.94
434.58
356.06
344.81
340.54
304.95
256.95
244.23
239.53
212.47

含气量（m3/t）
4.3
2.8
3.6
8.1
1.8
6.8
8.0
3.3
8.3
3.8
8.0
10.0
2.2
7.7
3.2
2.8
9.1
8.3
3.5
8.2
8.6
9.3
8.1
7.3
10.0
8.5
8.6
9.3
8.2
6.5
8.1
8.1

埋深（m）
610
590
589
615
535
465
490
500
510
505
490
435
435
500
540
570
448
480
540
505
585
630
510
510
440
628
600
445
630
565
650
500

煤厚（m）
11.0
16.8
14.0
11.8
8.3
12.6
13.6
10.3
12.2
17.6
10.2
13.9
14.3
8.3
11.8
10.2
10.8
11.0
12.3
8.3
20.3
13.5
12.3
10.3
14.2
14.0
11.0
12.0
14.7
17.8
13.0
12.2

渗透率（10-3 µm2）
7.7
10.0
9.2
6.6
7.3
15.0
7.8
3.8
11.0
7.8
6.8
12.3
11.8
7.4
7.3
4.8
12.5
18.8
6.0
7.4
6.5
8.0
8.1
7.9
11.1
7.0
8.1
11.1
7.5
14.0
6.8
11.0

储层压力（MPa）
2.8
3.3
3.1
3.2
3.8
1.2
1.4
2.9
5.5
0.8
4.3
3.6
2.4
5.5
1.3
2.5
4.6
5.6
6.0
6.0
3.3
3.8
4.8
4.6
3.6
3.4
3.7
2.6
4.0
3.0
3.9
2.5

灰分（%）

14.0
11.0
12.0
15.5
14.9
15.2
13.9
10.5
15.9
12.0
17.0
14.4
15.2
15.8
11.9
19.0
15.2
15.1
16.0
15.2
17.0
16.8
16.3
14.5
14.3
16.2
16.2
15.9
17.2
13.0
17.8
15.8

构造部位

0.8
0.8
0.7
1.0
0.7
0.7
0.7
0.8
1.0
0.8
0.7
1.0
0.7
0.7
0.7
0.8
1.0
1.0
1.0
0.7
1.0
0.7
0.7
0.7
0.7
0.7
0.7
0.7
0.7
0.7
0.8
1.0

顶板厚度（m）
2.2
2.1
2.0
2.1
1.2
6.0
0.7
0.7
3.0
1.2
0.6
1.8
1.8
1.4
1.4
1.5
3.6
6.8
0.8
1.4
2.6
3.0
1.0
1.4
0.9
2.6
3.0
3.8
2.6
3.6
2.3
3.7

2.3 开发选区评价因子相关性分析

采用ArcGIS软件提取各评价因子图层（图2），用

以检验因子间的关联性，并利用 Pearson关联系数

（PCC）来分析各因子之间的关联程度，得到各因子间

关联系数。

假设有开发选区评价因子样本数据集 ( )Xi,Yj =

( )x1,y1 , ( )x2,y2 ,..., ( )xn,yn ，则含气量、储层压力和渗透

率等8个评价因子间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λPCC =
∑
i = 1

n ( )xi - x̄ ∑
j = 1

n ( )yi - ȳ

∑
i = 1

n ( )xi - x̄ 2∑
j = 1

n ( )yi - ȳ 2
（3）

式中：λPCC为 Pearson关联系数；xi、yj分别为Xi、Yj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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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值；x̄、ȳ分别为Xi、Yj的平均值。

关联系数结果表明（表 2）λPCC值越大，说明因子

的相关性越强：当 0 ≤ || λPCC ≤ 0.4时，因子不相关或

弱相关；当 || λPCC > 0.6时，因子强相关。且所有因

子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 0.4，构造部位接近的

因子系数也接近 0.4，因此，研究选取的各因子可以

认为是相互独立的，在后期训练中不会出现过渡

拟合。

图2 鄂尔多斯盆地大佛寺井田评价因子

Fig. 2 Conditioning factor of Dafosi mine field in 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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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及结果

3.1 研究方法

由大佛寺煤层气井稳产阶段生产数据产气量可

知，大佛寺井田煤层气井产气量差异较大。为区别

高产和低产井，以稳产阶段 1 200 m3/d为界限，大于

1 200 m3/d为高产井，小于 1 200 m3/d为低产井。研

究选用的煤层气井共计 32口，其中高产和低产（非高

产）井各16口。具体操作过程如下：首先运用ArcGIS
将研究区分为 30 m×30 m大小的栅格单元，全区共计

划分为 79 142个像元，将基本栅格单元认定为评估

单元，为使煤层气开发选区评价研究能够有充足的

数据支持，在提取研究区各评价因子的属性值时，使

用 ArcGIS栅格转点工具，建立区域属性数据库；然

后，随机选取 11处高产井（约为总煤层气井数的

70 %）与相同数量的非高产井属性数据作为训练样

本集，余下的 5处高产井（大约是总煤层气井数的

30 %）与数量一致的非高产井点组成测试样本集；最

后，基于MATLAB软件平台，运用随机森林算法，随

机森林计算过程中涵盖着 2个关键的参数，分别为

ntree（森林中决策树的数量）和mtry（每次随机抽取

的变量个数），研究中将 ntree和mtry的值分别设为

500和 3，得到模型的预测准确率为 70 %（图 3），预测

结果良好。因此，认为该模型可靠，可用于下一步评

价全区。

3.2 研究结果

将属性数据库导入训练好的模型之中，可以得

到煤层气开发选区指数，区间为[0，0.948]。采用自然

间断点法将其等级划分为 5类：Ⅰ类为极有利区，区

间为 [0.678，0.948]；Ⅱ类为高有利区，区间为 [0.51，
0.678]；Ⅲ类为中有利区[0.386，0.51]；Ⅳ类为不利区，

区间为[0.268，0.386]；Ⅴ类为极不利区，区间为[0.03，
0.268]。生成的煤层气开发选区预测结果如图 4所
示，其中，极有利区面积、高有利区面积、中有利区面

积、不利区面积、极不利区面积占全区的比例依次为

4.53 %、9.35 %、32.02 %、39.79 %、14.31 %。

3.3 模型的检验

通过ROC曲线对模型的性能进行检验，一般用

成功率曲线与预测率曲线下面积（AUC）作为评定标

准。成功率曲线是基于训练样本数据绘制而成，可

有效地考察评价模型的分类能力。预测率曲线则是

含气量

埋深

煤厚

渗透率

储层压力

构造部位

灰分

顶板厚度

含气量

1.000
-0.130
0.044
0.284
0.312
0.417
0.194
0.318

埋深

-0.130
1.000
0.186
-0.475
0.011
0.199
-0.127
-0.047

煤厚

0.044
0.186
1.000
0.166
-0.396
-0.198
0.141
0.106

渗透率

0.284
-0.475
0.166
1.000
0.021
-0.122
0.218
0.768

储层压力

0.312
0.011
-0.396
0.021
1.000
0.350
0.231
-0.012

构造部位

0.417
0.199
-0.198
-0.122
0.350
1.000
0.075
0.146

灰分

0.194
-0.127
0.141
0.218
0.231
0.075
1.000
0.271

顶板厚度

0.318
-0.047
0.106
0.768
-0.012
0.146
0.271
1.000

表2 开发选区评价因子关联系数

Table 2 Facto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图3 测试集预测结果对比

Fig. 3 Comparison of test set predic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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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验证样本绘制而成，可对模型的预测能力进行

评定。当AUC=1时，预测的结果与高产井的实际分

布完全一致；当AUC值越接近于 1，则检测方法精确

性就会越高。将研究区按煤层气开发选区指数由高

到低分为 16等份，通过计算参与训练的 70 %及参与

预测的 30 %的煤层气井在此范围内的累积百分比

值，绘制基于随机森林评价模型下成功率曲线和预

测率曲线，得到其成功率曲线（图 5）。结果显示：随

机森林模型的成功率曲线AUC值为 0.961，说明预测

结果成功率非常高，采用随机森林模型预测煤层气

开发选区在数学理论上具有较高的精度。

4 结论

以大佛寺井田作为研究区，利用多源数据、

ArcGIS以及随机森林算法对区内煤层气开发选区预

测，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根据PCC相关分析，研究选取的 8个参数（含

气量、灰分、煤层净厚度、构造位置、顶板厚度、渗透

率、储层压力、埋深）相互独立，可用于模型建立。

2）通过分析所得到的有利区分布图可知，高—

极高有利区占整个研究区域的 13.88 %，主要分布在

井田的中部。从预测分析结果的整体空间布局看来，

井田的东南部不适于后续部署井位，而井田的西部存

在高有利区分布，后续开发部署井位可着重考虑。

3）由ROC曲线可得，随机森林模型的成功率曲

线的AUC值为 0.961，随机森林算法展现了优秀的机

能，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对井田

内煤层气开发选区进行综合预测，可规避传统算法

中的人为主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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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相场法的裂缝性地层压裂裂缝延伸特征研究

易良平 1，张 丹 2，杨若愚 3，肖佳林 4，李小刚 2，杨兆中 2

（1.西南石油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四川 成都 610500；2.西南石油大学油气藏地质与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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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相场法理论建立了多孔弹性地层中压裂裂缝延伸模型，在该模型中，流体流动遵循达西定律，岩石的渗透率各

向异性，且是岩石最大主应变的函数。通过 3个不同时间步长算例验证了模型的收敛性，并基于建立的模型，研究了原地

应力差、相交角、注入速率和压裂液黏度对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相交后延伸轨迹的影响。研究表明：①水力裂缝只能开启

天然裂缝的一翼；②相交角和原地应力差越小，水力裂缝越容易开启天然裂缝；③提高注入速率有利于完全开启天然裂

缝，因此，压裂施工过程中，在井口装备和地下管柱强度允许的条件下应尽量提高施工排量；④注入压力随注入速率和流

体黏度的增加而增加。最后通过将研究模型模拟结果和前人物理模拟实验结果进行对比，验证了模型的可靠性。

关键词：相场法；水力压裂；裂缝延伸；天然裂缝；多孔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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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aulic fracture extension characteristics of fractured formation based on
phase fiel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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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hase field method, a model of fracture propagation in porous elastic formation is established. In
the proposed model, the fluid flow in the porous rock obeys Darcy’s seepage law, and the permeability of rock is anisotropic and a
function of the maximum principal strain. The convergence of the model is verified by comparing the results of three different time
steps cases. Meanwhile, based on the proposed model, the effects of the in-situ stress difference, intersection angle, injection rate,
and fracturing fluid viscosity on the intersection behaviour of hydraulic and natural fractures a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① The hydraulic fracturing can solely make one side of the natural fracture open; ② The smaller the intersection angle and
in-situ stress difference, the easier the hydraulic fracture is to open the natural fracture; ③ Increasing injection rate is beneficial to
completely open the natural fractures,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fracturing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displacement should be
increased as much as possible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wellhead equipment and underground string strength; ④ The injection
pressure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injection rate and fluid viscosity. Finally, the reliability of this model is verified by
comparing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is model with those of previous laboratory experiments.
Keywords: phase-field method; hydraulic fracture; fracture propagation; natural fracture; porous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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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压裂是低渗与致密储层商业化开发的关键

技术[1-2]。对于孔隙型储层，水力裂缝形态较为单一，

但在页岩、煤岩和其他具有天然裂缝的地层中，水力

裂缝形态为复杂的裂缝网络。部分研究表明，水力

裂缝沟通天然裂缝有利于低渗储层的经济开发[3-4]。

然而，实验研究表明，当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相交

时，可能发生穿过天然裂缝、沿天然裂缝扩展或被天

然裂缝捕获等现象[5]。

近年来，虽然室内物理实验[5-9]直观地呈现了天

然裂缝影响下的水力裂缝的延伸特征，但由于室内

物理实验装置尺寸的限制，难以直接观察到压裂裂

缝延伸的动态过程，因此，部分研究者采用数值模拟

手段仿真天然裂缝影响下水力裂缝延伸过程。

目前，用于研究水力裂缝和天然裂缝相交的数

值模拟方法主要包括：位移不连续性方法[10-13]、离散

元方法[14-15]、黏聚单元法[16-18]、扩展有限元法[19-21]。近

年来，基于相场法（PFM）建立的水力裂缝延伸模型

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关注，在该理论框架中网格边界

不需要和裂缝边界重合，因此，裂缝延伸后不需要重

新剖分网格。该方法可以灵活地处理多物理场作用

下裂缝的萌生、演化、汇集和延伸[22-24]。

PFM是根据变分法原理建立的[25-30]，该方法使用

连续扩散的相场变量 c来描述裂缝，c的变化范围在 0
和 1之间，当 c等于 0或 1时，分别代表岩石完好无损

和完全破裂（图1）[31]。
现有基于相场法建立的多孔弹性介质中压裂裂

缝延伸模型[22-24]的共同特征是：①需要通过计算裂缝

宽度来计算水力裂缝渗透率，因此，需要通过额外的

规则来追踪裂缝界面；②将天然裂缝的相场初始值

设置为1（即天然裂缝处于未胶结状态）。

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基于 PFM建立了一套新

的多孔弹性介质中水力裂缝扩展模型，模型的创新

之处在于：①流体流动遵循达西定律，岩石的渗透率

是各向异性的，且是最大主应变的函数，因此，不需

要计算裂缝宽度；②由于地下天然裂缝通常是胶结

的，因此，研究中天然裂缝单元初始状态是无损伤状

态，即天然裂缝单元的初始相场值为 0。另外，基于

建立的模型，进一步系统研究了原地应力差、水力裂

缝与天然裂缝相交角、注入速率和压裂液黏度对水

力裂缝延伸轨迹的影响。

1 数值模型

1.1 控制方程强形式

1.1.1 多孔弹性介质应力平衡方程

将地下岩石视为完全饱和的多孔介质，根据

BIOT[32]提出的孔弹性力学理论，计算公式为：

α = 1 - K
Ks

（1）
σ = σeff - αp （2）

式（1）—式（2）中：α为Biot系数；K为多孔介质体积模

量，MPa；Ks为固体颗粒体积模量，MPa；σ为总应力，

MPa；σeff为岩石骨架有效应力，MPa；p为孔隙流体压

力，MPa。
水力压裂可看作准静态和小变形过程，因此，在

忽略体力条件下，多孔弹性岩石的应力平衡方程可

写为：

∇ ⋅ σ = ∇ ⋅ ( )σeff - αp = 0 （3）
1.1.2 渗流控制方程

计算得到多孔介质的 Biot模量，再结合达西定

律和BIOT多孔弹性理论，可以得到多孔弹性介质中

流体流动的连续性方程：

1
M = φ

K f
+ α - φKS

（4）
1
M
∂p
∂t + α

∂εii
∂t - ∇ ⋅ ( )k

μ ∇p = 0 （5）
式（4）—式（5）中：M为多孔介质的Biot模量，Pa；Kf表
示流体的体积模量，Pa；φ表示多孔介质的孔隙度；t

为时间，s；μ为流体黏度，Pa·s；εii为体积应变。

式（5）中的 k为各向异性渗透率张量，二维条件

1.0

0.8

0.6

0.4

0.2

0

相场
t

2l0

Γ0Γ0

t

q

p~

u~u~

p~

∂Ωt∂Ωt

∂Ωp∂Ωp

∂Ωq

q
∂Ωq

∂Ωu∂Ωu ∂Ω∂Ω

图1 相场法示意图[31]

Fig. 1 Schematic of phase-field method[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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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k可表示为：

k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kx 0

0 ky
=

é

ë

ê

ê
êê
ê

ê ù

û

ú

ú
úú
ú

úk0 + ( )k - k0 sin θ 0
0 k0 + ( )k - k0 cos θ

（6）
式中：kx、ky分别为 x、y方向渗透率，m2；k0为岩石基质

初始渗透率，m2；k为多孔介质渗透率，m2；其值取决

于最大主应变ε1。
在本模型中，采用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θ = ar tan ( )γxy
2 ( )εy - ε1

（7）

k = ì
í
î

ïï
ïï
( )b1 + b2ε1b3 k0 ε1 > 0

k0 ε1 ≤ 0
（8）

式（7）—式（8）中：θ为裂缝面法向方向角或最大主应

变方向角，° ；b1、b2、b3为常数，需要通过实验数据拟

合得到；γxy为切应变；εy为 y方向的应变。

1.1.3 裂缝延伸相场演化模型

在水力压裂过程中，多孔介质的总自由能密度

可分解为3部分：

ψ ( )ε,ζ,c,∇c = ψeff( )ε + ψ fluid( )ε,ζ + ψ frac( )c,∇c （9）
式中：ψeff为储存于岩石骨架中的弹性应变能密

度，Pa；ψ fluid为储存于流体中的能量密度，Pa；ψ frac为
形成新裂缝面耗散的能量密度，Pa。

由于损伤会降低岩石的刚度和拉伸能量[22-23]，被
破坏的岩石不具有与完整岩石相同的弹性应变能的

存储能力。因此，将受损岩石的弹性应变能密度定

义为[23]：

ψ±eff( )ε = λ ε1 + ε2 + ε3 2
±2 + G ( )ε1

2
± + ε2

2
± + ε3

2
± （10）

ψeff( )ε,c = g ( )c ψ+eff( )ε + ψ-eff( )ε （11）
式（10）—式（11）中：ψ+eff和 ψ-eff分别表示拉伸和压缩

弹性应变能密度，Pa；λ和 G是拉梅常数，Pa；函数

x + = ( )|| x + x
2 ，x - = ( )|| x - x

2 ；εi（i=1,2,3）为主应

变；g（c）为衰减函数，在式中 g（c）=（1-c）2；c为裂缝

相场。

由式（11）可知，式（3）中的有效应力可写为：

σeff = g ( )c σ+eff + σ-eff （12）
储存于流体中的能量密度取决于流体体积分数

增量 ζ = p/M + αε ii，并且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p = ∂ψ fluid∂ζ （13）

因此，储存于流体中的能量密度可定义为[25]：

ψ fluid( )ε,ζ = M2 ( )ζ - αε ii 2
（14）

在相场法中，产生新裂纹而导致的能量耗散密

度公式为：

ψfrac( )c,∇c = Gcγ ( )c,∇c = Gc
2l0 ( )c2 + l0 2∇c ⋅ ∇c （15）

根据EMDADI等[33]的理论：

Gc = 6l0E ( )16
9 σc

2
（16）

式（15）—式（16）中：Gc为 Griffith临界能量释放速

率，J/m2；γ（c，∇c）为裂缝表面密度[23]，J/m2；l0为长度

尺度参数，m；E为岩石的弹性模量，Pa；σc为临界应

力，Pa。
将式（11）、式（14）和式（15）代入式（9）可得总自

由能密度 ψ的表达式。在与速率无关的条件下，可

通过Kuhn-Tucker方程[23-24]得到演化准则：

ċ ≥ 0 ; -δcψ ≤ 0 ; ċ ( )-δcψ = 0 （17）
进而可通过ψ的变分导数确定裂缝相场演化方

程，如式（18）：

-δcψ = 2 ( )1 - c ψ+eff( )ε - Gcl0 ( )c - l0 2∇2c = 0（18）
但由于岩石损伤为不可逆过程，因此，式（18）可

改写为如下形式：

H ( )x,t = max
t ∈ [ ]0,T ( )ψ+eff( )x,t （19）

Gc
l0 ( )c - l0 2∇2c = 2 ( )1 - c H ( )x,t （20）

式（19）—式（20）中：H（x，t）为整个过程中应变能密

度函数的最大值。

1.1.4 控制方程汇总及边界条件

基于相场法的多孔弹性介质中水力裂缝延伸控

制方程组由以下 3个偏微分方程组成：①应力平衡方

程，如式（3）；②多孔弹性介质中流体流动连续性方

程，如式（4）；③裂缝相场演化方程，如式（19）。对应

的边界条件分别如式（21）—（23）：

ì
í
î

u = u͂, in ∂Ωu

σ ⋅ n = t, in ∂Ωt （21）
ì

í

î

ïïïï

ïïïï

p = p͂, in ∂Ωp

( )- kμ ∇p ⋅ n = q, on ∂Ωq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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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
í
î

c = 1, in Γ
∇c ⋅ n = 0, in ∂Ω （23）

式（21）—式（23）中：u͂为位移边界 ∂Ωu上的固定位

移；t为应力边界 ∂Ωt上加载的应力，MPa；p͂为压力边

界 ∂Ωp上加载的压力，MPa；q为流量边界 ∂Ωq上加载

的流量；Γ代表裂缝；∂Ω表示整个计算区域的边界。

但式（21）—（23）中各边界需满足以下条件：

ì
í
î

∂Ω = ∂Ωu ⋃ ∂Ωt ,∂Ω = ∂Ωp ⋃ ∂Ωq

∂Ωu ⋂ ∂Ωt = ∅,∂Ωp ⋂ ∂Ωq = ∅ （24）

1.2 控制方程弱形式

控制方程式（3）、式（4）、式（19）分别乘以权函数

wu、wp、wc，并在计算域Ω上积分，再利用高斯散度定

理，结合相应的边界条件，可得到控制方程的等效积

分“弱”形式：

∫Ω∇wTu( )( )1 - c 2
σ+eff + σ-eff - αIp dΩ = ∫∂Ωt

wTut dΓ （25）

∫ΩwTp ìíî ü
ý
þ

1
M
∂p
∂t + α

∂εii
∂t dΩ + ∫Ω∇wTp ( )k

μ ∇p dΩ = ∫∂Ωq
wTp q dΓ（26）

∫Ωìíîïïïï ü
ý
þ

ïï
ïï

wTc ( )Gc
l0
+ 2H c + Gcl0∇wTc ∇c dΩ = ∫Ω2wTc HdΩ （27）

1.3 控制方程有限元离散

采用有限元方法离散控制方程的弱形式。每个

单元的位移、压力、相场及其梯度的插值形式如下：

u = Nuu
h，wu = Nuw

h
u，p = Npp

h

wp = Npw
h
p，c = Ncc

h,wc = Ncw
h
c

（28）
ε = Buuh,εii = Bvolu uh,∇p = Bpph，∇c = Bcch

∇wu = Buwhu,∇wp = Bpwhp ,∇wc = Bcwhc （29）
式（28）—式（29）中：uh，ph和 ch分别表示单元节点上

的位移、压力和裂缝相场；Nu，NP和Nc分别为位移、压

力和裂缝相场的插值形函数，且均为四节点双线性

函数；Bu，BP和Bc分别表示形函数的导数矩阵；Bvolu 为

体积应变矩阵。

将式（28）和式（29）代入式（25）—（27）中，并采

用后向欧拉法离散公式式（26）中与时间有关的项，

得到：

∫ΩBTu éëêêêê ù

û
úúúú( )1 - Ncc

h
2 ∂σ+eff∂ε + ∂σ-eff∂ε Buu

h dΩ -

∫ΩBTu αINpp
hdΩ = ∫∂Ωt

NT
u t dΓ

（30）

∫ΩNTp ìíî ü
ý
þ

Np

M
phn + 1 - phnΔt + αBvolu u

h
n + 1 - uhnΔt dΩ +

∫ΩBTp kμ BpphdΩ = ∫∂Ωq
NTp q dΓ

（31）

∫Ωìíîïïïï ü
ý
þ

ïï
ïï

NT
c ( )Gc
l0
+ 2H Ncc

h + Gcl0BTcBcch dΩ = ∫Ω2NT
c HdΩ（32）

为了表达方便，将所有在第n+1个时间步未知量

的下标删掉，则式（31）可改写为：

∫ΩNTPìíî ü
ý
þ

NP

M Ph + αBvolu uh dΩ + ∫ΩBTP kμ BPPhΔt dΩ -
∫ΩNTPìíî ü

ý
þ

NP

M Phn + αBvolu uhn dΩ = ∫∂Ωq
NTPqΔt dΓ

（33）

1.4 控制方程求解

控制方程式（30）、式（32）和式（33）相互耦合形

成非线性方程组。为了方便求解，在每一个迭代步

中先将裂缝相场值设为固定值，并采用 Newton-
Raphson（NR）迭代法求解渗流-应力耦合方程组式

（30）和式（33），求得压力和位移后，再求解裂缝相场

演化方程。则渗流-应力耦合方程组在第 i个迭代步

NR迭代格式可写为：

Ru = ∫ΩBTu éëêêêê ù

û
úúúú( )1 - Ncc

h
2 ∂σ+eff∂ε + ∂σ-eff∂ε Buu

h dΩ -

∫ΩBTu αINpp
hdΩ - ∫∂Ωt

NT
u t dΓ

（34）

Rp = ∫ΩNT
P{ }NP

M Ph + αBvolu uh dΩ + ∫ΩBTP kμ BPPhΔt dΩ -
∫ΩNT

P{ }NP

M Phn + αBvolu uhn dΩ - ∫∂Ωq

NT
PqΔt dΓ

（35）

J uu = ∂Ru∂u = ∫ΩBTu éëêêêê ù

û
úúúú( )1 - Ncc

h
2 ∂σ+eff∂ε + ∂σ-eff∂ε Bu dΩ（36）

J up = ∂Ru∂p = -∫ΩBTu αINp dΩ （37）
J pu = ∂Rp∂u = ∫ΩBTP ∂k∂ε1 BPPhΔtμ ( )∂ε1

∂εxx B
xx
u + ∂ε1∂εyy B

yy
u + ∂ε1∂γxy B

xy
u dΩ +

∫ΩNTPBvolu αdΩ
J pp = ∂Rp∂p = ∫Ω NTpNp

M dΩ + ∫ΩBTp kμ BpΔtdΩ （39）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J uu J up

J pu J pp i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δuh

δPh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Ru

Rp i

= 0 （40）
式（34）—式（40）中：Ru为应力方程的余量形式；Rp为
渗流方程的余量形式；Juu、Jup、Jpu、Jpp为雅可比矩阵中

的分项。

通过式（40）求得位移增量 δuh和压力增量 δPh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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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第 i+1个迭代步的位移和压力试探解可写为：

uhi + 1 = uhi + δuh,Phi + 1 = Phi + δPh （41）
获得第 i+1个迭代步位移和压力试探解后，通过

求解方程可得到裂缝相场值，在该过程中位移和压

力值是固定的：

Kc = ∫Ωìíîïïïï ü
ý
þ

ïï
ïï

NTc ( )Gc
l0
+ 2Hi + 1 Nc + Gcl0BTcBc dΩ （42）

fc = ∫Ω2NTc Hi + 1dΩ （43）
Kcc

h
i + 1 = fc （44）

在每个时间步内，当位移、压力和裂缝相场都满

足式（44）所示的收敛条件时，则迭代结束，进入下一

时间步的计算，否则迭代继续进行：

 Ru ≤ tol Ru0 , Rp ≤ tol Rp0 , ci + 1 - c i ≤ tol Rc0 （45）
式中：tol为收敛容差，取值为1×10-5。

最后，优选MATLAB软件编写相应数值计算程

序求解上述数值计算模型。

2 数值算例

2.1 模型收敛性验证

为了验证模型的收敛性，模拟时间步长分别为2 s、
1 s和 0.5 s的裂缝扩展情况。模拟所采用的计算区

域及边界条件如图 2所示，计算区域是边长为 20 m
的正方形，其中心有 1条长度为 2 m的初始裂缝。计

算区域被均匀剖分为 80×80个正方形单元，左边界 x

方向的位移和下边界 y方向的位移固定，分别对右边

界和上边界施加 25 MPa和 20 MPa的压应力，初始孔

隙流体压力为 10 MPa。整个计算过程中，外边界流

体压力保持为 10 MPa，流体从注入点以 0.003 m2/s的
速度注入，总注入时间为 24 s，长度尺度参数 l0设为

0.5 m，其他输入参数见表1。
由 3种不同时间步长算例中注入结束时裂缝相

场云图和流体压力云图（图 3、图 4）可知，两者具有相

同特征。具体表现为：①压裂裂缝沿最大水平应力

方向（y方向）直线延伸；②由于压裂液滤失，裂缝周

围流体压力略高于初始压力，但流体压力升高区域

主要集中在裂缝区域。从 3种不同时间步长算例中

注入点压力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可知，3条曲线几乎重

合，由此可验证数值模型的收敛性（图5）。

2.2 水力裂缝延伸轨迹影响因素分析

模拟分析影响水力裂缝延伸轨迹的几个关键因

素。模型的计算区域为 20 m×20 m的正方形（图 6），

其中心有一条长为 2 m的初始裂缝，流体从注入点注

入，在距注入点 3 m处存在与初始裂缝成一定相交角

的天然裂缝，将该计算域均匀剖分为80×80个正方形

单元，最大水平地应力和最小水平地应力分别作用

于上边界和右边界，长度尺度参数 l0设为 0.5 m，其他

输入参数见表2。
2.2.1 原地应力差和相交角的影响

将σx设为 20 MPa，σy分别设为 22.5 MPa、25 MPa
和 30 MPa，研究原地应力差（σy-σx）和相交角（β）对

裂缝延伸轨迹的影响。

相交角为 30°时，由 3种不同应力差下水力裂缝

注入点20 m

20 m

2 m

y
x

p=10 MPa

p=10 MPa

σx=20 MPa

σy=25 MPa

p=10 MPa

ux=0

uy=0

p=10 MPa

图2 模型收敛性分析算例中计算域和边界条件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of computational domain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for model convergence example

表1 模型收敛性分析算例中输入参数

Table 1 Input data for convergence study example

参数

临界应力（MPa）
杨氏模量（MPa）

泊松比

流体体积模量（MPa）
孔隙度

Biot系数

初始渗透率（10-3 µm2）
流体黏度（10-3 Pa·s）

式（7）中的常数

式（7）中的常数

式（7）中的常数

符号

σc
E

v

Kf
φ

α

k0
μ

b1
b2
b3

取值

3
23 500
0.21
2 200
0.05
0.95
0.50
1
1

1×108
1.50

注：p为流体压力，MPa；ux、uy分别为 x、y方向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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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3种不同时间步长情况下注入结束时裂缝相场分布

Fig. 3 Fracture phase field distribution contours at the end of injection under three different time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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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3种不同时间步长情况下注入结束时流体压力分布

Fig. 4 Fluid pressure distribution contours at the end of injection under three different time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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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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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3种不同时间步长情况下注入点压力

随注入时间变化

Fig. 5 Pressure at injection point versus injection time with

three different time steps
图6 影响因素分析算例所采用计算域和边界条件

Fig. 6 Schematic of computational domain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for influencing factors study

20 m

20 m

2 m

y
x

p=10 MPa

p=10 MPa

σx

σy

β

uy=0

ux=0

p=10 MPa

p=10 MPa

天然裂缝
2.5 m

3 m

2.5 m

注入点

延伸情况可知：原地应力差为2.5 MPa和5 MPa时，水

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相交前沿直线扩展（图 7a、图 7d），

随着流体继续注入，水力裂缝沿天然裂缝的右翼延

伸（图 7b、图 7e），直到水力裂缝延伸到天然裂缝右

翼尖端后再转向沿最大地应力方向（y方向）延伸

（图 7c、图 7f）。当原地应力差增大到 10 MPa时，水力

裂缝将直线穿过天然裂缝，这种情况下水力裂缝无

法激活天然裂缝（图7g，图7i）。

相交角为 45°时，由 3种不同应力差下水力裂缝

延伸情况可知：相交角为 45°时与相交角为 30°时水

力裂缝延伸特征具有相似性。即原地应力差为2.5 MPa
和 5 MPa时（图 8a—图 8f），水力裂缝沿天然裂缝右翼

注：p为流体压力，MPa；ux、uy分别为 x、y方向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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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最小水平主应力（MPa）
临界应力（MPa）

天然裂缝临界应力（MPa）
杨氏模量（MPa）

泊松比

流体体积模量（MPa）
孔隙度

Biot系数

基质初始渗透率（10-3 µm2）

符号

σx

σc

σcf

E

v

Kf

φ

α

k0

值

20
3
1

23 500
0.21
2 200
0.05
0.95
0.50

参数

天然裂缝初始渗透率（10-3 µm2）
注入速率（m2/s）

流体黏度（mPa·s）
时间步长（s）

总注入时间（s）
式（7）中的常数

式（7）中的常数

式（7）中的常数

符号

knf0

q

μ

Δt
T_total
b1
b2
b3

值

20
0.003
1
2
24
1

1×108
1.5

表2 影响水力裂缝延伸轨迹的模拟参数

Table 2 Simulation parameters which affect hydraulic fracture extension traj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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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相交角为30°时不同原地应力差条件下裂缝相场演化

Fig. 7 Fracture propagation processes for different in-situ stresses at an approach angle of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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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随后在天然裂缝右翼尖端沿 y方向扩展。当原

地应力差为 10 MPa时（图 8g—图 8i），天然裂缝不会

影响水力裂缝的延伸轨迹，水力裂缝将直线穿过天

然裂缝。

相交角为 60°时，由 3种不同应力差下水力裂缝

延伸情况可知：原地应力差为 2.5 MPa和 5 MPa条件

下水力裂缝延伸特征具有相似性（图 9a—图 9f）。具

体表现为：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相交后将沿天然裂

缝右翼延伸一定距离，然后再转向沿 y方向延伸。但

原地应力差为 2.5 MPa时，水力裂缝沿天然裂缝的延

伸距离略大于应力差为 5 MPa时的延伸距离。当应

力差进一步增加到 10 MPa时，水力裂缝将直线穿过

天然裂缝（图9g—图9i）。

综合分析上述模拟结果可知：相交角和原地应

力差越小，天然裂缝越容易被水力裂缝开启（表3）。

2.2.2 注入速率的影响

将相交角和原地应力差分别设置为45°和5 MPa，
分别模拟注入速率为 0.001 5 m2/s和 0.006 m2/s时的

裂缝延伸情况，再与注入速率为 0.003 m2/s时的裂缝

延伸情况（图8d—图8f）进行对比。为了确保流体加载

强度和总注入量相同，注入速率为0.001 5 m2/s算例中

时间步长和注入时间分别设置为 4 s和 48 s，注入速

率为 0.006 m2/s，算例中时间步长和注入时间分别设

置为 1 s和 12 s。即 3种注入速率条件下每个时间步

的流体加载强度均为0.006 m2，总注入量均为0.072 m2，
模拟输入的其他参数见表2。

综上所述，由注入速率为 0.001 5 m2/s、0.006 m2/s

a. t=8 s；原地应力差为2.5 MPa b. t=16 s；原地应力差为2.5 MPa c. t=24 s；原地应力差为2.5 MPa

g. t=8 s；原地应力差为10 MPa h. t=16 s；原地应力差为10 MPa i. t=24 s；原地应力差为10 MPa

d. t=8 s；原地应力差为5 MPa e. t=16 s；原地应力差为5 MPa f. t=24 s；原地应力差为5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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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相交角为45°时不同原地应力差下裂缝相场演化

Fig. 8 Fracture propagation processes for different in-situ stresses at an approach angle of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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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裂缝相场演化（图 10—图 11）可知：3个不同注

入速率下裂缝延伸轨迹具有相似性，即水力裂缝将

转向沿天然裂缝右翼扩展，但在这 3种不同注入速率

条件下，裂缝相场变化存在一定差异。在 0.003 m2/s
和 0.006 m2/s注入速率条件下，水力裂缝扩展到天然

裂缝右翼最顶端后再转向沿y方向扩展；在0.001 5 m2/
s的注入速率条件下，水力裂缝沿天然裂缝右翼延伸

一定距离后（未到顶端）即转向沿 y方向扩展。另外，

由3种不同注入速率条件下注入点压力随注入量的变

化关系可知（图12）：3条曲线具有相同趋势，在初始阶

段，注入点压力随注入量增加而增加，但较低的注入

速率不利于完全开启天然裂缝，而过高的注入速率会

导致注入压力较高，这对压裂施工管柱和地面设备的

要求较高。因此，在压裂施工过程中，在井口装备和

a. t=8 s；原地应力差为2.5 MPa b. t=16 s；原地应力差为2.5 MPa c. t=24 s；原地应力差为2.5 MPa

g. t=8 s；原地应力差为10 MPa h. t=16 s；原地应力差为10 MPa i. t=24 s；原地应力差为10 MPa

d. t=8 s；原地应力差为5 MPa e. t=16 s；原地应力差为5 MPa f. t=24 s；原地应力差为5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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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相交角为60°时不同原地应力差下裂缝相场演化

Fig. 9 Fracture propagation processes for different in-situ stresses at an approach angle of 60°

表3 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在不同相交角和原地应力差

条件下的相交情况

Table 3 Intersection behaviours of the hydraulic and

natural fractures for different approach angles and

in-situ stress differences

相交角（°）

30

45

60

原地应力差（MPa）
2.5
5.0
10.0
2.5
5.0
10.0
2.5
5.0
10.0

结果

开启天然裂缝

开启天然裂缝

穿过天然裂缝

开启天然裂缝

开启天然裂缝

穿过天然裂缝

部分开启

部分开启

穿过天然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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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管柱强度允许的条件下应尽量提高施工排量。

2.2.3 压裂液黏度的影响

将相交角和原地应力差分别设置为45°和5 MPa，
模拟压裂液黏度为 3 mPa·s和 5 mPa·s时的裂缝扩展

情况，再与压裂液黏度为 1 mPa·s时的裂缝扩展情况

（图8d—图8f）进行对比，其他模拟输入参数见表2。
压裂液黏度为 1 mPa·s、3 mPa·s和 5 mPa·s时的

裂缝相场分布（图 8b、图 13、图 14）可知：3种不同压

裂液黏度条件下水力裂缝延伸特征具有相似性，水

力裂缝沿天然裂缝右翼延伸，随后在天然裂缝右翼

顶端再转向沿 y方向扩展。但也有不同点，具体表现

为随着压裂液黏度的增加，水力裂缝的长度略有减

少。由 3种不同压裂液黏度条件下注入点压力随注

入时间变化特征（图 15）可知，注入压力随压裂液黏

度的增加而增加。

2.3 模型验证

对比研究模型的模拟结果（表 3）与 ZHOU[5]等物

理模拟实验结果（图 16）可知：虽然存在异常点，但模

型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吻合较好，进而验证了模型

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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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注入速率为0.001 5 m2/s时裂缝相场演化

Fig. 10 Snapshots of fracture phase-field evolution contours corresponding to injection rate of 0.001 5 m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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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注入速率为0.006 m2/s时裂缝相场演化

Fig. 11 Snapshots of fracture phase-field evolution contours corresponding to injection rate of 0.006 m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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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在3种不同注入速率下注入点压力与注入量关系

Fig. 12 Pressure at injection point versus injection volume

for three different injection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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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基于相场法理论建立了多孔介质中水力压裂裂

缝延伸模型，通过 3个不同时间步长算例验证了研究

模型的收敛性。将模型计算结果与前人物理模拟实

验结果进行对比，验证了模型的正确性。另外，利用

该模型研究了原地应力差、相交角、注入速率和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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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压裂液黏度为3 mPa·s时裂缝相场演化

Fig. 13 Snapshots of fracture phase-field evolution contours corresponding to fluid viscosity of 3 m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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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压裂液黏度为5 mPa·s时裂缝相场演化

Fig. 14 Snapshots of fracture phase-field evolution contours corresponding to fluid viscosity of 5 m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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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5 Pressure at the injection point versus the 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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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6 Comparison diagram of model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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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黏度对含天然裂缝地层中水力裂缝延伸特征的影

响，得到的主要认识如下：

1）相交角和原地应力差越小，水力裂缝越容易

开启天然裂缝，但即使相交角和原地应力差很小，水

力裂缝也只能开启天然裂缝的一翼。

2）较高的注入速率有利于完全开启天然裂缝。

注入压力随注入速率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在压裂

施工过程中，在井口装备和地下管柱强度允许的条

件下应尽量提高施工排量。

3）注入压力随着压裂液黏度增加而增加，水力

裂缝长度随着压裂液黏度增加而略有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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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藏评价与开发
PETROLEUM RESERVOIR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煤层气注热增产研究进展

杨兆中 1，袁健峰 1，朱静怡 1,2，李小刚 1，李 扬 3，王 浩 1

(1.西南石油大学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500；2.西南石油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四川 成都 610500；3.振华石油控股有限公司，北京 100031)

摘要：注热增产技术是除水力压裂外另一种有效的煤层气增产方法，适用于含水率低和降压解吸困难的煤层。通过国内

外文献调研，阐述了煤层气注热的增产机理，分析了注热升温对煤层吸附/解吸和渗透率的影响，总结了热采煤层气过程中

的热—流—固耦合关系，介绍了注热蒸汽法、注热CO2法、微波注热法以及火烧煤层法 4种注热增产的方法，综述了 4种方

法的技术原理、技术特点以及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进展。研究表明注热方法可促进煤层气的解吸，提高游离态煤层气含量，

达到煤层气增产的目的。同时注热导致的热致裂和煤热解可以改善煤层孔隙结构，沟通和增大煤层裂缝网络，有利于煤

层气的扩散和渗流。煤层气的注热增产技术能有效解决煤层气含水率低、降压解吸困难、强水敏等问题，是可替代水力压

裂的另一种极具潜力的增产方法。

关键词：煤层气；注热增产；吸附/解吸；渗透率；水力压裂

中图分类号：TE37 文献标识码：A

Thermal injection stimulation to enhance coalbed methane recovery

YANG Zhaozhong1, YUAN Jianfeng1, ZHU Jingyi1,2, LI Xiaogang1, LI Yang3, WANG Hao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il and Gas Reservoir Geology and Exploitation,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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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主要成分为CH4，以吸附态、游离态和溶

解态 3种形式存在于煤层中。合理开采煤层气不仅

可以减少瓦斯爆炸的工程事故，还能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中国天然气供应不足的劣势。中国煤层气储量

丰富，开发潜力巨大，但煤层气中的游离态气体含量

占比很小，大多以吸附态的形式赋存于煤层中，同时

绝大部分煤层普遍具有三低（含气压力低、饱和度

低、渗透率低）特点，导致煤层气开采难度巨大，采收

率低下。煤层气解吸主要受温度和压力的影响，在实

际开发中常用水力压裂技术结合排水降压方式进行

开采[1]；然而水力压裂中大量水基压裂液的注入会造

成煤层的水敏、水锁和固相伤害，排水降压主要适用

于含水煤层，对于不含水或弱含水煤层适用性较差。

除了降压解吸以外，升温是另外一种促进煤层

气解吸的方法。因此，国内外学者提出了煤层气的

注热增产改造技术。通过向煤层中注入热介质使得

CH4分子活性增大，从而促进煤层气的解吸和运移，

同时温度升高也可增加煤层的渗透率[2]。注热开采

还可与传统开采方法相结合进一步强化开采煤层

气，因此，加强对煤层气注热增产方法的研究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基于国内外文献调研，针对煤层气

的注热增产技术开展了以下工作：①简述了煤层气

吸附/解吸的基本原理，讨论了温度对煤层气吸附/解
吸以及渗透率的影响；②分析了煤层气注热开采过

程中热—流—固三场耦合关系；③综述了 4种注热开

采方法的基本原理、技术特点以及研究现状。

1 煤层气注热开采机理

1.1 煤层气吸附/解吸机理

1.1.1 煤层气吸附机理

煤岩表面剩余力场[3]的存在使得煤岩具有很强

的吸附特性，可以吸附 CH4、CO2等气体分子。煤层

中 70 %～90 %的煤层气是吸附态，煤岩吸附煤层气

主要依赖于分子间的作用力。煤岩中CH4的吸附过

程可分为3个阶段：低相对压力阶段（小于0.15 MPa）、
中相对压力阶段（0.15～0.30 MPa）和高相对压力阶

段（大于 0.30 MPa）。随着相对压力的不断增大，吸

附机理也有所改变，从最初的孔隙表面与CH4分子的

碰撞阶段逐渐转变为单分子吸附和多层吸附的中间

阶段[4]。

当气体分子在某一位置时，其能量最低且吸附

态最稳定，则该位置为煤表面的吸附势阱，吸附是气

体分子能量逐渐降低的放热过程。为了评估CH4分
子与煤表面之间的作用力，引入了吸附热的概念。

吸附热是指吸附过程产生的热效应，系统的吸附热

反映了吸附相和自由相之间的能量差，可用于评估

CH4分子与煤表面之间的作用力，吸附热越大，吸附

越强。煤层气的吸附过程属于物理吸附，物理吸附

的吸附热等于吸附质的凝缩热与湿润热之和，一般

为每摩尔几百到几千焦耳，最大不超过 40 kJ/mol。
CH4吸附热一般随吸附容量的增加而增加，并与微孔

表面积呈正相关[5-7]。

1.1.2 煤层气解吸机理

处于吸附态的分子从煤基质表面脱离出来的过

程称为解吸，吸附和解吸是一个可逆的过程，二者是

同时进行的。在煤层气未被开发的情况下，煤层气

处于吸附和解吸的动态平衡。煤层气的解吸主要受

温度和压力影响，煤层气开采过程中煤层压力不断

降低，当煤层压力低于煤层气临界压力时，吸附于煤

基质上的气体分子便会解吸出来，由吸附态转变为

游离态。吸附是分子能量降低的放热过程，解吸则

与之相反，解吸过程要求分子具有足够的动能和内

能以脱离吸附势阱，因此，需要从周围环境中获取能

量，是一个吸热的物理过程。

邱峰[8]通过实验证明，由于“解吸滞后”以及“再

吸附”现象的存在，实际情况下煤层气解吸需要吸收

更多的能量才能脱附，而解吸所需的能量主要是从

周围环境中获取。因此，通过注热的方式可以为CH4
分子提供足够的能量，从而实现脱附。

1.2 温度对煤层气开采的影响

1.2.1 温度对煤层气解吸的影响

煤层气解吸是一个吸热的物理过程。大量实验

证明温度上升有利于煤层气的解吸。研究表明温度

每升高 1 ℃，煤岩对煤层气的吸附能力会降低约

8 %[9]。吸附是气体为了达到平衡状态降低自身表面

能的方式，温度升高，CH4分子活性增大，因而具有更

高的内能与动能。能量的增加有利于煤层气脱离吸

附势阱深度而转变为游离态。图 1是升温前后 CH4
分子赋存状态的对比，由此可见，升温使CH4从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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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热—流—固耦合机理

Fig. 2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thermal-hydraulic-mechanical

质中脱离并转变为游离状态。

国内外学者通过室内实验证明了升温对煤层气

的解吸作用。马东民等[10]开展了温度对煤层气吸附/
解吸影响的实验研究，从 15 ℃升温到 40 ℃的过程

中，煤的吸附系数逐渐减小，解吸速率提高约 20倍。

曾社教等[11]同样进行了煤岩加热过程中煤层气的解

吸实验，从 22 ℃升温到 38 ℃，温度每增加 1 ℃，煤层

气解吸率增加 1.5 %。LIU等[12]研究了 25～800 ℃热

处理范围下煤层气吸附势和解吸效率的变化，发现

高温处理主要提高了煤层气的解吸效率，并得出 2种
烟煤和 1种无烟煤的最佳热处理温度分别为 550 ℃、

450 ℃和 470 ℃。温度在 450 ℃以上时，煤会发生温

和热解生成煤焦油、煤气和半焦，因此，对于富油煤

开采而言，通过人工加热的方式不仅可以促进煤层

气增产，还可实现煤、油、气同步开采[13-15]。

1.2.2 温度对煤层气渗透率的影响

温度对渗透率的影响主要包括热应力、热膨胀、

热分解、水相蒸发、煤岩力学性质变化等。

温度对渗透率的影响因素较多，规律复杂，其作

用结果既有正反馈也有负反馈，因此，多数学者对此

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经过文献调研，目前关于温

度对煤岩渗透率影响的几种结果如表1所示。

滕腾[23]综合考虑升温时各项因素对煤岩渗透率

的影响，推导并定义了热刺激指标KT，根据KT的正

负可判断渗透率与温度的相关性。虽然各学者的研

究结果不尽相同，但是若煤层温度控制合理是可以

促进孔隙裂隙发育从而利于煤层气开发的。

1.3 注热基础理论

煤层气注热增产的思路源于稠油热采工艺[24]，

二者的区别在于稠油热采的原理主要是通过高温降

低稠油黏度从而改善其流动性，而煤层气注热增产

则是通过升温提供煤层气解吸所需能量，促进煤层

气解吸。注热工艺在稠油热采中已经有成熟的体

系，有利于推动煤层气注热增产工艺的实现。目前

使用的热采工艺主要有两大类：①通过注入热介质

如热蒸汽、热CO2等进行加热；②在目的层内部就地

产生热量，如微波辐射煤岩加热以及火烧煤层法。

不论哪种注热方式，主要作用都是加热煤岩达到促

进煤层气解吸以增大游离态气体含量，其次是通过

升温改善煤岩渗透率促进煤层气渗流。

1.4 注热增产过程中热—流—固耦合关系

数值模拟方法是研究煤层气注热增产的有效手

段。研究注热增产过程中各物理场之间的相互耦合

关系有助于建立煤层气注热增产的数值模型，从而

有效研究不同地层参数和工程参数对煤层气解吸、

扩散、渗流的影响，最终指导煤层气注热增产的现场

应用，优选煤层气注热增产方法的施工参数。

煤层气注热开采过程中具有复杂的热—流—固

耦合关系[25]（图 2）：①对于温度场和变形场而言，温

图1 CH4分子赋存状态分布

Fig. 1 Occurrence state distribution of CH4 molecular

表1 温度对渗透率影响规律

Table 1 Influence law of temperature on permeability

升温对渗透率的影响规律

渗透率随温度升高逐渐增大

渗透率随温度升高先减小再增大

高有效应力时，渗透率与温度成
负相关

渗透率随温度升高先降低后升高
再降低

文献来源

任常在等[16]；LI等[17]；JIANG等[18]

李波波等[19]

巩天白[20]；GAO等[21]

LI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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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变化引起的热应力对变形场有影响，煤岩骨架内

能量耗散产生的应变能对储层温度有影响；②对于

温度场和渗流场而言，温度的变化引起气体吸附和

解吸以及气体密度和黏度的变化，从而对渗流场产

生影响，气体流动过程中的传热和对流以及气体的

吸附/解吸对温度场也有影响；③对于渗流场和变形

场而言，煤岩变形引起的孔隙度渗透率的变化对煤

层气流动有影响，气体压力的变化和吸附/解吸会影

响煤岩吸附变形。

2 煤层气注热开采的方法

2.1 注热蒸汽法

注热蒸汽法根据注入及开采方式的不同主要分

为蒸汽驱替法和蒸汽吞吐法两种。蒸汽驱替法（图 3）
是在地面打一口注气井，通过注气井注入热蒸汽，将

煤层气从生产井开采出来的方法；而蒸汽吞吐法（图4）
则是注入和产出均在生产井进行，通过向井内注入

热蒸汽，然后关闭井口闷井数日后再开采煤层气。

热蒸汽在煤层中传递热量的方式主要有对流换

热、相变潜热和热传导 3种，水的比热容较大，在相同

温度下所携带的热量更多。相较于直接注热水而

言，热蒸汽能减少注入过程中的热损失，充分利用热

能。热蒸汽注入煤层时释放大量的热量加热煤层，

对煤层有明显的升温作用。刘杰[26]建立了井筒传热

模型，利用有限元软件模拟分析了注热蒸汽过后的

温度场分布，计算结果表明注热蒸汽可以使井筒附

近煤层温度显著升高，距离井筒越远的位置升温效

果越不明显。在蒸汽注热 10 d的条件下，距井筒半

径为 15 m的范围内，温度变化大，煤层受热效果良

好，而超过该范围的区域温度梯度变化较小。石晓

巅 [27]进行了无烟煤和贫煤的注热蒸汽升温实验，拟

合实验数据显示煤岩温度低于 80 ℃时升温速率较

快，在80～100 ℃升温速率逐渐减缓。

煤岩对水的亲和性大于CH4，因此，除加热作用

外，蒸汽还有置换 CH4与 CH4形成竞争吸附的作用。

水分子能与褐煤、烟煤和无烟煤中分子的—OH形成

氢键；而煤岩吸附CH4主要依赖的是分子间作用力，

该作用力远小于氢键的作用，故煤岩对水分子的吸

附能力强于CH4，可以通过注蒸汽抢占煤层中CH4的
吸附位达到置换CH4的目的[28]。

关于注热蒸汽的数值模拟研究，唐明云等[29]分
别模拟了注 250 ℃蒸汽、注 250 ℃热水以及常规开

采 3种开采方式。模拟结果显示：在相同温度下，注

热蒸汽热损失较小，比注热水升温效率更高。统计

开采100 d的产量，发现与常规开采方式相比，注热蒸

汽开采产量提高了 17.5 %。杨新乐等[30]对比了注热

蒸汽 10 d和不注热 2种情况，统计抽采煤层气 100 d
的累计产量，结果显示注热蒸汽开采的产量提高了

1.2倍。

虽然注热蒸汽法在加热煤层和置换CH4上优势

明显，但目前面临以下问题：①热蒸汽注入煤层后会

遇冷凝结为水滴，水相的存在会使得裂隙中气相饱

和度降低，气相渗透率减小从而抑制煤层气在裂隙

中的渗流；②周围岩层会吸取蒸汽释放的热量，产生

图3 蒸汽驱替

Fig. 3 Steam flooding

图4 蒸汽吞吐

Fig. 4 Steam huff and p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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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热方向

微波

微波加热常规加热

波导

低温

高温

热解样品

对流加热
装置

图6 微波加热示意图

Fig. 6 Schematic diagram of microwave heating

较大的能量损失导致热效率低下；③水分的引入可

能造成水锁伤害。

2.2 注热CO2法

注CO2强化开采煤层气可有效提高采收率。一

方面，CO2的吸附势阱远大于CH4，煤岩对CO2的亲和

性也就更大，注入煤层后可以与CH4形成竞争吸附从

而将其置换出来[31]；另一方面，CO2分子直径比 CH4
小，可以填补吸附空位降低孔隙表面张力削弱煤岩

对 CH4的吸附[32]。 于是有学者提出将注热和注 CO2
相结合强化煤层气开采，如图5所示。

注热 CO2开采煤层气同时兼具了注热和注 CO2
二者的优点。一方面，热CO2注入煤层通过热传导、

热对流的方式使煤层温度升高，提供煤层气解吸时

所需能量从而促进煤层气解吸；另一方面，煤层温度

升高发生热致裂可以提高煤岩渗透率[33]。
目前将热注入和CO2相结合的方式还处于起步

阶段，国内外对此还处于理论研究和数值模拟阶段，

多名学者进行了注热 CO2开采煤层气的数值模拟。

FANG等[34]建立了CO2驱替CH4过程中热—流—固全

耦合模型，讨论了温度的影响，分析了不同CO2注入

压力和生产井温度下储层渗透率的变化，发现生产

井温度从 40 ℃提高至 70 ℃，CH4产量增长率提高了

5 %～10 %。FANG等[35]采用沁水盆地地质条件参数

模拟了注热CO2开采煤层气，探究注热CO2有效影响

半径。模拟结果表明注热CO2的有效影响半径随注

热时间和压力的增加而增大，有效影响半径与CO2注
入时间呈幂指数函数关系，函数系数与CO2注入压力

呈线性关系。MA等[36]采用模拟器模拟非等温条件

下CO2强化煤层气开采，结果发现向煤中注入热CO2
改变了煤层内部的流动过程，进而影响煤岩渗透率、

应力状态以及变形。黎力等[37-38]分别从实验和数值

模拟对注热CO2驱替煤层气展开研究。室内实验结

果表明，注气压力一定时，注气气体温度升高 32 ℃，

使CH4产出率增加 40 %左右；数值模拟结果发现，在

大于60 ℃的温度下，升温能明显提高煤层气产量。

在开采煤层气方面，注热CO2可以起到升温促进

煤层气解吸、改善煤岩渗透率以及置换 CH4三重作

用。因此，在强化开采煤层气上极具优势。其次，在

碳中和目标的指导下，注热CO2法可以有效封存CO2
减少温室效应。另外，目前已有注CO2开采的理论支

撑[39-40]，注热CO2可在此基础上进行。基于以上各方

面优点，该方法将是今后煤层气注热增产的热门研

究方向。

2.3 微波注热法

微波作为一种新型加热方式在各个领域中已有

广泛应用，在加热稠油、油页岩和油砂等非常规油资

源上已取得一定成效[41]。微波加热具有如下优点：

加热速度快、选择性加热、控制及时、环保无污染，因

此，提出了微波注热开采煤层气的思路。区别于常

规的注入热介质加热的方式，微波加热是利用电磁

场力的作用使得物质中的极性分子反复交替做高频

率的定向运动，分子运动过程中碰撞和摩擦产生热

量，从物质内部产生热源使之升温[42]，如图 6所示。

在微波加热过程中，微波热效应有助于提高煤层气

解吸、促进煤岩致裂、解除水锁效应等作用[43]。
关于微波热效应的实验包括煤层气解吸和煤岩

渗透率两方面，在煤层气解吸实验中，不论是持续辐

射还是间歇辐射都有以下规律：微波功率越高，煤岩

煤层

水层

煤层气抽采

CO2驱替CH4

注热CO2

图5 注热CO2开采煤层气

Fig. 5 Exploitation of coalbed methane by injection of

thermal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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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温越快；辐射的时间越长，煤层气的总解吸量增幅

越明显；低功率间歇辐射加热均匀，对煤层气解吸效

果更优，更具经济性[44-45]。有学者进行了微波加热的

相关实验，以探究微波热效应对煤层气产量的影响，

胡国忠等[46]通过对比有无微波加热实验发现，在可

控源微波场作用下，CH4解吸量大幅增加，辐射阶段

的累产气量提高了 0.65～2.79倍；WANG等[47]实验发

现微波在 30、60、90 W功率下的总脱附量分别是室

温脱附试验的 1.87、2.49、3.26倍。除此以外，微波热

效应还可以减少煤中含氧基团的总量，减弱煤对CH4
的最大吸附能力[48]。在探究煤岩渗透率变化方面，

随着温度的升高，煤岩中活性物质和挥发物被分解

使孔隙和裂隙扩大，微波的选择性加热可以蒸发水

分，破坏孔隙结构，使微孔隙向中孔隙和大孔隙发

育[49]。微波加热速率快且温度分布不均匀的特点可

以使煤岩温度发生较大变化，从而产生较大的局部

热应力破坏煤岩内部结构。LAN等[50]采用微波辐射

煤岩 120 min后，平均温度上升了 42 ℃，能效达到

85 %，促进了裂纹扩展。

数值模拟可以直观反映出微波热效应对煤层

气开采的影响。学者们通过建立相关的电磁—热—

流—固耦合模型，探讨了储层孔隙度、温度及渗透率

的演化规律以及注热条件下煤层气的运移和采出过

程。在微波加热条件下，煤岩总体温升趋势呈现

“快—慢—快”的特征，微波加热煤岩对频率非常敏

感，2.45 GHz为最优辐射频率，在此条件下煤层渗透

率和温度提升幅度最大[51-52]。在模拟开采煤层气方

面，微波功率的高低和辐射方式的不同都有各自的

优势。ZHU等[53]模拟微波加热煤层，研究了电场、储

层温度、CH4浓度的分布。计算结果表明，使用200 W
功率微波加热 1 d就可以使煤层温度上升至 81 ℃，煤

层孔隙度增加了 9 %，渗透率增加了 1.11×10-3 µm2；
1 600 W功率下[54]，最高温度可在 30 s内达到 240 ℃
左右，实现了快速升温、孔隙发育和裂缝生成。SUN
等[55]建立了新的具有双孔隙单渗透率的电磁—热—

水—力学耦合模型，模拟开采 6 000 d煤层气的情况，

发现功率为 1 000 W的情况下，累计产气量增加了

80 %。总体而言，低功率加热更加均匀和节能，而高

功率可以实现快速加热并具有热不均一性[56]，而采

用间歇循环加热方式，煤岩能保持高温状态，煤层气

渗透率和解吸量持续增大，产量呈现增产与稳产交

替出现，有利于提高能量利用效率[57]。

虽然微波加热相比于注热介质加热有很大优

势，但微波注热法目前亟需解决微波如何入井的问

题。现场开采煤层气所使用的微波装置与实验室内

的装置有所区别，需要考虑入井时的各方面问题；另

外对微波装置的各方面性能也有更高要求，如微波

的辐射半径、频率以及功率等，同时还需考虑井下装

置的耐温性能等[58]。

2.4 火烧煤层法

2011年毛琼等[59]综合借鉴石油开采中火烧油层

法、煤层气注热开采以及注CO2法，提出了火烧煤层

开采煤层气。与火烧油层法类似（图 7），在注气井控

制空气注入量，通过点火系统和控火系统控制煤层

处于不完全燃烧的状态。煤层燃烧时的热效应可以

促进煤层气解吸、煤岩破裂以及解除水锁，产生的

CO2等气体，既可以置换 CH4，又可提供气体渗流的

驱动力增大渗流速度[60]。
目前对火烧煤层法研究主要是在数值模拟方

面，谢启红[61]建立了单层圆筒壁的稳态导热模型和

以 IAS多组分吸附理论为基础的CO2驱气理论模型，

模拟了火烧煤层驱气效果，结果表明：随着温度升

高，CO2浓度和煤层加热半径增大，煤层气采收率也

大幅增加，温度每升高 5 ℃，采收率平均提高 1.74 %。

刘盈等[62]运用数值模拟方法，对井下抽采与火烧煤

层开采煤层气两种开采方式中煤层气日产量、井底

压力、累计产量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煤层气的日产

量、气井的井底压力均高于常规抽排水作业开采煤

层气，能够提高煤层气的采收率。已有的现场强水

敏性煤层进行火烧煤层的试验初探表明，采用火烧

煤层法使煤层气采收率提高了40 %[63]。
尽管有火烧油层的技术经验，但火烧煤层的技

术应用还不成熟，主要有以下问题：①煤层点火方

面，若煤层含水量高则会出现燃烧困难的问题；②环

保方面，煤炭燃烧时会向大气中排放大量 SO2和H2S

燃烧前缘

燃烧前缘

燃烧前缘的路线

燃烧气 油和水

生产井注入井

蒸汽带

蒸汽

空气

点火器

已燃区

焦煤带

焦煤

轻质油带

轻质油

原始重油带

重油带

热水

图7 火烧油层示意图

Fig. 7 Schematic diagram of oil layer combustion

622



2022年
第12卷 第4期 杨兆中，等 .煤层气注热增产研究进展

气体造成严重的污染问题；③井壁稳定性方面，火烧

煤层过后可能出现区域坍塌的问题。目前对火烧煤

层的相关研究较少，未来的重心应该针对火烧煤层

技术设计合理实验方案，对火烧煤层的机理、煤层燃

烧温度场变化规律、高温导致煤岩结构的变化及注

气速率等关键控制技术深入研究。

2.5 各注热方法对比

注热介质法目前主要有注热蒸汽和注热CO2两
种方法，该方法主要优势在于：具有稠油热采的成熟

工艺体系，技术相对而言较为成熟，可控性较好；热

介质同时兼具升温和竞争吸附的作用。虽然注热蒸

汽法优势明显但也存在一些缺点：①介质从管线到

井筒的流动过程中沿程热损失较大；②容易受到非

均质岩层吸热影响，导致热效率降低；③热介质采用

蒸汽时，蒸汽在井筒中液化形成水滴可能造成水锁。

微波加热和火烧煤层则是从煤岩内部加热的方

法。相比于常规的注热介质加热，这两种方法直接

在目的层加热，热损失较小、热效率更高。微波加热

具有加热速度快、选择性加热和控制及时等优点，但

是仍面临一些困难有待解决，如微波如何入井和井

下装置的耐温性能等问题。火烧煤层能直接利用地

下煤矿资源作为热源和气源，但仍有爆炸程度难以

控制、燃烧会有区域坍塌、生成有毒有害气体等

问题。

3 结论与展望

随着煤层气开采难度的增加，常规的排水降压

开采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产量的需求，迫切需要一种

新的技术手段来实现煤层气增产。煤层气的注热增

产技术是提高煤层气产量的重要手段，其实质是通

过加热煤岩促进煤层气解吸以及改善渗透率，在实

现煤层气增产的同时又能满足环保清洁高效的要

求。注热的方式虽多，但在实际现场试验和应用时，

依据稠油热采的经验，应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

1）煤层深度。注热介质法沿程热损失很大，该

方法适用于低深度煤层，采用绝热管柱降低热量损

耗可以应用于更深的煤层；微波加热和火烧煤层可

以适用于较深的煤层，对于火烧煤层而言要考虑空

气在地层中的注入性，若注入性良好则可拓宽深度

范围。

2） 煤层压力。压力增大，热介质温度增加，沿

程热损失增大，煤层吸收的热量减少，尤其对于注蒸

汽法而言，不适用于压力接近蒸汽临界压力的煤层；

微波加热和火烧煤层法不受压力限制，在煤层压力

较高时应考虑采用。

3）渗透率。对于低渗煤层，不宜采用注热介质

法，因为无法向受热带提供足够的热量促使其向远

端扩展；而对于火烧煤层而言，只需要满足空气注入

速度能维持燃烧前缘即可，故火烧煤层可以在低渗

透煤层使用。微波加热依托的是电磁场直接作用于

煤层，所以同样适用。对于中高渗煤层，4种方法均

适用。

煤层气的注入增产还有望促进后续煤矿资源开

采。可以将热采煤层气和煤炭地下气化、地下煤炭

原位热解等工艺相结合，以充分发挥热采煤层气后

的余热。比如在注热开采完煤层气之后，注入富氧

湿气使煤炭燃烧气化；或者再持续注热提高地层温

度，在隔绝空气条件下将煤层升温至热解温度以上，

此时煤炭会原位热解为煤气、焦油、半焦等产品。注

热增产结合传统增产改造模式也是一种发展趋势，

比如在构建羽状水平井和水力压裂施工后再实施注

热，以进一步强化开采煤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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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井堵塞型递减原因分析及治理
——以延川南煤层气田为例

刘 晓 1，崔 彬 1，吴 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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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延川南煤层气田部分井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产气、产液异常快速递减的堵塞型生产特征。为了分析堵塞产生的原因，

基于气井产液、水质、检泵等生产动态信息的变化，明确了堵塞主因包括结垢和煤粉两个方面，在分析结垢和煤粉堵塞形

成机理的基础上开展了针对性预防和治理措施。针对结垢堵塞井形成常态化阻垢剂防垢与多级脉冲冲击波解堵相结合

的防治措施，16口井增产效果较好，平均单井累计增产 30.11×104m3。针对煤粉堵塞井形成自循环和空心杆洗井携煤粉工

艺及氮气泡沫洗井解堵治理措施，洗井携煤粉工艺可有效缓解煤粉堵泵等导致的检泵，气井免修期延长 60 %；氮气泡沫解

堵应用 4口井均取得显著增产效果，平均单井增产 1.25×104m3/d。成果认识为堵塞型煤层气井原因分析和治理对策提供了

借鉴。

关键词：深煤层；煤粉；结垢；堵塞；解堵

中图分类号: TE37 文献标识码：A

Cause analysis and treatment of coal-bed gas well plugging decline: A case study of

southern Yanchuan CBM Field

LIU Xiao1, CUI Bin1, WU Zhan2
（1. Linfen Coalbed Methane Branch of Sinopec, Linfen, Shanxi 041000, China;
2. Sinopec East China Oil and Gas Company, Nanjing, Jiangsu 200019,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part of the wells in southern Yanchuan CBM Field has the plugging characteristics of
abnormal and rapid decline of gas production and liquid production.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blockage, based on the
changes of the production dynamic information of the liquid recovery, water quality and pump check of wells, the main cause of
plugging is clarified, including scaling and pulverized coal.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caling and
pulverized coal blockage, the targeted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easures are carried out. For the scaling plugging wells, form a
treatment measure combining the normal prevention by adding scale inhibitor and the plugging removal by multi-stage pulse shock
wave. 16 wells implemented by multi-stage pulse shock wave have got a good production increase with an average production
increase of 30.11×104m3 per well. For the pulverized coal plugging wells, coal-carrying process by self-circulation and hollow rod
well washing, and nitrogen foam well-unblocking treatment measures are formed. Well washing for carrying pulverized coal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pump check caused by pulverized coal blocking pump, the gas well repair free period extended by 60 % .
Four wells applied the nitrogen foam for unblocking achieve significant production increase, with an average daily production
increase of 1.25×104m3 per well. The results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ause analysis and treatment of blocked CBM wells.
Keywords: deep coal seam; pulverized coal; scale formation; plugging; plug rem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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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确煤层气井低产的原因，国内研究者从地

质、压裂、排采 3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低产原因主要分

为 3个方面[1-9]：①煤层埋藏浅或靠近断层、顶底板封

盖性差等原因导致含气量低，是低产的主要地质原

因；②针对高应力深煤层、构造煤等常规压裂改造工

艺不匹配，压裂改造效果差，单井控制储量小导致产

气量低；③排采过程中煤粉沉降，地层水结垢等堵塞

渗流通道，导致产气量递减。针对非地质原因造成

的递减，主要的增产措施有氮气泡沫压裂、活性水重

复压裂、酸化解堵、震荡解堵等[10-13]。对于深层煤层

气井而言，煤层埋深大、地应力高、孔隙度及渗透性

差，排采过程中渗流通道更容易被堵塞。延川南气

田气井检泵过程中存在管杆结垢严重、泵筒煤粉聚

集等现象，结垢和煤粉沉降发生在近井地层堵塞渗

流通道。气田部分井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产液量和

产气量异常递减，反应出典型的堵塞型生产特征。

如何准确识别气井结垢和煤粉形成的主要原因及规

律变化，构建针对结垢和煤粉问题的一体化防治对

策，降低地层堵塞风险和井筒异常频次，保持渗流通

道畅通和气井正常生产时率，对实现深层煤层气稳

产具有重要意义。

1 气田基本情况

延川南煤层气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南缘，构

造上处于渭北隆起和晋西挠褶带交汇处，整体为西

倾单斜构造，中部北东向的西掌断裂带将气田分为

东西两部分，东部为谭坪构造带，西部为万宝山构造

带，区内发育小断层，煤储层非均质性强。煤层气开

发主力煤层为下二叠统山西组 2号煤层，东部谭坪构

造带 2号煤层埋深较浅，埋深介于 600～1 000 m，平
均为 880 m，向西埋深逐渐增加，万宝山构造带 2号
煤层埋深介于 1 000～1 500 m，平均为 1 300 m。含

气量随埋深增加逐渐增大，平均为 11.3 m3/t。2号煤

层全区横向分布稳定且连续，煤层平均厚度约为5 m，
平面上煤层厚度呈东南厚，向北部及西部减薄的趋

势，在谭坪构造带煤厚介于 5.0～5.5 m，万宝山构造

带煤厚介于 4.5～5 m，煤层一般含 1～2层夹矸，局

部地区发育 3层夹矸，夹矸总厚介于 0～0.80 m，平

均为 0.35 m，由西向东夹矸厚度增加，层数增多。镜

质体反射率Ro介于 1.96 %～3.22 %，平均为 2.45 %，

整体处于贫煤、无烟煤阶段，随埋深的增加变质程

度增大，平面上由东向西 Ro逐渐增大。镜质组含量

介于 76.1 %～89.2 %，平均为 83.0 %，煤的生、储气

物质基础较好。煤体结构以原生结构煤和块状碎

裂煤为主，气田北部和南部边缘局部发育碎粒煤和

糜棱煤，煤层渗透率介于（0.2～0.5）×10-3 µm2，平均

为 0.344 ×10-3 µm2，孔隙度介于 3.0 %～6.7 %，属特

低孔低渗储层。煤储层压力在东部谭坪构造带介于

2.77～4.79 MPa，平均为3.91 MPa，在西部万宝山构造

带介于4.47～10.57 MPa，平均为7.98 MPa。水动力条

件分区特征明显，谭坪构造带及万宝山构造带东北部

为弱径流区，地层水矿化度介于 3 000～5 000 mg/L，
水型为NaHCO3，万宝山构造带中西部以高压封闭滞

留区为主，地层水矿化度介于10 000～160 000 mg/L，
以CaCl2水型为主（图1）。

2 排采水变化规律

煤层气产出机理是排水降压、解吸产气，排采过

程主要分为排水期、上产期、稳产及递减期 3个阶段。

产液量以及水质随着生产时间的延长呈现规律性的

变化。排水期产液 20～100 m3/d，上产期产液 10～
20 m3/d，高产稳产期产液 0.5～5.0 m3/d。排采水矿化

度在平面上西高东低，西部万宝山构造带稳定矿化

度在 10 000～160 000 mg/L，一般是投产初期矿化度

的2倍，水型自始至终为CaCl2。
位于万宝山构造带西南部高矿化度区的某平台

4口井的产液及水质变化曲线如图 2、图 3所示，早期

排水期为单向水流阶段，产液量最高，产出液以压裂

液与地层水混合液为主，矿化度较低。进入解吸上

产期后，随着解吸气量增加，气相相对渗透率增大，

产液量逐步降低，产出液中地层水占比增加，矿化度

逐步增高。在稳产及递减期，渗流通道以气相渗流

为主，产液量低且以高矿化度的地层水为主。产液

量和水质的变化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高矿化

度地层水产出后，煤层气大量解吸引起的储层温度、

压力变化，井筒内流速改变，诱导地层水结垢；二是

产液量降低后携煤粉能力减弱，煤粉在井筒、泵筒和

近井地带堆积。以上两方面问题既导致机抽排液不

正常，又导致近井地带的渗流通道堵塞。因此，煤层

气井排采水动态变化导致气井结垢和煤粉堵塞成为

气田开发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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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煤粉产出运移分析及其影响

3.1 煤粉的来源及运移条件

煤层中煤粉来源包括构造变形产生的原生煤粉

和钻井、压裂、排采过程中的机械破坏以及应力改变

产生的次生煤粉，其中构造变形产生的原生煤粉是

主要来源。煤粉运移包括两方面：一是煤层内的径

向运移，二是井筒中垂直运移。影响煤粉正常运移

的情况一般分为两种：一是在排采过程中由于流体

流动、压力激动等造成煤粉运移，调整冲次或异常停

抽时流速改变煤粉沉降堵塞渗流通道；二是煤层气

井排采后期产液量变低，低液量难以将煤粉有效携带

出井筒，逐步在井筒和近井地带堵塞产气通道[14-15]。

图1 延川南煤层气田地层水矿化度等值线

Fig. 1 Water salinity isoline of southern Yanchuan CBM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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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煤粉对产量的影响

煤粉对产量影响分为两方面，一是地层中煤粉

运移沉降，堵塞孔隙喉道或者侵入压裂支撑缝（图4），
降低储层渗透率和裂缝导流能力，导致产气和产液

量的同时下降；二是在排采中后期产液量极低的情

况下，地层产出的煤粉难以携带出井筒，慢慢在井筒

聚集，造成卡泵、埋泵等影响正常举升排液，进而影

响气井生产时率[16-18]。通过统计近 3年的检泵（图 5）
发现，因煤粉造成的泵堵、卡泵等原因导致的修井作

业约占 50 %，特别是部分井由于出煤粉严重导致频

繁检泵，严重影响了气井的正常生产。

4 成垢因素分析及其影响

4.1 井筒成垢原因分析

为研究煤层气井结垢原因，对垢的成分进行了

分析，通过X射线衍射光谱仪对样品所含化合物监

测表明，垢的主要成分为碳酸钙和少量铁的化合物；

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垢样所含元素的质量分数

进行测定（表 1），占质量分数最高的为 Ca元素。同

时对排采水中的离子进行分析（表 2），排采水中阳离

子主要有Na+、K+、Mg2+、Ca2+，阴离子主要有Cl-、SO42-、
HCO3-，阳离子中除 Na+外，Ca2+质量浓度远高于其

他阳离子质量浓度，阴离子中HCO3-质量浓度也较

高。结垢的主要化学反应：Ca2++2HCO3-→Ca(HCO3)2，
Ca(HCO3)2→CaCO3↓+CO2↑+H2O。在热力学条件没

有发生变化、平衡状态没有被打破的时候，会持续一

种稳定的状态，此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结垢；在煤层气

井排水降压过程中，近井地带地层及井筒温度、压

力、流体流态发生变化，打破了原有的平衡，随着流

压及储层压力的不断降低。当水中 CO2分压低于

CaCO3溶解平衡所需要压力时，反应平衡会向右进

行，形成CaCO3结垢。

4.2 结垢对产量的影响

结垢对产量的影响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近

图5 油管被沉降的煤粉堵塞

Fig. 5 Oil pipe blocked by settling pulverized coal

元素组分

Ca
Fe
Mg
Al
Si
P
S
Na
Mn
Cu
Zn
Sr
Ba

质量分数（%）

76.393
17.164
0.332
0.124
0.342
0.008
2.344
0.417
0.412
0.300
0.008
1.365
0.305

表1 垢样元素质量分数

Table 1 Mass fraction of scale elements

表2 排采水离子构成（质量浓度）

Table 2 Ion composition of production water（mass concentration）

Na＋
16 000.65

K＋

112.87
Mg2+

1 858.22
Ca2+

7 580.83
Cl-

46 750.00
SO42-

1 039.07
CO32-
0

HCO3-
533.93

石英砂

煤粉

图4 煤粉堵塞示意图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pulverized coal plugging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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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筒地层或射孔炮眼结垢造成渗流通道堵塞，影响

地层流体产出；二是管杆泵结垢后容易导致卡泵、遇

阻等异常工况，影响气井正常排液生产。

5 地质与工艺一体化治理对策

5.1 煤粉治理

理论上，在连续排采的条件下，产水量大于携带

煤粉的临界流量，煤粉就能随水排出，如果产水量小

于携带煤粉的临界流量，煤粉就会不断堆积。针对

煤粉在泵筒堆积导致的泵堵问题，以提高液体流速

从而提升携煤粉能力为治理方向，形成了自循环洗

井和空心杆洗井两种工艺。自循环洗井是通过隔膜

泵向油套环空持续补水，保证注入水量与管式泵排

水量基本相当，既增加携带煤粉的流速，又避免补水

对产气的影响，该工艺对中低产井较为适用，应用

150口井，免修期提升 60 %。对于瞬时产气量大于

300 m3/h的高产井，通过环空注入的水容易被产气携

带至气流程，因此，针对高产气井采用空心杆洗井工

艺（图 6），通过空心抽油杆注水至活塞上部，与通过

泵筒进入油管的地层水混合，增加液体在油管内的

流速，从而提升煤粉携带能力。该工艺已应用 5口
井，混合产出液初期含大量煤粉，气井免修期有效

延长。

针对煤粉在近井地带沉降堵塞渗流通道的问题

探索开展了氮气泡沫洗井，煤层气生产后期地层能

量低，常规清水洗井漏失量大难以建立循环，氮气泡

沫体系低密度、低滤失特征可以建立循环，同时泡沫

体系的高膨胀能冲击堵塞通道的煤粉，并具有强悬

浮能力将煤粉携带出来，从而疏通井筒及近井地层

堵塞。累计在 4口水平井开展现场试验，均取得较

好增产效果，平均单井增产 1.25×104m3/d。典型井生

产曲线如图 7所示，洗井前产气异常递减，2个月内

产量由 2.0×104m3/d递减至 0.6×104m3/d，洗井过程中

返出煤粉及少量压裂砂（图 8），洗井后产量恢复至前

期高产稳产水平。

5.2 结垢治理

针对井筒结垢的治理，包括预防性对策和进攻

性对策，预防性对策主要通过阻垢剂的络和增溶作

用、静电斥力作用等，防止或减缓管杆的结垢。针对

已经结垢造成的近井堵塞，目前进攻性的解堵措施

主要有酸洗和振动解堵两类，考虑酸洗解堵对套管

及管杆腐蚀性大，以及返排液处理难度大等因素，气

田主要开展了多级脉冲冲击波增透解堵措施。通过

脉冲功率技术将高功率电磁能量转换为机械能作用

于储层，产生冲击、剪切作用，破碎堵塞的垢片，同时

在近井筒破裂煤层形成裂缝，解除近井堵塞[19-20]。目

前气田实施冲击波增透解堵 37井次，措施有效率为

88 %，平均措施有效天数为 594 d，增产效果较好井

16口，平均单井累计增产30.11×104m3。

6 结论

1）煤层气井排采过程中产液量逐步减小、矿化

度逐步升高的变化规律是结垢和煤粉聚集的诱导因

素，由此导致的堵塞递减是煤层气井生产过程中普

遍面临的问题。

空心抽油杆

泵筒

游动凡尔

固定凡尔

活塞

图6 空心抽油杆洗井原理

Fig. 6 Principle for well washing by hollow sucker 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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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Production curve of nitrogen foam plug removal wells

图8 氮气泡沫洗井返出煤粉

Fig. 8 Pulverized coal carried out by nitrogen fo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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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延川南气田气井结垢的主要成分为 CaCO3，

通过优选阻垢剂具有较好的预防效果，多级脉冲冲

击波通过物理致裂对已经结垢堵塞的井具有较好解

堵效果。解堵后的井需要配套预防性防垢措施，延

长解堵的有效期。

3） 煤层气井生产后期产液量普遍低于携带煤

粉的临界流速，通过自循环洗井和空心杆洗井增大

管柱液体流速可以有效减少煤粉沉降聚集，延长气井

免修期。氮气泡沫洗井可以有效疏通近井筒煤粉堵

塞，对因煤粉堵塞造成的异常递减井具有显著增产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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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阜康矿区煤层气双管柱筛管完井机理与适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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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疆阜康矿区煤储层具有煤层倾角大、厚度大、煤层多、构造复杂等特征，矿区煤层气规模开发进展缓慢，亟需寻找

合适的煤层气地质工程一体化开发技术，为新疆煤层气开发提供有力支撑。双管柱筛管完井技术集完井增产一体化，已

在沁水盆地推广应用超过 400口煤层气水平井。双管柱筛管完井技术从水力冲击作用、清除煤粉、钻井液化学破胶、应力

增渗等 4个方面对煤层气水平井进行增产改造，助力阜康矿区煤层气高效开发。基于双管柱筛管完井技术特点，从储层煤

体结构优势、储层渗透率恢复优势、储层孔裂隙拓展优势、储层构造优势 4个方面论述了该技术对于阜康矿区煤层气开发

的适用性与应用机理，对新疆类似储层地质条件下的煤层气高效开发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煤层气；阜康矿区；双管柱；筛管完井；适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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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bility and mechanism of dual-tubing screen completion technology for Fukang
Mining Area in Xinjiang

ZHANG Long1,2,3,4, WANG Yibing5, XIAN Bao’an1,2,3,4, ZHANG Yafei6, TAN Zhanglong6, HAERHENG Tuersong5,
SUN Hao1,2,3,4, WANG Guan1,2,3,4, ZHANG Jintao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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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Xinjiang Cleanseed New Energy Co., Ltd., Fukang, Xinjiang 8315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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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al reservoir in Fukang mining area of Xinjiang ha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inclination angle, large
thickness, multiple coal seams and complex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progress of coalbed methane（CBM）in the mining area
is slow. It is urgent to find a suitabl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echnology for CBM geology engineering conditions to provide strong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BM in Xinjiang. The dual-tubing screen completion technology integrates the completion and
stimulation, and has promoted and applied more than 400 CBM horizontal wells in the Qinshui Basin. The dual-tubing 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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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煤层气资源十分丰富，根据自然资源部

2005年开展的全国煤层气资源评价结果可知，新疆

主要煤层气含气盆地（群）预测埋深在 2 000 m以浅

的煤层气资源量约 9.5×1012 m3，约占全国预测总量的

25 %，主要分布在准噶尔、吐哈—三塘湖、塔里木和

天山等盆地（群），开发前景广阔[1-4]。阜康矿区地处

准噶尔盆地东南缘，地形复杂，煤储层褶皱、断层发

育，煤层倾角大，开发难度大[5-7]。研究和试验阜康矿

区的煤层气高产开发技术，不仅对阜康矿区煤层气

开发意义重大，而且对整个新疆的煤层气开发同样

具有重要的技术引领作用和借鉴意义。

煤层气完井技术作为煤层气开发过程中的重要

环节，也是影响煤层气井产量的关键因素之一。

MAVOR等[8]回顾了 San Juan盆地裸眼完井技术的应

用情况，提出了成功进行裸眼完井的条件和进一步

拓宽应用范围的可能性。吕志凯等[9]综合考虑井筒

内压、原始地应力分布、先压水力裂缝的诱导应力等

因素，建立了射孔水平井压裂起裂压力计算模型；彪

仿俊等[10]基于有限元方法，建立了套管完井（考虑水

泥环及套管的存在）情况下井筒及地层的三维计算

模型，并给出了实际压裂施工中的螺旋射孔参数；杨

刚等[11-17]探讨超短半径水平井筛管完井工艺可行性，

优化管柱组合，研究结果推进了煤层气超短半径水

平井工艺技术发展。阜康矿区煤层气开发现今主要

采用三开井身结构搭配套管射孔完井、裸眼完井、筛

管完井等完井方式，对阜康矿区存在的煤岩应力敏

感性高、钻遇煤层易坍塌、完井渗透率伤害高、煤粉

排出难等问题考虑不足。煤层气双管柱筛管完井技

术实现完井与增产一体化，起到了防塌、防堵与消除

伤害及增产的作用，对于阜康矿区煤层气开发有着

较高的适应性。

阜康矿区复杂的地质构造和煤层气赋存条件制

约着当地煤层气开发，适应当地特殊条件的完井技

术对提高新疆阜康矿区煤层气产量有着重要意义。

1 阜康矿区煤层气地质概况

1.1 矿区煤系地层

阜康地区主要含煤地层为侏罗系下统的八道湾

组（J1b）和侏罗系中统西山窑组(J2x)，见表 1。西山窑

组煤层只在西部矿区发育，东部矿区和中部矿区该

套地层已经出露被剥蚀[6]。八道湾组煤层是主要煤

层发育段，目前是西部矿区主要开采目的层。西部

矿区的主力煤层为西山窑组（J2x）的 43号和 45号煤

completion technology has increased the production of CBM horizontal wells from four aspects, such as hydraulic impact, carrying
pulverized coal, chemical gel breaking of drilling fluid, and stress permeation, so as to help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CBM in
Fukang mining area. Based on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ual-tubing screen completion, the applicability and mechanism of
this technolo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BM in Fukang mining area is discussed from four advantages: reservoir coal body structure,
reservoir permeability recovery, reservoir pore fracture expansion, and reservoir structure, and has guiding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CBM under similar reservoir geological conditions in Xinjiang.
Keywords: coalbed methane; Fukang mining area; dual-tubing; screen completion; adaptability study

地层年代

系

侏罗系

组

西山窑组

八道湾组

地层符号

J2x1
J1b3
J1b2

J1b1

煤层编号

45
A2
A5
41
42
43

深度（m）

567.5
642.3
815.9
876.2
904.6
934.4

厚度（m）

33.44
19.10
12.40
5.15
26.54
16.33

煤体结构

简单

简单

简单

简单

简单

简单

稳定性

稳定

较稳定

较稳定

稳定

稳定

稳定

可采性

局部可采

大部可采

大部可采

局部可采

全区可采

大部可采

表1 阜康矿区煤系地层主采煤层

Table 1 Main coal recovery strata in Fukang min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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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八道湾组三段（J1b3）A2煤层和八道湾组二段

（J1b2）的A5煤层。东部矿区主要发育八道湾组一段

（J1b1）的 41号、42号和 43号煤层。矿区中部主要发

育八道湾组一段（J1b1）42号煤层，厚度1.01～33.17 m，
煤层平均厚度 11.29 m。煤层埋深以八道湾组A2与
A5为例，两者埋深均在 1 000 m以浅。但A5煤层的

实钻深度与测井资料解释差异较大。

1.2 区域构造特征

西部矿区主要控煤构造为阜康向斜。阜康向斜

西起大草滩，向东延伸至四工河一带，该向斜两翼不

对称，南翼地层陡（60°～74°），北翼缓（40°～60°）。

东部矿区主要控煤构造为黄山—二工河向斜。

黄山—二工河向斜整体为一倒转向斜，该向斜从沙

沟开始向东延伸至区外。向斜北翼南倾，倾角 45°～
55°，南翼北倾，多数地区倒转，倾角65°～80°，局部甚

至达到85°。
在中部矿区发育一系列由矿区边界断层——妖

魔山逆断层和阜康逆掩断层衍生出来的平移断层和

大角度的仰冲逆断层，构造复杂，地层产状陡峭[18]。

2 双管柱筛管完井技术机理及适用

性研究

2.1 双管柱筛管完井增产机理

2.1.1 双管柱筛管完井管串结构及完井方法

煤层气水平井双层筛管系统包括外层筛管柱与

内层冲洗管柱（图 1），外层管柱为筛管系统，包括旋

流引鞋、盲管、密封筒、筛管、悬挂器、钻杆，主要是筛

管起到支撑井壁的作用，建立水平井筒排液的永久

性通道，确保煤层气排采不受井筒坍塌的影响，实现

煤层气水平井的稳定排采。内层管柱为洗井系统，

包括抛光管、冲管、悬挂器、钻杆。外层筛管系统具

有支撑井壁、控制煤粉、冲洗导流的作用。

钻杆通过旋转接头与悬挂器上端总成连接，并

将悬挂器、筛管及冲管送至设计悬挂器位置，然后通

过投球实现悬挂器与技术套管内壁坐封，继续使用

液压或机械丢手实现悬挂器悬挂装置与连接总成脱

离，悬挂器悬挂装置及筛管固定于井筒内，钻杆拖动

悬挂器总成及冲管进行洗井作业，洗井液从冲洗管

出口再通过筛管孔眼冲刷井壁，上下拖动钻具进行

分段动态冲刷井壁（每段 20～30 m），可在钻井过程

中煤储层坍塌严重位置进行定点多次洗井，以清除

过多的煤粉，冲洗的煤粉随洗井液经内部管柱系统

与外部管柱系统间的环空返排至井口，也可以促使

碎软煤层进一步坍塌，连通更多的微裂隙。

2.1.2 水力冲击作用

利用水力冲蚀作用消除井壁 1～5 mm厚的泥饼

带，再利用水力喷射高压逐步消除冲洗带与过渡带

煤岩裂缝中残留的钻井液，疏通井壁附近煤层原始

裂隙。煤岩储层渗透率的恢复率 76 %～80 %左右，

降低地层流体进入井筒的压力损耗，有利于提高煤

层气采出率，效果示意见图 2。以郑庄区块A井 3号
煤层为例，利用等温曲线法预测煤层气采收率，煤层

原始含气量（v）为 25 m3/t，兰氏压力（pL）为 2.0 MPa，
兰氏体积（vL）为 35 m3/t，参照传统完井方式的煤层气

井弃井压力假设为 1.0 MPa，含气量为 10.5 m3/t时对

应的按照式（1）计算煤层气采收率为 46.7 %；采用无

固井相钻井液配合洗井作业后地层流体进入井筒的

压力损耗为洗井前的80 %，临界解吸压力为4.0 MPa，
此时煤层气采收率提高至66.7 %。

R f = 1 - pad ( pL + pcd )pcd ( pL + Pad ) （1）
式中：Rf为煤层气采收率，%；pad为枯竭压力，MPa；
pL 为兰氏压力，MPa；pcd 为临界解吸压力，MPa；
pcd = vpL

vL - v ；vL为兰氏体积，m3；v为原始含气量，m3/t。

a.外部管柱系统 b.内部管柱系统

图1 双管柱筛管完井结构

Fig. 1 Completion structure of double string screen p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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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清除煤粉

基于煤粉粒径分布规律及颗粒架桥防砂机理，

对筛管规格参数进行优化设计，根据煤层有效孔隙

度确定布孔密度及方式，结合室内力学测试校核筛

管强度，并对筛孔尺寸、布孔密度及方式进行优化调

整，得到有效控制煤粉的孔、缝组合筛管，能够保证

挡住大颗粒煤，并使微小煤颗粒可以穿过筛管孔缝，

维持稳定排采通道，为稳产提供保障[19]。

2.1.4 钻井液化学破胶

完井时在水平段井筒注入破胶剂，降解钻井液

中的增黏剂成分，冲洗井壁与井筒的残留滤饼、煤

泥，减轻钻井液的伤害，恢复煤层原始渗透性与流体

运移通道，最大程度地为煤层气解吸、运移与产出提

供畅通通道。

2.1.5 应力增渗

应用涡流喷射洗井工艺携砂洗井技术，在倾角

煤层，变压力作用下实现部分煤层微裂缝启裂，促使

层理面煤岩在重力作用下发生滑动，提高煤层导流

能力（图 3）。利用煤岩弱面体结构模型与断裂力学

原理，使煤岩面割理张开及端割理剪切滑动，引起应

力变化起到增渗与增产的作用。缩短洗井时间，提

高洗井效率。

冲洗过程中，煤岩层理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同时

受到水流冲击，煤岩在重力作用下克服摩擦阻力产

生滑动的趋势或微小位移。

x轴方向产生滑动的条件：

G sin θ - G cos θμ ≥ 0 （2）
式中：G为煤岩所受重力，N；θ为层理面倾角，°；μ为
煤岩层理面间摩擦系数。

2.2 适应性研究

2.2.1 储层煤体结构优势

根据煤矿的井下观察、取样及地面煤层气井取

心调查研究发现：阜康矿区主力煤层煤体结构以原

生结构煤为主，局部构造煤发育。西部矿区及东部

矿区，以原生结构煤为主，以块煤、碎裂煤为主，破坏

程度轻，构造煤不发育。中部矿区，构造挤压强烈，

煤体破坏严重，以碎粒煤和碎裂煤为主，构造煤发

育。煤体结构信息见表2。
沁水盆地煤层气主采煤层为 3号煤、15号煤。

3号煤以光亮型煤为主，其次为半光亮型，割理发育

程度一般，整体较为破碎；而 15号煤也以光亮—半光

亮型煤为主，割理发育程度较好，较 3号煤更发育，整

体较为破碎。

煤层气双管柱筛管完井技术在沁水盆地 3号煤

与 15号煤的成功应用，说明了在阜康矿区西部矿区

与东部矿物渗透率较高，煤体结构较为完整的条件

下，该技术有较高的应用前景。

根据之前在阜康矿区所做的研究[5,20-21]，丛式井、

图2 煤储层伤害范围剖面

Fig. 2 Cross-sectional view of damage range of

coal reservoirs

注：OA为井眼半径，m；OB为泥饼带半径，m；OC为冲洗带半径，m；OD
为过渡带半径，m。

图3 层理面煤岩滑动示意图

Fig. 3 Sliding coal rock of laminar surface

注：G为煤岩所受重力，N；Gx为煤岩在 x方向所受重力，N；Gy为煤岩在 y
方向所受重力，N；fx为煤岩在 x方向的摩擦阻力，N；fy为煤岩在 y方向的摩

擦阻力，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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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阜康矿区煤体结构

Table 2 Coal structures in Fukang mining area

顺煤层井、L型井单分支水平井、多分支水平井在阜

康矿区均有应用实例，未发现明显的碎粒煤和糜棱

煤。主力煤层较为完整的煤体结构，煤岩内发育的

内生裂隙和外生裂隙给双管柱筛管完井改造作业提

供了良好的改造环境。

2.2.2 储层渗透率恢复优势

渗透率是煤层最为关键的参数，对煤层气井的

产能有显著的影响。对阜康矿区煤样进行伤害实

验，评价双管柱筛管完井技术对储层渗透率的影响，

以及配套破胶剂的破胶能力。利用TCQT-III型低渗

煤层气相驱替增产实验装置，钻取阜康气煤一井八

道湾组A2煤样品，A2煤层厚度 3.66～32.61 m，平均

19.10 m，该层为西部矿区煤层气开发的主要目标层。

以氮气为介质测定了 15块岩心的渗透率。煤岩割理

与层理结构示意见图4。
1）地层压力确定

①地层孔隙压力计算方法

伊顿法是目前常用的一种预测地层孔隙压力的

经验方法，该方法综合考虑了除压实作用之外其他

产生异常压力的作用，并对比了大量的钻井实测压

力与各种测井信息之间的关系，计算公式如下：

pP = pOBG - ( )pOBG - ppn ( )R0
Rn

x

（3）
式中：pP为地层孔隙压力，MPa；pOBG为上覆地层压

力梯度，MPa/hm；ppn为正常孔隙压力梯度，MPa/hm；
R0为正常电阻率，Ω·m；Rn为测量电阻率，Ω·m；x为
伊顿指数。

②地层坍塌压力确定方法

井眼形成后井壁周围的岩石将产生应力集中，

当井壁围岩所受的切向应力和径向应力的差达到一

定数值后，将形成剪切破坏，造成井眼坍塌，此时的钻

井液液柱形成的压力即为地层坍塌压力。根据理论

分析结果，在小范围的围压下，除去最脆弱的岩层外，

采用Mohr-Coulomb准则更为合适，计算公式如下：

pSFG = η ( )3σH - σh - 2τK + αpP( )K 2 - 1
( )K 2 + η （4）

式中：pSFG为地层坍塌压力，MPa；η为应力非线性修

正系数；σH为最大水平主应力，MPa；σh为最小水平

主应力，MPa；τ为岩石黏聚力，MPa；K为最大应力系

数；α为 Biot弹性系数；pP为地层孔隙压力，MPa。
③地层破裂压力确定方法

破裂压力是井眼裸露地层在井内泥浆柱压力作

用下使其起裂或原有裂缝重新开启的压力，这是由

于井内泥浆密度过大使井壁岩石所受的周向应力超

过岩石的抗拉强度造成的。伊顿法计算破裂压力，

伊顿认为地层类似弹性体，用泊松比把垂向应力与

水平应力联系起来，得出了地层破裂压力的梯度公

式如下：

GDF = pPD + ( )υ
1 - υ

pOBG - pb
D （5）

图4 煤岩层理、割理结构示意图

Fig. 4 Coal rock stratigraphy and cleat structure

煤样区块

西部矿区

东部矿区

中部矿区

煤样取样地点

西山窑组45号煤层

八道湾组煤层

八道湾组煤层

煤样类型

半暗型和半亮型煤

半光亮型、亮煤

半光亮型、亮煤

面割理密度（条/dm）
4
2
2

裂隙密度/（条/dm）
30
34
20

矿物充填情况

局部充填

局部充填

大量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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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DF为压力梯度，MPa/hm；D为深度，m；v为泊松

比；pOBG为上覆岩层压力梯度，MPa/hm；pb为地层破裂

压力，MPa。
上覆岩层压力和泊松比都随深度而变化，因此，

伊顿认为地层破裂压力梯度GDF也随深度而变化。

④求解结果

以八道湾组A1至A5煤层为例，利用伊顿电阻率

法进行地层孔隙压力计算（换算为钻井液当量密度，

g/cm3）。计算的地层孔隙压力为 0.64～0.96 g/cm3。
煤岩储层定向井沿着最大水平地应力方向水平钻进

时，坍塌压力为 1.12 g/cm3，沿着最小水平地应力方向

水平钻进时，坍塌压力为1.25 g/cm3。煤岩储层定向井

沿着最大水平地应力方向水平钻进时，破裂压力为

0.9 g/cm3，沿着最小水平地应力方向钻进时，破裂压

力为2.4 g/cm3。
2）样品制备

① 利用 SC-50B 型立式取心机，钻取阜康气煤

一井八道湾组 A2煤的样品，钻取圆柱状岩样(直径

2.5 cm，长 5 cm)，常温干燥。制备煤样 3组，每组 5个
样，利用QM-1型岩心端面切磨二用机将钻取的煤样

端面磨平。

② 钻井液配方：1 000 mL水+50 g土粉+18 g磺
化沥青粉+10 g增黏降失水剂+15 g羧甲基纤维素

（LV-CMC）+83 g甲酸盐+20 g复合盐。

本钻井液体系通过抑制煤岩泥岩矿物水化膨胀

以降低储层伤害并有助于维持井壁稳定。除钻进过

程中煤岩被钻头破碎形成的岩屑外无外来固相物质

添加，避免外来固相颗粒对煤岩孔隙的堵塞，同时有

利于提高煤岩机械钻速。钻进过程中通过可降解稠

化剂增加钻井液体系的黏度以保证携岩效果，在完

钻后使用破胶剂对钻井液体系进行破胶处理，并对

高分子物质进行降解，处理后的流体性能接近清水，

有利于释放煤层产能。

3）实验方法与步骤

根据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钻井液完井液损害

油层室内评价方法：SY/T 6540—2021》，建立了钻井

液室内综合评价实验方法。

①在模拟地层压力条件下进行煤储层岩心气相

渗透率测定，测试驱替介质为氦气。

②在模拟地层压力条件下进行煤储层岩心钻井

液伤害实验，钻井液浸泡时间不低于72 h。
③ 去除外泥饼，在模拟地层压力条件下再一次

测定气相渗透率，测试介质为氮气。

4）实验结果与分析

通过实验室完成了 13件样品（2件样品损坏）的

钻井液伤害实验，伤害时间分别为 1、2、3 h测试煤岩

样品的渗透率。

煤岩岩心气测渗透率的变化范围较大，最小为

0.053×10-3 µm2，最大为 41.42×10-3 µm2，主要集中在

（0.1～1.3）×10-3 µm2，其中渗透率值较大的岩心都含

有贯穿整个岩心的裂缝。完整煤岩岩心的渗透率峰

值主要集中在（0.05～1.30）×10-3 µm2。
通过分析图 5实验数据可知，钻井液对煤样的渗

透率降低幅度与煤样初始渗透率的值成正比关系，

对于渗透率高的地层，地层有效孔隙较大、较多，液

体易侵入煤层，易受到伤害。钻井液伤害集中在前

2 h，因此，在钻完井过程中，应尽快对钻井液处理，以

减轻钻井液对煤储层的伤害。

双管柱筛管完井技术利用内层冲洗管柱泵送生

物酶破胶液，与原井筒近井地带的残余钻井液混合，

产生化学反应，分解钻井液中的高分子增黏剂成分，

可有效降低钻井液对于煤岩的伤害。破胶 10 min
后，表观黏度可以从（12.50～13.75）mPa·s降低至

（1.00～1.75）mPa·s，破胶率平均 89.3 %，破胶效果明

显，实验数据见表3。
2.2.3 储层孔裂隙拓展优势

煤岩在循坏动载荷作用下，岩石颗粒不断发生

滑移及损伤变形，裂缝尖端区域发生应力集中，岩石

图5 煤岩样品钻井液伤害后渗透率变化曲线

Fig. 5 Changes of coal rock sample’s permeability after

drilling fluid injury

钻井液FK0423-3
钻井液FK0423-2
钻井液FK0423-1

钻井液FK0423-4

钻井液FK0421-4
钻井液FK0421-3
钻井液FK0421-2

钻井液FK0421-8
钻井液FK0422-1
钻井液FK0422-2
钻井液FK0422-3

钻井液FK0423-6

0

0.5

1.0

1.5

2.0

2.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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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
透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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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平均值

破胶剂
质量分
数（%）

0.000 1
0.000 1
0.000 1
0.000 1

温度
（℃）
15
15
15
15

表观黏度（mPa·s）
0 min
12.50
13.50
13.75
13.50

1 min
1.75
3.00
3.00
3.00

2 min
1.75
2.50
2.50
2.50

3 min
1.75
1.75
1.75
1.50

5 min
1.25
1.75
1.75
1.50

10min
1.00
1.50
1.75
1.50

破胶
率

（%）

92.0
88.9
87.3
88.9
89.3

表3 钻井液用生物酶破胶实验数据

Table 3 Biological enzyme gel breaking experiment

data sheet for drilling fluid

强度指标逐渐下降。在叠加效应作用下，递增到煤

岩发生破裂的临界值，引起煤岩发生不可逆的损伤

破坏，产生新的裂缝，此过程取决于循环载荷的幅度

与频率，煤体中的原生裂隙（孔隙、层理、割理、节理

等）发育丰富会加剧岩石损伤的进一步演化，促进煤

岩内部裂缝形成与连通，达到提高渗透性的效

果[22-27]。双管柱筛管完井技术对近井周围煤岩产生

交变载荷，瞬间高压可弱化地应力差对煤岩破裂及

裂缝扩展影响，循环冲击致使煤岩产生应力疲劳破

坏，在井筒周围煤岩产生径向裂缝。

通过煤岩井筒压力模拟装置可以对煤样施加围

压及轴向压力，对煤样内部施加压力以达到模拟煤

岩在地应力状态下井筒压力对近井壁周围煤岩应力

干扰及对煤岩裂缝的影响。对实验前后的煤样进行

CT扫描，测得煤样的孔隙结构和矿物组成。实验结

果见表4、图6。
由表4可以看出，煤岩样品在循环载荷作用后，孔

隙体积均有提升，其中2号样品提升最多201.65 mm3，
孔隙率提高0.2 %。5号样品在实验后产生次生裂隙，

原生裂隙一部分相连通，孔隙体积增加，由1 647 mm3
增大至 1 830 mm3，煤岩孔隙体积、渗透率得到改

善（图6）。

双管柱筛管完井技术冲洗井壁过程中，泵压变

化，一方面完井液高压水力循环携带煤粉，减轻近井

地带煤粉堆积伤害。依靠冲洗管内的完井液，形成

高压水射流清洗井壁近井地带裂隙的煤粉，并携带

出井筒，清除残留井壁附近的煤粉颗粒；另一方面冲

洗过程泵压变化，引起煤层井壁附近应力变化，引起

煤岩原生裂隙受到周期性的拉应力（σt）与剪应力

（τn）作用，导致煤层井壁附近原生微裂隙反复张开与

剪切滑移（图7）。

2.2.4 储层构造优势

阜康矿区所处的准噶尔盆地位于新疆北部，在

图6 5号样品循环载荷实验效果

Fig. 6 effect of cyclic loading experiment of No. 5 sample

样品
编号

1

2

3

4

5

内压
（MPa）

15

7

9

9

12

循环
次数
（次）

15

1

5

10

15

状态

实验前

实验后

实验前

实验后

实验前

实验后

实验前

实验后

实验前

实验后

总体积
（mm3）
75 638.20
75 638.20
69 416.92
69 416.92
72 176.23
72 176.23
75 039.65
75 039.65
75 212.96
75 212.96

孔隙
体积

（mm3）
244.99
285.77
762.29
963.94
118.43
159.11
1 981.81
2 137.11
1 938.00
2 023.82

孔隙体积
增加量
（mm3）
40.78

201.65

40.68

155.30

85.82

表4 煤样样品实验前后孔隙率对照

Table 4 Porosity control before and after

coal sample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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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海西、印支、燕山等多期构造运动后，盆缘山

体隆升，多期次山前地带的基底卷入式逆冲作用，形

成了大倾角煤层典型构造特征[21]。准噶尔盆地特殊

的煤层气成藏地质条件，带来的是储层流体运动方

式、储层应力状态在较小空间内随深度快速变化的

问题。吴斌等[28]系统总结了新疆库拜煤田煤层气开

发利用先导性试验区井型的探索经验，说明了适合

示范区大规模开发煤层气的丛式井和 L型水平井的

优缺点，提出大倾角、厚煤层断塞流引起的煤粉卡泵

问题。蒲一帆等[29]优选煤岩力学性质、有效压裂厚

度、煤体破碎程度、临储压力比和试井渗透率 5个评

价指标，对新疆阜康地区多煤层组合条件下开发层

段评价优选。四工河矿区不同构造部位煤层含气量

明显不同，白杨河矿区破碎程度越高，气井产气量越

低。王生维等[30]开展了白杨河矿区急倾斜煤层条件

下直井与顺层井的开发对比研究，发现了固相物易

集中汇聚并堵塞运移通道且储层压降传递缓慢的

问题。

双管柱筛管完井技术可适应新疆阜康矿区特殊

的煤层气地质构造条件，双管柱结构优点：①长期支

撑井壁；②降低因堵塞带来的施工压力增高的问题；

③携带煤粉返排，避免卡泵。

3 双管柱筛管完井技术展望

煤层气水平井双管柱筛管完井技术是一项成本

低，集完井增产一体化的技术。之前关于普通筛管

完井技术的研究指出，普通筛管完井虽然具有稳定

性好，后期可重入，可改造作业等优点，但还存在可

控范围小，煤储层改造范围有限的缺点[20,31-34]。截至

2021年底，双管柱筛管完井技术推广应用 400多口

煤层气水平井，根据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在山西沁水

盆地 3号煤层实施的煤层气井产量统计情况[34]，采
用普通筛管完井的水平井 49口，平均稳定日产气量

3 527 m3；套管完井的 L型水平井共 18口，平均稳定

日产气量 6 051 m3；鱼骨状水平井 6口，完井方式为

主支筛管，分支裸眼，平均稳定日产气量 4 537 m3。
水平井双管柱筛管完井技术已在沁水盆地南部得到

推广应用，首先在 3号煤层试验成功，平均单井日产

量 20 000～22 000 m3，逐步推广到 15号煤层，15号煤

层气日产量平均 10 000～12 000 m3，其中一口井最

高日产量已经超过 40 000 m3，双管柱筛管完井水平

井平均日产气量是其他完井类型水平井平均日产气

量的 2～7倍，单井稳定日产量、稳产周期均有大幅提

升。其中沁水盆地柿庄南区域因地质构造影响，局

部煤层发生褶皱，存在一个较陡单斜构造，煤层厚度

大，埋深适中，与阜康矿区条件类似。双管柱筛管完

井技术在柿庄南区域的又一成功应用，说明双管柱

筛管完井技术对阜康矿区大倾角厚煤层煤层气开采

具有借鉴意义。基于阜康矿区的煤层气资源前景

与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和非均质性，双管柱筛管完井

技术兼顾煤层水平井眼钻完井与排采系统工程的

井壁稳定性、储层保护与辅助增产，将是阜康矿区

煤层气水平井开发技术的必要补充与完善，也将对

提高阜康矿区煤层气水平井开发经济效益提供积

极作用。

4 结论

1） 双管柱筛管完井技术可为阜康区块煤层气

产出提供了稳定通道，射流洗井与增渗技术能够有

效减轻钻井液对煤储层的伤害，有利于恢复煤储层

的产能，提高单井产量。增产机理按照作用大小主

要有 4个方面：①洗井去除泥饼；② 完井液冲洗煤

粉；③ 对钻井液的化学破胶；④ 冲洗过程中泵压变

化，实现应力增渗。

2） 从储层煤体结构优势、储层渗透率恢复优

势、储层孔裂隙拓展优势、储层构造优势 4个方面，解

释了阜康矿区特殊的煤层气地质特征，分析了双管

柱筛管完井技术在阜康矿区的适用性，说明了双管

柱筛管完井技术适应于阜康矿区煤层气开发，具有

较大的发展前景。

图7 阜康矿区近井地带煤层应力变化增渗作用示意图

Fig. 7 Permeability increasing effect of coal seam stress

change in the near well area of Fukang min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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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疆丰富的煤层气资源需要合适的煤层气

地质工程一体化开发技术支持，阜康矿区具有的高

陡构造、多煤层、厚煤层特征，需要煤层气工作者对

阜康矿区煤储层与钻井、完井、增产等关键技术继续

深入研究，挖掘新疆煤层气的巨大产能潜力，尽早实

现大规模开发新疆阜康煤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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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藏评价与开发
PETROLEUM RESERVOIR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寿阳地区15号煤层地下水动力场特征及控气作用

王文升 1，张亚飞 2，杜丰丰 3，韩 冬 1，倪小明 3

（1.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天津 300450；2.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100010；
3.河南理工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南 焦作，454000）

摘要：查明煤层气开发区的水文地质条件及其控气作用能为进一步开发井位部署提供依据。以寿阳地区松塔区块的 15号
煤层为研究对象，对 11口煤层气井的产出水进行常规离子测试，得出了产出水的矿化度、离子分布特征；参考苏林分类法

划分了产出水的类型；根据煤层气井排采初期的动液面高度，结合煤层底板标高，计算出各口煤层气井的等折算水位；在

此基础上划分出滞流区、弱径流区和径流区。从水化学和水动力角度，分析了水文地质条件对 15号煤层含气量的控制作

用。结果表明：研究区水质类型主要为NaHCO3型和CaCl2型；自北向南可分为径流区、弱径流区和滞流区；当钠氯系数小于

1.04，脱硫系数小于 0.12，碳酸盐平衡系数小于 10.39时，煤层气含气量大于 12 m3/t，为煤层气的富集区；水动力封闭型、水

动力封堵型的地下水动力条件有利于煤层气的富集；水动力逸散型则导致煤层气含气量降低。该研究结果为研究区煤层

气富集区优选及勘探开发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水文地质；离子特征；水化学参数；控气作用；寿阳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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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groundwater dynamic field and it’s controlling gas effects in No. 15 coal
seam of Shouyang area

WANG Wensheng1, ZHANG Yafei2, DU Fengfeng3, HAN Dong1, NI Xiaoming3
（1. CNOOC Energy Tech-Drilling & Production Co., Tianjin 300450, China; 2. China United Coalbed Methane Corporation Ltd.,
Beijing 100010, China; 3. School of Energ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Henan 454000, China）
Abstract: Finding out the hydro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it’s controlling gas effects of CBM（coalbed methane）development area
is important, which can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well location deployment. Taking the No. 15 coal seam of
Songta Block in Shouyang area as a research object, the conventional ion of the produced water in 11 coalbed methane wells has
been tested, and the mineralization and ion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duced water are obtained. According to the Sulin
classification, the types of produced water are divided. And according to the dynamic liquid level height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drainage of coalbed methane wells and combined with the elevation of coalbed floor, the equivalent water level of each coalbed
methane well is calculated. On this basis, the hydrodynamic field in studying area are divided into stagnant area, weak runoff area
and runoff area. Meanwhile, the controlling gas effects of hydrogeological parameters on gas content of No. 15 coal seam ar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perspective of hydrochemistry and hydrodynam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types of water
quality in the studying area are NaHCO3 and CaCl2. The runoff area, weak runoff area and stagnant area are successively distributed
from north to south. For some areas, when the sodium chloride coefficient is less than 1.04, the desulfation coefficient is less than
0.12, and the carbonate balance coefficient is less than 10.39, the gas content is more than 12 m3/t. These areas are beneficiation
areas in coalbed methane. The hydrodynamic conditions of hydrodynamic sealing type and hydrodynamic plugging type are
conducive to the enrichment of coalbed methane. The hydraulic escape type leads to the decrease of coalbed methane gas cont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BM enrichment areas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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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井是通过排水降压使气体解吸产出的，

地下水动力条件对煤层气的富集及煤层气井的开发

具有重要影响。关于地下水动力条件及其与煤层气

富集成藏关系的研究，国内外研究者通过对煤层气

井排采水进行常规水离子、微量元素、氢氧同位素等

测试，得出水地球化学和水化学参数特征[1-4]，或者采

用地下水模拟软件Feflow、Modflow、GMS研究地下水

动力条件[5-7]，或通过地下水势划分补给区、径流区和

滞留区。根据研究区煤层气勘探开发资料，得出研

究区煤层气富集程度，在此基础上，研究地下水动力

条件与煤层气富集的关系。这些研究方法对某一区

块煤层气进一步勘探开发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寿阳地区经过 20余年的煤层气勘探开发，在南

燕竹地区积累了较丰富的煤层气资料，研究开发程

度较高；松塔地区煤层气井资料相对较少，前期煤层

气开发井的产水量、产气量差别较大，水文地质条件

及与煤层气富集的关系不明。鉴于此，对该区煤层

气排采井产出水的矿化度、水动力场进行分析，并探

讨其对煤层气富集的影响，以期为该区进一步勘探

开发提供理论指导。

1 研究区地质概况

寿阳地区位于山西省中部，西距省会太原市约

50 km，松塔区块位于寿阳的南部，地处太行山脉西

麓，太原东山背斜之东南翼。整体上，研究区为

NW倾向的单斜构造。根据二维地震解释结果可知：

该区断层以 NNE向和 NE向正断层为主，断距介于

0～240 m，差异较大。研究的目标煤层为 15号煤

层。研究区内 15号煤层埋深介于 769.2～970.7 m，
平均为 859 m；含气量介于 3.85～16.09 m3/t，平均为

10.89 m3/t。15号煤层顶部岩性一般为灰岩和砂岩；

灰岩含水性弱，K2'S为主要含水层。研究区含煤地

层柱状图和断层特征如图1所示。

2 基于地下水矿化度和水势的水动

力场分区

2.1 排采井产出水矿化度分布特征

对研究区 11口煤层气生产井采集样品，水样采

a.含煤地层柱状图

勘探区边界

参数井

正断层(F为断层编号,H为断距)

N0 2 500 5 000 m

二维地震解释断层

生产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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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研究区断层特征

图 1 寿阳地区松塔区块含煤地层柱状图和断层特征

Fig. 1 Histogram and fault-block characteristics of coal bearing strata in Songta Block of Shouya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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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井位如图 1b所示。水样测试遵照石油行业标准

《油田水分析方法：SY/T 5523—2016》在中海油能源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常规实验中心进行。部分测试

结果见表1。
由表 1可知：研究区 15号煤层排采水中阳离子

以Na+、K+为主；阴离子以Cl-和HCO-3为主。参考苏林

分类方法进行排采水类型划分[8-9]，方法如下：

当
r ( )Na+
r ( )Cl− > 1，且 r ( )Na+ − r ( )Cl−

r ( )SO2 −4 >1时（r为阴、

阳离子的浓度，mmol/L），为 NaHCO3 型，否则为

Na2SO4型。

当
r ( )Na+
r ( )Cl− < 1，且 r ( )Cl− − r ( )Na+

r ( )Mg2 + >1时，为 CaCl2
型，否则为MgCl2型。

根据该判识方法可知：研究区排采水主要为

CaCl2与NaHCO3型（表 1）。表明研究区地下水活动

较弱，属于封闭环境，如 SY03、SY15、SY11、SY12井
附近；较小部分为开放区域，如SY10井附近。

矿化度的大小可以反映地下水的封闭性，即矿

化度越高封闭性越好，地下水动力越弱，反之，地下

水动力越强[10]。根据水质分析测试结果，做出矿化

度等值线（图2）。

从图 2可看出，松塔区块排采水矿化度介于

2 199～15 387 mg/L，北部地下水势较低，南部及中部

部分区域较高。其中 SY03、SY18、SY11井附近的矿

化度最高，说明与外界水联系少且远离补给区；

SY01、SY16、SY07、SY08井附近的矿化度较低，说明

其与外界水联系较紧密。

2.2 产出水动力场分布特征

等折算水位常用来代替地层水头的大小，可根

表1 寿阳地区松塔区块煤层气井排采水常规离子分析结果

Table 1 Conventional ion analysis results of drainage water of CBM wells in Songta Block of Shouyang area

井号

SY03
SY04
SY06
SY09
SY10
SY18
SY11
SY12
SY13
SY14
SY15

阳离子质量浓度（mg/L）
Na+

5 849.65
1 649.07
1 797.60
2 144.59
1 175.34
2 422.89
2 360.11
2 526.53
3 095.24
2 923.51
2 684.09

K+
27.32
73.99
6.23

674.30
88.54

4 631.46
1 875.15
1 105.27
581.15
613.18
906.11

Mg2+
62.43
12.25
8.69
64.53
7.55

115.86
62.31
52.19
53.55
29.14
24.76

Ca2+
149.10
45.43
21.85
285.01
32.08
454.12
190.77
173.31
278.79
107.25
199.20

阴离子质量浓度（mg/L）
Cl-

9 210.37
2 331.15
2 071.05
4 183.60
1 594.04
8 358.00
5 585.73
5 003.32
5 671.55
5 086.91
4 764.09

SO2 -4
2.96
0
0
0

10.98
0
7.95
6.55
8.12
14.44
0

HCO-3
696.505
614.442
1 332.473
177.042
668.166
100.545
38.855
343.099
342.900
82.100
554.711

CO2 -3
17.172
16.506
38.196
10.044
15.918
0
3.639
0
0
0
0

矿化度
（mg/L）
16 015.51
4 742.84
5 276.09
7 539.12
3 592.61
16 082.88
10 124.51
9 210.27
10 031.30
8 856.53
9 132.96

水质
类型

CaCl2
NaHCO3
NaHCO3
CaCl2
NaHCO3
CaCl2
CaCl2
CaCl2
CaCl2
CaCl2
CaCl2

图2 寿阳地区松塔区块煤层气井排采水的矿化度等值线

Fig. 2 Mineralization isoline of production water

in CBM wells of Songta Block in Shouya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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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地层水水头的大小确定地下水的流动方向。根据

排采的初始动液面，可得出储层压力，结合底板等高

线，求取各排采井的等折算水位[11]。计算公式为：

S = H 1 + ρgh104 （1）
式中：S为等折算水位，m；H1为煤层底板的绝对标

高，m；ρ为水的密度，103 kg/m3；g为重力加速度，m/s2；
h为煤层气井排采时初始动液面高度，m。

根据式（1）进行等折算水位计算，等折算水位等

值线如图3所示。

从图 3可看出：研究区地下水由西北向中西和中

东流，另外从中部向东南流。

2.3 水动力强弱分区

地下水径流强弱与等折算水位梯度大小密切相

关，其中等折算水位梯度为单位高程差距下等折算

水位的变化量。等折算水位梯度越大，地下水径流

强度越强。利用井位与等折算水位大小可计算等折

算水位梯度大小。根据矿化度、等折算水位及等折

算水位梯度大小，可划分为弱径流区、径流区、滞流

区。划分依据见表2，划分结果如图4所示。

研究区水动力由北向南逐渐降低，部分区域由

于等折算水位梯度较高，水动力增强。研究区北

部 SY16井附近等折算水位大于 700 m，矿化度小于

4 000 mg/L，为径流区；中部 SY02、SY18井附近等折

算水位小于600 m，矿化度大于6 000 mg/L，为滞留区，

其他区域等折算水位介于 600～700 m，矿化度介于

4 000～6 000 mg/L，为弱径流区；南部等折算水位普遍

小于600 m，但SY17井附近矿化度小于4 000 mg/L，等
折算水位梯度大于0.2 m/m，为地下水径流区；西南部

地下水势最低，划分为地下水滞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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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寿阳地区松塔区块15号煤层等折算水位等值线

Fig. 3 Equivalent line of converted water level in No.15 coal

seam of Songta Block in Shouya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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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水动力分区划分依据

Table 2 Division basis of hydrodynamic z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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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寿阳地区松塔区块15号煤层水动力强弱分区

Fig. 4 Hydrodynamic field zoning map of No.15 coal seam in

Songta Block of Shouya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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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含气量分布特征及水文地质条件

的控气作用

3.1 含气量分布特征

采用朗缪尔（Langmuir）等温吸附方程，计算出各

排采井的实际含气量[12]，公式为：

V = VL p
( p + pL ) （2）

式中：V为实际含气量，m3/t；VL为各煤层气井的兰氏

体积，m3/t；pL为各煤层气井的兰氏压力，MPa；p为对

应煤层气井的临界解吸压力，MPa。
参数井采用实测含气量数据；生产井采用相邻

参数井的兰氏压力、兰氏体积，通过排采数据获取各

排采井的临界解吸压力，计算得出含气量，分布特征

如图5所示。

从图 5可看出：研究区中部、东北部与西南部含

气量较高，在12 m3/t以上；其他区域含气量较低。

3.2 水文地质条件的控气作用

3.2.1 水化学参数的控气作用

研究表明一定程度上水化学参数可以表征地

下水运移规律。其中钠氯系数 [r（Na+）/r（Cl-）]、脱
硫系数 [100×r（SO2 -4 ）/r(Cl-)]、碳酸盐平衡系数 [r
（HCO-3）+r（CO2 -3 ）/r（Ca2+）]可以反映地层封闭性[13-16]。
根据表 1数据，求取各井的 3个参数值，并做出等值

线，见图6。
从图 6可看出：钠氯系数整体上呈现北高南低的

特征，中部小部分区域最大，北部与南部小部分区域

较大。SY04井附近达到最大值 1.90，SY03、SY15井
附近较小；脱硫系数整体上呈现高低值交替特征。

SY04井、SY03井、SY10井附近较大，SY05、SY17井附

近值为 0；碳酸盐平衡系数整体上呈现中部及东部小

部分区域值最大，西北、东北、西南部小部分区域出

现较大值。

剔除一些异常点后，将 15号煤层含气量与这 3
个参数做散点图，如图7所示。

从图 7可看出：含气量与 3个参数拟合关系较

好，均呈现负相关关系。当钠氯系数介于1.04～1.38，
脱硫系数介于 0.12～0.28，碳酸盐平衡系数介于

10.39～13.64时，含气量介于 8～12 m3/t。当钠氯系

数、脱硫系数、碳酸盐平衡系数分别小于 1.04，0.12，
10.39时，煤层含气量大于12 m3/t。
3.2.2 水动力场控气作用

研究表明：水动力对煤层气藏的控制作用大体

分为 3种：水动力封闭、水动力封堵、水动力逸

散[17-20]。将水动力场划分结果与煤层含气量等值线

进行对比，分析水动力对研究区煤层气富集成藏的

控制作用（图8）。

1）水动力封闭型

中西部 (SY02井、SY05井)与中东部 (SY03井、

SY12井、SY13井、SY18井)地下水滞留区受中部

（SY04井）高等折算水位影响，煤层气较为富集。形

态上，两处分别为中部水动力弱，四周水动力强，形

成水动力封闭，有利区煤层气富集。

2）水动力封堵型

西南部（SY17井）地下水滞留区为等折算水位最

低区，水动力强度较小，为向斜的单斜核部，受到水

力封堵作用煤层气相对富集。

3）水动力逸散型

北部（SY16井）与南部（SY07井、SY10井）为地

下水径流区，前者等折算水位较大、后者等折算水位

梯度较大，水动力较强。因此，含气量较低，为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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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富集区；中部区域（SY04井）为东西分水岭中部，等

折算水位较高，不利于区煤层气保存。

4 结论

1） 进行了排采水常规离子测试，结果表明：排

采水类型以NaHCO3和 CaCl2为主；绘制了等折算水

位与矿化度等值线，研究区自北向南大体可分为径

流区、弱径流区和滞流区；中西部、中东部、西南部低

洼处以及东南部等折算水位梯度较小为滞留区。

2）水化学参数与含气量呈现较好的负关系，即

当钠氯系数小于 1.04，脱硫系数小于 0.12，碳酸盐平

衡系数小于 10.39时，煤层气含气量大于 12 m3/t；研
究区中西部与中东部地下水滞留区受水动力封闭作

用富集成藏，西南部地下水滞留区受水动力封堵作

用富集成藏，北部与南部地下水径流区受水动力逸

散作用，煤层气含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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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藏评价与开发
PETROLEUM RESERVOIR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循环洗井工艺在延川南煤层气田的应用

邵小平，崔 彬，刘亚茹，谢昕翰，宋关伟，任立昌，徐杰华
（中国石化临汾煤层气分公司，山西 临汾 041000）

摘要：煤层气开发在排水采气过程中由于压降作用易产生煤粉及带入压裂砂，目前煤粉产出及压裂砂沉积已经成为制约

煤层气连续稳定排采的关键性因素。以延川南煤层气田为研究区块，该区块因煤粉、砂沉积泵堵和卡泵造成的检泵作业

比例较高。为了有效减少该类作业发生，延长气井免修期，保证气井生产连续性，降低运行成本，研制了循环洗井装置并

制定了配套工艺。经过现场实际检验，明确了自动循环洗井工艺可有效降低气井检泵次数，空心杆自动循环洗井工艺可

有效延长气井免修期，泵下洗井工艺可有效提高泵效，增加气井日产液量。应用结果表明，煤层气循环洗井装置和配套工

艺矿场应用情况良好，可有效提高油管内的液流速度，将油管内的砂和煤粉携至地面，解决了泵卡、泵堵、泵漏，为现场控

制煤粉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煤粉；自动循环洗井工艺；空心杆自动洗井工艺；泵下洗井工艺；免修期

中图分类号：TE37 文献标识码：A

Application of circulating well flushing technology in southern Yanchuan CBM Field

SHAO Xiaoping, CUI Bin, LIU Yaru, XIE Xinhan, SONG Guanwei, REN Lichang, XU Jiehua
（Sinopec Linfen Coalbed Methane Branch, Linfen, Shanxi 041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drainage and gas production process of coalbed methane development, due to the pressure drop, the
pulverized coal is prone to appear and brought into fracturing sand. At present, the pulverized coal and the deposition of fracturing
sand have become the key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continuous and stable drainage and production of coalbed methane. As the
proportion of pulverized coal pump blockage in southern Yanchuan CBM Field is high,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this kind of operation, prolong the maintenance free period of gas wells, ensure the continuity of the production of the gas wells
and cut the operation cost, a circulating well flushing device is developed and the supporting process is formulated. After the
field tests, it is clear that the automatic circulation well flushing proces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ump inspection times of the gas
well, the hollow rod automatic circulation well flushing process can effectively prolong the maintenance-free operating period of the
gas well, and the pump down well flushing proces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ump efficiency and increase the daily liquid
production of the gas wells. The applic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CBM circulating well flushing device and supporting process are
well applied in the mine,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iquid flow velocity in the oil pipe, carry the sand and pulverized coal in
the oil pipe to the ground, solve the pump sticking, pump plugging and pump leakage, and provide a new idea for on-site control of
pulverized coal.
Keywords: pulverized coal; automatic circulation well flushing process; hollow rod automatic well flushing technology; well
flushing process under pump; maintenance-free operating fre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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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川南煤层气田是中国石化首个煤层气田[1]，截
至 2021年 3月，延川南煤层气田共有排采井 921口，

经过几年的排采实践，管式泵机抽工艺基本满足排

采的需要。目前气井排水处于后期，平均单井日产

液下降至 0.54 m3，2018—2019年因煤粉沉积泵堵和

卡泵造成的检泵作业平均占比 62 %[2-4]，气井频繁作

业，增加了作业成本，且作业过程中存在作业井控风

险，中断生产对气田产销影响波动大。

目前治理煤粉及压裂砂沉积的主要方式为利用

洗井车在短时间内提高管式泵液量，但该方法造成

了气井的事实压井，污染地层，同时也造成了气井中

断生产影响产销；洗井车洗井最少需要 2名员工和一

辆运维车辆配合操作，增加了维护成本；电流变化和

卡泵洗井时，降低了处置的时效性，易躺井[5-6]。
为了避免以上问题的发生，研制了循环洗井装

置，整个洗井过程为电力连锁自动控制，实现了 24 h
连续洗井，并实现中控室远程停机报警，降低了员工

的劳动强度和生产成本；同时，大幅降低了由煤粉和

压裂砂沉积引起的泵堵和卡泵造成的检泵作业次数。

1 泵堵及泵卡产生原因分析

煤粉是在钻井、压裂工程及排采扰动作用下引

起煤层失稳破坏而产生的。按煤粉来源可分为钻井

残留煤粉、井壁失稳产生煤粉、煤基质破裂产生

煤粉[7-10]。
煤粉的存在降低了气井的产液量：煤粉落在排

采管式泵的固定阀座上，会导致固定阀关不严，造成

泵漏失；部分井煤粉埋固定阀通道，造成进液通道堵

塞；煤粉黏附在泵柱塞上，造成卡泵[11-14]。
水力压裂是煤层气开采过程中有效的储层改造

工程[15-21]，通过高压驱动水流伴以石英砂等支撑剂，

挤入储层中原有的和新造的裂缝内，扩宽并伸展这

些裂缝，进而在储层中产生更多的次生裂缝，可产生

有较高导流能力的通道，有效地连通井筒和储层，提

高煤层气井的单井控制面积和产量。压裂后，气井

在排水采气过程中，随着裂缝中水的排出，特别是在

快速降低井底流压时期，水中含有不同粒径石英砂

等支撑剂进入井筒和泵，砂进入泵筒后，砂落在排采

管式泵的固定阀座上，会导致固定阀关不严而漏失；

部分井砂和煤粉混合后会堵塞固定阀通道，造成进

液通道堵塞。

综上所述，煤粉和砂是造成泵卡、泵堵、泵漏的

主要原因，解决以上问题能有效延长泵免修期，节约

作业费用，保证气井生产的连续性。

2 循环洗井原理

目前，循环洗井工艺主要包括自动循环洗井[22]、
空心杆自动洗井以及泵下洗井工艺。

自动循环洗井是指通过机械隔膜泵将水升压至

0.2 MPa，高于井口套压（气流程外输压力），进而 24 h
均匀注入清水，保证气井排量日产液不小于 5.24 m3，
达到提高油管内的液流速度，从而将煤粉携带出地

层至地面，井口产水经过水池沉降过滤后被再次注

入井底，建立循环（图 1）。机械隔膜泵为可调机械隔

膜泵，通过调整排量，与管式泵排量相匹配，并控制

井内液面在合理范围之内，避免造成水淹压井，影响

产气。该洗井工艺可对中低产气井 24 h连续洗井，

携带煤粉，降低生产成本；但对高产气井而言，该洗

井工艺并不适用，主要原因是当气井瞬时气量大于

图1 自动循环洗井原理

Fig. 1 Principle of automatic circulation well flu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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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m3时，会发生气顶现象，导致水流无法到达井下，

进而无法进行洗井。

空心杆自动洗井是指在管式泵正常上下冲程工

作时，在压力差的作用下，地面将水吸入空心抽油

杆，并通过空心抽油杆喷射器的导向通道对准活塞

上端面，一定压力的水直接对活塞上表面冲洗，水带

着活塞以上的煤粉、砂与经活塞排液通道进入油管

和空心抽油杆之间环空的混合液混合，一定压力和

液流速度的混合液从环空排出，从而达到将活塞以

上的煤粉和砂带到地面（图 2）。该洗井工艺注入水

量大，携砂、携煤粉能力强，注入水不会进入地层，不

会影响气井的生产连续性，但清洗位置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只对活塞以上环空进行清洗。

泵下洗井工艺是指将清水通过铝塑管注入油

管，当活塞上行时，活塞上、下游动阀关闭，固定阀打

开，地面注入水经过铝塑管、泵下洗井接头，通过洗

井接头导向通道对准固定阀，一定压力的水直接对

固定阀冲洗，水带着周围煤粉、砂与地层水汇合进入

游动阀和固定阀的空腔；当活塞下行时，游动阀打

开，固定阀关闭，游动阀和固定阀的空腔混合液被压

缩后升压，经活塞排液通道进入油管和空心抽油杆

的环空，一定压力和液流速度的混合液从环空排出

地面、井口，从而达到将泵桶、阀清洗出来的煤粉和

砂带到地面（图 3）。该洗井工艺在活塞上冲程可对

固定阀、游动阀清洗，下冲程可对气锚、气锚吸入口

等部位进行清洗。

目前，3种洗井工艺的洗井制度为：正常使用自

动循环洗井和空心杆自动洗井，定期使用泵下洗井

工艺，3种工艺相辅相成，保证泵和气锚无煤粉和砂

沉淀，提高管内的液流速度，进而将煤层气井采出水

中的煤粉、细砂带出井下至地面沉降池，达到煤层气

井机抽泵防卡的目的，有效延长气井的检泵周期。

3 应用效果分析

3.1 自动循环洗井工艺

2020年，自动循环洗井工艺已在延川南煤层气

田A班站 56口煤层气井应用，从应用效果来看，气井

图2 空心杆自动洗井原理

Fig. 2 Principle of hollow rod automatic well flushing

图3 泵下洗井工艺原理

Fig. 3 Principle of well flushing process by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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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抽油机运行电流明显下降，功图显示饱满，管式

泵工作状态良好，气量产量稳定，且水质明显变清

（图 4），洗井前后两年比较，减少检泵 20井次（表 1），

进而保证气井生产连续性。

目前，已在延川南煤层气田推广使用 135口煤

层气井，减少检泵 51 井次，减少作业影响产销

20.4×104m3，按单井作业费用 5.81万元（含材料费），

煤层气售价1.6元/m3，累计创效302万元。

3.2 空心杆自动洗井工艺

2022年，空心杆自动洗井工艺在延川南煤层气

田 A班站 3口煤层气井应用。截至 2022年 5月 31
日，B1井免修期延长至 96 d（表 2），B2井免修期延长

至 79 d（表 3），B3井免修期延长至 88 d（表 4）。从应

用效果来看，该工艺可有效延长免修期，减少修井次

数，实现连续排采。

3.3 泵下洗井工艺

2022年，泵下洗井工艺在延川南煤层气田A班

站 B4井试运行，目前，该井较安装泵下洗井装置

前瞬时气量增加 80 m3（图 5），泵效提高约 67.5 %

（表 5），且目前瞬时气量稳定在 210 m3左右，为该井

连续、稳定排采奠定了基础。

4 结论

1） 3种循环洗井方式，各有利弊。在现场实际

平台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总计

洗井数量
（口）

3
3
4
1
2
3
5
6
4
7
5
1
3
1
1
4
3
56

洗井日期

202010
202010
202010
202010
202006
202007
202006
202010
202007
202004
202010
202008
202010
202010
202010
202006
202010

洗井前检泵
次数（次）

2
2
1
3
3
3
8
5
3
19
2
6
1
1
0
1
0
60

洗井后检泵
次数（次）

3
3
3
0
0
3
3
1
2
11
1
2
1
1
1
1
4
40

表1 延川南煤层气田A班站洗井前后检泵次数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f pump inspection times before

and after well flushing in station A of southern

Yanchuan CBM Field

图4 洗井后水质变化过程

Fig. 4 Water quality change process after well flushing

作业类型

新井投产

第一次检泵

第二次检泵

第三次检泵

上井日期

20211202

20220202

20220212
20220221

起抽日期

20220115

20220209

20220214
20220224

免修期（d）

18

3
7

检泵原因

自上而下第 26根空心杆公扣顶部本体断裂，提出捞砂管柱发现：①捞砂泵以下
1~19根煤粉黑水，大约 0.58 m³；②捞砂笔尖以上 1根油管及捞砂笔尖，煤泥及粉
砂为0.03 m³
自下而上第 1根沉砂管煤泥及石英砂堵满，大约 0.03 m³，第 2根黑水煤糊大约
0.03 m³，螺杆泵被砂子卡死转子无法拔出

第22根上部断杆

表2 延川南煤层气田A班站B1井安装空心杆洗井工艺前历次检泵作业

Table 2 Previous pump inspection before installing hollow rod well flushing process in Well-B1 of station A in

southern Yanchuan CBM Field

注：洗井日期为2022年0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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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类型

新井投产

检泵

上井日期

20211203
20220118

起抽日期

20220111
20220313

免修期（d）

7

检泵原因

管式泵底部固定凡尔被煤泥堵死，泵筒内有少量煤糊。油管本体及丝扣无偏
磨，无腐蚀结垢现象

注：洗井日期为2022年03月13日。

应用中，主要以自动循环洗井方式及空心杆洗井方

式为主，以泵下洗井方式为辅。

2）现场实际应用表明，自动循环洗井工艺可减

少检泵作业频次，空心杆自动循环洗井工艺可有效

延长免修期，泵下洗井工艺可提高泵效，增加日产

液，进而证实循环洗井工艺可有效降低频繁修井导

致的生产不连续现象的发生。

3）循环洗井工艺在现场应用过程中，减少了修

井次数，增加了气井生产连续性，进而起到了降本增

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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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双层合采直井产能预测及排采试验
——以沁水盆地郑庄西南部为例

贾慧敏，胡秋嘉，张 聪，张文胜，刘春春，毛崇昊，王 岩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山西煤层气勘探开发分公司，山西 长治 046000）

摘要：双层或多层合采是提高煤层气单井产量的重要途径。为了提高沁水盆地南部郑庄区块合采井排采效率，基于郑庄

西南部现场排采数据和排采试验结果，分别提出了通过动液面降至 15号煤后产量变化趋势实时判断 15号煤产气能力和

通过地质工程关键参数、解吸初期排采参数预测 15号煤产气能力方法，同时提出了“变速排采、控压放气、高压快提、高压

稳产”的双层合采井排采管控方法并在沁水盆地郑庄西南部开展了现场试验。结果表明：动液面降至 15号煤后如果产量

持续上升，则15号煤产气效果较好；如果产气量趋于平稳，则表明15号煤产气量较低；15号煤深测向电阻率小于1 000 Ω·m，
或施工压力相对较低的井产气能力差；利用煤层气井见套压后 15号煤层底的流体压力与套压数据预测各层产气能力的方

法，预测结果精确度较高；新排采方法效果较好，20口试验井平均达产周期由 180 d下降至 140 d，缩短了 22.2 %，平均单层

产量由 1 000 m3升至 1 200 m3，提高了 20 %。但试验井井间开发效果差异大，产气能力强的井稳产气量高、稳产时间长。

产能预测方法和排采方法对双层合采井充分释放单井产能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双层合采；直井；排采管控；分层产气能力预测；郑庄西南部；沁水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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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of productivity and co-drainage trial of bilayer vertical coalbed methane wells:
Cases study of the southwest of Zhengzhuang Block, Qinshui Basin

JIA Huimin, HU Qiujia, ZHANG Cong, ZHANG Wensheng, LIU Chunchun, MAO Chonghao, WANG Yan
（Shanxi CBM Branch Company of Huabei Oilfield Company of Petrochina, Changzhi, Shanxi 046000, China）

Abstract: The bilayer or multilayer co-drainage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improve the single well produc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rainage efficiency of bilayer drainage wells in Zhengzhuang Block of southern Qinshui Basin, the drainage data and
co-drainage trial data from the southwest of Zhengzhuang Block are analyzed and the method is put forward to judge the gas
production capacity of No. 15 coal seam in real time by the change trend of coal production after the hydrodynamic level drops
below No.15 coal seam. Two methods predicting the gas production capacity of each layer by key parameters of both geology and
engineering or by early desorption drainage parameters are proposed. A new drainage method is put forth and the trial is carried out
in the southeast of Qinshui Basin, that is the“variable rate drainage, gas released at certain casing pressure, high-production-rate
and certain stable production kept at high press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if the production continues to rise after the fluid level
drops below the No.15 coal seam, the gas production capacity of No.15 coal seam is high. On the contrary, it indicates that gas
production of No.15 coal seam is low. When the resistivity of No.15 coal seam is less than 1 000 Ω·m or the construction pressure
is low, the gas production capacity is relatively low. The data of bottom-hole flowing pressure and casing pressure of No.15 c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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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m after casing pressure come out in coalbed methane well can be used effectively to predict the gas production capacity of each
layer, with high prediction accurac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ew drainage method, proposed by this paper, results in 22.2 % shorter
of the production-increasing cycle decreasing from 180 d to 140 d and more than 20 % increase of the average single-layer
production from 1 000 m3 to 1 200 m3, compared with the old drainage method. The great difference in th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among the 20 wells is affected mainly by the gas production capacity of each well. The wells with higher gas
production capacity have higher stable gas production and longer stable gas production time. The productivity prediction method
and the co-drainage method of bilayer vertical coalbed methane wells have grea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the productivity releasing
of co-drainage bilayer vertical coalbed methane wells.
Keywords: bilayer drainage; vertical well; drainage method; gas-production capacity of each layer; southwest of Zhengzhuang
Block; Qinshui Basin

双层或者多层合采是提高煤层气井产量、实现

煤系气资源立体动用的重要措施[1-3]。多煤层合采易

发生层间干扰、影响合采效果及资源动用程度[4]。部

分学者研究了多层合采井层间干扰对产气量的影

响，提出了储层压力差异是产生层间干扰的根本原

因[5]。层间干扰主要发生在合采初期，且层间压差越

大，层间干扰现象越显著[6]，从而导致分层产气贡献

比例大多偏离于其地层系数比。煤层的吸附系数、

弹性储容比与窜流系数差异是影响分层产气贡献比

例的主控因素，基于上述参数的计算方法计算过程

复杂[7]，不能满足排采现场快速应用的特点，利用煤

层解吸气成分体积分数差异判识合采井产气来源的

方法对于甲烷含气量达到 98 %以上且基本不含乙烷

等气体组分的沁水盆地南部的合采井适应性不明[8]。
秦勇等[9]提出了采用排采初期生产特征分析煤层气

合采地质条件的思路，为进一步利用排采初期数据

预判分层产气能力提供了借鉴，可以利用不同产层

开发数据对比确定不同层的生产能力，也可以借助

产出剖面测试资料、部分封层井前后生产情况对比

分析不同产层的生产能力[10]，但这些方法整体适用

于事后评价，不能预判各层产气能力，不利于单井排

采过程中动态优化排采制度。目前对于多层合采井

的产能预测及排采控制方法的研究较少，许江等[11]

建立物理模型模拟了定产、定压条件下多层合采煤

层气井的开发特征，具备一定的指导意义，张政等[12]

分析了不同地质因素对合层排采井产能特征的控制

作用，提出了适用于 3号煤、15号煤合采的有利开发

地质条件的参数指标，但并未就如何排采提出有效

的排采方法；贾慧敏等[13]分析了煤岩应力敏感性对

煤层气井单相流段产水规律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

排采方法；张雷等[14]研究了煤层气井合理配产及排

采控制方法，并提出了计算稳产流压和稳产气量的

经验公式，但均未涉及合采井的排采控制方法。为

了进一步明确合采井的排采控制方法，形成 3号煤、

15号煤分层产气能力预测方法体系，以期为排采过

程中根据不同层的产气能力实时调整排采控制方

法、实现长期稳产提供借鉴。

1 排采试验概况

1.1 基本地质条件

郑庄区块位于沁水盆地南部寺头断层西侧，区

块东部、西部和南部各有一个隆起区（图 1a），整个区

块呈马蹄形[15-16]。郑庄区块西南部位于平缓斜坡带、

构造简单（图1b），3号煤埋深介于479～730 m，平均为

615 m，15号煤埋深介于 558～829 m，平均为 704 m，
整体埋深较浅；3号煤厚度介于 4.9～6.5 m，平均为

5.7 m，厚度相对稳定，15号煤厚度介于 2.5～6.1 m，
平均为 3.8 m，厚度变化较大。研究区 3号煤含气量

整体较高，平均为 23.09 m3/t，15号煤含气量高于 3号
煤，达到25.85 m3/t；3号煤镜质体反射率介于3.21%～

3.44 %，15号煤相对较低，介于 2.89 %～3.32 %，整体

上属于高煤阶煤储层。

1.2 基本开发情况

本次排采试验井共 20口（图 1b），于 2017年 7月
投产，均采用 3号煤和 15号煤分层压裂、双层合采的

方式开发。压裂优选煤质较好的煤层段集中射孔，

实现聚能压裂造长缝，3号煤、15号煤平均射孔厚度

分别为 2.7 m、1.8 m，压裂液量分别为 550 m3、420 m3，
砂量分别为 40 m3、30 m3。20口井起抽压力（pq）为

3.21～7.43 MPa，平均为 5.52 MPa；解吸压力为 2.0～

658



贾慧敏，等 .煤层气双层合采直井产能预测及排采试验
2022年

第12卷 第4期

3.8 MPa，平均为3.0 MPa；稳产气量为900～5 000 m3/d，
平均为 2 300 m3/d，经过近 3 a排采，大部分井进入产

量递减期，具备排采现场试验分析评价的基础。

1.3 15号煤开发效果

对 20口井生产曲线分析可知，15号煤产气能力

强弱对合采井稳产气量及稳产时间具有重要影响。

以同一井组相邻两口井 Z1-3和 Z1-1为例（图 2a、
图 2b），Z1-3井 3号煤和 15号煤垂深分别为 529 m
和 628 m，相差 99 m，则当动液面降至 99 m以后的

增气量可反映 15号煤的增产能力。由图 2a可知，当

动液面低于 99 m后（井底流压与套压的差值约为

0.99 MPa），产量仅从 1 050 m3/d增加至 1 400 m3/d，15
号煤增产能力差。Z1-1井 3号煤和 15号煤垂深分别

为 494 m和 573 m，相差 79 m，当动液面降至 79 m以

后，随着动液面持续下降产量从 600 m3/d增加至

2 200 m3/d左右，表明15号煤增产能力较好（图2b）。

根据动液面降至 15号煤以下后增产效果分别绘

制了 15号煤高产气量（图 2c）和 15号煤低产气量

（图 2d）的生产模型，动液面降至 15号煤后，如果产

气量持续上升则表明 15号煤产气量较高，如果产气

量趋于平稳则表明 15号煤产气量较低，该模型可以

解释部分井稳产气量低且稳产时间短。

2 3号煤、15号煤产气能力预测

根据图 2提供的方法可以实时判断 3号煤和 15

号煤各自产气能力的差异，但该方法不能提前预测，

不利于合理制定和及时调整排采制度。因此，需研

究3号煤、15号煤产气能力的科学预测方法。

2.1 地质工程关键参数预测

该区 3号煤整体为有利层，开发效果整体较好，

而 15号煤开发效果差异较大，为了进一步明确 15号
煤产能主控因素，绘制了研究区 20口井 15号煤电阻

率和压裂施工压力平面分布图（图 3a、图 3c），结果表

明：单井稳产气量随着 15号深测向电阻率值的增加

而增加，即 15号煤深测向电阻率值相对较低的井稳

产气量相对较低（图 3b），这是由于深测向电阻率值

越低，15号煤煤体结构越差[17-18]，压裂效果越差，反

应在施工压力上表现为相对较低的施工压力（图3c）。
15号煤施工压力与稳产气量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进

一步证明了该观点（图 3d）。如 Z1-3井 15号煤深测

向电阻率值为 1 450 Ω·m，煤体结构较差，导致其施

工压力仅为 15 MPa；而 Z1-1井 15号煤深测向电阻

率值为 2 600 Ω·m，煤体结构相对较好，施工压力为

20 MPa，15号煤产气效果较好。

图 3提供的方法可提前预判 15号煤产气能力，

当 15号煤深测向电阻率小于 1 000 Ω·m时，选择单

采 3号煤；深测向电阻率大于 1 000 Ω·m，施工过程

中施工压力明显偏低的井，可认为 15号煤生产能力

较差；而对于深测向电阻率大于 1 000 Ω·m，施工压

力正常的井，需要在排采过程中进一步判断 3号煤和

15号煤的产气能力。

图1 沁水盆地郑庄区块构造及西南部试验井位分布

Fig. 1 Structure of Zhengzhuang Block, Qinshui Basin and distribwtion of test wells in the southwest part

a.郑庄区块3号煤顶板构造分布 b.郑庄西南部试验井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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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解吸初期排采参数预测

2.2.1 预测方法

煤层气井投产后，保持套管产气闸门处于关闭

状态，记录 15号煤层底的流体压力与套管内套压数

据，直至井筒中的液柱降至 3号煤以下大于 30 m的

任意位置。15号煤层底面以上液柱垂直高度：

Hw=100 (pwf - pt) （1）
式中：Hw为井筒中 15号煤层底面以上液柱垂直高

度，m；pwf为 15号煤层底的流体压力，MPa；pt为井筒

中气体压力，MPa。
在直角坐标系中，以液柱垂直高度为横坐标，套

压为纵坐标，组成坐标组（Hwi，pt）。3号煤层和 15号
煤层间垂直距离用 h15表示，当Hwi= h15时，井筒中动

液面在 3号煤层附近；当Hwi< h15时，井筒中动液面降

至 3号煤层以下。以Hwi= h15为临界点，对（Hwi，pti）坐

标组进行分段线性拟合，得到当Hwi< h15，拟合段斜率

为 k15；Hwi> h15，拟合段斜率为 k3。根据表 1所示进行

3号煤层和15号煤层产气能力预测。

在现场应用中，由于数据统计存在一定误差，

一般认为 |k15-k3|小于 0.000 5，即为 15号煤和 3号煤

产气能力相当。当 |k15|或 |k3|大于 0.009 5时，单层日

产 气 量 达 到 1 000～1 500 m3；当 |k15|或 |k3|介 于

0.009 0～0.009 5，单层日产气量为 500～1000 m3；当

图2 沁水盆地郑庄区块15号煤产气能力差异对生产曲线的影响

Fig. 2 Effects of gas production capacity difference on production curve of No.15 coal seam in the southwest of

Zhengzhuang Block, Qinshu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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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k15|<|k3|
|k15|=|k3|
|k15|>|k3|

产气能力大小判断

15号煤产气能力比3号煤差

15号煤和3号煤产气能力相当

15号煤产气能力比3号煤好

表1 15号煤、3号煤产气能力判断标准

Table 1 Judgment standard of productivity of No.15

and No.3 coal seam

|k15|或 |k3|介于 0.008 0～0.009 0,单层日产气量小于

500 m3；当|k15|或|k3|小于0.008时，不能形成工业气流。

2.2.2 实例分析

Z2-1井和 Z2-4井解吸初期井底流压与套压变

化关系如图 4所示，Z2-1井 3号和 15号煤垂深分别

为 745.7 m和 840.1 m，垂直距离Hwi=h15=94.4 m；Z2-4
井3号和15号煤垂深分别为780.5 m和892.9 m，垂直

距离 Hwi= h15=112.4 m。由图 4a可知当 Z2-1井井底

流压与套压差值小于 0.944 MPa时，套压随着井底流

压的持续下降而持续增加，表明 15号煤产气能力强；

而当 Z2-4井井底流压与套压差值小于 1.124 MPa
时，随着井底流压的持续下降，套压保持不变，表明

15号煤产气能力弱。

根据上文提出的解吸初期排采参数预测方法对

图 4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 Z2-1井和 Z2-4井解吸

初期套压、液柱转换关系（图 5），拟合得到 Z2-1井
|k15|=0.009 6，|k3|=0.009 7，表明两层煤产气能力相当，

且单层日产气量为 1 000～1 500 m3，双层合采单井

产量为2 000～3 000 m3/d，本井实际产量为2 500 m3/d，
表明该方法结果可靠；Z2-4井 |k15| =0.002 0，|k3| =
0.009 7，表明 15号煤产气能力很差，基本不能形成工

图3 沁水盆地郑庄区块20口井15号煤关键参数分布及其对稳产气量的影响

Fig. 3 Key parameters distribution of No.15 coal seam and its effects on stable gas production for 20 wells in Zhengzhuang Block,

Qinshu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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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气流，3号煤日产气量为 1 000～1 500 m3，该井实

际产量为 1 200 m3/d，同样证明了提出的方法可以有

效预测合采井的分层产气能力。

3 排采试验及效果

3.1 排采管理原则

3.1.1 连续排采原则

煤层气开发就是通过连续排水将储层压力降至

解吸压力以下，使吸附在煤岩孔隙中的甲烷气体解

吸、产出，连续排采理念是指保证排采过程连续、不

间断，这是煤层气排采的经典理念之一。排采间断

会导致储层压力回升、煤粉沉降，产生应力敏感性和

速度敏感性，同时液体回充孔隙会导致毛细管压力

增加，形成储层伤害。

3.1.2 改善动态渗透率原则

研究区储层渗透率一般低于 0.1×10-3 µm2，属于

低渗、特低渗储层，改善储层渗透率是实现煤层气井

高产、稳产的关键[19-20]。煤层气井排采过程中会引发

水敏、速敏或应力敏感性，对储层渗透率造成伤害，

排采控制方法应以避免渗透率伤害、提高和改善储

层动态渗透率为目标[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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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沁水盆地郑庄区块Z2-1井和Z2-4井解吸初期套压与井底流压关系

Fig. 4 Transi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asing pressure and bottom flow pressure at first desorption stage for Well-Z2-1 and Well-

Z2-4 in Zhengzhuang Block, Qinshu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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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Transi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asing pressure and water column height at first desorption stage for Well-Z2-1 and Well-

Z2-4 in Zhengzhuang Block, Qinshu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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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高流压快速提产原则

煤层气井解吸产气后，在高储层压力条件下快

速提产，充分利用储层能量提高单井产量，避免储层

能量浪费。

3.1.4 试验井排采方法

试验井采用“变速排采、控压放气、高压快产、高

压稳产”的排采管控方法。具体来说，在排水降压段

采用变速排采，即井底流压大于储层压力(pr)时，以

0.08～0.1 MPa/d的速度快速降压，以最快的速度返排

压裂液，避免压裂液对储层的伤害；井底流压在储层

压力与解吸压力（pd）之间，以 0.03 MPa/d的速度匀速

降压，避免降压速度过快引起的应力敏感性；井底流

压在临近解吸压力附近时，以0.01 MPa/d的速度慢速

排采，避免由于过早进入两相流而造成水相渗透率

快速下降，从而实现最大限度的排水和储层的整体

降压（图6）。

控压放气改变了传统的“五段三压四点”长期憋

套压的方法，要求套压最高不超过解吸压力的 2/3
（图 6），避免了长期憋套压导致产水能力大幅下降。

现场操作方面要求煤层气井投产后产气阀门处于关

闭状态，当套压值上升至解吸压力的 2/3时就打开产

气阀门放气。高压快提即高流压快速提产，该方法

改变了原来“缓慢、渐变”的排采理念，充分利用高

流压阶段储层能量高的优势，建立较大的压差，克

服毛细管压力的束缚，从而实现产量的快速提升。

现场操作要求调气周期为 2～3 d，单次调气幅度为

50～100 m3。

为实现长期稳产，高流压稳产是高流压快速提

产的配套措施，一般在单井井底流压降至解吸压力

1/3时开始稳产，而井底流压降至解吸压力 1/3时的

产量就为该井的稳产产量（图6）。

3.2 排采试验效果

选取地质条件相似、位置相邻的排采井，分别采

用提出的新排采方法与传统的“五段三压四点”法排

采的井进行对比，结果表明：新井的提产周期由4～6 d
缩短为 1～2 d，提产速度提高了 3倍左右；单井达产

周期由原来的 180 d下降至 140 d，缩短了 22.2 %；平

均单井稳产气量由单采 3号煤时的 1 000 m3/d提升

至 3号和 15号煤双层合采的 2 400 m3/d，平均单层产

量提高20 %以上。

20口双层合采直井从 2017年 7月投产至今已经

生产 57个月，全部进入递减期，目前累产气量为

（97.1～537.5）×104 m3，平均为 238.4×104 m3，累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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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新排采方法示意图

Fig. 6 Schematic diagram of new drainag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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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差异较大；累产水量为 257～3 677 m3，平均为

1 156 m3，累产水量井间差异也很大。20口井累产

气量与累产水量关系（图 7）表明，累产气量随着累

产水量增加而降低，二者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

表明该区域排采水并非完全是煤层中的水，而是有

外来水补给。

3.3 排采试验结果探讨

研究区 20口井稳产气量和稳产时间差异较

大。稳产气量分布在 900～5 000 m3/d之间，平均为

2 370 m3/d；稳产时间分布在 4～17个月之间，平均

9个月左右。虽然整体上 20口井的效果好于相邻老

井，但 20口井井间开发效果差异较大。20口井稳产

气量与稳产时间整体上成正相关关系（图 8），表明其

中稳产时间短的井并非稳产气量高导致，而与单井

自身的产气能力相关，产气能力强的井稳产气量高、

稳产时间长。

4 结论

1）通过建立动液面降至 15号煤后产量变化趋

势实时判断 15号煤产气能力的模型，如果产量持续

上升，则 15号煤产气效果较好；如果产气量趋于平

稳，则表明 15号煤产气量较低，该模型可以实时判断

15号煤产气能力。

2） 通过地质工程关键参数和解吸初期排采参

数预测分层产气能力方法。单井稳产气量随着 15号
煤深测向电阻率和施工压力的增加而增加，这是由

于深测向电阻率值越低，煤体结构越差，施工压力越

低，则单井稳产气量越低。15号煤深测向电阻率小

于 1 000 Ω·m，施工压力相对较低的井产气能力差。

利用煤层气井见套压后 15号煤层底的流体压力与套

压数据预测各层产气能力的方法，预测结果精确度

较高。

3）提出的“变速排采、控压放气、高压快产、高

压稳产”排采管控方法效果较好，与“五段三压四点”

法相比，提产速度提高了 3倍左右，达产周期缩短了

22.2 %，平均单层产量提高 20 %以上。但 20口井井

间开发效果差异大，其中累产气量随着累产水量增

加而降低，表明煤层中有外来水补给；稳产气量与稳

产时间整体上呈正相关关系，表明稳产气量和稳产

时间主要受单井产气能力影响，产气能力强的井稳

产气量高、稳产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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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控叠前地质统计学反演方法在低渗油藏优质储层
预测中的应用

——以A区沙三段3亚段V油组为例

赵宝银，张 明
（中国石油冀东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河北 唐山 063004）

摘要：针对A区沙三段 3亚段V油组低渗油藏优质储层预测难点，首先开展了叠前道集资料剩余速度分析、拉平处理及去

噪等优化处理工作，提升了资料的品质；随后开展了测井地层评价、岩石物理建模和弹性曲线正演，优选出岩性、物性敏感

参数，明确了联合应用纵横波速度比（Vp/Vs）和纵波阻抗（CPIMP）两种弹性参数可对优质储层进行识别；再开展了叠前反演数

据准备、相控方案设计、无井模拟定变差和变程优化等工作，建立了一套基于相控叠前地质统计学反演的低渗油藏优质储

层综合预测方法。该方法得到的反演结果不但提高了储层预测精度，而且更加符合地质规律。预测结果能够有效地反映

低渗油藏优质储层的展布，部署水平井2口，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关键词：储层预测；地质统计学反演；叠前反演；相控反演；低渗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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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facies-controlled prestack geostatistical inversion method in
high quality reservoir prediction of 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 A case study of V Oil

Formation of Es3
3 in Block A

ZHAO Baoyin, ZHANG Ming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China Jidong Oilfield Company, Tangshan, Hebei 06300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in prediction of high-quality reservoirs in low-permeability V Oil Formation of Es3 sub
member in Block A, the residual velocity analysis, flattening and denoising of prestack gather data are carried ou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ata. Subsequently, well logging formation evaluation, petrophysical modeling and elastic curve forward modeling are
carried out, lithology and physical property sensitive parameters are optimized, and it is clear that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two
elastic parameters of speed ratio of P and S waves（Vp/Vs） and vertical wave impedance（CPIMP） could identify high-quality
reservoirs. Then, the prestack inversion data preparation, facies control scheme design, well free simulation constant variation and
variable range optimization are carried out, and a set of comprehensive prediction method for high-quality reservoirs in 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s based on facies controlled pre stack geostatistics inversion is established. The inversion results obtained by
this method not only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reservoir prediction, but also are more in line with the geological law. The prediction
results can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distribution of high-quality reservoirs in low-permeability reservoirs. Two horizontal wells have
been deployed and good application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Keywords: reservoir prediction; geostatistical inversion; prestack inversion; facies controlled inversion; 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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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区沙三段 3亚段V油组油藏是渤海湾地区复

杂断块-岩性低渗（特低渗）油藏的典型代表[1]，近年

来以 T12、T2-6井为代表，发现了高柳斜坡带沙三段

构造背景上的构造-岩性油气藏，展示了A区中深层

低渗油藏较好的滚动开发前景。低渗（特低渗）油藏

是油田新区储量、产量接替的重要领域，弄清低渗优

质储层的分布规律，为油田低渗油藏高效开发提供

支撑具有重要意义[2]。
地震反演技术是目前最有效的储层预测方法之

一，主要以地震为基础，以测井、地质资料为约束条

件，结合一定的数学算法，将实际地震资料中包含的

岩性以及储层物性等信息转换成波阻抗信息、速度

信息以及孔隙度、密度等信息[3]。传统的反演主要应

用叠后数据，目的就是提取声阻抗体，进而得到岩性

的信息[4]。叠后反演是在叠加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

由于叠加隐藏了振幅随偏移距变化（AVO）的重要信

息，因此，可能会导致振幅解释的许多假象。与叠后

数据相比，叠前地震数据有着更丰富的AVO和旅行

时间信息、更好的保真性和多信息性，通过叠前反演

能够提供研究岩性和储层变化规律的更多、更有效

的信息[5-6]，如纵横波阻抗、纵横波速度比、密度、泊松

比等，但其纵向分辨率仍受限于地震分辨率，无法满

足薄层预测的问题[7]。
地质统计学反演就是随着薄层储层预测而发展

起来的反演技术，它将随机模拟的思想引到地震反

演中，利用沉积层序、岩性及物性的变差函数、概率

密度函数等测井、地质认识，开展随机模拟、地震正

演，并与实际地震约束，得到高分辨率岩性体和高分

辨率弹性体，进而得到孔隙度体和渗透率体，从而实

现薄层储层预测[8-9]。但地质统计学反演是一种基于

模型的反演，受模型的约束和控制，较适用于井间距

不大且分布较为均匀的地震工区[10-11]。当平面上的

井网稀疏且分布不均时，模型可靠性降低，反演结果

随机性强，与实际地质体偏差较大[12]。
综合前人研究经验，结合该区地质地震条件，叠

前地质统计学反演是攻关的方向[13]。叠前地质统计

学反演由于充分利用了叠前地震AVO信息、地层沉

积特征以及测井资料，反演结果的分辨率高，与井吻

合度高，可有效降低地下储层预测的不确定性，因而

广受地学工作者的欢迎。但该方法得到的反演成果

在横向随机性强，反演沿沉积层序规律性不好，尤其

是在井控程度较低、储层非均质性较强时，变差函数

等很难统计准确，影响到反演结果的精度和稳定性，

导致对优质储层的平面展布形态刻画不够准确，难

以满足该区研究的需求[14]。
相控叠前地质统计学反演是在叠前地质统计学

反演的基础上，利用二维空变的岩相比例趋势加以

约束，使得最终的储层模型既能在纵向上识别出薄

的交互层，又能满足平面上沉积相控制的模型趋势，

同时能对地震资料的多解性进行有效控制，可有效

克服井网稀疏且分布不均的问题，模型更加趋近于

真实地质体，使得反演结果纵向横向规律得到进一

步优化，预测砂体更加准确可靠，为低渗油藏优质储

层的预测提供了一种更加有效的技术方法。

1 研究区地震地质条件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渤海湾盆地黄骅坳陷北部南堡凹陷

的高柳构造带，目的层为沙三段 3亚段V油组，沙三

段属于近源陡岸扇三角洲沉积体，V油组砂岩比较发

育。该区具有“近油源、优势相”的地质条件，构造经

历了“早期大幅沉降、后期构造反转”的演化历史，孕

育了良好的岩性圈闭发育条件。目前钻井多位于研

究区西南部，发现的油气主要分布在南部高柳构造

带上，往北部洼陷方向勘探程度仍较低（图1）。

1.2 地震地质条件

研究区地质地震条件比较复杂，主要表现为：

1） 地震资料信噪比低，频带较窄（5～40 Hz），

地震主频（15～20 Hz）较低；地震道集不平，AVO特

征和井不一致；地震反射特征较弱，连续性差，储层

地震响应特征与岩石物理规律不明确。

2） 储层埋藏深度大，压实程度不一致，物性整

体上随着埋深增加相对变差。油层平面上多呈条带

状，连续性差。纵向上油层厚度薄、物性差、横向变

化快。加之构造复杂，井控程度低，其优质储层预测

一直是勘探开发的重点和难点，成为制约油田滚动

开发的瓶颈[15]。

2 相控叠前地质统计学反演

2.1 反演方法及实施方案

2.1.1 反演方法

该区储层预测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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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品质和方法限制，该区储层预测纵向分辨率精

度 50 m左右，需要探索高分辨率的储层预测方法满

足薄储层的预测需求[16]；二是叠后反演是在叠加资

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只能反演纵波阻抗，而孔隙砂岩

和泥岩阻抗叠置严重，难以区分岩性，优质储层预测

难度更大[17]；三是以砂组为单元的储层预测符合率

只有 75 %,需要进一步寻找更优的叠前参数提高预

测精度[18]。
针对该区地震地质条件和储层预测的难点，此

次研究在充分调研和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确立了

以多学科理论为指导，综合多种信息，运用相控叠前

统计学反演技术精细化、定量化对优质储层进行预

测。即将叠前地震数据、先验沉积相信息、地质统计

信息、测井曲线、概率密度函数及变差函数等信息相

结合，定义严格的概率分布模型，多维度对反演参数

进行核对和校正，形成了基于叠前资料的相控地质

统计学反演方法。该方法是将叠前约束稀疏脉冲反

演和相控随机模拟技术相结合，平面上遵循沉积规

律趋势，利用储层统计学模型进行约束，有效克服井

控程度低且非均质强的问题。因此，模型更加趋近

于真实地质体，反演结果纵向、横向规律得到进一步

优化，预测砂体更加准确可靠，为低渗油藏优质储层

的预测提供了一种更加有效的技术方法。

2.1.2 实施方案

此次储层预测的目标是在低渗透储层寻找优质

储层，仅区分砂泥岩是不够的，但地层沉积时又是按

照岩性分类沉积而成。因此，在传统叠前地质统计

学反演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了两级岩相划分模式

（图 2），并对每一种岩相，不再使用单一的概率密度

函数和变差函数，而是分别利用平面地震相及测井

相进行岩性概率密度函数和变差函数的确定。

第一级岩相按照沉积模式，划分为砂岩和泥岩。

根据该区沉积特点，结合叠后确定性反演得到的砂

组砂岩平面分布特点和范围大小优化变差函数，利

用钻井信息及沉积韵律确定分岩相概率密度函数，

T13

T12
T12-1

T10

T10-1

T8-1

T8-4T8

T1
T3

T4-2 T4-1

T2-2
T4-3

T8-2

T2-1

T2-8

T8-3 T2-5
T2

T2-12

T2-3
T2-11

T2-4
T2-10

T4

T5

T2-7

T2-6

T7

T6-1

T6-2

T6-4

T6-3 T6

T9

T14

T8-5

4 800

4 7004 500

4 400

4 300

4 200

4 0004 100

4 2004 3004 4004 500

4 400

4 000

3 200

T2-9

Ⅰ
N

号

断

层

Ⅱ

号

断

层

Ⅲ

号 断

层

已钻井

4 800

4 600

4 500

4 400

4 3004 2004 100

3 900

3 800

3 7003 6003 5003 400

3 400

3 500

3 600

3 700

3 800
3 900

4 000

4 100

4 200

4 300

4 400

4 500

4 600

4 600

4 500

4 600

4 700

4 700

4 6004 5004 4004 3004 2004 1004 000

3900

3 800

3 700
3 800

3 9003 900
3 800

3 6003 500

3 400

3 600

3700

3 500

3400

3500

3600

3700

3800
3900

4000

4100

4100

4 200

4 300

4 400

44004300

4 500

4 500

4 600

4 400

4 300

4 200

4 1004 000

3 9003 800

3 7003 600

3 500

3 400

3 300

3 100

3 000

3 800

3 700

3 600

3 500

3 400

3 4003 500
3 600

3 700

3 600

3 500

3 400

33 00

3 300

3 400

2 960

2 960 2 960

3 000

3 100

3 200

3 300

3 400

3 500

3 600

3 700

3 800

3 900

4 000

3 900

4 100

4 000

4 100

4 200

4 300

4 400

4 500

4 600

4 700

4 800

4 900

4 200

4 300

4 2004 100

4 100

4 000

3 900

3 700

3500

3 800

3 900

3 800

4 000

4 100
4 200

4 300

3 920

3 920

T12-2

T9-1

T1-1

T12断块

T1断块

T2断块

T3断块

T11断块

T4断块 T5
断
块 T6断块

T7断块

T8断块

T9断块

T10断块

T13断块

T11

T14断块

断层

4 300

构造等值线(m)

T13-2 T13-1

T9-2
T2-13

T2-14
T2-15

T2-16

T2-P1 A

B

水平井

0 400 800 m

图1 A区沙三段3亚段V油组构造区划

Fig. 1 Structural zoning map of V Oil Formation in Es3
3 of Block A

668



2022年
第12卷 第4期 赵宝银，等 .相控叠前地质统计学反演方法在低渗油藏优质储层预测中的应用

进行平面相控约束；第二级岩相则根据此次要研究

的低孔低渗储层特点，划分出相应非储层、优质储层

和致密储层 3种岩相，以测井上统计的一维测井岩相

作为约束，来反映沉积韵律和压实变化。

这样既能充分利用先验地震相信息，也保留了

测井信息的纵向高分辨能力，同时能增加地质统计

学反演结果的稳定性，降低各实现之间的随机性，使

之更符合地质规律。

2.2 叠前道集优化处理

道集正演方法是利用模型正演井旁叠前道集模

拟AVO现象，通过正演道集AVO特征和实际地震道

集AVO特征进行对比分析，来评价地震资料的叠前

道集AVO保幅程度，是叠前反演工作中重要的基础

工作[19]。通过实际叠前时间偏移（PSTM）道集和正演

道集对比，发现实际道集主要存在信噪比太低，线性

干扰严重，道集存在残余多次波，道集不平等问题。

针对性采取线性噪音压制、随机噪音衰减、拉东去多

次、残余动校正等道集处理技术，显著改善了道集的

品质。

选取工区不同位置 5口井，对处理前后的地震叠

前时间偏移 PSTM道集的AVO特征进行了井震对比

标定，从而评价A区地震处理资料的叠前AVO保幅

性。通过对 T12断块的 T12井AVO正演标定（图 3）

研究目的层

泥岩一级岩相

二级岩相 非储层 优质储层 致密层

砂岩

图2 地质统计学反演分级岩相划分

Fig. 2 Graded lithofacies classification by

geostatistics i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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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明显看出，优化后道集资料品质有明显提升，表

现在道集拉平和信噪比的提升。通过道集优化，偏

移距方向的能量更加平滑，与正演道集趋势更加一

致，表明优化处理后的道集能够满足叠前反演的

需要。

2.3 反演关键参数设置与优化

2.3.1 敏感弹性参数优选

通过地震反演可以得到纵波阻抗（CPIMP）（可通

过叠后地震得到）和纵波速度（Vp）、横波速度（Vs）、纵

横波速度比（Vp/Vs）、密度（ρ）等（可通过叠前地震反

演得到），但孔隙度（φ）、渗透率（K）、泥质含量（Vsh）等

参数最能反映地质学家关注的油藏特征，必须优选

出最合适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开展敏感弹性参

数优选显得尤为重要。利用纵、横波速度和密度曲

线，可以计算获得多种新的弹性参数，如纵横波速比

（Vp/Vs）、扩展弹性阻抗（EEI）、拉梅常数（λ）与密度

（ρ）乘积（λρ）、剪切模量（μ）与密度（ρ）乘积（μρ）等。

利用曲线回放和交汇分析等多种方法，评价上述多

种弹性参数的敏感性，寻找对岩性、物性和含油气性

敏感的弹性参数，是确定后续储层预测工作的重要

依据[20-22]。
从该区单弹性参数岩性识别统计直方图（图 4）

可以看出，T2-1井 IV—V油组 Vp/Vs对岩性具有很好

的分辨能力，当砂岩识别率为 85 %时，泥岩误判率为

7 %，此时，Vp/Vs门槛值为 1.85，CPIMP基本不能识别岩

性；当 T2-1井储层识别正确率为 85 %时，纵波阻抗

门槛值为 10 500（g/cm3）·（m/s），此时泥岩误判率为

75 %。在岩性识别利用单弹性参数Vp/Vs即可满足研

究需求。

从单弹性参数储层识别统计直方图（图 5）上可

以看出，利用单弹性参数 Vp/Vs或 CPIMP在储层识别率

为 85 %，误判率均达到 28 %，表明利用单弹性参数

对储层的识别能力均有一定识别能力，但误判率较

高，不能满足研究需求。因此，需要联合应用Vp/Vs和
CPIMP两种弹性参数，对储层进行识别。

因此，构建了敏感弹性曲线（CSEC），其构建方法

是通过对岩石物理模板Vp/Vs和CPIMP两种弹性交会图

进行坐标旋转，以改善储层识别能力。通过不同坐

标角度旋转测试，当旋转角度为 60°时，储层识别能

力最佳。获得敏感因子的构建公式：

CSEC =1.613 08+0.000 308CPIMP+0.565 5Vp/Vs （1）
式中：CSEC 为敏感弹性曲线；CPIMP 为纵波阻抗，

（g/cm3）·（m/s）；Vp为纵波速度，m/s；Vs为横波速度，m/s。
从多弹性参数储层识别统计直方图（图 6）可以

看出，当 EEI对 T2-1井砂岩识别正确率为 85 %时，

门槛值为0.5，此时致密层误判率为11 %。

2.3.2 无井模拟定变差和变程

在明确了弹性参数对岩性的分布能力的基础上，

利用岩石物理量版指导地质统计学PDF函数的设置

（图 7），确保地质统计学反演能合理反映该区的岩石

物理规律，为地质统计学定量储层预测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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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Statistical histogram for lithology identification of single elastic parameter of Well-T2-1 in Block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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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井模拟确定的变差函数类型和变程优化非常

重要。通过消化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在地质模式指

导下，对确定性反演成果的分析，明确了目标地质体

的沉积模式、物源方向、纵向厚度分布特征及平面规

模等特征，指导变差、变程的设置。

此次研究垂向变程设置为 0.006 s，横向变程

600 m。变差函数类型为指数型，块金值为0。以上参

数设置是否合理，需要通过无井模拟来评价。通过观

察连井剖面上地质体垂向上厚度比较合理，岩性比例

与井基本一致，横向上的连续性及延伸长度也和先验

地质认识相吻合（图 8），验证了概率密度函数（PDF）
和变差函数的合理性以及平面相约束的重要性。

2.4 反演效果分析

2.4.1 反演成果质控

利用叠前地震部分叠加，开展地质统计学反演，

计算得到 5个相控地质统计学反演实现，对其进行

综合计算平均值，形成一个Vp/Vs多实现平均值体，对

该体抽取V15—18层段的平均值属性（图 9），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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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
计
频
率
(
%
)

敏感弹性曲线

0.1 0.2 0.3 0.5 0.7 0.8 1.0

20

40

60

80

100

0

累
计
频
率
(
%
)

20

40

60

80

100

0
0.4 0.6 0.9 0.03 0.1 1010.3 3

渗透率(10-3 μm2)

砂岩概率

砂岩累计概率

泥岩累计概率

泥岩概率

砂岩概率

砂岩累计概率

泥岩累计概率

泥岩概率

图6 多弹性参数储层识别统计直方图

Fig. 6 Statistical histogram of reservoir identification with multiple elastic parameters

a.纵横波速比累计频率直方图 b.纵波阻抗累计频率直方图

a.敏感弹性曲线累计频率直方图 b.渗透率累计频率直方图

671



2022年
第12卷 第4期赵宝银，等 .相控叠前地质统计学反演方法在低渗油藏优质储层预测中的应用

到地震多属性砂地比相控信息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Vp/Vs平面趋势和相控信息具有很好的吻合，说明相

控是有效的。同时，和确定性反演的层段 Vp/Vs平均

值属性也有较强的相似性，说明此次研究的多种反

演结果能够得到相互印证。

2.4.2 多实现分析及优选

以 Vp/Vs小于 1.85区分砂泥岩，并且以 CPIMP小于

10 000（g/cm3）·（m/s）进一步划分有利储层，应用相

控地质统计学反演方法获得了多个等概率的岩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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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纵波阻抗实现，计算空间体积，以静体积的大

小对 5个地质统计学实现进行排序。以A区沙三段

V15—18层段有利砂体为例，结合区域沉积认识、钻

井的吻合程度对实现进行筛选，之前排名第 4的实

现，反而是在 T2-1井区与已钻井更吻合的实现，并

且更符合沉积规律。地质统计学反演能分辨单砂体

级别，极限分辨率可以达到3～5 m。
2.4.3 反演符合率分析

根据叠前地质统计学反演技术方法的特点，参

与约束井的井和输入井通常能吻合较好，不参与反

演的盲井井旁道与输入曲线的对比吻合率一般都不

会太高[23]。该次地质统计学层段的吻合率评价方法

是先绘制对应砂层组的反演预测砂地比平面图；再

提取井点处的反演砂地比数值（如果是斜井或水平

井，则提取对应分层靶点处的砂地比数值），并和各

井对应层段的测井解释砂地比进行对比；最后列表

统计各层段反演砂地比和测井解释砂地比之间的误

差。经过盲井检验，5个砂组预测吻合率最低为

84.3 %，最高为 92. 5 %（表 1、表 2）。相比研究之前，

砂组预测吻合率仅74 %，预测精度得到很大提高。

2.4.4 应用效果分析

针对A区沙三段 3亚段V油组低渗油藏埋藏深、

油层薄、物性差、横向变化快、纵波阻抗叠置的特点，

类别

约束井组

井名

T2-5
T2-2
T2-6
T2-7
T6
T8

T10-1
T4
T5
T6-1
T2-13
T2-3
T2-1
T2-10
T9

T2-15
T2-9
T4-3
T4-1
T8-2
T12-1
T10
T8-1

测井砂地比

47
51
30
31
33
20
28
44
15
18
28
30
52
30
30
15
20
55
10
44
50
30
12

反演砂地比

47
51
30
31
33
20
28
44
15
18
28
30
52
30
30
15
20
55
10
44
50
30
12

误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表1 各砂组储层预测误差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f reservoir prediction error of each

sand reservoir

类别

Ⅳ1—Ⅳ10
盲井验证

平均误差

Ⅳ11—Ⅳ18
盲井验证

平均误差

V1—V8
盲井验证

平均误差

V9—V14
盲井验证

平均误差

V15—V18
盲井验证

平均误差

井名

T2-11
T2-8
T2-14
T2-15
T6-2

T2-11
T2-8
T2-14
T2-15
T6-2

T2-11
T2-8
T2-14
T2-15
T6-2

T2-11
T2-8
T2-14
T2-15
T2-P1
T6-2

T2-11
T2-8
T2-14
T2-15
T2-P1

测井砂地比

45
42
25
23
29

14
36
20
12
24

45
45
42
30
23

45
47
28
30
53. 7
未穿

56
未穿

65
49
37. 3

反演砂地比

45
48
35
45
48

10
5
30
27
43

10
10
24
25
18

28
47
28
30
51. 2

66

65
18
46. 3

误差（%）

0
6
10
22
19
11. 4
4
31
10
15
19
15. 8
35
35
18
5
5
15. 7
17
0
0
0
2. 5

7. 5
10

0
31
9
12. 5

表2 各砂组储层检验误差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f test error of each sand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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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地运用分级岩相+平面相控+叠前+地质统计

学反演的联合研究，对储层和优质储层进行预测。

在反演岩性体的基础上，通过给定孔隙度门槛值，获

得不同孔隙度储层厚度的平面分布，再结合研究区

储层分类评价标准，对储层进行基于反演结果的评

价，划分优质储层“甜点”区带。由于该次地质统计

学反演在纵向上具有较高的分辨能力，可以任意组

合微层，实现小层级别的评价，也可任意改变门槛值，

实现储层的分级评价。因此，通过地质统计学反演得

到的这些结果，不仅可以生成低渗透“甜点”厚度图，

还可直接用于沉积相图的编制、优质储层的精细描

述与评价，为勘探开发井位的部署提供可靠依据。

从此次储层预测结果（图 10）来看，预测结果满

足区域沉积认识，井点砂体与实际匹配较好。V油

组有利储层主要分布在 T2断块主体及周边相邻断

块，T2断块主体区钻井密度已经较大，往东北部中低

部位井控程度相对较低，V18小层的 T2-6井附近、

T2-5井以北区域，是中厚互层型的有利目标区，已

部署 1口穿层水平井。其次是V15小层西侧的 T8-4
至 T8-3井之间的条带，该区可能受西侧物源控制，

发育单一厚层型有利区带，已部署1口追层水平井。

3 结论与认识

1） 地震资料品质较差是制约反演精度的主要

因素，针对性地开展叠前道集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了AVO相关性，改善了叠后/叠前地震资料品质。

2） 利用迭代式测井评价及岩石物理正演技术

获取岩石物理正演曲线，修复测井测量异常，比实测

曲线更符合岩石物理规律, 有利于后期岩性划分及

敏感弹性因子优选。

3） 相控叠前地质统计学反演的相控部分体现

在分岩相约束，该次研究创新了二维地震相+一维测

井岩相分级嵌套相控方法，反演结果更稳定，降低了

多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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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藏评价与开发
PETROLEUM RESERVOIR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驱油用聚合物溶液的流变模型应用优化研究

朱诗杰 1, 3，叶仲斌 2, 3，施雷庭 3，宋 瑞 3, 4，徐建根 1，刘哲知 1, 3

（1.重庆科技学院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重庆 401331；2.成都工业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0；3.西南石油大学油气藏地质与

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500；4.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天津 300452）
摘要：流变测试手段的进步推进了研究人员在较广的测试区间内对黏弹性流体的认识。驱油用聚合物溶液呈现“三段式”

的流变曲线特征（零剪切段、剪切变稀、极限剪切段），极其需要一个更为准确的描述模型和限定条件。以部分水解聚丙烯

酰胺和疏水缔合聚合物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较广范围（0.01～10 000 s-1）的流变曲线，结合黏弹性模量变化进行研究。结

果表明：在实验条件下，两种聚合物的流变曲线可以用Carreau流变模型进行描述；疏水缔合作用形成的结构黏度，大幅度

增强了溶液的弹性作用，使聚合物溶液AP-P4的弹性模量占据主导。考虑弹性特征对流变曲线的影响，应用小幅振荡实

验数据推导的松弛时间谱，限制特征松弛时间（λ）的取值范围，最后通过Carreau流变模型的非线性回归拟合曲线高度匹配

了实验数据。研究黏弹性溶液流变本构方程时，需充分考虑溶液特性，搭建不同测试参数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合理的限制

条件，是优化和改进黏弹性流体流变本构方程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疏水缔合聚合物；黏弹性；流变性；本构方程；特征松弛时间

中图分类号：TE357 文献标识码：A

Applic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rheological model of polymer solution for oil displacement

ZHU Shijie1,3, YE Zhongbin2,3, SHI Leiting3, SONG Rui3,4, XU Jiangen1, LIU Zhezhi1,3
（1.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2. Chengdu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730, China; 3.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il and Gas Reservoir Geology and Exploitation,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China; 4. CNOOC EnerTech-Drilling & Production Co., Tianjin 300452, China）

Abstract: The progress of rheological testing methods has promoted the researchers' understanding of viscoelastic fluids in a wider
testing range. The polymer solution used for oil displacemen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Three-stage”rheological curve（zero shear
section, shear thinning section, and ultimate shear section）, so a more accurate description model and limiting conditions are
extremely needed. Taking partially hydrolyzed polyacrylamide and hydrophobically associating polymer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rheological curves in a wide range（0.01 ~ 10 000 s-1）have been analyzed, and the changes of viscoelastic modulus have been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the rheological curves of the two polymers can be described by
Carreau rheological model. The structural viscosity formed by hydrophobic association greatly enhances the elasticity of the
solution, and makes the elastic modulus of the polymer P-P4 dominant.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elastic characteristics on the
rheological curve, the relaxation time spectrum derived from the experimental data of small amplitude oscillation is used to limit the
characteristic relaxation time（λ）. Finally, the experimental data are highly matched by the nonlinear regression fitting curve of
Carreau rheological model. When studying the rheological constitutive equation of viscoelastic solu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consider the solution characteristics,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test parameters, and establish reasonable limiting
conditions, which are effective means to optimize and improve the rheological constitutive equation of viscoelastic fluid.
Keywords: hydrophobically associating polymer; viscoelasticity; rheological property; constitutive equation; characteristic
relaxatio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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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油用聚合物溶液的完整剪切流变曲线特征应

该包括零剪切段、假塑段、极限剪切段、黏弹段、降解

段 5个部分（图 1a）[1-2]：假塑段是驱油用聚合物最为

常见的“剪切变稀”特征段[3-5]；零剪切段是指在很小

的剪切速率下，流动对分子结构无影响，聚合物溶液

黏度不随剪切速率变化而变化，即牛顿段，此时测定

的黏度就是零剪切黏度，对应的剪切速率就是零剪

切速率[6-8]；极限剪切段是因为剪切速率增加到一定

程度后，大分子取向达到极限状态，取向程度不再随

剪切速率变化而变化，聚合物溶液遵守牛顿流动定

律，表观黏度又成为常数，这就是极限牛顿段[9-11]；流
变仪的测定中，极限牛顿段这个区域也是能够获取

的，虽然黏弹段和降解段在常规研究中较为少见，但

是依然有相关文献证实了其存在。

综上所述，采用可以表征零剪切黏度段、剪切变

稀段、极限剪切黏度段 3个部分的数学模型（图 1b），

是目前描述驱油用聚合物流变性最为完整的，主要

有 Cross模型和 Carreau模型[12-13]。对比两个公式，

Carreau模型是驱油用聚合物较为适宜的表征模型[14]。
目前对于本构方程的拟合应用存在一个明显的

问题，就是采用最小二乘法的非线性拟合过程中所得

的数据与实际数据之间误差的平方和为最小，求取的

未知参数组合数据较多，没有限定条件的特征松弛时

间在拟合结果参数中数值波动较大，难以表征出黏弹

性流体的弹性特征，特别是拟合不同聚合物溶液质量

分数时的流变曲线，表征溶液特征参数值的准确度较

低。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解析驱油用聚合物流变模

型的方法，提高其数值模拟的准确度。针对两种成

熟工业化应用的聚合物溶液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

（HPAM）和疏水缔合聚合物（HAWP）开展室内实验

获得溶液的流变性和黏弹性，以 Carreau模型为基

础，通过应用黏弹模量实验数据，建立聚合物溶液的

特征松弛时间约束条件，进行非线性回归不同质量

分数的聚合物流变曲线，建立具有规律梯度的特征

参数，确保拟合的准确度。

1 实验和理论基础

1.1 实验条件

实 验 用 聚 合 物[15-16]：部 分 水 解 聚 丙 烯 酰 胺

（HPAM），黏均分子量2 000×104，固含量88.9 %，特性

黏数 1 855.7 mL/g，水解度 26 %，大庆炼化公司生产，

分子式见图 2a。疏水缔合聚合物（HAWP），黏均分

子量1 800×104，固含量88.0%，特性黏数2 447.0 mL/g，
水解度23.6 %，四川光亚公司生产，分子式见图2b。

实验盐水：3 000 mg/L的氯化钠，模拟溶液中的

阳离子对聚合物溶液的影响；实验仪器：RS600哈克

旋转流变仪，机械搅拌器，1 000 mL容量瓶，0.1 %精

度的电子天平，干燥皿；实验温度：20 ℃；溶液的流

变性测定[17]：配制两种聚合物溶液，质量分数分别

为 0.10 %，0.14 %，0.20 %，0.25 %，设置剪切速率从

r'=0.01 s-1到 r'=10 000 s-1。
溶液的黏弹性的测定[18]：对两种聚合物溶液进

行溶液配制，质量分数分别为 0.10 % ，0.14 % ，

0.20 %，0.25 %，设置角频率从 10 rad/s到 0.01 rad/s，
步长设置为4。

零剪切段

剪切速率

表
观
黏
度 零剪切黏度

剪切变稀

极限剪
切黏度

剪切速率

表
观
黏
度

驱油用聚合物的流变曲线

假塑段
黏弹段

降解段

极限剪切段

驱油用聚合物的流变曲线

a.示意曲线 b.实际测试曲线

图1 驱油用聚合物的剪切流变特征

Fig. 1 Shear rh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ymer for oil dis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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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学分析理论

1.2.1 松弛时间谱的计算

松弛时间谱是描述材料黏弹性对时间或频率依

赖关系最一般的函数关系，流体的全部特性都表现

在松弛时间各不相同的所有运动模式和的贡献中[19]。
通过黏弹性模量的测试数据，应用典型线性本构方

程（Maxwell模型）分析线性黏弹性区间数据，聚合物

熔体的储能模量和耗能模量可表示成离散形式，根

据实验所测得的不同频率ωj下的G′、G″，采用最小二

乘法，添加约束条件，λi和 gi大于 0，计算方法全局最

优，计算出材料的离散松弛时间谱（λi，gi）
[20-21]。松弛

时间谱是松弛时间和模量的函数关系式：

G′( )ωj =∑i = 1
N gi

( )ωjλi
2

1 + ( )ωjλi
2 （1）

G ″ ( )ωj =∑i = 1
N gi

ωjλi

1 + ( )ωjλi
2 （2）

式中：ωj为剪切振荡频率，Hz；j为实验频率节点；N为

不同的Maxwell运动单元数目，采用六参数的计算最

为准确[22]，N组（λi，gi）构成材料的离散松弛时间谱。

1.2.2 动态模量的计算

根据聚合物 G′、G″可以求取动态模量 G*，见式

（3）[23]。动态模量是表征材料在不同的外载作用下

不同的响应特性，由于相位差的存在，产生了滞后现

象，使得应变分成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弹性贡献，

与应变呈线性关系，第二部分为黏性贡献，与应变速

率呈线性关系：

G∗ = G′ + iG″ （3）
式中：G*为动态模量，Pa；G′为弹性模量，Pa；G″为黏性

模量，Pa；i为相位角，°。
将线性黏弹性材料的总应力用广义Maxwell模

型表示并对应变微分[8]，采用傅里叶变换求解微分方

程，可得动态模量表达式：

G∗ (ωj ) = G′ +∑i = 1
N i ( )ωjλi G″
1 + ( )ωjλi

（4）

松弛模量表示的是材料的松弛性能，是在一定

的温度和应力条件下材料应力与应变的比值。采用

广义Maxwell模型可以建立松弛模量与动态模量的

关系式：

g (i ) = G′ +∑i = 1
N G″e− t/λi （5）

式中：g（i）为弹性模量与黏性模量组合的动态模量

值；t为时间变量，s。
1.2.3 非线性回归流变曲线

应 用 MATLAB 软 件 ，将 流 变 实 验 数 据 带 入

Carreau-Yasuda模型式（6）进行拟合，获取表征流变

的特征参数：

μ = ( )( μ0 − μ inf ) [ ]1 + ( )λx a n − 1
a + μ inf （6）

式中：μ为表观黏度，mPa·s；μ0为零剪切黏度，mPa·s；
μ inf为极限剪切黏度，mPa·s；λ为特征松弛时间，s；
x为剪切速率，s-1；n为Carreau指数；a为Carreau常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驱油用聚合物溶液的黏弹特性

2.1.1 动态振荡实验数据

两种聚合物溶液符合线性黏弹性区间的频率为

0.1～1.7 Hz。因此，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HPAM）和

疏水缔合聚合物AP-P4溶液在线性黏弹区间内的黏

弹性实验数据结果见图3、图4。
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HPAM）在不同质量分数

条件下的储能/耗能模量存在一定的差异：①质量分

CH2

NH2
NH2

CH

C O C C CO O O

RO

m n

x y z

CH

Na

CH2 CH2 CH CH2
CH CH2

CH2

CH

O Na

a.HPAM分子式 b.HAWP（AP-P4）分子式

图2 聚合物的分子式

Fig. 2 Molecular formula of poly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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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0.10 %和 0.14 %的耗能模量G″在整个振荡频率

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表现出较强的黏性特征；②质

量分数增大至 0.20 %以后，在低振荡频率范围内，耗

能模量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振荡频率的增加，储能模

量增幅更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质量分数为 0.25 %

时，该现象更为明显。这就说明，HPAM在较高质量

分数下，同时振荡频率较好的条件下，其弹性特征的

表现才会更加的明显。在其黏弹性的表征中主要是

以黏性特征为主导作用，包括其在多孔介质中的流

动时，如果不能产生较强的弹性形变特征，整个流动

阻力的建立应该是以黏性黏度作为主导。

对于疏水缔合聚合物AP-P4（图 4），低于临界缔

合质量分数的黏弹性特征（临界缔合质量分数为

0.14 %）出现了G′和G″的交点；高于临界缔合质量分

数的 3个溶液质量分数，均表现出储能模量强于耗能

模量，这表明在研究的振荡区间内，聚合物AP-P4的
黏弹性是以弹性为主的变化特征，弹性特征占据主

导地位。相比HPAM，高质量分数条件下 AP-P4的
弹性模量和储能模量均远大于同质量分数条件下的

HPAM，这说明缔合作用明显增强了聚合物分子间的

作用力，又特别表现在增加了弹性模量特征。临界

缔合质量分数之下，AP-P4依然是以弹性模量占据

主导，这是因为分子内缔合加强了聚合物的内聚力，

使其抗形变能力大增。

可以看出，AP-P4的黏性特征变化中，弹性模量

十分重要，研究过程中不可忽视弹性作用带来的影

响，在后续的研究中应该考虑弹性模量的影响。

2.1.2 松弛时间的特征参数限定优化

1） HPAM、AP-P4的动态模量数据见表 1。表 1
中的HPAM和AP-P4都是随着溶液质量分数增加，

振荡频率增加，动态模量呈现上升趋势。根据其

拟合的幂律公式，计算可得研究质量分数范围内

的两种聚合物HPAM和 AP-P4，溶液 G*变化分别为

0.01～1.00 Pa和 0.15～2.00 Pa。其中，AP-P4动态模

量表现出的上升趋势规律性没有HPAM强，临界缔

合质量分数（0.14 %）以下的 0.10 %规律不同于临界

缔合质量分数以上的规律特征，这是聚合物的缔合

作用对其复数模量特征的影响。质量分数 0.25 %的

AP-P4在 0.1 Hz下的复数模量超过 1 Pa，相较于

HPAM，其具备更强的模量特征。

0.001

0.01

0.1

1

0.1 1 10

G
'(

 P
a)
；

G
''(

 P
a)

振荡频率(Hz)

G'质量分数0.10 %
G'质量分数0.14 %
G'质量分数0.20 %
G'质量分数0.25 %

G''质量分数0.10 %
G''质量分数0.14 %
G''质量分数0.20 %
G''质量分数0.25 %

0.01

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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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 10
振荡频率(Hz)

G'质量分数0.10 %
G'质量分数0.14 %
G'质量分数0.20 %
G'质量分数0.25 %

G''质量分数0.10 %
G''质量分数0.14 %
G''质量分数0.20 %
G''质量分数0.25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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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P
a)

图3 HPAM的弹性模量和黏性模量

Fig. 3 Elastic modulus and viscosity modulus of HPAM

图4 AP-P4的弹性模量和黏性模量

Fig. 4 Elastic modulus and viscosity modulus of

polymer AP-P4

质量分数（%）

0.10
0.14
0.20
0.25

HPAM
公式

G*=0.115 2f 0.760 6
G*=0.229 8f 0.646 5
G*=0.395 6f 0.520 9
G*=0.645 9f 0.467 7

拟合精度

R2=0.997 4
R2=0.995 5
R2=0.996 6
R2=0.997 3

AP-P4
公式

G*=0.407 1f 0.388 6
G*=0.522 3f 0.241 8
G*=0.835 9f 0.235 5
G*=1.542 7f 0.209 2

拟合精度

R2=0.999 1
R2=0.997 2
R2=0.994 5
R2=0.996 1

表1 不同质量分数下聚合物的动态模量

Table 1 Dynamic modulus of polymer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注：f为振荡频率,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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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PAM和AP-P4的松弛时间谱见表 2。部分

水解聚丙烯酰胺（HPAM）的松弛时间谱具有较为明

显的规律，随着松弛时间的增加，松弛模量呈现下降

的趋势，达到 100 s时，松弛模量呈现数量级的下降；

而随着聚合物溶液质量分数的增加，均呈现出类似

的特征。分析认为这是线性聚合物HPAM的分子结

构特征决定的，其聚集行为是呈现“颗粒”堆积的现

象，溶液质量分数的增加使其聚集行为增大，堆积体

变大，但并没有改变本质的分子间作用力，所以其具

有较为明显的规律性[24]。AP-P4的松弛时间谱呈现

的特征明显区别于HPAM，不再存在明显的松弛模

量随着松弛时间增加而下降的规律性。通过表 2可
以归纳为：①在低松弛时间条件下，保持较高的模量

特征；②在较高松弛时间下依然具备一定的模量值，

说明其弹性能量较大；③与HPAM对比，AP-P4具有

更大的松弛时间数学变量。缔合作用增强的弹性模

量和黏性模量很好地表现在了松弛时间谱上。

通过松弛模量与动态模量的公式转化，利用实

验数据计算的动态模量范围限制即可获得两种聚合

物在实验条件下的松弛时间范围（表3）。

2.2 驱油用聚合物溶液的流变特性

2.2.1 聚合物的流变曲线特征

HPAM和AP-P4的流变曲线实验结果见图 5和
图 6。从图 5可以看出，当剪切速率为 2 500 s-1左右

时，不同质量分数条件下HPAM的流变作用特征均

发生变化，这表明聚合物溶液达到了临界剪切速率，

而且HPAM的临界剪切速率范围并没有受到溶液质

类型

HPAM

AP-P4

质量分数（%）

0.10
0.14
0.20
0.25
0.10
0.14
0.20
0.25

g（Pa）
λi=0.01 s
5.12
6.27
3.21
5.04
11.89

1.46×10-7
6.06
5.96

λi=0.10 s
0.18
0.05
0.89
1.28

3.40×10-7
1.04
0.79
0.94

λi=1 s
0.10
0.21
0.28
0.46
0.15
0.19
0.33
0.60

λi=10 s
0.01
0.04
0.13
0.25
0.21
0.16
0.42
0.66

λi=100 s
5.90×10-10
1.65×10-9
4.83×10-9
1.68×10-9
5.49×10-6
9.38×10-8
5.26×10-6
3.52×10-6

λi=1 000 s
5.79×10-10
1.62×10-9
4.74×10-9
1.65×10-9
0.03
0.20
0.17
0.49

表2 两种聚合物的松弛谱特征

Table 2 Relaxation spectrum characteristics of two polymers

注：λi为松弛时间，s；g为弹性模量，Pa。

聚合物类型

HPAM
AP-P4

λ（s）
质量分数0.10 %

λ＜0.01
0.5＜λ＜1.0

质量分数0.14 %

λ＜0.01
0.5＜λ＜1.0

质量分数0.20 %

0.01＜λ＜0.10
0.5＜λ＜1.0

质量分数0.25 %

0.01＜λ＜0.10
0.5＜λ＜1.0

表3 研究质量分数范围内的聚合物松弛时间范围

Table 3 Polymer relaxation time range in study concentration range

注：λ为特征松弛时间，s。

1

10

100

1 000

0.01 0.1 1 10 100 1 000 10 000

溶
液
黏
度
(
m

Pa
·

s)

剪切速率(s-1)

剪切速率2 500 s-1

质量分数0.10 %
质量分数0.14 %
质量分数0.20 %
质量分数0.25 %

图5 HPAM的流变曲线

Fig. 5 Rheological curve of HP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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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数的影响，4个溶液质量分数条件下都是该剪切

速率下出现黏度大幅度下降的特征。但是不同质量

分数聚合物在超过临界剪切速率的流变表现不一

样，溶液质量分数较高的 0.20 %、0.25 %在当前条件

下溶液黏度直线下降；而较低溶液质量分数的

0.14 %及以下均表现出剪切增稠区间，再出现降解

段。分析认为聚合物溶液的质量分数越高，分子线

团越紧密，相互作用力越强，导致主链的相邻键偏离

了正常键角的作用力较大，在不可抗拒的剪切外力

作用进一步增加时分子链被瞬间扯断，弹性形态没

有及时表现就直接断裂降黏；而低质量分数的聚合

物分子线团相互之间的作用力较弱，在不断变化的

剪切外力作用下，主链的相邻键偏离了正常键角，从

而产生弹性恢复力，而表现出黏弹性，使表观黏度增

加。HPAM的临界剪切速率不受质量分数和剪切速

率的影响，均在 2 500 s-1左右，在当前测定条件下，其

质量分数变化的影响会引起胀流段的出现。在临界

剪切速率以内未发生机械剪切的HPAM，依然呈现

典型的“剪切变稀”的幂律特征。

虽然AP-P4呈现了较好的“剪切变稀”特征，但

是不同于HPAM，其流变剪切特征呈现“三段式”，在

剪切速率为 7～100 s-1时，黏度下降幅度较大，而过

低的速率与过高的剪切速率时黏度下降幅度较低，

这是疏水缔合作用增强了分子间的作用力，无论是

分子内缔合作用，还是分子间的缔合作用均增强了

聚合物溶液的内聚力，从而导致其剪切变稀的特征

存在一定的变化。缔合作用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流

变特征，细微的作用变化使其在较低和较高剪切速

率条件下的黏度下降较为缓慢，表现出一定的抗剪

切性。AP-P4虽然在剪切流变区间中有一定的变

化，但是整体上表现出了“三段式”的特征。

2.2.2 聚合物溶液流变模拟结果

对特征松弛时间约束，拟合的计算结果如表 4
所示。

通过对特征松弛时间范围的强制约束，降低了

拟合过程中未知参数变量和算法的影响，特征松弛

时间值条件的变化，大幅度地提高了拟合数据的研

究意义。上述数据在公式的应用下形成的流变曲线

与实验测得的一致性较高。其反向推导出的零剪切

黏度，呈现出了聚合物溶液随着质量分数的增加，溶

液内的相互作用力增强的特征。

3 结论

1） 疏水缔合作用不仅仅大幅度提高聚合物溶

液的表观黏度，其弹性作用也得到大幅度提升，所以

实验条件下的黏弹模量实验数据中，AP-P4以弹性

模量特征为主导，而HPAM还是以黏性模量为主导。

2）通过小幅振荡实验数据推导的松弛时间谱，

限制聚合物溶液特征松弛时间（λ）的取值范围，再应

用Carreau-Yasuda流变模型拟合聚合物溶液（HPAM
和AP-P4）流变规律，不仅拟合精确度更高，而且可

以避免非线性回归计算手段带来的计算误差，获得

高度匹配实验数据的曲线特征。

参 考 文 献

[1] 周持兴 .聚合物流变实验与应用[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2003.
ZHOU Chixing. Polymer rheological experiment and applic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2] 冯茹森，郭拥军，吕鑫，等 .疏水缔合聚合物流变学测量方法

Ⅱ：零剪切黏度[J].石油钻采工艺，2011，33（4）：55-58.
FENG Rusen, GUO Yongjun, LYU Xin, et al. Study on the
rheological testing method of water soluble hydrophobically
associating polymers Ⅱ: Zero-shear viscosity[J]. Oil Drilling &

1

10

100

1 000

10 000

0.1 1 10 100 1 000 10 000 100 000

溶
液
黏
度
(m

Pa
·

s)

质量分数0.10 %
质量分数0.14 %
质量分数0.20 %
质量分数0.25 %

剪切速率(s-1)

图6 AP-P4的流变曲线

Fig. 6 Rheological curve of polymer AP-P4

聚合物

HPAM

AP-P4

质量分数
（%）

0.10
0.20
0.25
0.10
0.20
0.25

μ0（mPa·s）
852.9
2 499.0
7 542.9
2 592.9
3 610.1
4 180.1

μinf（mPa·s）
4.4
4.8
5.3
7.5
8.0
9.2

λ（s）
0.002
0.005
0.008
0.659
0.767
0.906

a

0.155
0.176
0.152
0.466
0.766
1.226

n

-0.250
-0.306
-0.253
-0.102
0.057
0.146

表4 两种聚合物溶液的特征松弛时间

Table 4 Characteristic relaxation time of

two polymer solutions

682



朱诗杰，等 .驱油用聚合物溶液的流变模型应用优化研究
2022年

第12卷 第4期
Production Technology, 2011, 33（4）: 55-58.

[3] SERIGHT R S, FAN T G. New insights into polymer rheology in
porous media[J]. SPE Journal, 2011, 16（1）: 35-42.

[4] JOUENNE S, CHAKIBI H, LEVITT D. Polymer stability after
successive mechanical-degradation events[J]. SPE Journal, 2018,
23（1）: 18-33.

[5] 孙全力，王爱蓉，张军，等 .疏水缔合聚合物APP4流变性能

实验研究[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53（1）：

104-106.
SUN Quanli, WANG Airong, ZHANG Jun, et al.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hydrophobically associative polymer APP4[J].
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cience &
Technology Edition）, 2012, 53（1）: 104-106.

[6] 舒政，齐勇，程飞豹，等 .海上油田聚合物超重力速溶技术研

究[J].油气地质与采收率，2021，28（3）：142-146.
SHU Zheng, QI Yong, CHENG Feibao, et al. Research on high-
gravity instant dissolving technology of polymers in offshore
oilfields[J]. Petroleum Geology and Recovery Efficiency, 2021,
28（3）: 142-146.

[7] 冯茹森 .疏水缔合聚合物分子结构与溶液结构及流变特性

的关系研究[D].成都：西南石油大学，2008.
FENG Rusen. Relationship between molecular structure and
solution structure and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hydrophobically
associating polymers[D]. Chengdu: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2008.

[8] 吴其晔，巫静安 .高分子材料流变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2.
WU Qiye, WU Jing'an. Rheology of polymer materials[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2.

[9] 康万利，王芳，杨红斌，等 .两亲聚合物设计合成及其增效体

系研究（Ⅷ）——剪切降解与恢复特性 [J].日用化学工业，

2020，50（8）：516-522.
KANG Wanli, WANG Fang, YANG Hongbin, et al. Study on the
design and synthesis of amphiphilic polymers and their synergistic
systems（Ⅷ）: Shear degradation and recovery characteristics[J].
China Surfactant Detergent & Cosmetics Chemical Industry,
2020, 50（8）: 516-522.

[10] 谭鑫 .岩心中聚合物溶液性质变化的影响因素及规律[D].北
京：中国石油大学（北京），2017.
TAN Xi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laws of polymer solution
properties in core[D].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2017.

[11] 孟令伟，康万利，张磊，等 .两亲聚合物溶液的流变规律及影

响因素[J].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2012，28（10）：55-58.
MENG Lingwei, KANG Wanli, ZHANG Lei, et al. Rheological
rul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mphiphilic polymer solution[J].
Polymer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2, 28（10）:
55-58.

[12] 孙刚，李长庆，张新民，等 .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对疏水缔合聚

合物溶液流变性的影响[J].大庆石油地质与开发，2012，31
（5）：132-136.
SUN Gang, LI Changqing, ZHANG Xinmin, et al. Effect of
sodium dodecylbenzene sulfonate on rheology of hydrophobically
associating polymer solution[J]. Petroleum Geology & Oilfield
Development in Daqing, 2012, 31（5）: 132-136.

[13] 吴淑云 .驱油用聚合物溶液黏弹性评价方法研究[J].长江大

学学报（自科版），2013，10（32）：140-142.

WU Shuyun. Evaluation methods of properties of polymer solutions
used for EOR[J]. Journal of Yangtze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3, 10（32）: 140-142.

[14] 孟令伟，康万利，张磊，等 .两亲聚合物溶液的流变规律及影

响因素[J].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2012，28（10）：55-58.
MENG Lingwei, KANG Wanli, ZHANG Lei, et al. Rheological
rul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mphiphilic polymer solution[J].
Polymer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2, 28（10）:
55-58.

[15] SHI L T, ZHU S J, YE Z B, et al. The seepage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hydrophobically associated polymers with different aggregation
behaviours in porous media[J].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
2020, 7（1）: 191270.

[16] SHI L T, ZHU S J, YE Z B, et al. Effect of microscopic
aggregation behavior on polymer shear resistance[J]. Journal of
Applied Polymer Science, 2020, 137（19）: 48670.

[17] 施雷庭，朱诗杰，薛新生，等 .不同聚集行为的聚合物耐盐性

能评价研究[J].精细石油化工，2019，36（6）：80-84.
SHI Leiting, ZHU Shijie, XUE Xinsheng, et al. Evaluation of
salt tolerance of polymers with different aggregation behaviors
[J]. Speciality Petrochemicals, 2019, 36（6）: 80-84.

[18] 叶仲斌，杨梅，施雷庭，等 .疏水缔合聚合物APP5的性能研

究[J].应用化工，2018，47（6）：1150-1153.
YE Zhongbin, YANG Mei, SHI Leiting, et al. Study on the
properties of hydrophobic associative polymer[J]. Applied Chemical
Industry, 2018, 47（6）: 1150-1153.

[19] LANG C. Regularization methods for finding the relaxation time
spectra of linear polydisperse polymer melts[J]. Rheologica Acta,
2018, 57（4）: 339-347.

[20] 王立军 .聚合物溶液黏弹性对提高驱油效率的作用[D].大
庆：大庆石油学院，2003.
WANG Lijun. The action that viscoelasticity of polymer solution
on enhancing oil displacement efficiency[D]. Daqing: Daqing
Petroleum Institute, 2003.

[21] 孙玉学 .黏弹性聚合物溶液提高驱油效率的机理研究[D].大
庆：大庆石油学院，2009.
SUN Yuxue.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oil displacement
efficiency by polymer flooding with viscoelasticity[D]. Daqing:
Daqing Petroleum Institute, 2009.

[22] 秦青，张敏革，林兴华，等 .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溶液的黏弹

性数学模型及其松弛时间谱的研究[J].石油化工，2015，44
（1）：64-69.
QIN Qing, ZHANG Minge, LIN Xinghua, et al. Viscoelasticity
model and relaxation time spectrum of partially hydrolyzed
polyacrylamide solution[J].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 2015, 44
（1）: 64-69.

[23] 曹宝格，罗平亚 .缔合聚合物溶液在多孔介质中的流变性实

验[J].石油学报，2011，32（4）：652-657.
CAO Baoge, LUO Pingya.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the associating polymer solution in porous medium
[J]. Acta Petrolei Sinica, 2011, 32（4）: 652-657.

[24] 朱诗杰，施雷庭，王晓，等 .聚集行为对聚合物溶液性能的影

响研究[J].应用化工，2020，49（3）：597-601.
ZHU Shijie, SHI Leiting, WANG Xiao, et 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aggregation behavior on the properties of polymer solutions
[J]. Applied Chemical Industry, 2020, 49（3）: 597-601.

（编辑 黄颖）

683



油气藏评价与开发
PETROLEUM RESERVOIR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2年
第12卷 第4期

牛庄洼陷官17井区沙四段页岩油自悬浮支撑剂
压裂试验

王 磊
（中国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难动用项目管理中心，山东 东营 257000）

摘要：东营凹陷沙四段页岩油，具有资源量大、储层厚、地层压力系数高、天然裂缝和微裂隙发育等有利条件，但受埋藏深、

断层发育、地层温度高等不利因素影响，施工成本高，递减快，经济效益差。为了克服常规缝网压裂技术在陆相页岩油储

层的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压裂缝宽过窄、加砂困难等问题，促进沙四段页岩油的增产稳产，利用自悬浮支撑剂的自悬浮和自

降阻性能，结合复杂缝网压裂工艺在牛庄洼陷G17-X10井进行了矿场试验，结果表明：与邻井GX26井相比，该井不仅施工

难度降低，砂比提高一倍，用液减少30 %，而且自喷采油期长达520 d，是GX26井的436 %，自喷期累计产油2 482 t，是GX26
井722 t的 344 %。这一成果验证了自悬浮支撑剂压裂在提高压裂缝的有效支撑和增加页岩油井渗流体积方面的独特优

势，不仅成功探索了新型压裂增产工艺，也拓宽了页岩油效益开发的技术思路。

关键词：页岩油；自悬浮支撑剂；增产；牛庄洼陷；沙四段

中图分类号：TE357 文献标识码：A

Self-suspension proppant fracturing test of shale oil in the fourth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in Guan-17 well area, Niuzhuang Sag

WANG Lei
（Marginal Oilfield Developing Project, Management Center of Sinopec Oilfield Service, Shengli Corporation,

Dongying, Shandong 257000, China）

Abstract: Shale oil in the fourth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in Dongying Depression has advantages such as large resource,
thick reservoir, high formation pressure coefficient, and developed natural fractures and micro-fractures. However, that it is
affected by unfavorable factors such as burial depth, development of faults and high formation temperature leads to high fracturing
cost, rapid decline and poor economic benefit.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narrow pressure fracture width and
the difficulties during sand addition in the fracturing of the continental shale oil reservoir by the conventional fracturing
technology, and promote the production of shale oil in the fourth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the on-site tests are conducted in
Well-G17-X10 of Niuzhuang Sag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elf-suspension and self-reducing resistance properties of the self-
suspension proppant and combined with complex network fracturing technolo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adjacent
well, Well-GX26, Well-G17-X10 not only has lower fracturing difficulty, double sand ratio and less liquid reduced by 30 %, but
also has 520 days of self-injection production period, which is 436 % of that of Well-GX26, and 2 482 t of oil production period,
which is 344 % of 722 t of Well-GX26. This achievement verifies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self-suspension proppant in improving
effective suspension of fractures and increasing seepage volume of oil wells. It not only successfully explores a new fracturing
stimulation technology, but also broadens the technical idea of shale oil efficient production.
Keywords: shale oil; self-suspension proppant; increase production; Niuzhuang Sag; the fourth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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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Ro为成熟度，%。

中国页岩油资源总量丰富，技术可采储量位于

世界前列。目前，随着国际油价的回升和开采技术

的不断突破，中国页岩油的勘探开发取得了重要进

展，包括渤海湾盆地大港油田的沧东凹陷、准噶尔

盆地的吉木萨尔凹陷和松辽盆地的古龙凹陷等已

获页岩油工业油流，并已开始页岩油田的产能建

设[1-2]。但东营凹陷牛庄洼陷的沙四段陆相页岩油

与国内外页岩油存在显著差异，页岩储层埋藏较深

（3 000～3 800 m），深度大于 3 000 m地层普遍超

压，压力系数高达 1.2～1.8。沙四段页岩储集空间

分为层理缝、微裂缝和基质孔 3类，储层孔隙度

1.49 %～16.38 %，渗透率（0.016～10.600）×10-3µm2。
属特低孔超低渗储层。

页岩油普遍成熟度较低，原油密度和含蜡量较

高，地下流动性相对较差[3]。沙四上原油分析，地面原

油密度 0.939 1 g/cm3，动力黏度为 75.9 mPa·s，凝固点

为26 ℃，地层水总矿化度为31 768 mg/L，氯离子含量

19 074.94 mg/L。基于上述地质特征和工艺条件限

制，现阶段常规体积改造后的页岩油井，受裂缝形态、

压裂液性能和支撑剂自身属性等因素的限制，无法实

现体积支撑，有效渗流体积受限，出现开发初期产量

较高，但随着井底流压的下降，远端裂缝闭合后，产

量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4]。针对东营凹陷陆相页岩油

的特点，为实现页岩油气资源的低成本、低能耗的绿

色开发，在充分调研了多个自悬浮支撑剂压裂案例的

基础上，形成利用自悬浮支撑剂本身在清水或传统

压裂液体系中自悬浮、自减阻的性能，实现多尺度、

多类型孔缝网络体系的有效支撑，大幅增加储层渗流

体积和动用面积，进而最大限度释放页岩储层产能

的全裂缝支撑压裂增产理念，指导完成了G17-X10井
的压裂改造实践。与相同层段的邻井 GX26相比，

G17-X10井增产效果明显，为陆相页岩油勘探开发

的地质工程一体化系列技术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区块概况

官 17井区构造位置处于东营凹陷牛庄洼陷南

坡东段陈官庄地区北部，主要含油层系为沙四段

（图 1）。分为沙四上和沙四下。沙四上主要为深

灰色灰质泥岩，灰质、白云质成分。沙四下岩性以

图1 牛庄洼陷官17井区沙四段构造

Fig. 1 Structural distribution of the fourth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in Guan-17 well area of Niuzhuang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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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 色 泥 质 粉 砂 岩 为 主 . 储 层 厚 度 大 约 200 m。

G17-X10井是该区块的一口沙四段页岩油评价井，

井深 3 434 m，储层温度 135 ℃，平均孔隙度 5.3 %，

平均渗透率仅有0.848´10-3 µm2。
该井目的层为沙四上纯上亚段和纯下亚段上部，

井深 3 154.1～3 255.75 m，厚 101.65 m。根据岩心分

析，分为沙四上纯上亚段3个小层和纯下1个小层：

1）纯上 1：含油性较好，纹层不发育，以层状、近

似块状为主。层面不易裂开；灰质含量整体高，岩心

呈不规则碎块状，存在多处摩擦光滑镜面。

2）纯上 2：纯上 2顶部岩性灰质泥岩颜色深，含

油性好，层理以层状、块状为主；中部层状、纹层状较

发育，出现多段亮晶碳酸盐结构；底部以层状、块状

结构为主，碳酸盐结构以隐晶为主。

3） 纯上 3：层理构造以纹层状为主，层面见油

迹，易沿纹层规则裂开，亮晶方解石脉较发育。

4）纯下 1：顶部为大套灰绿色泥岩，下部纹层发

育，含油性较好。

2 自悬浮支撑剂的应用

2.1 自悬浮支撑剂原理及性能评价

自悬浮支撑剂由硬质骨料（即传统支撑剂石英

砂、覆膜砂或陶粒）和表面的可水化分子两部分组

成。表面的可水化分子遇水快速溶胀，在支撑剂周

围形成稳固的水化层。水化层降低了支撑剂在水中

的相对密度，增加了支撑剂之间的润滑性。同时，支

撑剂表面的有机分子伸展于水溶液中，增加了水的

黏度。两者的协同作用，使得自悬浮支撑剂不借助

增稠剂就能轻易的在清水中长时间悬浮[5]。

2.1.1 常规物理性能

视密度2.47～2.50 g/cm3，体积密度1.48～1.49 g/cm3，
酸溶解度 3.8 %～4.7 %，圆度、球度 0.7～0.8，抗压等

级 69 MPa，破碎率 2.1 %～2.8 %；抗压等级 86 MPa，
破碎率 4.0 %～5.3 %，浊度 12～28 FTU。均参照石

油天然气行业标准《水力压裂和砾石充填作业用支

撑剂性能测试方法：SY/T 5108—2014》。
2.1.2 导流能力

依据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压裂支撑剂充填层

短期导流能力评价推荐方法：SY/T 6302—2009》进行

短期导流能力评价，检测表明自悬浮支撑剂具有与

陶粒相当的导流能力（图2）。

2.1.3 降阻率

自悬浮支撑剂自身的降阻率（水温 25 ℃）随砂比

不同，一般为40 %～50 %。

2.1.4 悬浮率

在清水条件下，抗压等级 69 MPa的自悬浮支撑

剂 25 ℃、砂比 15 %的 30/50目悬浮率为 99.10 %，

40/70目自悬浮支撑剂的悬浮率为 99.04 %，70/140目
全裂缝支撑剂的悬浮率为100 %。

自悬浮支撑剂的悬浮率是区别于其他支撑剂的

关键特性，其作用是大幅度增加铺设缝长和缝高。

根据物理模拟，自悬浮支撑剂较常规支撑剂裂缝支

撑高度增加了 42 %，缝长增加了 31 %，即有效支撑

体积（ESRV）也相应增加 86 %（图 3）。对页岩油藏压

裂的体积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图2 2种支撑剂的导流能力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flow conductivity with

two kinds of proppants

入

口

a.近井段 b.中段 c.远井段

图3 清水携自悬浮支撑剂（黑色）与4 ‰胍胶携陶粒

（黄色）模拟实验

Fig. 3 Simulation experiment of water carrying

suspended proppant（black）and 4 ‰ guanidine gum carrying

ceramsite（yellow）

注：玻板缝隙导流仪规格 4 000 mm×600 mm×6 mm，耐压 20 MPa，粒径

20/4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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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破胶及固相残渣

在自悬浮支撑剂压裂体系中加入工业纯过硫酸

铵（现场加入浓度 0.5 ‰～1.0 ‰）即可实现彻底破

胶。 30/50目和 40/70目（砂比 20 %，温度 25 ℃）的破

胶后液体黏度（相当于压后返排液体黏度）均小

于 3 mPa·s，低于水基压裂液破胶液表观黏度小于

5 mPa·s的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压裂液通用技术

条件：SY/T 6376—2008》。
30/50目自悬浮支撑剂体系破胶后固相物残渣

为 222 mg/L；40/70目破胶后固相物残渣为 119 mg/L；
远低于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压裂液通用技术条

件：SY/T 6376—2008》中水基压裂液残渣含量小于

600 mg/L的要求。

2.1.6 毒性伤害检测

依据国家标准《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

性鉴别：GB 5083.3—2007》进行了砷、镉、铬、铜、铅、

镍、铍、锌等重金属含量检测，检测结果均低于检出

限。实验结果表明，自悬浮支撑剂无毒无害，完全满

足施工现场的环保要求。

2.1.7 与地层、原油和地层水的配伍性

依据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水基压裂液性能评

价方法：SY/T 5107—2016》，对 30/50目全裂缝支撑剂

破胶后，取其上清液分别与地层原油、地层水和清水

按 1∶2、1∶1、2∶1体积比混合测定其配伍性，结果与地

层原油、地层水和清水配伍性好，无沉淀。

2.2 支撑剂粒径优化

在页岩油储层体积改造过程中，水力裂缝、天然

裂缝和微裂隙相互交错形成复杂缝网，为追求压后

储层动用面积的最大化，就要保证改造缝网中次级

裂缝的有效支撑。在复杂缝网中，形成的次级缝长

度较短，且缝宽较小（1～2 mm），但其数量众多，是主

裂缝的几十到几百倍。这就要求自悬浮支撑剂要有

足够细、悬浮性好、强度高的性能。结合G17-X10井
的井况，为实现主裂缝、次级缝和微裂缝的有效充

填，此次试验采用类别为抗压等级 69 MPa，粒径规格

分别为 30/50目、40/70目和 70/140目的自悬浮支撑

剂，其中 70/140目自悬浮支撑剂占比达到 20 %，探索

次级缝和微裂缝的填充。

针对G17-X10井目的层的地质特征，依照全支撑

压裂增产理念，为提高储层上纵向动用率，共设计压

裂施工 5段，除第 1段采用石英砂支撑剂，其余 4段采

用一体化变黏压裂液体系和自悬浮支撑剂，设计排量

13～15 m3/min，设计总液量4 060 m3，总砂量435 m3。
2.3 一体化变黏压裂液体系高效携砂

在G17-X10井压裂改造增产试验中，自悬浮支

撑剂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硬质骨料（传统支撑剂）

和表面的可水化分子组成。在施工时，其表面的可

水化分子遇水快速溶胀，不仅能降低支撑剂在水中

的密度，加强支撑剂颗粒之间的润滑性，同时由于有

机分子在水溶液中伸展，也增加了液体黏度。在两

者的协同作用下，在清水中甚至可以不借助增稠剂

就可长时间悬浮，实现全过程的高效携砂，不仅简化

了作业流程，也避免对储层的伤害和污染[6-7]。
图 4和图 5为GX26的压裂施工曲线，可以看出，

GX26井两段施工排量均为12 m3/min，但第1段总液量

图5 牛庄洼陷官17井区沙四段GX26井第2段压裂

施工曲线

Fig. 5 Fracturing curve of 2nd stage in Well-GX26 of the

fourth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in Guan-17 well area

in Niuzhuang Sag

图4 牛庄洼陷官17井区沙四段GX26井第1段压裂

施工曲线

Fig. 4 Fracturing curve of 1st stage in Well-GX26 of the

fourth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in Guan-17 well area

in Niuzhuang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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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 130 m3，仅加入陶粒 19.4 m3，砂比仅为 1.7 %，第2
段总液量为1 253 m3，加入陶粒43 m3，砂比为3.4%。

图 6和图 7为 G17-X10井第 3段和第 4段的压

裂施工曲线，其目的层位与 GX26井相同，均为沙

四段沙上亚段。该井段施工排量达到了 15 m3/min，
较GX26井增加 25 %，但施工压力平稳，施工压力为

47～53 MPa，同比降低了 10 %～12 %。其中，第 3段
施工液量为 793 m3，前置液量仅用 68 m3，总砂量达

到 111 m3，砂比提高至 13.9 %（表 1），真正实现了高

强度加砂的理念。在现场取样化验中，自悬浮支撑

剂增稠效果明显，该井所用的低黏胶液的黏度为

21 mPa·s，当砂比提高至 16 %时，携砂液的黏度可达

80 mPa·s，实现全过程高效携砂，降低了砂堵风险[8-10]。

3 效果对比评价

G17-X10井压裂改造之后，其生产数据如图 8所
示，先采用3 mm油嘴控制自喷排液34 d，期间油压由

39 MPa降至 2.2 MPa，最高日产液量达到 126.4 t/d，最
高日产油量达到 13.9 t，最低含水为 48 %，累计产液

1 343.8 t，产油 277.2 t，返排率为 30.4 %。后连续油

管钻塞通井后压力恢复至12 MPa，日产油量高达16 t，
增产效果显著。

对比井GX26井是紧邻G17-X10井的一口开发

评价井。与G17-X10井压裂层段相同，施工参数基

本一致，只是支撑剂采用同粒径的陶粒。该井采用

造体积裂缝和高导流主缝的组合缝网压裂工艺，主

要通过高黏液高砂比脉冲纤维加砂来保持主裂缝的

高导流能力，其压后均采用 3 mm油嘴放喷。生产曲

线如图9所示。

与图 8的G17-X10井的生产曲线相对比，GX26
井的自喷采油期仅为 97 d，投产 3个多月即改机抽，

自喷累产722.4 d。G17-X10井自喷采油期长达522 d，
是GX26井的 4.36倍，自喷累产 2 482 d，是GX26井的

2.44倍。试采期末仍自喷，3 mm油嘴，日产油 3 t。
G17-X10井各项指标均优于GX26井[11-13]。

井号

GX26
GX26
G17-X10
G17-X10

段号

1
2
3
4

施工排量（m3/min）
12
12
15
15

施工压力（MPa）
52～55
47～50
47～53
47～53

总液量（m3）
1 130
1 253
793
792

支撑剂类型

陶粒

陶粒

自悬浮支撑剂

自悬浮支撑剂

支撑剂用量（m3）
19.4
43.0
111.0
102.0

综合砂比（%）

1.7
3.4
13.9
12.8

表1 GX26井与G17-X10井主要压裂参数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main fracturing parameters between Well-GX26 and Well-G17-X10

图7 牛庄洼陷官17井沙四段G17-X10井第4段压裂
施工曲线

Fig.7 Fracturing curve of 4th stage in Well-G17-X10 of
the fourth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in Guan-17 well

area in Niuzhuang Sag

图8 牛庄洼陷官17井区沙四段G17-X10井
生产数据曲线

Fig. 8 Production curves of Well-G17-X10 of the fourth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in Guan-17 well area

in Niuzhuang Sag

图6 牛庄洼陷官17井区沙四段G17-X10井第3段压裂
施工曲线

Fig.6 Fracturing curve of 3rd stage in Well-G17-X10 of
the fourth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in Guan-17 well

area in Niuzhuang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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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1） 现场实践表明，相较常规支撑剂，自悬浮支

撑剂拥有自悬浮、自降阻的独特优势，G17-X10井在

施工时，随着砂比的提高，不仅大幅度减少了压裂液

的用量，而且施工压力波动较小，有效规避了施工风

险，提高了施工成功率。

2）通过类别为抗压等级 69 MPa，粒径规格分别

为 30/50目、40/70目和 70/140目的自悬浮支撑剂不

同粒径的组合加砂，实现了体积缝网的有效支撑，大

幅度增加有效支撑体积（ESRV）是G17-X10井取得

增产效果的重要因素。

3） G17-X10井试采 520 d仍能自喷生产，较常

规支撑剂压裂增加了 4倍以上，验证了自悬浮支撑剂

具有保障页岩油井的稳产的效果，表明在较大的闭

合应力下，自悬浮支撑剂仍能较好地维持储层的导

流能力，有推广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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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牛庄洼陷官17井区沙四段GX26井生产数据曲线

Fig. 9 Production curve of Well-GX26 in Sha-4 Member

of Guan-17 well area in Niuzhuang Sag

689



油气藏评价与开发
PETROLEUM RESERVOIR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2年
第12卷 第4期

南华北盆地海陆过渡相页岩特征及勘探层位优选
——以通许地区上古生界为例

陈倩倩
（中国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河南 郑州 450006）

摘要：牟页 1井和郑东页 2井太原组泥页岩试气突破，证实了南华北区域上古生界海陆过渡相页岩气具深挖资源潜力。

结合通许 3井、通许 4井最新资料，综合分析南华北盆地通许地区上古生界太原组与山西组泥页岩地球化学、岩石学、储

集空间、物性特征以及含气性等，结果表明：①太原组与山西组泥页岩有机质来源于高等植物，属Ⅲ型干酪根；TOC（总

有机碳）值介于 1.0 %～4.5 %，属于好的烃源岩；Ro（镜质体反射率）值为 2.4 %～3.4 %，处于过成熟阶段；泥页岩储层脆

性矿物含量较高，有利于后期压裂改造。②储集空间以裂缝和微裂缝为主，无机孔次之，有机质孔发育较少，且呈孤立状

分布；整体孔渗值较低，微裂缝对渗透率有明显改善作用。③综合对比已有试气成果及页岩气评价参数，太原组页岩气资

源潜力明显优于山西组，是南华北盆地海陆过渡相页岩气勘探研究的重点层位。

关键词：页岩气；上古生界；海陆过渡相；通许地区；南华北盆地

中图分类号：TE132 文献标识码：A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ation horizon optimization of marine-continental transitional
shale in the South of North China Basin: A case study of Upper Paleozoic in Tongxu area

CHEN Qianqian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Sinopec North China Oil and Gas Company, Zhengzhou, Henan 450006, China）

Abstract: The gas test breakthrough of mudstone shale of Taiyuan Formation in Well-MY1 and Well-ZDY2 has proved that the
Upper Paleozoic marine-continental transitional shale gas in the South of North China Basin has potential for further tapping
resources. Based on the latest data of Well-TX3 and Well-TX4,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shale geochemistry,
petrology, reservoir space,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gas bearing properties of the Taiyuan Formation and Shanxi Formation of the
Upper Paleozoic in Tongxu area in the South of North China Basin,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The organic matter of the mud shales of
the Taiyuan and Shanxi Formations comes from the vascular plant and belongs to type Ⅲ Kerogen; TOC value is 1.0 %～4.5 % and
belongs to good source rock; Ro value is 2.4 %～3.4 % and is in the over mature stage. The mud shale reservoir has higher brittle
mineral content, which is favorable for the later fracturing reconstruction. ②The reservoir space is dominated by fractures and
micro-fractures, followed by inorganic pores, less developed organic pores and isolated distribution. ③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gas test results and shale gas evaluation parameters, the shale gas resource potential of Taiyuan Formation is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at of Shanxi Formation.
Keywords: shale gas; Upper Paleozoic; marine-terrestrial transitional facies; Tongxu region; the South of North China Basin

目前，中国主要发育的海相、陆相、海陆过渡相

页岩气中，海相页岩气在四川盆地已实现规模开发，

但占全国页岩气资源总量四分之一的海陆过渡相页

岩气尚处于起步阶段[1-3]。南华北盆地上古生界山西

引用格式：陈倩倩 .南华北盆地海陆过渡相页岩特征及勘探层位优选——以通许地区上古生界为例[J].油气藏评价与开发，2022，12（4）：
690-697.
CHEN Qianqian.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ation horizon optimization of marine-continental transitional shale in the South of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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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太原组存在丰富的碳质泥页岩。在适当的地质

背景以及匹配的钻采工艺下，泥页岩也是有效的产

层[4]。河南豫矿公司部署的牟页 1井与郑东页 2井在

太原组获得试气突破，证实南华北盆地富含天然气。

在前人认识基础上[5-9]，结合新钻井通许 3井、通许 4
井资料，通过一系列分析化验手段，对南华北盆地上

古生界富有机质泥页岩特征进行描述，对含气性开

展分析，并对山西组、太原组泥页岩各项参数综合对

比，明确勘探潜力，最终达到优选有利勘探层位的

目的。

1 地质背景

南华北地区位于华北地台南部，南邻秦岭—大

别褶皱系，东以郯庐断裂带为界，自青白口纪到新近

纪经历了 6个构造演化阶段，构造演化史极其复杂，

盆地可划分成 5个二级构造单元，研究区位于太康隆

起区[10-11]（图 1）。在构造作用和古地貌的双重控制

下，南华北盆地上古生界经历了海相—海陆过渡

相—陆相沉积演化过程，在太原组识别出有障壁海

岸沉积相，在山西组识别出海陆过渡相三角洲沉积

相体系（图2）。

2 海陆过渡相泥页岩特征

2.1 富有机质泥页岩地球化学特征

2.1.1 有机质类型

由于太原组和山西组泥页岩有机质热演化程度

较高，为了准确判断有机质类型，综合采用有机质碳

同位素分析、有机元素分析和透射光下干酪根镜检

等手段。有机碳同位素分析中，几乎 100 %的样品的

δ13C PDB(‰)值高于-26 ‰，反映出有机质来源为陆

生高等植物；由于太原组、山西组Ro普遍大于 2 %，属

高成熟—过成熟状态，有机元素分析不能准确反映

有机质类型；透射光下，干酪根镜检实验显示 75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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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Structural location of Tongxu area in the South of North China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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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组分为镜质组（主要为黑色镜质体），其次为腐泥

成分，有机质类型均为Ⅲ型。综合各项实验数据，明

确太原组、山西组泥页岩有机质类型为Ⅲ型。

2.1.2 有机质丰度

通许地区太原组、山西组泥页岩有机质丰度指

标主要靠有机碳含量（TOC）来衡量，所测得生烃潜力

参数以及氢指数不足以反映生烃潜力。

太原组、山西组泥页岩 TOC值介于 0.08 %～

9.84 %，主体分布在 1.0 %～4.5 %范围内，平均有机

碳含量为1.53 %，33.3 %的样品的TOC值大于2.0 %，

属好的烃源岩，且对比分析发现太原组有机质丰度

图2 南华北盆地通许地区通许2井沉积相柱状图

Fig. 2 Sedimentary facies histogram of Well-TX2 in Tongxu area in the south of North China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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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山西组（图 3）；纵向来看，因海陆过渡相沉积环

境中砂泥互层频繁，夹杂煤线，岩性具较强非均质

性，导致 TOC值变化较大。研究区石炭—二叠系泥

页岩经历过复杂的构造运动，具较高的热演化程度，

生烃潜力参数分布在 0.03～0.56 mg/g，平均值为

0.17 mg/g，氢指数分布在 2～104 mg/g范围内，平均值

为 17 mg/g，残余生烃潜力及残留氯仿沥青“A”含量

低，生烃潜力得不到有效反映，因此，有机质丰度评

价主要参考TOC值。

2.1.3 有机质成熟度

依据有机质成熟度划分标准，当 Ro大于 2.0 %

时，即处于过成熟阶段。研究区太原组、山西组Ro介
于 2.4 %～3.4 %，平均为 2.9 %，且太原组泥页岩成熟

度大于山西组。

岩石热解峰温 Tmax理论上随着有机质演化程度

的增加而增加，有机质成熟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

到反馈。当 Tmax大于 510 ℃时，热演化即处于过成熟

阶段。研究区山西组、太原组 Tmax数值普遍大于

500 ℃，再次证实页岩达到过成熟阶段。

2.2 富有机质页岩岩石学与矿物组分特征

页岩矿物组成，尤其是脆性矿物含量，是页岩气

产出的重要控制因素，页岩气储层的形成，不仅需要

较高的有机质丰度，而且还要含有一定量的石英、长

石等脆性矿物[12-13]。
借助全岩X-射线分析手段，泥页岩矿物组分可

分成 3类：以石英和长石为主的陆源碎屑矿物、黏土

矿物和自生非黏土矿物。自生非黏土矿物中主要成

分是碳酸盐矿物，其次是硫酸盐矿物。矿物组分分

析显示太原组和山西组页岩储层矿物成分类似，均

以石英和黏土矿物为主，还有部分碳酸盐岩和少量

黄铁矿（图 4），但同时又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太原

组石英含量为 2 %～52 %，平均为 34.5 %；黏土矿物

含量为 1 %～64 %，平均 38.1 %；相比山西组，碳酸

盐矿物含量较高，平均为 10.3 %。山西组石英含量

为 21 %～59 %，平均为 41.3 %；黏土矿物含量为

21 %～70 %，平均为 50.2 %。太原组脆性矿物含量

高于山西组，而黏土矿物含量反之。

通许地区黏土矿物以伊利石为主，伊蒙混层次

之，局部含高岭石和绿泥石，较高的伊利石含量反映

较高的成岩作用，与高成熟度相对应。其中，太原组

伊利石含量为 35 %～80 %，平均为 58 %；高岭石平

均为 13.5 % ，伊蒙混层含量平均为 20 %。山西组伊

利石含量为 4 %～99 %，平均为 59 %；高岭石平均为

13.8 % ，伊蒙混层含量平均为17 %。

2.3 富有机质泥页岩储集空间类型

页岩气储集空间可以分为孔隙和裂缝两大类，

国内外学者对泥页岩孔隙类型的划分分类方案未见

统一[8,14-16]。通过氩离子抛光+扫描电镜、压汞和气体

吸附等实验室测试分析，对页岩样品储层类型、大小

和特征细致研究，并参考由 LOUCKS等[14,17]提出的主

流分类方案，将南华北盆地通许地区上古生界泥页

岩储集空间类型划分为 3类：有机质孔、无机孔、裂

缝。裂缝、微裂缝占泥页岩储集空间的主导，其次是

无机孔，有机质孔发育较少，一般孤立存在。

2.3.1 有机质孔

在扫描电镜下，有机质孔以圆形、椭圆形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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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and Shanxi Formation of Upper Paleozoic in the

South of North China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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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Mineral composi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hanxi-Taiyuan Formation in Tongxu area

693



2022年
第12卷 第4期陈倩倩 .南华北盆地海陆过渡相页岩特征及勘探层位优选

局部可见长条形和不规则形状；气孔轮廓清晰、边缘

光滑，部分气孔边缘出现弯曲现象；气孔普遍以单个

出现，少数气孔间彼此联通，有些较大的气孔一般是

由多个气孔破裂联通形成（图5a）；有机质孔大小一般

为纳米级，孔径分布在10～500 nm，个别可达1～2 µm。
2.3.2 无机孔

研究区微观孔隙无机孔主要包括粒内孔、粒间

孔。粒内孔通常发育在矿物质颗粒内部，镜下较多

地观察到莓球状黄铁矿晶间孔、石英粒内孔隙以及

长石、岩屑或碳酸盐溶蚀孔等，溶蚀孔隙一般为圆

形、椭圆形等，孔径可达数微米，并且部分后期被有

机质充填（图 5b—图 5d、图 5f）。粒间孔一般发育在

颗粒间，镜下可观察到矿物颗粒间形成的三角形孔

隙以及与矿物颗粒接触的有机质周缘发育的成串粒

间孔（图 5e），由于强烈的压实作用，外加泥页岩较强

的塑形，粒间孔相对少见。

2.3.3 裂缝、微裂缝

通许 3井、通许 4井岩心观察可见太原组泥页岩

较多的发育网状缝、斜交缝以及其他杂乱分布的裂

缝、微裂缝，部分裂缝被后期方解石充填或半充填

（图5h、图5i）。

氩离子抛光+扫描电镜分析发现，微裂缝类型

主要为黏土矿物层间缝或脆性矿物在抵抗压实作

用过程中产生的微裂缝（图 5f、图 5g）。微裂缝一般

长数微米，宽数十纳米，个别微裂缝后期被方解石

或自生黏土矿物充填，渗流能力降低。随着成岩作

用进行，黏土矿物脱水，尤其是蒙脱石失水转化成

伊利石的过程中体积发生收缩，或者高岭石通过沂

蒙混层向伊利石转化过程中，均产生大量层间微裂

缝[18]，此类微裂缝占主导。因构造作用产生的微裂

缝，其发育具局限性，一般以脆性矿物颗粒粒缘缝或

粒内缝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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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南华北盆地上古生界（太原组—山西组）页岩层段孔隙类型特征

Fig. 5 Pore types of shale member of Upper Paleozoic（Taiyuan-Shanxi Formation）in the South of North China Basin

a.有机质孔，2 561.23 m，太原组，通许 3井；b.孤立石英粒内孔，1 923.18 m，山西组，通许 1井；c.黄铁矿晶间孔，2 563.91 m，太原组，通许 3井；d.有机质充

填方解石晶间孔，2 567.02 m，太原组，通许 3井；e.粒间孔，2 466.62 m，太原组，通许 2井；f.黄铁矿溶蚀孔、黏土矿物层间缝，2 562.18 m，太原组，通许 3井；

f.粒内缝、黏土矿物层间缝，2 520.94 m，太原组，通许 3井；h.正交偏光镜下裂缝形态，2 793.9 m，太原组，尉参 1井；i.岩心样品裂缝被方解石充填或半充填，

2 564.79～2 564.99 m，太原组，通许3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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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富有机质泥页岩物性特征及影响因素

孔渗数据统计发现，太原组、山西组泥页岩孔隙

度分布在 0.3 %～5.39 %，平均为 2.9 %，孔隙度整体

呈较低值，超过半数孔隙度值大于 3 %；渗透率分布

在（0～0.983）×10-3 µm2，平均为 0.17×10-3 µm2，其中

接近半数样品渗透率小于0.001×10-3 µm2或者难以检

测，渗透率极低（图 6a、图 6b）。若从大量数据进行混

沌拟合，孔渗之间不存在相关性，但根据孔渗特征值

范围分类后分别进行拟合，得出大于0.01×10-3 µm2的
渗透率相对高值孔渗间呈现出较好正相关性，小于

0.01×10-3 µm2的孔渗间无相关性（图 6c），推测主要

与高比例的丝发状伊利石堵塞孔隙空间以及孔缝间

孤立存在缺乏有效联通有关。另外，由于裂缝的存

在，局部会出现渗透率异常值。

影响孔渗的因素很多 [19]，例如骨架颗粒粒度大

小、黏土矿物或有机质含量、岩性和压实作用、溶

蚀作用等成岩作用。相关性对比分析显示，孔隙

度和石英含量呈正相关，和黏土矿物含量呈负相关

（图 6d）。大于 2 %相对高值孔隙度，石英含量为

33 %～52 %，均值含量 41 %，石英含量较高，黏土含

量为 35 %～59 %，平均 42.8 %，黏土含量偏低；分析

认为随压实作用的进行，石英作为刚性矿物可有

效保存其原生孔隙。随着自生黏土矿物含量增加，

小于 0.02×10-3 µm2的相对低值渗透率整体呈增加

趋势（图 6e），原因是黏土矿物层间孔缝有利于增强

渗流能力；在强烈的压实作用下，由石英抗压实产生

的原生粒间孔往往孤立存在，孔与孔之间缺乏有效

联通，因此，渗透率与石英含量呈弱的负相关关系。

3 含气性分析

通过对太原组、山西组含气性分析发现，太原组

总含气量为 0.15～4.51 m3/t，平均为 1.32 m3/t；山西组

含总气量分布在 0.29～2.86 m3/t，平均为 0.75 m3/t；太
原组含气性明显好于山西组（图 7）。含气性与岩性

也有一定关系，泥岩含气性明显占据优势，另外太原

组中砂岩含气量与泥页岩相当，推测与其较好的物

性条件有关。

4 不同层位页岩气勘探潜力对比分析

鉴于国内目前针对富有机质页岩勘探可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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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Effective porosity-permeability distribution and
various correlations of Taiyuan Formation and Shanxi

Formation in Tongxu area in the South of North China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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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通常参照北美页岩评价标准[20-22]，结合我国陆相

页岩气现状制定出有机质页岩选区评价标准[8]。对

照评价标准，太原组—山西组页岩层系 TOC均值为

1.7 %，有机质类型为Ⅲ型，成熟度均大于 2 %，脆性

矿物含量 21 %～59 %，黏土矿物含量 1 %～70 %，有

效孔隙度适中，累计厚度大，埋深适中，含气量较低，

整体呈现较好的页岩气勘探潜力。对比分析发现

（表 1），太原组富有机质页岩有机地化参数明显优于

山西组，外加郑东页 2井、牟页 1井在太原组测试时

分别获得 3 000 m3/d与 1 260 m3/d的气流，证实太原

组比山西组具备更好的勘探潜力，是下步页岩气勘

探的重点层位。

5 结论

1） 太原组和山西组泥页岩有机质来源于高等

植物，属Ⅲ型干酪根；TOC介于 1.0 %～4.5 %，均值为

1.53 %，为好的烃源岩；泥页岩成熟度均大于 2.0 %，

处于过成熟阶段；纵向上有机质丰度、含气量等参数

非均质性强；储层矿物成分以石英和黏土为主，含少

量碳酸盐岩和黄铁矿，太原组脆性矿物含量高于山

西组，而黏土矿物反之。

2） 储集空间类型主要是有机质孔、无机孔、裂

缝和微裂缝。裂缝和微裂缝占储集空间的主体，其

次是无机孔，有机质孔发育较少，一般呈孤立状存

在。整体孔渗值较低，微裂缝对渗透率有明显的改

善作用，大于 0.01×10-3 µm2的相对高值渗透率样品

孔渗相关性好。

3）南华北盆地通许地区上古生界海陆过渡相泥

页岩有机质丰度中等偏低，成熟度高、脆性矿物含量

较高、有效孔隙度适中、累计厚度大、埋深适中，整体

呈现较好的勘探潜力，且太原组各项参数优于山西

组，是下步页岩气勘探的重点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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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密低渗底水气藏控水二次加砂压裂技术研究与应用

徐兵威 1,2，王世彬 1，刘城成 1

（1.西南石油大学，四川 成都 610500；2.中国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河南 郑州 450006）

摘要：针对东胜气田盒 1段底水气藏压裂裂缝易沟通下部水层，导致底水快速锥进，水淹气井后无产能，有效建产难度大的

技术瓶颈。将遇水固结型支撑剂和二次加砂压裂技术结合应用，在压裂缝底部形成人工遮挡层，在控制裂缝高度的同时

有效阻挡气水界面上升，提高气水渗透率比率，降低裂缝内水流阻力，延缓气井见水周期，实现致密低渗底水气藏经济有

效开发。控水二次加砂压裂技术东胜气田盒 1段底水气藏累计试验应用 10口井，施工有效率达 90 %，相比邻井常规压裂

工艺产气量提高 60 %，液气比降低 31.7 %，其中 JP58-A井测试无阻流量达 20.4×104 m3/d，在实现压裂增产的同时取得较好

控水效果。

关键词：二次加砂；控水压裂；遇水固结支撑剂；遮挡层；东胜气田

中图分类号：TE357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water-control secondary sanding fracturing technology in
tight low permeability bottom water gas reservoir

XU Bingwei1,2, WANG Shibin1, LIU Chengcheng1
（1.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China;

2. Sinopec North China Oil and Gas Company, Zhengzhou, Henan 450006, China）

Abstract: He-1 reservoir of Dongsheng Gas Field is a bottom water gas reservoir. Fractures are easy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bottom water layer, resulting in rapid bottom water coning and there is no productivity after water flooding of gas wells. It is difficult
to get effective production. Combine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water-consolidated proppant with the secondary sanding
and high-pressure fracture control technology, the artificial shelter layer is formed at the bottom of the fracture, which effectively
prevents the rise of gas-water interface while controlling the fracture height, improves the gas-water permeability ratio, reduces the
flow resistance in the fracture, delays the water breakthrough cycle of gas wells, and realizes the economic and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tight low permeability bottom water gas reservoirs. The water-contorl secondary sanding fracturing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in ten wells of the bottom water gas reservoir in He-1 Member of Dongsheng Gas Field. The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is
90 % . Compared with the adjacent wells fractured by the conventional means, the water production of the application wells is
increased by 60 %, the liquid-gas ratio is decreased by 31.7 %, and the measured open flow capacity of Well-JP58-A is 20.4×104
m3/d, which has achieved good water control effect while increase fracturing production.
Keywords: secondary sanding; water-control fracturing; water-consolidated proppant; shelter layer; Dongsheng Gas Field

东胜气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伊盟北部隆起泊尔

江海子断裂以南，处于天环坳陷、伊陕斜坡与伊盟隆

起 3个盆地一级构造单元结合部位[1]，面积 980 km2，
控制天然气储量 6 212.24×108 m3，由下至上依次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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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主要含气储层盒 1段、盒 2段和盒 3段[2]。东胜气

田主力产气层盒1段储层埋深2 800～3 200 m，岩性以

浅灰色含砾粗砂岩、中粗砂岩、浅灰色细砂岩、泥质粉

砂岩为主，孔隙度主要分布范围5%～17%，平均孔隙

度9.3 %；渗透率主要分布范围（0.15～5.24）×10-3µm2，
平均渗透率 0.89×10-3µm2，总体表现为典型的致密低

渗砂岩气藏，单井自然产能低或无自然产能，必须经

过储层改造才能实现经济开发[2-3]。但东胜气田盒 1
段储层在压裂改造过程中存在以下改造难点：①气

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伊盟北部隆起杭锦旗断阶带，

天然气成藏基本地质特征具有过渡带的特点，主力

气藏盒 1段部分区域底水发育[3-4]；②气田形成过程

中及后期经历多期次的地质构造运动，导致区内天

然裂缝发育，从而后期压裂改造过程中压裂液滤失

大，液体利用效率低，压裂裂缝扩展至天然裂缝后易

砂堵；③气水层间遮挡层较薄或无有效遮挡，压裂改

造过程中极易沟通水层，同时下部水层易通过纵向

天然裂缝沟通上部气层，后期生产过程中下部底水

快速锥进，水淹气井后无产能，有效建产难度大。

针对裂缝发育的底水油气藏见水快、产能递减

速度大的难点，在强化油气藏精细描述的同时，国内

外近年来将转向压裂、调剖暂堵、机械控水等技术引

入底水油气藏开发，在矿场试验中取得了部分效果。

其中，才博等[5]提出转向压裂技术，利用分层与控水

压裂一体化工艺提高了剩余油的动用程度；何平等[6]

在苏里格气田运用变排量控缝高等技术进行现场试

验，取得了一定的控水效果；郝桂宪[7]采用水力喷射

压裂技术，使压后含水下降 4.7 %，日增油 7.24 t，达
到了增油控水的目的；赵俊等[8]利用封堵性绒囊流体

在苏里格气田破碎性致密砂岩开展控水压裂，单井

平均日产提高10 %；晁圣棋等[9]通过水平井机械化学

复合控水工艺开展现场试验，作业后初期含水率下

降至 94.62 %；田绪安、郝晨西、瞿霜等[10-14]在含水油

气藏产水机理、控水对策等方面均有相关探索，并取

得了一定的控水增产效果。目前国内外针对常规油

气藏控水压裂技术及配套工艺均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裂缝型致密砂岩底水气藏由于气水关系复杂，压

裂施工易沟通水层，现场应用较少。

东胜气田盒 1段底水分布没有统一的气水界面、

裂缝发育，常规压裂改造后容易沟通水层，导致底水

快速锥进、有效建产难度大。通过二次加砂压裂加

入遇水固结型支撑剂，在裂缝下部形成人工遮挡层，

提高气水渗透率比例，在控制裂缝高度的同时有效

阻挡气水界面上升，降低裂缝内水流阻力，延缓气井

见水周期，实现致密低渗底水气藏经济有效开发。

1 控水二次加砂压裂技术

1.1 控水二次加砂压裂机理

控水二次加砂压裂技术实现控水的方式主要包

含固结遮挡层防止底水锥进和二次加砂控制裂缝高

度两种手段。压裂作业流程分为两次加砂压裂施

工。低排量注入含有遇水固结型支撑剂的携砂液体

系，顶替到位后停泵，待支撑剂沉降至裂缝底部后压

裂裂缝闭合[15]。沉降下来的遇水固结型支撑剂在地

层压力下形成固化裂缝，从而在第二次压裂施工时

在裂缝下部形成阻抗。当第二批支撑剂进入裂缝

后，垂直向下的延伸受到阻碍，从而迫使裂缝向上及

横向扩展，防止裂缝向下延伸，同时增加裂缝宽度，

实现有效产层内布置更多支撑剂（图 1），提高裂缝导

流能力，降低油气流动阻力[16-17]。

1.2 控水二次加砂压裂技术优势

在致密低渗底水砂岩气藏的储层改造过程中，

控水二次加砂压裂技术相比常规加砂压裂技术的技

术优势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 遇水固结型支撑剂在压裂裂缝下部固化形

成人工遮挡层，提高气水渗透率比率，阻挡气水界面

上升，延缓气井见水周期[18]。
2） 沉降至裂缝下部的遇水固结型支撑剂固化

形成阻抗效应，增加缝内净压力，控制压裂裂缝向下

延伸，防止沟通水层，同时增加裂缝向上扩展高度及

裂缝横向宽度，提高有效储层内裂缝导流能力，降低

图1 控水二次加砂压裂裂缝示意图

Fig. 1 Fracture of water-control secondary sanding fr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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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流动阻力。

3）遇水固结型支撑剂主要为小粒径陶粒，在首

次加入的支撑剂进入地层后能够有效封堵天然裂缝

系统，减小支撑剂填充下半裂缝比例，提高液体和支

撑剂的利用效率，增加有效裂缝长度及导流能力，降

低二次加砂过程中的砂堵风险，提高施工成功率及

压裂增产有效期。

2 遇水固结型支撑剂性能评价

控水二次加砂压裂过程中使用的遇水固结型支

撑剂在施工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遇水固结型支撑

剂性能直接影响到储层改造成败和压后效果。遇水

固结型支撑剂控水的基本原理是在陶粒支撑剂表面

覆上遇水固结、见油气溶解的膜，当支撑剂在压裂裂

缝中遇到地层水一定时间后变黏，包裹在支撑剂的

周围并固结支撑剂间的孔隙，遇到油气后自动降解，

实现水层固结、油气层流动[19-20]。参考石油天然气行

业标准《压裂支撑剂充填层短期导流能力评价推荐

方法：SY/T 6302—2009》，在开展遇水固结型支撑剂

性能测试的情况下，重点针对影响堵水效果和油气

流动性的固结状态测试及导流能力开展测试研究。

2.1 固结状态测定

遇水固结型支撑剂的固结状态直接关系到能否

较好地封堵水层及保证油气有效流动，达到封堵水

层而油气层流动的效果。因此，室内测试地层温度

条件下，遇水固结型支撑剂在地层水及煤油（代替原

油和天然气）中的固结状态。

从室内固结状态测定看出，遇水固结型支撑剂

在地层水中 2 h后开始固结，固结 7 d后仍能保持较

好的固结状态（图 2）；遇水固结型支撑剂在地层温度

下注入煤油1 h开始溶解，24 h后完全溶解（图3）。

2.2 流动性能测试

不同流体在遇水固结型支撑剂中的流动性

能直接影响是否有效封固水层，及油气是否流

动。依据 SY/T 6302—2009，室内采用裂缝导流能力

测试分析实验仪测定地层水和煤油在支撑剂充填

层的导流能力和流动压力梯度，将 40/70目遇水固结

型支撑剂按照 3 kg/m2的铺砂浓度铺置在 API（美国

石油学会）标准导流室内，模拟评价在东胜气田储层

闭合压力45 MPa下遇水固结型支撑剂的流动性能。

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图 4、图 5），遇水固结型

支撑剂初始导流能力 5 µm2·cm，地层水驱替 50 h
后驱替压力最高上升 0.21 MPa，导流能力下降至

0.35 µm2·cm，导流能力下降 93 %，遇水固结型支撑

剂实现了对地层水的有效封堵。注入煤油后驱替压

力下降，导流能力最高恢复至 4.8 µm2·cm，遇水固结

型支撑剂保证了油气的有效流动。再次注入地层水

后，驱替压力持续上升，导流能力下降至0.41 µm2·cm，
表明遇水固结型支撑剂能够实现对地层水的二次有

效封堵。通过遇水固结型支撑剂的流动性能测试可

以看出，遇水固结型支撑剂形成的遮挡层能够有效

提高油（气）水渗透率比率，阻挡油（气）水界面上升，

防止底水锥进淹井。

图2 遇水固结型支撑剂在地层水中固结7 d状态

Fig. 2 Consolidation state of consolidation proppant in

formation water after 7 days

图3 遇水固结型支撑剂在煤油中24 h溶解

Fig. 3 Consolidated proppant dissolved in kerosene

after 24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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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场应用

东胜气田盒 1段底水气藏采用控水二次加砂压

裂技术实施10口井，施工成功率100 %，有效率90 %，

平均日产气量 4.6×104 m3，平均液气比 4.2 m3/104m3，
相比邻井常规压裂工艺产气量提高 60 %，液气比降

低 31.7 %。以 JP58-A井为例介绍控水二次加砂压

裂技术的设计思路、施工流程及压后效果。JP58-A
井是东胜气田盒 1段气层的一口开发水平井，垂

深 2 851 m，水平段长 1 050 m，加权全烃净增值

35.3 %，岩性主要为浅灰色中砂岩和细砂岩。依据导

眼垂向测井显示，盒1段气层下部底水发育，气水层间

存在6 m的砂质泥岩隔层，常规压裂工艺易沟通下部

水层。因此，采用控水二次加砂压裂技术控制裂缝

高度，同时采用遇水固结型支撑剂在裂缝下部形成

人工遮挡层，防止压裂裂缝向下延伸沟通水层。

结合 JP58-A井水平段地质显示分 9段压裂施工

（图 6），每段控水二次加砂压裂分 2次压裂施工，首

次压裂施工注入方案设计的 40/70目遇水固结型支

撑剂，加砂方式采用 2～3个长段塞方式，压裂加砂砂

比 7 %～21 %。首次加砂压裂顶替到位后，结合井口

压力情况停泵 20～30 min，待支撑剂在裂缝中沉降

并形成滤饼后开始二次主加砂压裂施工。二次主加

砂压裂按施工方案设计砂量注入 20/40目陶粒支撑

剂，采用阶梯上升方式加砂。

JP58-A井盒 1段气层采用控水二次加砂压裂施

工累计泵入压裂液 2 472.9 m³，注入 40/70目遇水固

结型支撑剂 44.3 m³、20/40目陶粒支撑剂 242.7 m³，施
工排量为 2.4 m³/min，施工压力为 27.5～51.0 MPa。
压裂施工后依次采用 3，5，7，10 mm油嘴（逐渐放大

的方式）控压返排，在防止地层出砂情况下连续排

液，实现填砂储层裂缝逐步闭合，保持裂缝有效导

流能力。现场压裂施工后第 3 d见气，井口稳定气产

量为 5.2×104 m3/d，测试无阻流量为 20.4×104 m3/d，平
均日产液量为 20.5 m3，相比同层位邻近日产液量下

降43 %，取得了较好的控水增气效果。

4 结论及认识

1） 控水二次加砂压裂技术可以有效控制压裂

裂缝向下延伸，防止沟通水层，同时提高有效储层内

的裂缝导流能力，降低天然气流动阻力。

2）遇水固结型支撑剂在水驱过程中导流能力下

降达 93 %，能够在压裂裂缝下部形成人工遮挡层，注

入煤油后导流能力恢复率达96%，能有效提高气水渗

透率比率，阻挡气水界面上升，延缓气井见水周期。

3）控水二次加砂压裂技术通过在东胜气田盒 1
段底水气藏现场 10口井的试验表明，该技术压裂施

工井相比邻井常规压裂工艺产气量提高 60 %，液气

比降低达 31.7 %，能够提高储层改造效果，降低致密

低渗底水气藏的产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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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煤层气勘探与开发》专题刊发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西南石油大学、西安科技大

学、河南理工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陕西省地质科技中心等油公司、科

研院所的煤层气勘探与开发最新研究成果。

我国煤层气资源丰富，其中埋深大于 1 000 m 的深部煤层气资源量为 18.71×1012 m3，占比

63 %，从浅部走向深部是煤层气产业长效发展的必然之路。延川南作为国内最早投入商业开发

的深部煤层气田，通过多年的基础研究并持续开展工艺试验，逐步取得了深部煤层气效益开发的

系列进展。专家论坛姚红生教授的《延川南深部煤层气高效开发调整对策研究》系统总结了延川

南深部煤层气的高效开发调整对策，为深部煤层气的效益开发提供借鉴和参考。

在机理研究方面，马东民教授的《镜煤和暗煤与甲烷界面作用实验研究——以民和盆地低阶

煤为例》对等温吸附/解吸实验数据进行拟合，计算等量吸附热分析不同逸度环境的吸附热力学

特征，探讨煤岩组分差异对煤层气产出的影响；《CH4-煤吸附/解吸过程视电阻率变化的实验研

究》通过实验分析了煤电阻率、甲烷吸附量和平衡压力之间的关系，揭示不同宏观煤岩组分甲烷-

煤吸附/解吸过程中煤体电阻率的变化规律；《煤岩润湿性对煤层气赋存的影响机理》分析了目前

煤岩润湿性实验与煤层气赋存状态的矛盾，从煤岩润湿性的角度提出了两种可能的煤层气宏观

赋存模式，并通过实验验证了煤层气的液相吸附过程。

在计算方法方面，石军太教授的《压裂过程数据对原始煤储层压力反演方法研究》提出了利

用水力压裂煤层气井关井阶段井口压力降落数据确定煤储层原始地层压力的方法；《基于相场法

的裂缝性地层压裂裂缝延伸特征研究》基于PFM建立了一套新的多孔弹性介质中水力裂缝扩展

模型，系统研究了各参数对水力裂缝延伸轨迹的影响；《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低煤阶煤层气开发

选区预测》以生产数据为基础，采用机器学习中的随机森林算法对低阶煤层气开发选区做出预

测；《欠饱和煤层气藏临界解吸压力计算方法》结合新的气相吸附理论提出了煤层气临界解吸压

力的新计算思路。

在矿场应用方面，《新疆阜康矿区煤层气双管柱筛管完井机理与适用性研究》基于双管柱筛

管完井技术特点，从储层构造、煤体结构、渗透率恢复、孔裂隙拓展 4个方面论述了该技术对于阜

康矿区煤层气开发的适用性与应用机理；《煤层气井堵塞型递减原因分析及治理——以延川南煤

层气田为例》基于气井生产动态信息，识别气井结垢和煤粉形成的主要原因及变化规律，构建针

对结垢和煤粉问题的一体化防治对策；《寿阳地区 15号煤层地下水动力场特征及控气作用》通过

对煤层气产出水进行常规离子测试，结合排采资料分析讨论了产出水矿化度、水动力场的分布特

征及其对煤层气富集的影响；《煤层气双层合采直井产能预测及排采试验——以沁水盆地郑庄西

南部为例》基于排采理念提出了双层合采井排采管控方法并开展了现场试验；《煤层气注热增产

研究进展》通过国内外文献调研，介绍了注热蒸汽法、注热CO2法、微波注热法以及火烧煤层法 4

种注热增产方法的技术原理、技术特点以及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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