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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常压页岩气赋存状态及其对可动性与产量的影响
——以彭水和阿巴拉契亚为例
蒋 恕 1,2，李 醇 1,2，陈国辉 1,2，郭彤楼 3，吴聿元 4，何希鹏 4，高玉巧 4，张培先 4
（1. 构造与油气资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 430074；2.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湖北 武汉 430074；
3. 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四川 成都 610041；4. 中国石化华东油气分公司，江苏 南京 210019）

摘要：美国阿巴拉契亚盆地 Ohio 组页岩、Marcellus 组页岩等常压页岩气区已获得商业化开采，中国川东南地区五峰组—龙

马溪组页岩虽已初步开发，但由于埋深大、储层物性差等原因导致产出效益没有美国典型页岩气田好。常压页岩气因储
层深度导致绝对压力存在差异，从而对气体赋存状态产生影响，进而对含气性与可动性产生显著影响，因而亟须对中美常
压页岩气储层条件、气体赋存状态、含气性、可动性差异等开展定量化研究。选取典型常压的中国彭水地区隆页 1 井五峰

组—龙马溪组页岩与美国阿巴拉契亚盆地 Marcellus 组页岩与 Ohio 组页岩作为研究对象，以体积法为基础，综合考虑页岩

储层温度、储层压力、成熟度、水、油对吸附程度与最大吸附能力的影响，以及温度、压力、孔隙度与含水饱和度对确定游离
气量的影响，对三组页岩储层含气性进行评价，并以三组页岩储层压力作为起始压力，以 5 MPa 的降压幅度进行降压生产

模拟，在分别阐明降压生产中吸附、游离气产出过程的基础上，揭示中美常压页岩气产量差异的根本原因：国内五峰组—
龙马溪组页岩相比于阿巴拉契亚盆地 Marcellus 组页岩吸附能力较弱，吸附气量较低，游离气含量较低，导致总产气量也明

显较低；而相比于 Ohio 组页岩，常压的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埋深大，温度、压力高，由此造成吸附气采出程度极低，含气
孔隙度略低导致游离气采出程度较低，二者综合导致总产气量也明显较低。

关键词：常压页岩气；赋存状态；含气性；页岩气产量；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美国页岩
中图分类号：TE122

文献标识码：A

Occurrence of normally-pressured shale ga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effects on mobility and production: A case study of southeast Sichuan Basin and
Appalachia Basin
JIANG Shu1,2, LI Chun1,2, CHEN Guohui1,2, GUO Tonglou3, WU Yuyuan4, HE Xipeng4, GAO Yuqiao4, ZHANG Peixian4

（1. Key Laboratory of Tectonics and Petroleum Resourc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2.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3. Sinopec Southwest Oil and Gas Company,
Chengdu, Sichuan 610041, China; 4. Sinopec Southwest Oil and Gas Company, Nanjing, Jiangsu 210019, China）

Abstract: Normal pressure shale gas plays such as the Ohio Formation Shale and Marcellus Formation Shale in the Appalachian

Basin in the U.S. have been developed commercially. Although Wufeng-Longmaxi Shale in southeast Sichuan Basin in China has

been initially developed, its production efficiency is not obvious and its cost is high due to the large burial depth and poor reservoir

properties physical properties. In the normal pressure shale gas formation, the absolute pressure changes at different depths, which
收稿日期：202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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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s the gas occurrence state, and then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gas content and mobility.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carry

out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ces of normal pressure shale gas reservoir conditions, gas occurrence state, gas content and
mobil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this study, the Wufeng-Longmaxi shales of Well-LY1 in Pengshui of China and the
Marcellus shale and Ohio Shale of Appalachian Basin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under normal

pressure. Based on the volume method, and with the considering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temperature, pressure, maturity, water and
oil on the adsorption capability and maximum adsorption capacity, and the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porosity and water saturation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free gas volume, the gas content of three groups of shale reservoirs is evaluated. The reservoir pressures are

considered as the initial pressures and the simulation are conducted based on a pressure drop of 5 MPa.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desorption process of adsorption and free gas in the depressurized production respectively,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difference in normal pressure shale gas produ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is revealed. Compared to the Marcellus Shale in

Appalachian Basin, the lower adsorption capacity, porosity and free gas of the Wufeng-Longmaxi shales result in low production of

adsorbed gas and free gas. However, compared to the shale of the Ohio Formation, the deeper burial, higher temperature and higher
pressure in the Wufeng-Longmaxi shales result in the extremely low recovery rate of adsorbed gas. Its lower porosity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lower free gas production.

Keywords: normal pressure shale gas; occurrence state; gas content; shale gas production; Wufeng-Longmaxi shale; U.S. Shales

美国在阿巴拉契亚盆地 Marcellus 组页岩、Ohio

不高、吸附比例大；三是页岩后期经历的构造运动期

组页岩等地的常压区均已获得商业化开采的成功经

次少、强度低。但前人对中美常压页岩气的差异性

验。Marcellus 页岩水平井平均日产气量达 5.8×10 m ，

比较局限于地质特征、静态指标及现场试采数据的

平井，平均单井日产气量 0.75×10 m ，但由于深度浅

储层含气性及产气特征的定量化对比，导致对常压

4

且初期产量可达 12×10 m /d
4

3

[1-5]

3

，Ohio 页岩基本无水
4

3

（约 1 000 m）等原因依旧具有商业开发价值

[6-8]

。相

对比，缺乏对中美常压页岩气赋存状态差异及其对
页岩气赋存状态及其对含气性与产气特征的影响缺

比之下，国内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常压区 LY1 井

乏系统性认识。

于 1×10 m /d，较美国常压页岩气区经济效益偏低。

阿巴拉契亚盆地 Marcellus 组、Ohio 组页岩储层含气

研究，并初步对比了中美常压页岩气的差异性特征。

定该地区页岩储层特征。在储层特征研究的基础

水平井平均日产气量仅为 2.5×10 m ，PY1 井更是低
4

4

对彭水地区隆页 1 井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与

3

3

现阶段，学者们已经对中国常压页岩气开展了大量
[9]

孔隙度、含水饱和度和吸附能力等特征开展研究，确

邹才能等 认为对比北美常压页岩气区，中国页岩气

上，基于体积法并考虑水、油及有机质热成熟度对吸

形成工业价值的基本地质条件为总有机碳含量

附的影响，考虑孔隙度、含水饱和度与游离气密度对

（TOC）大于 2 %、镜质体反射率（Ro）大于 1.1 %、脆性

游离气量的影响，对该地区的吸附、游离气含量进行

厚度大于 30 m。李建忠等 对比了中美页岩气成藏

度差异和游离气密度变化差异，进行降压生产模拟

矿物含量大于 40 %、黏土含量小于 30 %、有效页岩

定量评价。同时基于因储层压力差异导致的吸附程

条件、分布特征差异研究与启示认为较美国页岩气

分析，分别阐明降压生产过程中吸附气和游离气的

藏，我国页岩总体呈现为“一深二杂三多”，具体表现

产出过程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产量差异，揭示其赋存

为埋深大、热演化程度复杂、分布层位与构造运动

状态及对含气性与产气特征的影响。

[10]

多。万玉金等 针对北美 Fayetteville 气田开发实践
[11]

深入分析，总结得出中国应采用转变开发方式、改进
工艺技术、深化对页岩气甜点区认识、开辟试验区、
实行滚动开发、调整水平井部署方位、大量钻井等方
式提高高产井比例。郭彤楼等

[1,12]

指出中美常压页岩

气存在三大差别：一是美国页岩气藏富有机质页岩
连续分布面积大；二是绝大多数有机质热演化程度

1

储层地化、物性特征对比
彭水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位于四川盆地

周缘，压力系数约为 0.8 ~ 1.2；阿巴拉契亚盆地 Ohio

组常压和低压的页岩主要位于 Great Big Sandy 产区，
压力系数约为 0.3 ~ 0.9；Marcellus 组页岩既有超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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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常压区，常压区主要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压
力 系 数 约 为 0.7 ~ 1.1。 三 组 页 岩 压 力 系 数 均 小 于

1.2，为典型的常压区。
1.1

总有机碳含量与有机质成熟度对比
阿 巴 拉 契 亚 盆 地 Ohio 组 页 岩 TOC 介 于 2 % ~

6 %，Ro 介于 0.6 % ~ 1.5 %且含液态烃，处于低熟—

中美常压页岩储层深度、温度、压力对比
阿巴拉契亚盆地 Ohio 组页岩埋深主要介于 700 ~

1 300 m，Marcellus 组页岩较 Ohio 组页岩更深，约为

1 500 ~ 2 800 m，彭水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最

深，达 2 000~2 800 m（表 1）。储层埋深差异将对储层

温度压力产生影响，
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温度、
压力
最高，
可达 83.7 ~ 109.1 ℃与 20.8 ~ 29.1 MPa，
Marcellus

组 页 岩 次 之 ，达 47.9 ~ 90.8 ℃ 与 13.6 ~ 25.3 MPa，

Ohio组页岩最低，
仅为 21.5 ~ 41.3 ℃与 4.5 ~ 8.3 MPa

1.2

401

[13]

（图 1）。Marcellus、Ohio 与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均
为 常 压 ，但 五 峰 组 — 龙 马 溪 组 页 岩 深 度 明 显 大 于

Marcellus 页岩与 Ohio 页岩，因此，五峰组—龙马溪组

页岩绝对压力与温度也明显更高，绝对压力与温度
的差异将会影响吸附与游离气的赋存与产出。

成熟阶段；Marcellus 组页岩 TOC 介于 2 % ~ 8 %，Ro

介于 1.3 % ~ 3 %，处于成熟阶段；而彭水地区五峰组
— 龙 马 溪 组 页 岩 TOC 介 于 1.8 % ~ 4.3 % ，Ro 介 于

2.4 % ~ 3 %（图 2），处于高过成熟阶段[1]。
1.3

含气孔隙度对比
含气孔隙度定义为气体所占岩石孔隙体积与总

体积之比。彭水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含气孔
隙度（图 3）介于 0.3 % ~ 4.3 %[14]，平均为 2.1 %，优质
层为①—⑤小层。彭页 1 井优质层含气孔隙度为

1.7 %，焦页 10-10 井优质层含气孔隙度为 2.1 %，隆

页 1 井 页 岩 含 气 孔 隙 度 较 高 ，优 质 层 可 达 3.4 %

（图 3）。何希鹏等[15]认为武隆地区为生烃中心，有机

质丰度、成熟度相比研究区其他区块更高，有机质孔
含量更多，对含气孔隙度的贡献更大。
阿巴拉契亚盆地 Ohio 组页岩含气孔隙度介于

表 1 中美典型常压页岩储层温度和压力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reservoir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of representative normally-pressured shale
gas reservoirs in China and U.S.

均孔隙度为 4.7 %（图 4），并未严格按照随着深度增

压力
系数

气孔隙度剖面图表明，Lower Huron 段含气孔隙度明

页岩

深度（m）

五峰组—
2 000 ~ 2 800
龙马溪组

压力（MPa）

1.06

83.7 ~ 109.1 20.8 ~ 29.1
21.5 ~ 41.3

Ohio

700 ~ 1 300

0.58

Lewis

900 ~ 1 800

0.74

Marcellus 1 500 ~ 2 800

温度（℃）

0.93

47.9 ~ 90.8

72.0 ~ 94.0

4.5 ~ 8.3

13.6 ~ 25.3
4.6 ~ 9.3

0.4 % ~ 5.0 %[16]，差异较大，平均为 3.2 %，优质层平

加而降低的规律变化，具有明显的优质层。各井含
显 更 高 ，可 达 4 % ~ 5.4 %[17-18]。 推 测 由 于 Lower

Huron 段有机质丰度、成熟度含量更高，存在生烃增

压作用阻碍压实，且有机质孔更多，有机质孔体积对
含气孔隙度的贡献与生烃增压作用产生的阻碍压实

图2

图1

五峰组—龙马溪组、Marcellus 和 Ohio 三组页岩
温度、压力差异对比
Fig. 1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in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of Wufeng-Longmaxi, Marcellus and Ohio shales

五峰组—龙马溪组、Marcellus 和 Ohio 三组页岩
有机质丰度、成熟度差异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in organic matter
abundance and maturity of Wufeng-Longmaxi, Marcellus and
Ohio sh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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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焦页 10-10 井

Fig. 3

c. 彭页 1 井

图 3 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含气孔隙度剖面（据文献[14]修改）
Gas porosity profile of shale in Wufeng-Longmaxi Formation（Modified from reference [14]）

a.Jude NO.3 孔隙度

图4

b. 隆页 1 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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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ike 31 孔隙度

Ohio 组页岩含气孔隙度剖面（据文献[2]、[16]修改）
Fig. 4 Gas porosity profile of Ohio Formation shale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2] and [16]）

效果超过了压实作用对含气孔隙度的抑制作用。
阿巴拉契亚盆地 Marcellus 组页岩含气孔隙度介

a.Marcellus 上部孔隙度

Fig. 5

b.Marcellus 下部孔隙度

图 5 Marcellus 组页岩含气孔隙度剖面
Shale gas porosity profile of Marcellus Formation

Marcellus 组页岩 古埋深较五峰组 —龙马溪组页岩
浅，孔隙受压实作用影响较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

于 4.5 % ~ 9.7 % ，优质层为 Marcellus 下部，平均为

小，因此，Marcellus 页岩含气孔隙度最高[19]。

页岩与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高，有机质孔偏多，且

页岩与彭水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含气孔隙

[18]

7.0 %（图 5）。Marcellus 组页岩有机质丰度较 Ohio 组

对比阿巴拉契亚盆地 Ohio 组页岩、Marcellus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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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显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无论是平均含气孔

在大幅度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干燥样品的最大吸

隙度还是优质层含气孔隙度都比 Ohio 组与 Marcellus

附能力约为含水样品的 2.2 倍[20]（图 6a），在不同压力

组页岩略低。可能由于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最大

条件下，洗油样品较原始样品对页岩气的最大吸附

古 埋 深（6 500 ~ 7 300 m）远 大 于 Ohio 组 页 岩 与

能力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强（图 6b）。

造成的储层的压实作用较大，尽管五峰组—龙马溪

熟度的升高，最大吸附能力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现

组页岩因有机质丰度、成熟度的综合作用产生的有

象（图 7）。研究表明为当 Ro 小于 2.2 %时，随着 Ro 的

Marcellus 组页岩最大古埋深（3 100 m）。古埋深较大

成熟度对最大吸附能力的影响表现为，随着成

机质孔较 Ohio 组更多，但压实作用差异太大，对页岩

升高，生烃作用所产生的有机孔含量增加，页岩最大

用，因此，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含气孔隙度最低。

升高，埋深变大，压实作用增强，导致有机质孔隙变

含气孔隙度的抑制作用超过了有机质孔的贡献作

2

吸附能力增强；当 Ro 大于 2.2% 时，随着 Ro 的进一步

形、缩小、闭合，页岩最大吸附能力反而降低。

赋存状态及含气量差异性研究
气体赋存状态与含气性作为页岩气评价中一个

重要指标，它是评价页岩气储层是否达到经济开采
价值的一项重要指标，页岩气资源量评价可靠性首
先取决于页岩气赋存状态与含气性评价的准确性。
页岩气赋存状态分为吸附态、游离态与溶解态，其中
溶解态页岩气由于含量极少，可以忽略其对含气性
的影响。页岩气含气性受控因素众多，本研究以体

彭水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埋深 2 000 ~

3 000 m，较阿巴拉契亚盆地 Marcellus 组页岩（1 500 ~

2 800 m）、Ohio 组页岩（700 ~ 1 300 m）埋深更大，导

致储层温度（五峰组—龙马溪组约为 83.7 ~ 109.1 ℃，

Marcellus 组页岩约为 47.9 ~ 90.8 ℃，Ohio 组页岩约为

21.5 ~ 41.3 ℃）与压力（五峰组—龙马溪组约为 20.8 ~

29.1 MPa，Marcellus 组 页 岩 约 为 13.6 ~ 25.3 MPa，

Ohio 组页岩为 4.5 ~ 8.3 MPa）更高[21]。尽管同为常压

页岩气田，但温度、压力条件的差异将导致气体赋存

积法为基础，综合考虑温度、压力、成熟度、水、油对

机理与赋存状态的明显差异。储层温度、压力的差

吸附程度与最大吸附能力的影响，游离气量的确定

异决定了吸附的程度，Ohio 页岩在其储层压力下处

考虑温度、压力、孔隙度与含水饱和度的影响。
2.1

于吸附的未饱和阶段；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储层

压力高，处于吸附的饱和阶段；Marcellus 页岩尽管储

吸附气量对比

层压力也较高，但其吸附能力强于五峰组—龙马溪

页岩气的吸附主要发生在有机质与黏土矿物表
面，而有机质表面以亲油性为主，黏土矿物表面以亲
水性为主，因此，油与水对页岩气的最大吸附能力存

注：RH 为相对湿度。

a. 水对页岩气吸附能力的影响

Fig. 6

组页岩，因此，在其储层压力下处于吸附的较饱和阶
段（图 8）。

虽然 Ohio 组页岩有机质丰度（2 % ~ 6 %）高于

b. 油对页岩气吸附能力的影响

图 6 含水含油对页岩气吸附能力的影响
Effect of water and oil saturation on adsorption capacity of shale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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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有机质丰度（1.8 % ~ 4.3 %），

但 Ohio 组页岩成熟度处于低熟—成熟阶段，生气较

少且含液态烃，有机质孔尚未大量发育，而五峰组—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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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页岩（40 %）与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59 %）。
2.2

游离气量对比

龙马溪组页岩处于高过成熟阶段，有机质孔已较为

游离气量由含气孔隙度与游离气密度共同决

发育，导致 Ohio 组页岩的最大吸附能力明显低于五

定，Marcellus 页岩含气孔隙度最高（7 %），Ohio 组页

峰组—龙马溪组页岩。综合储层温度、压力、含水对
吸附程度的影响，特别由于五峰组—龙马溪组储层
压力高达 29.1 MPa，远高于 Ohio 页岩最高为 8.3 MPa

的压力，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比 Ohio 组页岩吸附

量高出 5 ~ 6 倍、吸附比例高出 20 %（五峰组—龙马

岩次之（平均约为 3 %，优质层约在 4 % ~ 5.5 %之

间），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最低（隆页 1 井平均约为
3.4 % ，彭 页 1 和 焦 页 10-10 井 分 别 约 为 1.6 % 和
2.1 %）。由于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孔隙度较小，压

力较高，游离气密度（约 170.92 kg/m3）最高，Marcellus

溪组页岩吸附量，吸附比例分别为 3.2 cm3/g，59 %；

页 岩 次 之（约 150.08 kg/m3），Ohio 组 页 岩 最 低（约

Marcellus 组页岩有机质丰度（2 % ~ 8 %）远高于 Ohio

对各储层游离气量进行评价，结果为 Marcellus 组页

Ohio 页岩吸附量，吸附比例分别为 0.6 cm3/g，40 %）。

组页岩与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且处于成熟阶段，
有机质孔大量发育，因此，吸附能力强于 Ohio 组页岩

与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Marcellus 组页岩优质层
吸附量（5.8 cm3/g）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的 1.4 倍，

为 Ohio 组页岩的 7.5 倍，吸附比例（66 %）也高于 Ohio

49.73 kg/m3）。综合含气孔隙度与游离气密度的差异

岩游离气量最高，可达 3.0 cm3/g 左右；五峰组—龙马

溪组页岩次之，为 1.8 cm3/g 左右；Ohio 组页岩最低，

仅为 0.6 cm3/g 左右。

吸附、游离气含量的差异导致 Marcellus 组页岩

总含气量最高，可达 8.9 cm3/g 左右，高出五峰组—龙

马溪组页岩总含气量 40 %，且为 Ohio 组页岩的 4.5
倍；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次之，为 6.2 cm3/g；Ohio 组
页岩最低，仅为 2.0 cm3/g（图 9）。

3

赋存状态对降压产出气量的影响
为阐明常压页岩气赋存机理对产量的影响，探

究是何原因导致彭水地区隆页 1 井五峰组—龙马溪

组页岩含气量较高，但产气量远低于 Marcellus 组页
图 7 成熟度对吸附能力的影响
Fig. 7 Effect of maturity on adsorption capacity

岩 ，仅 略 高 于 Ohio 组 页 岩 。 分 别 以 隆 页 1 井 五 峰
组—龙马溪组页岩和阿巴拉契亚盆地 Marcellus 组页

注：两个柱子代表两个不同样品。

图8

Ohio、五峰组—龙马溪组和 Marcellus 三组页岩
吸附能力对比
Fig. 8 Comparison of adsorption capacity of Ohio,
Wufeng-Longmaxi and Marcellus shales

图9

Ohio、五峰组—龙马溪组和 Marcellus 三组页岩
含气性对比
Fig. 9 Comparison of gas content of Ohio,
Wufeng-Longmaxi and Marcellus sh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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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与 Ohio 组页岩储层压力作为起始压力，以 5 MPa

温 线 的 较 饱 和 阶 段 ，小 幅 度 降 压 依 旧 能 生 产 出 与

产中吸附、游离气产出过程的基础上，揭示造成页岩

其含气孔隙度高于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与 Ohio 组

Ohio 组页岩相当的吸附气量（0.28 cm3/g）。同时由于

的降压幅度进行降压生产模拟，在分别阐明降压生
气产量差异的根本原因（图 10）。

页岩，因此，其降压产出的游离气量（0.43 cm3/g）最高

（图 11）。

模拟降压产出气量分析表明，尽管彭水地区隆

页 1 井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含气量高，但由于埋深

4

大，储层压力高，吸附量位于吸附等温线的饱和阶

段，小幅度的降压难以生产出具有实际价值的吸附

结论
1） 彭水地区隆页 1 井五峰组—龙马溪组常压页

气量（0.05 cm3/g），Ohio 组页岩尽管含气量低但由于

岩含气量高但产气量低，原因在于相比于 Marcellus

埋深浅，储层压力低，吸附量位于吸附等温线的未饱

组页岩吸附气含量低，孔隙度低，造成采出吸附气量

和阶段，吸附气量对压力的敏感程度高，因此，在同
样的压力降幅条件下生产出的吸附气量（0.3 cm /g）

较低及采出的游离气量较低，导致总产气量也明显

由于相同的降压幅度对气体的密度影响差异很小，

岩埋深大，温度、压力高，很难降压到吸附气大量产

因而孔隙度作为产出气量的主控因素，导致 Ohio 组

出的阶段，由此造成吸附气采出程度极低，并且含气

峰组—龙马溪组游离气量（0.24 cm /g），且游离气量

导致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单位体积总产气量也明

页岩虽然埋深也较大，储层温度与压力同样偏大，但

2） 由于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深层压力高导

3

较低。而相比于 Ohio 组页岩，五峰组—龙马溪组页

明显高于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产出的游离气量

页岩产出的游离气量（0.33 cm /g）略大于隆页 1 井五

孔隙度较低导致游离气采出程度也较低，二者综合

的差异大小取决于孔隙度的差异大小。Marcellus 组

显较低。

3

3

致吸附气降压开采困难，加上储层孔隙度低及常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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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 2 MPa），相同降压幅度下产出的吸附气量、游离气量和总含气量。

图 10 Marcellus、Ohio 和五峰组—龙马溪组三组页岩降压生产模拟
Analyt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pressure reduction of Marcellus, Ohio and Wufeng-Longmaxi sh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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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Marcellus、Ohio 和五峰组—龙马溪组三组页岩模拟生产对比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shale desorption of Marcellus, Ohio and Wufeng-Longmaxi shales

区构造活动导致游离气含气量低。如能通过新技术
提高吸附气的采出程度，五峰组—龙马溪组常压页
岩气产气量与经济效益也将会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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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勘探技术在南川地区页岩气勘探开发中的应用
刘 明，孟庆利，杜 园，李彦婧
（中国石化华东油气分公司，江苏 南京 210019）
摘要：针对南川探区地表地下“双复杂”的地质特点，通过地震资料采集、处理及解释技术攻关,探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
页岩气地球物理勘探思路及技术流程, 在南川地区页岩气勘探开发中取得了成功的应用效果。采集方面，通过实时优化
激发点位，提高灰岩出露区、溶洞及采空区的地震资料品质；处理方面，采用复杂山地高精度静校正技术、溶洞及采空区针
对性处理技术及各向异性叠前偏移成像技术，提高成像效果；解释方面，在精细构造解释基础上，从页岩气的富集性、储层
的可改造性以及储层的驱动性三个维度开展页岩储层“甜点”预测，并在页岩气开发过程中，通过动态靶点埋深预测技术
和水平井地层倾角预测技术，指导水平井钻探。
关键词：
“双复杂”；地震勘探技术；页岩气；勘探开发；采集处理解释；南川地区
中图分类号：T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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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eismic exploration technology in shale ga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Nanchuan area
LIU Ming, MENG Qingli, DU Yuan, LI Yanjing

（Sinopec East China oil & Gas Company, Nanjing, Jiangsu 210019, China）
Abstract: Considering of the“Multi-Complex”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rface and underground in the Nanchuan District,
a set of relatively complete ideas and technical processes for shale gas geophysics exploration have been explored through technical

research on seismic data acquisition, processing and interpretation. And it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shale ga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Nanchuan District, including three aspects: ①In terms of acquisition, the quality of seismic data in limestone

outcrops, karst caves and mined-out areas can be improved through real-time optimization of excitation points; ② In terms of

process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maging effect, high-precision static correction technique in complex mountainous areas, the

targeted processing technique in karst cave and goaf, and the Anisotropic Pre-Stack Migration Imaging technique are adopted; ③In
terms of interpretation, on the basis of fine structure interpretation, the“sweet spot”prediction of shale reservoir is carried out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enrichment of shale gas, the remodelling of reservoir and the driving of reservoir., and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shale gas, horizontal well drilling is guided by prediction technology of dynamic target buried depth and formation dip
prediction technique for horizontal wells.

Keywords:“multi-complex”; seismic exploration technology; shale ga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seismic data processing and

interpretation; Nanchuan area

页岩气的勘探开发最早始于美国，已经发展了

术。中国页岩气资源丰富，潜力巨大，勘探开发已取

几十年，目前美国和加拿大是实现页岩气工业化最

得一定进展，首个大型页岩气田—涪陵页岩气田实

早的两个国家，有着十分丰富的勘探开发经验和技

现了商业开发。由于中国页岩气勘探工作起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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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石化科技开发部项目“南川复杂构造带页岩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
（P19017-3）。

刘 明，等 . 地震勘探技术在南川地区页岩气勘探开发中的应用

408

2022 年
第 12 卷 第 3 期

晚，相对于美国、加拿大等成熟开采的国家来说，开

计、水平井轨迹现场跟踪起到了关键作用。地震勘

采的技术和经验都相对薄弱，存在一些不足。掌握

探技术在南川地区页岩气勘探开发中取得了成功的

的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还不够成熟，适应性较差，一

应用效果。

些技术无法满足需求，独特的地质条件也决定了页
岩气地质的特殊性，如页岩气埋深更大等，因此很多
技术和理论知识不能直接照搬，需要根据页岩气区

1

工区概况
南川区块位于齐岳山断裂带与遵义—平坝断裂

块的地质条件，进一步探索符合中国勘探现状的地

带转换部位的川东南褶皱带内，地表起伏剧烈，出露

震勘探技术。
目前中国对页岩气基础理论的研究较多，而应

岩性以灰岩为主，呈条带状分布，灰岩地表占比约

用页岩气地球物理技术的研究尚在探索阶段。刘振

60 %，局部存在灰岩溶洞及煤铝矿采空区，区内构造

[1]

武等 通过页岩气地球物理技术的需求分析和对未

作用具有递进变形的特点，从盆内到盆外，构造变形

来发展的展望，明确指出地球物理技术作为页岩气

强度逐渐变强，变形时间逐渐变早[6]。受多期强构造

储层评价和增产改造的关键技术，将在页岩气勘探

改造作用，构造单元众多、构造复杂、地层高陡、断裂

[2]

开发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李志荣等 在对四川盆地南

发育，导致地震反射波场复杂，资料信噪比低、连续

部页岩层段地质、地球物理响应特征分析的基础上，

性差，成像困难。

通过地震资料采集、处理及解释的技术攻关，形成了

页岩气勘探开发对地震资料成果的精度要求较

一套较为完整的页岩气地球物理勘探思路及技术流

高，尤其是对南川高陡复杂构造带准确成像提出了

[3]

程，取得了页岩气地震勘探的新进展；刘伟等 从页

严峻挑战。分析主要存在以下难点：
1） 南川地区地表出露岩性以灰岩为主，激发接

岩气资源评价参数出发，系统地阐述了地球物理方
法在页岩气勘探和开发中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并提

收条件差，灰岩溶洞及煤矿采空区发育，干扰源、障

出了针对页岩气的地球物理方法的发展建议；夏一

碍物较多，导致资料信噪比低，目的层覆盖次数不

[4]

军等 介绍了国外利用封闭应力指导水平井钻探、综

均匀。
2） 地表起伏较大，高程变化剧烈，近地表速度

合运用杨氏模量和水平应力差比进行页岩气工程
“甜点”预测、运用得到的岩石力学属性进行相关分
析指导压裂的一些成功范例，同时针对各向异性、含

横向变化快，给静校正量计算带来了困难，进而影响
地震有效信号的同相叠加效果。
3） 区内构造复杂，地层倾角陡，变化快，速度场

气丰度预测、工程“甜点”预测等难点，提出了发展适
用于我国页岩气开发的特色地球物理技术的建议；

横向、纵向都存在剧烈变化，准确成像难度较大。

4） 页岩气勘探开发对钻井误差控制要求相比

[5]

陈祖庆等 针对四川盆地东南部涪陵焦石坝地区三
维地震资料特点，提出以满足页岩气勘探对构造解

常规勘探精度更高，各向异性问题引起一定的深度

释、岩性解释以及裂缝预测的需要的思路，对焦石坝

误差。

大型页岩气田的发现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南川探区地表地下
“双复杂”的地质特点，探索形成了针对性的地震勘
探技术。资料采集根据地表岩性出露、溶洞及煤矿
采空区分布情况优选激发点位，提高了有效炮比例，

2
2.1

地震勘探关键技术应用
地震资料采集
为了保障灰岩出露区地震资料品质、降低溶洞

针对断裂发育区，设计了合理的炮点加密方案，提高

及采空区对地震资料品质的影响，提高对地下复杂

断层成像效果；资料处理紧抓静校正、信噪比与偏移

构造地震波场的采样充分性，资料采集过程中根据

成像等关键处理环节，保证了处理成果能够满足精

地表及复杂地下情况实时优化激发点位。

细构造解释、
“ 甜点”预测和水平井导向的需求；资料
解释通过精细构造解释和“甜点”预测，不仅满足了

1） 基于岩性调查的炮点位置优化

三叠系地层中，嘉陵江组和雷口坡组为砂灰岩

页岩气勘探有利目标优选、井位论证的需要，并且对

过渡带，激发效果较差；飞仙关组主要为灰岩发育

页岩气开发过程中小层对比追踪、水平井“靶窗”设

区，激发效果最差；须家河组为碎屑岩发育区，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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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相对较好。在炮点放样时，通过精细地表出露

小、埋深及地下构造情况，通过正演确定最佳炮点偏

岩性调查，充分利用侏罗系、三叠系须家河组及志留

移距离，结合工区的实际情况，在炮点布设时，尽量

系等有利激发区，在保证不出现缺口的前提下尽可

将采空区炮点调到离采空区 800～1 500 m，但考虑

能将灰岩条带的炮点偏移至上述有利区。经过优化
设计后，
全区的砂岩区炮数比例提高了 6.22 %（表 1）。
技术

到资料缺口问题，在采空区临近区域仍需保留部分
炮点。
3） 基于地质模型照明分析的炮点加密

2） 基 于 正 演 模 型 论 证 的 溶 洞 及 采 空 区 变 观

南川三维探区内存在大量溶洞及煤矿采空区，
累计面积达到 15.9 km 。针对采空区上方激发单炮
2

品质差的问题，形成了基于正演模拟的采空区炮点
优化技术

[7-8]

要决定于：溶洞及采空区面积大小和深度、目的层深
度、地下构造情况、炮点距离。根据溶洞及采空区大

岩性

质，建立了工区内二维速度模型，开展了模型正演和
射线追踪分析（图 2），重点研究不同炮点位置对断层
附近射线密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断裂上盘炮点对地
下构造照明效果更好。因此，选择在断裂上盘进行

。

正演模拟（图 1）揭示了采集盲区的影响因素主

Table 1

南川工区发育 4 条大断裂，为提高该区资料品

表 1 全区炮点位置优化统计
Statistic of shot point location optimization in
whole region
层位

侏罗系砂岩 J2s、J2x、J1-2z
砂岩
三叠系砂岩
T3x
区
志留系砂岩
S1h、S1x
灰岩 三叠系灰岩 T2l、T1 j、T1 f
区 二叠系灰岩
P2、P1

理论设计 优化设计 优化提高
（%）
（%）
（%）

炮点加密更有利于断层成像。从图 2 可以看出，加密

炮 点 后 剖 面 的 信 噪 比 更 高 ，层 位 信 息 细 节 刻 画 更

清晰。
2.2

地震资料处理
针对南川地区地表地下双复杂的特点，资料处

理需要重点解决复杂山地静校正问题、溶洞及采空
区地震资料品质问题、采集变观造成的面元属性问

29.16

32.53

3.37

题、复杂构造成像及各项异性问题。采用的关键技

9.72

11.58

1.85

对性处理技术及各向异性叠前偏移成像技术。

6.78

35.35

18.99

7.78

31.64

16.48

1.00
-3.71
-2.51

术为复杂山地高精度静校正技术、溶洞及采空区针
1） 复杂山地高精度静校正技术

针对南川地区复杂的近地表特征，提出了联合

a. 无采空区正演模拟单炮

Fig. 1

b. 有采空区正演模拟单炮

图 1 正演模拟单炮
Forward modeling of single 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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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多种静校正方法解决静校正问题的思路[9]。首

路为：首先进行噪音频带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将噪音

先应用微测井约束层析静校正方法，通过初至信息

优势频带信息分离出来，然后对低频噪音进行压制，

迭代反演出低降速带结构，求取中、长波长静校正

将该部分频带的有效信息提取出来与有效频带信号

量；然后应用地表一致性剩余静校正，利用反射信

进行重构。将低频噪音压制后，在 CMP（共中心点）

息，求取短波长剩余静校正；最后通过非地表一致性

域应用奇异值分解方法对有效信号进行识别、提取。

静校正，校正时变时差，求取残余的剩余静校正量，

将弱信号识别提取后，再结合能量、频率补偿，最终

进一步增强有效反射信息。3 种静校正方法的联合

可以提高弱信号的信噪比与连续性（图 4）。

使用，有效地解决了该地区突出的静校正问题，波组
连续性得到大幅改善（图 3）。

2） 溶洞及采空区针对性处理技术

对于采集变观造成的不规则采样问题，采用了

叠前五维匹配追踪傅立叶插值（5D MPFI）技术[11] 进

行解决。该技术是基于反假频傅立叶变换，适用于

南川工区内灰岩溶洞及煤矿采空区分布比较广

任意不规则观测系统，适应假频严重或构造复杂陡

泛，这些溶洞及采空区在浅表层形成了一个范围相

倾角数据。通过线域、点域、时间域、炮检距域、方位

当大的“空腔效应”，其激发和接收效果明显变差，导

角域五维空间的插值和重构实现数据规则化。具体

致地震资料出现重低频噪声、有效信息能量极弱、信

实现过程为：①对数据进行离散傅立叶变换；②选取

噪比极低等特征；同时野外采集阶段为增加有效炮
激发比率比例，会对溶洞及采空区位置进行变观采
集，采集的变观造成了地震资料覆盖次数、方位角及
偏移距等面元属性存在空间差异，在资料处理阶段
[10]

容易产生假频、降低成像质量 。

振幅最大的傅立叶谱成分；③在“估算谱”上加入傅
立叶谱成分；④对该傅立叶谱成分进行反傅立叶变

换，输出迭代结果；⑤在原始数据基础上减去该次迭

代结果，进行下一轮迭代。最后，对最终“估算谱”通
过反傅立叶变换输出到期望位置。

针对原始单炮信噪比低，有效信号能量弱、连续

图 5 为五维插值处理前后的叠前深度偏移剖面

性差的问题，在资料处理中需要对弱小信号进行提

对比，可以看到，五维插值处理技术的应用消除了由

取与加强。分频噪音压制+奇异值分解（SVD）方法

于面元属性不均匀导致的偏移画弧现象，改善了采

可以实现信噪分离并保护有效信号，具体的实施思

空区下方目的层的成像效果。
3） 各向异性叠前深度偏移处理技术

南川地区构造复杂，地层倾角大，区内存在比较
严重的各向异性问题，采用各向同性叠前深度偏移
方法得到的偏移结果通常会产生以下两个问题：①

偏移结果中的地震层位与测井信息存在较大的深度

a. 加密炮点前

Fig. 2

b. 加密炮点后

误差，不满足地质精度要求；②偏移后共成像点道集

的远偏移距存在没有拉平的现象，影响成像效果。

图 2 加密炮点前后叠加剖面
Stack section before and after increasing shot density

a. 应用静校正前

Fig. 3

b. 应用静校正后

图 3 应用静校正前后叠加剖面
Stack section before and after static correction

a. 弱信号识别及提取方法处理前

b. 弱信号识别及提取方法处理后

图 4 弱信号识别及提取方法处理前后 CMP 道集
Fig. 4 CMP gather before and after weak signal recognition
and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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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各向异性偏移

图 6 各向同性偏移和各向异性偏移井震对比剖面
Fig. 6 Well-seismic contrast of isotropy migration profile
and anisotropy migration profile

图 5 5D MPFI 插值处理前后叠前深度偏移剖面
Fig. 5 Prestack depth migration profile before and after
5D MPFI interpolation

型常压页岩气，具有含气量偏低（2～5 m3/t）、吸附气

占比高（40 %～60 %）、地层地应力差异系数大、水平
井单井产量及 EUR 低的特点。为了实现常压页岩气

的效益开发，需要在构造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对页岩
储层甜点进行预测，优选有利勘探目标区。主要从

因此，需要引入 paradigm 软件的各向异性叠前深度

页岩气的富集性、储层的可改造性以及储层的驱动

模型的建立。

2.3.1

[12]

偏移技术，各向异性叠前深度偏移 的关键是速度
各向异性速度建模首先要建立三维各向同性速

性 3 个维度开展研究工作[13-14]。
页岩气“地质甜点”综合评价技术

度模型，进行各向同性叠前深度偏移，并在偏移剖面

地质“甜点”是页岩储层评价的基础，涵盖了优

上解释出主要的地质层位，在南川地区主要为龙潭

质页岩厚度、储层地球化学指标（总有机碳含量 TOC

组、
梁山组、
韩家店及五峰组，
然后利用 JY10、
JY194-3

和 RO）和储层储集指标（如孔隙度、含气性）。在南川

等导眼井计算井点位置处主要地质层位的井震闭合

工区勘探实践中，形成了以岩石物理分析为基础，叠

差，对其进行插值，求取各个层位的井震闭合差，建

前同时反演为核心的地质“甜点”地震综合评价技

立井震闭合差模型。利用该模型和三维各向同性速

术，并结合多属性分析、神经网络的方法实现了页岩

度及深度层位信息，建立网格层析方程进行层析反

气富集评价参数的预测 [15-22]。

演，输出更新后的各向异性速度体、深度层位模型和
各向异性参数 δ、ε，计算各个层位新的井震闭合差，

1） 页岩厚度预测技术

由于优质页岩段有机成因的硅质矿物含量增

再进行下一轮网格层析迭代，直至各个层位井震误

加，会造成速度反转的现象，单一的纵波阻抗或横波

差趋于 0。一般进行 2～3 轮迭代后，可使井震闭合

阻抗都不足以筛选出优质页岩。通过岩石物理分析

利用迭代得到的最终各向异性速度、各向异性

因此，利用叠前同时反演获得纵横波速度比属性体

参数 δ 和 ε，进行各向异性叠前深度偏移，从而获得理

能够预测优质页岩厚度。主要技术思路及关键点包

差变小，满足地质精度要求。

想的叠前深度偏移结果。
由图 6 可以看出，各向同性偏移数据的波组产状

与实钻水平井轨迹存在较大差异，而各向异性偏移

数据与实钻情况吻合，钻井分层从龙潭至五峰与地
震剖面对应良好，较好地解决了井震误差问题。
2.3

页岩气“甜点”预测
南川地区构造变形起始时间早且变形期次多，

页岩气保存条件差，地层压力系数 0.9～1.3，属于典

发现，南川地区优质页岩段纵横波速度比低于 1.65，

括以下几点：①对叠前道集进行超道集、拉平、振幅

平衡等针对性处理，获得高信噪比地震资料；②将不

同入射角数据与对应子波矩阵褶积后构建叠前反演
目标函数；③将不同形式的先验信息作为约束项引

入目标函数中，以增强反演函数的稳定性；最后在测
井、层位等地质资料约束下，采用数学优化算法反演
弹性参数。
利用纵横波速度比属性预测南川地区优质页岩
厚度介于 30～47 m，呈现由北西向南东变厚趋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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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在 平 桥 背 斜 北 部 JY194-3 井 区 厚 度 较 大 ，介 于

上逐渐降低；横向上 JY194-3 井北部含气量高于南

介于 40～46 m，见图 7a。

JY194-3 井预测含气量 5.1 m3/t（实测 5.0 m3/t），相对

38～42 m。平桥南斜坡和东胜南斜坡优质页岩厚度
2） 孔隙度预测技术

孔隙度的求取方法包括实验测定、测井解释，以
及井震联合计算。实验测定的精度最高，但是受限
于岩心样点数，只能针对有岩心的部分分析。测井
解释纵向精度高，能针对全井段，同样无法获得平面
连续的孔隙度特征。基于叠后和叠前属性的神经网
络技术，通过概率神经网络建立样本与目标之间的
映射关系，并将映射关系应用到全区，能有效预测全

部 。 JY10 井 预 测 含 气 量 4.0 m3/t（实 测 4.09 m3/t），

误差小于 3 %，预测结果可靠。

南川地区优质页岩含气量整体呈现南北两侧

高，中间低的特点，总含气量介于 4.4～4.8 m3/t，平桥

南斜坡、东胜南斜坡等区域页岩平均总含气量高达

4.6 m3/t 以上，剥蚀区附近含气量逐渐变低（图 7c）。
2.3.2

页岩气“工程甜点”综合评价技术
1） 多尺度裂缝预测

在页岩气勘探开发中，不同尺度裂缝都能对压

区孔隙度分布。
JY10 井—JY194-3 井孔隙度连井剖面图（图 8a）

裂提供支撑作用[23]。裂缝地震检测包括横波勘探、

紫色为孔隙度高值区域，黄色为孔隙度低值区域。

多波多分量勘探和三维纵波裂缝检测。横波受地表

纵向上优质页岩段孔隙度较高，往上孔隙度减小。

影响严重，信噪比和频率都比较低。多波多分量地震

横向上对比发现，孔隙度变化明显，JY10 井以南孔隙

勘探的激发和接收成本巨大，地震资料品质通常较

测 3.28 %），JY194-3 井 预 测 孔 隙 度 4.1 %（实 测

预测大多综合利用不同属性数据来提高预测精度。

度降低，分布不连续。JY10 井预测孔隙度 3.35 %（实

3.9 %），相对误差小于 6 %，神经网络技术属性预测

孔隙度准确率高。

南川地区优质页岩段孔隙度整体大于 2.9 %，表

现为南高北低的趋势，JY194-3 井以北存在局部高值

差，数据处理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目前裂缝储层
①大尺度裂缝预测

大尺度裂缝主要应用曲率预测技术，体曲率是
把三维地震反射层位看作空间坐标函数 u（x，y），梯
度 grad(u)反映反射面沿着不同方向的变化率，其结

区。西北部地层埋深较大，压实作用增强，孔隙度变

果为该反射点的视倾角向量，能有效刻画断裂特征，

低 ，接 近 2.6 % ；中 部 沿 SY9-1 井 、SY2 井 、SY1 井 、

曲率值较高，预测的构造裂缝也较发育。通过南川

势；南部由于地层抬升埋藏浅，上覆岩层压力小，孔

（图 7d），还能够预测水平井压裂过程中的相对停泵

JY194-3 井连井条带范围内高于两侧；东部呈降低趋

隙度变大。平桥南斜坡和东胜南斜坡物性较好，优
于东胜背斜（图 7b）。

地区勘探实践发现，曲率属性不仅能刻画构造特征
压力，曲率值越大，停泵压力越小；曲率值越小，停泵
压力越大。而水平井压裂停泵压力相对较低，指示

3） 含气量预测技术

的压裂效果往往较好。

含气量受地层压力、储层温度、保存条件的影响
较大，利用地震资料很难将吸附气和游离气分开，只

②微裂缝预测

微裂缝能改善油气藏的渗流条件，利于储层改

能对其综合地球物理响应进行预测。由于单属性分

造，提高单井产量。南川地区微裂缝的预测，是利用

析的局限性，南川地区页岩气含气量预测采用多属

叠前 CMP 道集优化处理的结果进行各向异性分析求

性联合分析技术。在做好井震标定后，提取井旁道
震属性，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以含气量为目标函
数，构建地震属性与含气量的函数表达式，基于预测

取的，能够有效反映裂缝发育强度和方位。首先对

CMP 道集进行一系列的优化处理，然后进行偏移、叠

加，最后计算并优选瞬时主频属性来求取目标段各

误差最小确定最优的属性集。按照逼近原则，优选

向异性裂缝密度和裂缝方位。根据该方法预测出南

的地震属性依次是密度、脆性指数、平均频率、纵波

川地区裂缝发育方向以近东西与北东方向为主，在

阻抗。

微裂缝发育中低值的平桥南区及东胜背斜，钻井普

从 JY10 井 —JY194-3 井 含 气 量 连 井 剖 面 图 看

（图 8b），红色为含气量高值区域，黄色为含气量低值

区域。纵向上优质页岩段含气量整体大于 4 m /t，往
3

遍获得高产（图 7e）。

2） 地层压力系数预测

地层压力系数是反映储层保存条件好坏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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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南川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优质页岩段“甜点”参数预测平面图
Fig. 7 Prediction maps of attributes（
“sweet spot”
）of high quality shale reservoir of upper Ordovician-lower Silurian in Nanchu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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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目前己有多种公式描述孔隙压力，比较典型
有等效深度法、Eaton 法、Bowers 法、Fillippone 法及其

改进等。以地震资料为主 Fillippone 法（式 1）能提供

2.4.1

2022 年
第 12 卷 第 3 期

动态靶点埋深预测技术
在页岩气水平井钻探过程中，由于页岩非均质

不同深度范围的压力空间分布，其精度取决于速度

性较强，前期预测靶点可能存在误差，所以需要对靶

体的准确度。

点埋深进行动态预测，以保证水平井能顺利入靶。

pp =

vmax - vi
ρ kh
vmax - vmin A

（1）

式中：pp 为地层压力，MPa；vmin 为最小层速度，m/s；vmax

为最大层速度，m/s；vi 为第 i 层的层速度，m/s；h 为深

度 ，m；k 为 压 力 系 数 ；ρA 为 地 层 平 均 密 度 ，通 常 用
Gardner 公式计算。

具体做法是：在叠前反演之前，利用井速度校正

处理速度，提高 CRP（共反射点）道集转换角道集的

在调整靶点过程中，主要使用了构造图邻井深度误
差校正法、地震标志层时差推算法和基于地质资料
的厚度推算法。通过多方法动态靶点预测，在南川
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 构造图邻井深度误差校正法

常用于开钻前、一开或二开阶段。及时收集完
钻井实钻标志点的垂深数据，以老速度场作为质量
控制前提，对全区时深转换速度场进行更新，获得真

精度，进而提高反演精度。在获得高质量反演结果

实合理的变速速度场编制构造图；直接读取靶点对

的基础上，提取高精度速度体[24-26]，解决了直接用处

应的等值线数值，即可得到靶点垂深。

理速度预测地层压力系数精度低的问题。
预测南川地区地层压力系数介于 0.8～1.6，工区

2） 地震标志层时差推算法

以目的层五峰组作为标志层，读取已知井与正

西部、北部异常压力较大，往南部出露区地层压力系

钻井靶点五峰组反射时差，根据钻井声波时差曲线

数降低、趋于正常压力。平桥构造带、东胜构造带地

反算出的平均速度，推算正钻井靶点深度。如利用

层压力系数介于 1.0～1.3，属于常压范围（图 7f）。
2.4

JY194-3 井五峰组深度预测 JY197-2 井 A 靶点深度

（图 9），两点时差为 12 ms。利用 JY194-3 井海拔下

水平井地震导向
在南川页岩气开发过程中，为了有效为水平井

钻探提供支撑，通过现场开发实践，形成了一套以动
态靶点埋深预测技术和水平井地层倾角预测技术为
主的现场地震预测技术。

垂深度减去两点相差的地层厚度可获得 JY197-2 井
靶点深度。

3） 基于地质资料的厚度推算法

通常应用于三开阶段，目的层上方的小河坝组、
浊积砂岩等可作为标志层，来分析判断目的层实际
垂深。通过已钻井地层厚度，加上正钻井标志层深
度，从而预测正钻井靶点深度。例如，预测 JY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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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南川地区 JY10 井—JY194-3 井连井剖面
Fig. 8 Cross well profile from Well-JY-10 to
Well-JY-194-3 in Nanchuan area

图 9 南川地区 JY194-3—JY197-2 井 A 靶点连井剖面
Fig. 9 Cross well profile from Well-JY-194-3 to target A in
Well-JY-197-2 of Nanchuan area

2022 年
第 12 卷 第 3 期

刘 明，等 . 地震勘探技术在南川地区页岩气勘探开发中的应用

415

加 上 工 区 统 计 出 的 未 钻 地 层 厚 度 ，重 点 参 考 邻 井

动态靶点预测和水平段地层倾角预测，及时有效地

JY201-1 井地层厚度，从而推算出 201-2HF 井 A 靶点

指导了水平井的钻探，降低风险。

2.4.2

发，通过实践探索形成了针对性的地震勘探技术，取

5） 针对南川典型“双复杂”探区页岩气勘探开

埋深。

水平段地层倾角预测技术

得了成功的应用效果，不仅支撑了该区页岩气储量

在南川工区水平井钻探实践中，针对水平井倾
角预测的难题，创新性形成了“多道统计、落实拐点、
分段平均、求取倾角”的工作方法。通过等间隔进行
地层倾角计算，对水平井不同地层倾角段进行分段

的发现，并且有效指导了页岩气产建过程中水平井
的部署及钻探工作，可以在类似探区进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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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页岩气井产能影响因素分析及
综合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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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页岩气藏为“人造气藏”，流动机理复杂，影响气井产能的因素较多，明确气井产能影响因素并建立对应的产能评价
模型，是科学高效开发页岩气田的关键。针对涪陵焦石坝页岩气田的地质条件和压裂效果，以分区研究为基础，系统分析

页岩气多段压裂水平井的产能影响因素，并利用雷达面积模型和模糊层次分析方法对筛选出的 8 类产能影响因素进行综

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分区各因素对产能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主体北区和西区储层物性条件较好，水平段参
数和压裂规模是气井产能的主控因素；东区气井产能则与保存条件相关性明显；主体南区埋深增大，可压性参数和压裂规

模共同决定气井产能；西南区气井的可压性决定了气井产能。通过模糊层次分析法确定不同分区产能影响因素的权重，
进而建立适用于页岩气井的产能综合评价模型。调整井的数值模拟分析和实际应用效果均表明，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模型
预测的气井产能对焦石坝调整井适用，模型可用于分析和预测页岩气井的产能及开发效果。
关键词：页岩气；产能；影响因素；模糊分析；雷达模型；焦石坝；四川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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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analysis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of shale gas well productivity
based on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aking Jiaoshiba shale gas field in
Sichuan Basin as an example
LI Donghui1,2,3, TIAN Lingyu1,2,3, NIE Haikuan1,2,3, PENG Zeyang1,2,3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hale Oil and Gas Enrichment Mechanisms and Effective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83, China;
2. Sinopec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83, China;
3. Sinopec Key Laboratory of Shale Oil/Gas Exploration & Production,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Shale gas reservoir is an“artificial reservoir”with complex flow mechanism and many factors affecting well productivity.

The key to develop the shale gas field in a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way is to determin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gas well productivity

and further establish productivity evalu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geological background and fracturing effect of shale wells in the
Jiaoshiba Block, Fuling Gas Fiel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roductivity of multi-stage fractured horizontal shale gas wells a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n, the radar chart and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FAHP）are used to analyze the eight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oductivity.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he degree various factors influencing
on well productivity in different regions. Specifically, since the reservoir physical properties in the northern of the main area and

western areas are favorable, the horizontal section parameters and fracturing scale are the main control factors of g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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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vity; the productivity of gas wells in the eastern area is highly related to the preservation conditions; due to the increase of

buried depth in the south of the main area, the compressibility parameters and fracturing scale jointly determine the gas well

productivity. In contrast, the compressibility parameters of gas wells in the southwest of the Jiaoshiba are the controlling factor. In
this paper,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FAHP）is applied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productivity in

different areas, and then a comprehensive productivity evaluation model suitable for shale gas wells is established. The result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show that the gas well productivity predicted by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is applicable to the infill wells in the Jiaoshiba Block, and the model is effective to analyze and predict the productivity and
development effect of shale gas well.

Keywords: shale gas; productivity; influencing factors; fuzzy analysis; radar chart; Jiaoshiba; Sichuan Basin

页岩气藏属于“人造气藏”，储层渗流能力较弱，

岩气井产能影响因素往往只针对于地质类或工程类

压裂形成的复杂缝网和天然裂缝构成气体运移的主

影响因素，从理论分析、公式推导、数值模拟等手段

要通道，流动机理复杂，影响气井产能的因素较多，

来研究页岩气产能评价和产能影响因素，
对关键因素

明确页岩气井产能的影响因素，是高效开发页岩气

进行定量化整体研究较少。因此，综合考虑影响页岩

田的关键

[1-2]

。研究认为页岩气产能主要受地质和工

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地质和工程条件均较好的区
域即为页岩气开发的有利区

[3-4]

气井产能的地质因素和工程因素，并建立量化评价
模型对准确评价页岩气井产能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针对目前页岩含气性评价方法存在的不确定性

。

国内外学者对于地质因素的研究集中于岩石矿

问题，以四川盆地焦石坝区块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

物组成、可压性、含气性等地质参数对开发效果的影

地质和工程影响因素与页岩气井产能的相关性，系

[5-10]

[7]

。王忠东等 提出根据有机碳生气能力、孔隙

统地研究了地质参数和压裂改造参数对多段压裂水

储气能力等参数表征页岩气产能；廖东良等 以 5 个

平井产能的影响，通过模糊层次分析法计算页岩气

响

[8]

主要地质参数建立页岩气地质甜点评价方法；张聪
[9]

等 指出渗透率、孔隙度、有机质的丰度、吸附和滑脱
[10]

效应对页岩气产能有较强的制约作用；唐军等 利
用页岩厚度等参数建立了水平井穿行轨迹和神经网
络预测产能的方法等；邹才能等[5]针对储层条件提出
烃源性、岩性、物性、脆性、含油气性与应力各向异性

产能影响因素的权重系数，建立页岩气井产能综合
评价模型，分析结果与研究区压裂投产单井产能具
有良好的相关性。

1

涪陵页岩气田焦石坝区块横跨两个次级构造

“六特性”匹配评价，此类分析较少考虑工程改造参
数的影响，多针对储层条件的优劣性开展分析。
对工程类参数的研究则针对受工程因素限制的
单井改造优化参数，分析方法包括数值模拟、灰色关
联等[11-15]。WANG[11] 提出了含有具体的影响因素的
[12]

产能模型；郭艳东等 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不同阶段
[13]

区域地质特征

带，主体为焦石坝断背斜，包括乌江 2 号断背斜、沿江

鞍部等 4 个局部构造，断裂集中发育于构造东西两
翼和西南部，构造主体区断裂不发育 [16-17]。区块埋

深自北东向南西逐渐增加，中北部主体区埋深小于
3 000 m，南部部分地区埋深大于 3 000 m，开发层系

页岩气井产能影响因素的权重不同；白玉湖等 提

为五峰组—龙马溪组含气页岩段，区块页岩厚度、矿

出预测页岩气产能的典型曲线分段式方法；孙海成

物成分和含气饱和度等原始品质平面展布较为稳定。

[14]

等 利用数值模拟分析裂缝密度、储层主裂缝与次
裂缝对产量的影响；钱旭瑞等[15] 研究储层性质和压
裂后裂缝性质对页岩气产能的影响规律。工程因素

2

产能影响因素分析

分析由于包含多种参数指标，准确程度受限于研究

页岩气井产能受储层含气性、地层岩性变化及

方法的特性，如数值模拟多采用理论模型，无法针对

工程工艺技术等多重因素影响，评价参数主要包括

所有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且大多研究手段是基于

页岩厚度、储层埋深、有机碳含量、脆性矿物含量、地

统计、对比。

层压力与温度、压裂段数、优质页岩层穿行长度和含

综上所述，由于国内页岩气开发起步较晚，对页

气量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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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川盆地焦石坝区块构造分布
Structure of Jiaoshiba Block in Sichu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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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四川盆地焦石坝区块分区（据文献[21]修改）
Fig. 2 Zoning map of Jiaoshiba Block in Sichuan Basin
（Modified according to referenc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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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区单井平均无阻流量为 8.0×104 m3/d。

征无阻流量。通过研究单因素与产能的指数回归关

通过对产能评价参数与无阻流量做单因素二项

系判断气井产能与相关参数的关系，根据相关系数

式相关性分析发现，有机碳含量（TOC）、储层压力系

R2 筛选各分区内与产能相关性明显的影响因素，并

数、埋深、含气量、优质储层钻遇长度、单段加液量和

以此为基础寻求更全面完善的方法。

加砂强度、压裂段数 8 个参数是影响页岩气产能的主

要因素（图 3），均与压后无阻流量呈正相关关系。利

2.1

页岩气井产能影响单因素研究，分析这些参数与气

开阔，埋深为 2 200～2 400 m，断裂不发育，页岩有机

用焦石坝地区优选出的 8 类产能影响因素，分区开展
井产能之间的关系，确定不同分区产能主控因素。
由于不同参数的数值区间不一致，为统一和方便研
究，对各参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分析各产能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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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ight productivity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gas well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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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主体北区 46 口井的资料，研究有机碳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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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区域性大断裂由于多期次、长时间的活动，微裂缝

储层压力系数、埋深、含气量等 8 个产能影响因素与

比 较 发 育 ，导 致 其 附 近 区 域 的 页 岩 气 保 存 条 件 较

无阻流量的相关系数（图 4），发现优质页岩层穿行长

差[22]。分析认为由于东区断裂较为发育，部分断裂

度、施工液量、压裂段数与无阻流量的相关系数分别

和沟通上面层系的大型构造断裂致使页岩气部分逸

介于 0.17～0.49。相比之下，有机碳含量、埋深等参

散，气井平均压力系数仅为 1.26（焦石坝区块平均为

井产能影响较小。分析认为主体北区储层物性参数

井产能有直接影响。

数与无阻流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介于 0.04～0.11，对单

良好，区域内气井水平设计参数和压裂规模对气井
产能影响最明显。
2.2

1.44），保存条件和气井压裂规模的差异对区域内气
2.3

西区产能影响因素分析
焦石坝西区主要为焦石坝断背斜的西翼，地层

东区产能影响因素分析
焦石坝东区地层变形较强，产状较陡，东南翼北

东向断裂较发育，东部靠近大耳山断裂以南北向断
裂为主[20]，埋深为 2 500～3 200 m，断裂不发育，页岩
有 机 碳 平 均 含 量 为 3.0 % ～3.8 % ，有 效 孔 隙 度 为

3.8 %～3.0 %，含气量为 5.0～6.0 m /t，单井平均无阻
3

产状较陡，发育北东向断裂，埋深为 2 500～3 500 m，

断裂不发育，页岩有机碳平均含量为 3.4 %～4.2 %，

有效孔隙度为 4.0 %～4.6 %，含气量为 6.0～6.8 m3/t，
单井平均无阻流量为 42.3×104 m3/d。根据西区 15 口

井的资料（图 6），施工液量、地层压力系数、压裂段数
与无阻流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介于 0.22～0.53，相关程

流量为 21.4×10 m /d。

度较高，这些参数对气井产能的影响较大。有机碳

素与无阻流量的相关系数（图 5），施工液量、地层压

别介于 0.02～0.08，相关程度较低。分析认为西区虽

4

3

根据东区 21 口井的资料，研究 8 个产能影响因

含量、含气量、埋深等参数与无阻流量的相关系数分

力系数、优质页岩层穿行长度、压裂段数与无阻流量

有断裂发育，但区域内保存条件明显好于东区，气井

的相关系数分别介于 0.15～0.60，相关程度较高。有

平均压力系数为 1.36（焦石坝区块平均为 1.44），气井

系数介于 0.01～0.09，其对无阻流量的影响较小。通

产能影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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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四川盆地焦石坝主体北区产能影响因素分析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productivity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main area of Jiaoshiba Block in Sichu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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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孔隙度为 4.0 %～4.8 %。含气量为 5.7～6.5 m3/t，

主体南区产能影响因素分析
焦石坝主体南区位于断背斜南部，构造平缓，断

裂不发育但埋深增大（平均为 2 912 m），地层地应力

大于主体北区，
页岩有机碳平均含量为 3.4 %～3.9 %，

单井平均无阻流量为 42.3×104 m3/d。根据主体南区

36 口井的资料，研究 8 个产能影响因素与无阻流量

的相关系数（图 7），气井埋深、压裂段数与无阻流量
的相关系数分别介于 0.25～0.39。有机碳含量、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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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四川盆地焦石坝东区产能影响因素分析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apacity in eastern Jiaoshiba Block of Sichu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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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apacity in western Jiaoshiba Block of Sichu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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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地层压力系数等参数与无阻流量的相关系数分

规模是气井产能的主控因素；东区气井产能与页岩

别介于 0.01～0.11。分析认为主体南区气井平均埋

储层保存条件相关性明显；主体南区埋深增大，可压

规模共同决定气井产能。

的埋深过大对产能有明显负面影响。但各区单因素

深超过 2 900 m，随着埋深增大，储层可压性和压裂
2.5

性参数和压裂规模共同影响气井产能；西南区气井
与产气量之间精度均较差，用单一参数不能很好地

西南区产能影响因素分析

表征每个区的气井产能（表 1），需要寻求更全面、更

根据西南区 44 口井的资料，西南区气井埋深对

完善的方法。

单井产能影响最大（图 8），其余参数与产能相关性较

3 页岩气产能影响因素综合评价模型

弱。储层物性参数及工程参数在地质条件较为复杂
的西南区均未能表现出较好的相关性，单一参数难

3.1

以表征气井产能。林波等[23] 认为，深层页岩在岩石
力学特性、地应力特征等方面，复杂缝网难以形成，

分区雷达面积模型
用焦石坝区块极值数据进行归一化，运用雷达

面积模型表征气井的 8 类产能影响因素（图 10），其

储层可压性较差。相对于主体区，西南区的埋深增
加给气井压裂施工带来不利影响，西南区页岩气井

中有机碳含量、压力系数等与产能呈正相关关系，采

施工液量较主体区平均增加 24.4 %，但加砂量仅为

用式（1）进行规范化处理：

主体区的 96.8 %。焦石坝区块各分区与埋深整体趋

ai - amin
（1）
amax - amin
式中：Xi 为产能影响因素的第 i 个筛选参数；ai 为该参
xi =

势亦证实随埋深的增加，地应力增加，导致岩石破裂
难度加大（图 9），施工中只能加大压裂规模，难以压

开有效网状裂缝，导致开发效果不佳（西南区最主要

数 的 值 ；amax、amin 分 别 为 该 影 响 因 素 的 最 大 值 和 最

的影响因素应该是保存条件，即压力系数）。

小值。
埋深与产能呈负相关关系，采用式（2）进行规范

通过分区产能影响单因素与无阻流量之间的相

化处理：

关性分析可知，主体北区和西区水平段参数和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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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四川盆地焦石坝主体南区产能影响因素分析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productivity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main area of Jiaoshiba Block in Sichu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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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表 1 分区产能影响因素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gional production capacity

权重

有机碳含量

压力系数

含气量

储层埋深

优质储层钻遇长度

压裂段数

施工液量

加砂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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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0.043

0.011

0.040

0.487

0.168

0.402

0.055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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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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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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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0.114

0.021

西区

0.224

0.024

无阻流量(104 m3)

西南区

18
16
14
12
10
8
6
4
2
0
2 800

0.052

0.334

0.032

0.082

3 200

3 400

3 600

3 800

4 000

无阻流量(104 m3)

Fig. 8

0.417

0.012

18
16
14
12
10
8
6
4
2
0
10 000

a.西南区埋深(m)

0.004

0.051

0.181

y=82.987e0.000 8x
R2=0.180 9

3 000

0.002

0.064

0.046

无阻流量(104 m3)

主体南区

0.062

0.391
0.529
0.010

0.084
0.079
0.055

y=5.509 1e0.000 006x
R2=0.010 3

20 000

30 000

40 000

50 000

60 000

b.西南区施工液量(m3)

图 8 四川盆地焦石坝西南区产能影响因素分析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productivity in southwestern Jiaoshiba Block of Sichu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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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流量进行比较，判断该方法可行性。不同分区页

东区

岩气井无阻流量与产能之间呈指数关系，相关系数

R 2 达到 0.56～0.85，其中主体北区相关系数 R 2 为 0.68

（图 11）。单井的雷达面积图越大，气井产能越高；反

之亦然。可认为该表征方法和评价结果在不同分区
是可靠的，能够用于实际页岩气产能影响因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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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用这 8 个产能影响因素表征页岩气井产能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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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四川盆地焦石坝产能与埋深相关性分析
Fig. 9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roductivity and buried depth
of Jiaoshiba Block in Sichuan Basin

amax - ai
（2）
amax - amin
设由式（3）得出 n 个产能影响因素，根据 8 类产
xi =

能影响因素的归一化数据与气井产能之间的相关性

建立单井的雷达面积图（图 10），利用雷达图的面积
定量评价页岩气井产能评价系数：
XG =

∑

n

=1

xi xj

i, j

n

（3）

好于用单一参数表征气井产能，提高了气井产能表
征的准确性。
3.2

模糊层次综合分析
分区研究结果表明，雷达面积图表征方法和评

价结果在各分区均可靠，但由于不同分区的各类产
能影响因素对气井产能的影响明显不同，采用雷达
图面积表征的页岩气井产能评价系数在焦石坝区块
不具备普遍适用性（图 12）。

模糊层次分析方法综合应用了模糊变换原理和

最大隶属度原则，通过分析与评价事物相关性较大
的各个因素，建立各个因素的所属关系，最终对所研

式中：X G 为气井页岩气产能评价系数；x i、x j 为单井相

究问题作出综合的评价[24]。为综合考虑页岩气井地

关产能影响因素参数；n 为产能影响因素的数量。

质和工程的产能影响因素，选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开展

利用上述公式，分别计算出主体北区、东区、西

研究，
首先基于不同分区各产能影响因素对气井产能

区、主体南区和西南区气井的产能评价系数，并与无

贡献的相对重要程度的差异，构建模糊判断矩阵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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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井雷达模型面积(归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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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四川盆地焦石坝主体北区雷达图产能评价系数
与无阻流量关系
Fig. 11 Relation between productivity evaluation
coefficient and open flow in northern part of main area of
Jiaoshiba Block in Sichuan Basin showing by radar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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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正相关。为了能够定量描述任意两个参数的重要
程度的相对关系，采用广泛应用的九标度法（表 2）来

对其进行衡量，通过各元素之间的两两比较可构建
出模糊判断矩阵。
模糊判断矩阵构建完成之后，可求取各参数的
权重，目前国内学者多应用以下公式来求取模糊判
断矩阵权重：

1
1
1
m
r
（4）
+
m 2a ma ∑k = 1 ik
该方式是根据模糊一致判断矩阵的性质，提出
ωi =

(

)

(

)

公 式 r ij = a ω i - ω j + 0.5，a ≥ m - 1 /2，进 而 采 用

0.4

0.6

0.8

1.0

图 12

四川盆地焦石坝不同分区气井产能评价系数与
无阻流量关系
Fig. 12 Relation between productivity evaluation
coefficient and open flow rate of gas wells in different area of
Jiaoshiba Block in Sichuan Basin

rmn 的大小是评价指标 m 的比评价指标 n 重要程
度的一种度量，并且数值的大小与 m 比 n 的重要程度

0.2

单井雷达模型面积(归一化)

Table 2

表 2 九标度法参照表
Reference of nine scaling methods

标度

定义

0.5

说明

同等重要

两元素同等重要

0.6

稍微重要

一元素比另一元素稍微重要

0.7

明显重要

一元素比另一元素明显重要

0.8

重要得多

一元素比另一元素重要得多

0.9

极端重要

一元素比另一元素极端重要

0.1,0.2,0.3,0.4

反比较

最小二乘法求解得到，较为简洁，但权重的偏差与 n
的大小成反比，如果 n 较大的时候，偏差就会过小，导
致分辩方案的优先性难度增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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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计算的精确性，本文中权重向量 W=（ω1，
T

ω2，…，ωm） 由下述规划问题的解确定：

m
m
ì
2
ï min z = ∑∑(log βω i - log βω j + 0.5 - r ij )
i=1j=1
ï
ï
m
（5）
í s.t. ω = 1
ï ∑ j
ï j=1
ï ω > 0, j = 1,2,...m
î j

此时有：

ωi =
式中：β 大于 1。

β

1
m

∑r

根据同样办法加以判断求取，在此不加详述，各分区
权重如表 3 所列，主体北区穿行轨迹及压裂段数所占

权重最大，两者之和为 35.7 %，西南区埋深和保存条
件所占权重最大，两者之和为 42.2 %。利用式 7 及表

3 中的权重可以综合评价不同页岩气井的产能，产能

j=1

m

, i = 1,2,....m

（6）

式中：Wi 为权重。

不同分区 44 口气井的产能评价因子并与无阻流量建

的相对重要性。由于产能评价参数都较多，为减少
主观影响，基于不同分区各产能影响因素对气井产
能贡献相对重要程度的差异开展单因素对比，以保
证评价体系中各参数权重的客观性。对于不同分区
气井的 8 类产能影响因素，我们可根据分区产能影响

单因素分析及雷达面积模型确定两两之间的相对重
要性，代入模糊一致判断矩阵中，求取其权重分配。

其中主体北区钻完井参数和压裂规模中较为重要，
利用模糊层次法确定有机碳含量、储层压力系数、含

立相关性分析，建立的产能评价因子与无阻流量的
相关系数 R2 为 0.750 2，证明模糊层次产能综合评价
模型的准确性（图 13a）。

4

区块 2019 年压裂投产的 3 口调整井对利用模糊层次

产能综合评价模型确定的产能评价因子进行验证，
并对西南区加密潜力开展预测。
产能评价因子的计算结果显示，新增验证井的 3

个数据点在回归趋势线附近，评价结果可靠，与模型

160

160

140

140

120

120

100

100

无阻流量(104 m3)

无阻流量(104 m3)

液量和加砂强度 8 类产能影响因素的权重为：

应用效果评价
为了验证模型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利用焦石坝

气量、储层埋深、优质储层钻遇长度、压裂段数、施工

y=1.618 5e4.057x
R2=0.750 2

60

80

40

20

20

0.2

0.4

0.6

0.8

1.0

a.单井产能评价因子(考虑权重)

Fig. 13

1.2

y=1.618 5e4.057x
R2=0.750 2

60

40

0

（7）

为了验证模型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统一计算用

j=1

在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时，仍需要确定各参数

80

x G = ∑i = 1 W i + X i
n

ij

∑β m ∑r ij
k=1

0.116，0.095）T，其他分区 8 类产能影响因素权重也可

评价因子为：

m

1

m

W=（0.126，0.116，0.116，0.073，0.168，0.189，

0

0.2

0.4

0.6

0.8

1.0

b.单井产能评价因子(考虑加密井)

图 13 不同分区单井产能评价因子与无阻流量关系
Relation betwee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actors and open flow rate of gas wells in different area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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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
主体北区
主体南区
东区
西区
西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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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分区产能影响因素权重
Weigh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gional capacity

有机碳含量

压力系数

含气量

储层埋深

优质储层钻遇长度

压裂段数

施工液量

加砂强度

0.101

0.131

0.111

0.161

0.121

0.131

0.092

0.152

0.126

0.116

0.074

0.116

0.176

0.105

0.138

0.105

0.075

0.073
0.118

0.105

0.168

0.168
0.116

0.116

0.130

0.184

0.169

0.254

0.189

0.088

0.105

0.075

0.177

0.108

井底流压(MPa)

0.092

24

22

21

19

18
15

X-4HF

13

12

X-3HF
X-5HF

10
JY50-5HF
JY50-4HF

27

25

16

JY50-7HF
JY50-8HF

0.098

30

X-1HF

28

JY50-6HF

0.116

33
X-2

31

JY50-1HF

0.106

36

34

JY50-2HF

0.095

井底流压(MPa)

36
JY50-3HF

0.116

9

7

6

4

3

a. 现有井网储量动用情况

b. 加密后储量动用情况

图 14 四川盆地焦石坝西南区 50 井组加密前后储量动用状况
Fig. 14 Production status of reserves before and after infilling of 50 well platforms in shouthwestern Jiaoshiba Block of Sichuan Basin

之间的平均误差为 5 %～9 %（图 13b）。3 口井的评

素；东区气井产能则与保存条件相关性明显；主体南

调整井的气井综合评价因子在全区仍位于较好水

产能；西南区气井的埋深过大对产能有明显负面影

平，开发调整井在焦石坝主体区具备可行性。

响。采用多产能影响因素表征气井产能能有效提高

价因子结果分别为 0.63，0.47 和 0.84，亦说明这 3 口

区埋深增大，可压性参数和压裂规模共同决定气井

目前焦石坝西南区尚未开展立体开发调整技术

产能表征的准确性，效果远好于单一参数表征产能。

适应性研究，根据地质条件分析焦石坝西南区 50 井

2） 利用模糊层次分析方法建立的焦石坝产能

组埋深较浅且构造保存条件较好，按长水平段设计 6

综合评价模型中产能评价因子与无阻流量的相关系

密井产能评价因子结果介于 0.45～0.61，认为西南区

北区穿行轨迹及压裂段数所占权重约为 36 %，西南

口加密井，利用模糊层次产能综合评价模型测算加

亦具备一定调整潜力。构建焦石坝 50 平台 8 口井的

地质模型（图 14），并利用数值模拟方法预测 6 口加

密井可采储量为（0.5～0.7）×10 m ，证实了西南区加
8

3

数达 0.750 2，显示了良好的适用性。模型显示主体
区埋深和保存条件所占权重约为 42 %。

3） 3 口调整井的产能评价因子与无阻流量的投

影点与模型之间的平均误差为 5 %～9 %，验证了模

密井同样具备适用性，与模糊层次产能综合评价模

糊层次产能综合评价模型的准确性，也证实开发调

型预测结果相符。

整井在焦石坝主体区具备良好的可行性。模糊层次

5

产能综合评价模型分析结果与数值模拟方法预测结

结论

果相符，认为西南区 50 井组亦具备一定调整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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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总有机碳含量（TOC）、孔隙度等实验分析和水平井钻井试气等相关资料，开展了南川区块海相页岩储层源—储
耦合关系与典型高低产井原因分析。研究表明，页岩有机质与储集空间紧密相连，互相依存，二者之间形成复杂的源—储

耦合关系，TOC（源）和孔隙度（储）是表征源—储配置类型的关键参数，可划分为富碳高孔、中碳中孔、低碳低孔等 12 种类

型，对页岩源—储相配置系进行半定量评价；同时，通过引入源—储分类新方法，建立了研究区五峰组—龙马溪组Ⅰ、Ⅱ、
Ⅲ类页岩储层源—储配置评价标准，结合研究区开采工艺相似的 8 口水平井源—储配置评价与试气产量分析表明，Ⅰ类源

—储配置层段在水平井段中占比越大，压裂试气产量越高。源—储分类新方法是页岩气井地质评价与压后产能分析的实
用工具，具有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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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experimental test data such as the total organic carbon content（TOC）and porosity and the drilling and

testing data of horizontal wells, the researches on the source-reservoir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marine shale reservoirs in Nanchuan

district and the reasons for typical high and low field wells have been carried out. The researches show that the shale organic matter

and storage space are closely connected and interdependent, forming a complex source-reservoir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other. The TOC（the source）and the porosity（the reservoir）are the key parameters to characterize the source-reservoir

configuration types. There are 12 categories, including high-carbon with high-porosity, medium-carbon with medium-porosity,

and low-carbon with low-porosity, for the semi-quantitative evaluation. By introducing this new method of source-reservoir

classification,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source-reservoir configuration for Ⅰ , Ⅱ and Ⅲ shale reservoirs of Wufeng-Longmaxi

Formation in the study area are established. Combining the source-reservoir configuration evaluation and gas test production

analysis of 8 horizontal wells with similar mining technology in the study area, it is shown that the larger the proportion of class Ⅰ
source reservoir configuration in horizontal wells, the higher the fracturing gas test production. The new source-reservoir

classification method is a practical tool for geological evaluation and post-compression productivity analysis of shale gas wells, and
has the popularization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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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具有一套独立的生储系统，其“源”
“ 储”兼
备的特点

[1-2]

使其在埋藏热演化过程中即可作为源

再次进入海侵体系域阶段，龙马溪组底部沉积一套
深水陆棚炭质页岩，向上水体变浅，岩性以浅灰色泥
页岩为主，发育粉砂质条带。

岩，同时又可以作为储层。

南川区块以五峰组—龙马溪组底部为主要开发

页岩作为源岩，其有机质类型、总有机碳含量

（TOC）、热演化程度（Ro）决定着页岩的生烃潜力 ，
[3]

也是资源评价的重要指标

[4-6]

，其中浮游藻类（Ⅰ类有

机质）和底栖藻类（Ⅱ1 类有机质）在高成熟—过成熟
[7]

阶段生气能力最强 。页岩同时作为储集体，其矿物
组分、孔隙度、孔隙类型、孔径分布、比表面积等微观
特征是影响储集性能的重要参数[8-10]。页岩中的各
类有机质、矿物颗粒以及各类孔隙在成岩演化过程
中，通过不同的排列方式、空间配置，形成了不同的
储集空间类型，也导致了微观结构在纵、横向上的非
均质性[11-12]，同时使得水平井靶窗以及井轨迹的设计
更加严苛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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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TOC（源）与孔隙度（储）分

别决定了页岩的生烃潜力和储集性能，是页岩气富
集的物质基础[15]，同时也影响着水平井产量高低。
上奥陶统五峰组—下志留统龙马溪组是中国南
[16]

方海相页岩气勘探开发的重点层系 ，其中南川区
块处于复杂构造带，单井产量差异明显，页岩气井高
低产的原因有待探讨。采用源—储分类评价新方

层系，使平桥—东胜南斜坡 JY10 井、SY1 井相继突

破，其中平桥南背斜完成了 6.5×108 m3 产能建设。五

峰组—龙马溪组底部岩性以硅质页岩、炭质页岩为

主 ，具 有 石 英 与 黏 土 含 量 高 、TOC 与 热 演 化 程 度

高 [19] 、含 气 量 好 等 特 点 。 平 桥 南 背 斜 JY10-10 井
1—3 小层石英含量平均 49.3 %，黏土矿物含量平均

30.7 %，TOC 平均 2.83 %，Ro 值平均 3.04 %，孔隙度平
均 3.6 % ，含 气 量 平 均 5.21 cm3/g，日 产 气 量 约 为

3×104 m3；JY194-3 井 1—3 小 层 石 英 含 量 平 均

56.2 % ，黏 土 矿 物 含 量 平 均 26.4 % ，TOC 平 均 达

4.09 %，孔隙度平均 3.8 %，含气量平均 4.60 cm3/g，日
产气量约 6×104 m3。

2
2.1

页岩源—储分类方法
源—储耦合机理与方法定义
页岩的“源”
“ 储”并非孤立存在，一方面，有机质

法，在川东海相页岩水平井中开展源—储分类评价，

的结构、成熟度，矿物组分的不同影响孔隙的发育以

从而解剖单井的高低产原因。

及结构特征[9, 20]；另一方面，颗粒骨架间的各类孔隙

1

是有机质保存的有效场所，有机质产生的天然气以
吸附或游离态的形式赋存在纳米孔内[21-22]。有机质

地质背景与勘探开发现状

孔比表面积大，有机质越发育的地方有机质孔往往
川东地区构造上属于川东高陡构造带，东西紧

越发育，孔隙越连通，越有利于页岩气的富集，是相

靠华蓥山、齐岳山，北接大巴山，其内发育北东向隔

互作用最强的一类源—储体系；无机质孔主要包括

档式平行背斜。研究区南川区块位于川东高陡构造

晶间孔以及粒内溶蚀孔隙，与有机质（源）直接或间

带万县复向斜，是川东南—湘鄂西“槽—挡”过渡区，

接接触，例如草莓状黄铁矿，其微晶之间的孔隙可被

构造上主要包括平桥背斜、东胜背斜以及阳春沟向

有机质充填而发育有机质孔，未被充填的粒间孔也

斜（图 1）。受印支期、
燕山—喜山期等构造运动影响，

是页岩气赋存的重要场所；黏土矿物塑性强，在刚性

研究区主要发育龙济桥断层、袁家沟断层、平桥西断
[17]

矿物或内部超压环境的支撑下形成狭缝状的黏土矿

层、平桥东断层等北东向断层 ，西部断层断面平缓，

物间孔，内部充填有机质，可为吸附气或游离气提供

以逆冲滑脱为主，东面断层断面较陡，以冲断为主。

赋存场所[23]；微裂缝在页岩中有较大的储集空间，常

从沉积环境来看，晚奥陶世—早志留世时期，四

常被有机质充填。微裂缝是页岩中的优势渗滤通

川盆地及其周缘“东南西三面环山”，南川区块远离

道[24]，同时也沟通孤立孔隙并形成孔—缝网络，在源

陆架坡折带，处于深水陆棚沉积。具体表现为五峰

—储体系起到疏通页岩气的作用。综上，页岩有机

组下部为海侵体系域，主要沉积一套 5～10 m 的炭质

质与储集空间紧密相连，互相依存，使二者之间形成

积一套几十厘米的浅水陆棚浅灰色介壳灰岩；到早

将有机质含量（TOC）与孔隙度分别作为生烃能

[18]

页岩和硅质页岩，上部逐渐转变为高位体系域 ，沉
志留世时期，冰川消融导致海平面持续上升，研究区

复杂的源—储耦合关系。

力和储集性能的核心指标，并依照国内对页岩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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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川地区地质构造
Geological structure of Nanchuan Block

以及页岩气资源的评价指标，将源—储配置类别分

和“储”两者缺一不可。源—储分类评价方法正是利

为富碳高孔、中碳中孔、低碳低孔等 12 类（表 1），对

用这一点，定量的表征源和储之间相互耦合的强弱，

页岩储层源—储相互关系进行半定量评价。

将源—储耦合系数定义为页岩储层中有机质与
孔隙度相互影响的大小[25]，公式定义为：

K=ωTOCφ

（1）

式中：K 为源—储耦合系数；ωTOC 为有机质含量，%；φ

为孔隙度，%。

页岩储层中有机质与储集空间的耦合关系多
变，在纵向和横向相非均质都非常强，较好的有机质
丰度并不代表有较高的孔隙度来赋存页岩气，
“ 源”

突显出页岩气富集条件较优的有利层段。
2.2

源—储分类评价标准制定
研究区南川区块处于四川盆地边缘，地质构造

较为复杂、地层压力系数较低、源—储耦合机制复
杂。目的层位为五峰组—龙马溪组下段（1—3 号小

层）有机质丰富，TOC 介于 0.4 %～7.7 %，平均 3.9 %，

孔隙度介于 2.17 %～5.65 %，平均 3.47 %，整体属于

高碳中孔的源—储配置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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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表 1 页岩源—储配置类型
Source-reservoir configuration types of shale
源—储配置类型

储配置类别

孔隙度（储）
（%）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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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4
<2

TOC（源）≥4 %

TOC（源）：2 %～4 %

TOC（源）：1 %～2 %

TOC（源）<1 %

富碳高孔源—储

高碳高孔源—储

中碳高孔源—储

低碳高孔源—储

富碳中孔源—储

高碳中孔源—储

中碳中孔源—储

低碳中孔源—储

富碳低孔源—储

高碳低孔源—储

中碳低孔源—储

低碳低孔源—储

页岩总含气量可作为页岩气富集程度的重要标
[26]

准 。源—储耦合系数与总含气量之间有着密切的
相关性，耦合系数越大，页岩气富集条件优。因此，
可以利用耦合系数和总含气量之间的相关性制定储
层分类评价标准。以研究区不同井位的总含气量数

据、TOC 以及孔隙度数据制作散点图（图 2），根据主

力产层、次要产层与非产层的优势分布区来确定Ⅰ、

和 3 号小层分为富碳高孔、高碳高孔源—储类型，

4 号小层次之，属于中碳中孔源—储类型（图 3）。由

源—储耦合公式计算表明，JY-AHF 井直井段五峰

组—龙马溪组底部的源储耦合系数明显高于上部，
也就是说下部页岩层段，特别是 2 697.8～2 685.9 m
层段是源储耦合最为有利的层位。按照研究区源—
储分类的判别标准，1—3 号小层主要为Ⅰ、Ⅱ类源储

Ⅱ和Ⅲ类储层的分界线。根据图 2 可以看出，南川区

配置层段，2 号小层附近夹有厚度几十厘米的Ⅲ类

含气量 4 m /t 为界，次要产层与非产层的散点优势分

要以Ⅲ类源储配置层为主。

耦合系数分级界线为 15.0、7.5。也就是说耦合系数

进行压裂返排，
加液量 36 904.05 m3，
加砂量 1 348.6 m3，

块主力产层（1—3 号小层）散点优势分布区大致以总
3

布区以总含气量 2 m /t 为界，其分别所对应的源—储

源—储层段。4—5 号小层源—储指标逐渐变差，主

JY-AHF 井水平段长 1 538 m，
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

3

大于 15.0 的页岩储层，其含气量是最高的，页岩气富
集条件是最优良的。综上所述，以源—储耦合系数

（≥15.0、15.0～7.5、＜7.5）为界，划分出研究区Ⅰ、Ⅱ
和Ⅲ类储层。

3
3.1

典型井实例分析
高产井 JY-AHF 源储配置分析
南 川 区 块 JY-AHF 井 五 峰 组 — 龙 马 溪 组 Ⅰ 段

1—5 号小层 TOC 介于 0.82 %～6.67 %，平均 2.98 %，
孔隙度介于 3.31 %～4.55 %，平均 3.75 %。其中 1 号

12 mm 油嘴试气产量为 32×104 m3/d，返排率 2.36 %。

该井靶窗位于 1—3 号小层内，AB 靶间水平段穿行在
1—3 号小层内部（图 4），测井 TOC 平均 3.9 %，源—储

耦合较好。根据源—储耦合系数的计算，AB 段的
源 — 储 耦 合 系 数 介 于 0.04～40.2，平 均 值 23，Ⅰ 类

源—储配置层占到 96.7 %，仅在 3 308 m 有长度为

20.6 m 的Ⅲ类源储配置层段。综合而言，JY-AHF 井
1-3 号小层属于高碳中孔源储耦合类型，靶窗位于

Ⅰ—Ⅱ类源储配置层段，整个水平井段主要穿行于

Ⅰ类源储配置层段中，页岩气富集条件较好，这也是
压裂试气产量较高的原因。
3.2

中产井 JY-BHF 井源储配置分析
JY-BHF 井水平段长 1 500 m，水平段在 1—3 号

中穿行，钻遇率为 100 %（图 5）。1—3 号小层高钻

遇 率 和 测 试 产 量 并 不 匹 配 ，12 mm 油 嘴 测 试 产 量

16×104 m3/d左右，
加液量41 156.4 m3，
加砂量1 430.4 m3，

返排率 2.34 %。偏低的测试产量一方面反映了储层
中页岩气富集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并不能简
图 2 南川区块源储耦合系数与总含气量关系
Fig. 2 Relation between source-reservoir coupling
coefficient and total gas content in Nanchuan Block

单的依据主力产层钻遇率来解释页岩气高低产的原
因。研究区五峰组—龙马溪组一段平均孔隙度
3.32 %，平均渗透率 0.047 8×10-3 μm2，孔隙度高、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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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南川区块 JY-AHF 直井段源储耦合评价
Evaluation of source-reservoir coupling of vertical section in Well-JY-AHF in Nanchuan Block

透率较低，使得页岩气就地保存而没有经过较长的
运移。考虑到页岩储层源—储耦合的复杂性，采用

“源—储分类”方法表征储层 TOC 和孔隙度之间的耦

3.3

源—储耦合系数与试气产量相关性
页岩气试气产量影响因素较多，涵盖地质因素

合强度，突出显示页岩气富集条件最优的层段。根

和工程因素，选取区内开采工艺类似的水平井，从

据表 2 以及图 6 可以发现，JY-BHF 井主力产层钻遇

源—储耦合地质角度分析试气产量波动较大的原

4.4 %，Ⅲ类占比 16.5 %，Ⅲ类源—储配置层段以夹层

1 400～1 538 m、压 裂 18～20 段 、加 砂 量 1 072.7～

率高，源—储配置评价Ⅰ类储层占 79.1 %，Ⅱ类占比

因 。 选 井 的 水 平 井 距 介 于 390～450 m、水 平 段 长

的形式频繁出现在水平段中，相较于 JY-AHF 井而

1 485.1 m3、加液量 34 155.5～42 099.9 m3、返排率介

言，源—储耦合关系相对较弱，压裂试气产量受到了

于 2.34 %～7.38 %。根据源—储分类评价来看，研究

Ⅲ类源—储层段的影响而降低。综上所述，虽然五

区开采工艺相似的 8 口水平井钻遇Ⅰ类储层占比介

岩有机质碳含量整体较高，但从源—储配置评价来

产量为（15～32）×104 m3/d。总体来看，研究区钻遇

峰组—龙马溪组底部（1—3 号小层）深水陆棚炭质页
看，Ⅰ类源—储层的占比小，Ⅲ类源—储夹层过多是
试气产量偏低的原因。

于 79.10 %～96.96 %（表 2），其 12 mm 油嘴压裂试气

Ⅰ类储层的占比越大，压裂试气产量越高，两者之间
呈明显的正相关性（图 6a）；而 1-3 号小层钻遇率基

刘雨林，等 . 源—储分类新方法在川东地区页岩气井产量分析中的应用

434

2022 年
第 12 卷 第 3 期

本保持在 90 %以上，1—3 号小层钻遇率与压裂试气

90 %，从研究区开采工艺相似的水平井 1—3 号小层

研究区南川区块五峰组顶部埋深介于 2 700～

达到 100 %，
其压裂试气产量也会在（14～31）×104 m3/d

产量之间无明显相关性。

4 000 m，优 质 储 层（1—3 号 小 层）钻 遇 率 普 遍 大 于

Fig. 4

钻遇率和压裂试气散点图来看，优质储层钻遇率即使

波动（图 6b），表明钻遇率与压裂试气产量并不成匹

图 4 南川区块 JY-AHF 水平井段源储耦合评价
Evaluation of source-reservoir coupling of horizontal section in Well-JY-AHF in Nanchuan Block

图 5 南川区块 JY-BHF 水平井源储耦合评价
Fig. 5 Evaluation of source-reservoir coupling of horizontal section in Well-JY-BHF in Nanchuan Block

a.Ⅰ类源—储配置层段占比与压裂试气相关性

Fig. 6

b.1—3 号小层钻遇率与压裂试气相关性

图 6 Ⅰ类储层占比、1—3 小层钻遇率与压裂试气产量相关性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oportion of type Ⅰ reservoir, layer 1 to layer 3 drilling encounter rate and fracturing gas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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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刘雨林，等 . 源—储分类新方法在川东地区页岩气井产量分析中的应用
表 2 南川区块源储配置评价Ⅰ及Ⅱ类占比
Proportion of type Ⅰ and type Ⅱ source and reserve allocation evaluation in Nanchuan Block

井名

1-3 号小层
钻遇率（%）

返排率
（%）

JY-AHF 井

100

2.36

JY-CHF 井

95

3.90

JY-BHF 井

JY-DHF 井
JY-EHF 井
JY-FHF 井

JY-GHF 井

JY-HHF 井

100

2.34

100

3.88

94

2.98

94

100
100

7.38
5.09
3.57

Ⅰ类占比 Ⅱ类占比 12 mm 油嘴试气
产量（104 m3/d）
（%）
（%）

压裂段数
（段）

加液量
（m3）

加砂量
（m3）

1.38

32

1 538

20

36 904.05

1 348.60

94.43

3.38

24

1 459

20

42 099.89

1 215.39

79.10

89.66

4.87
0

89.17

9.02

84.70

8.93

93.51

81.88

2.43
18.13

比越高，其压裂试气产量越高，综合而言，在压裂试
气产量的分析上，双变量的源—储分类方法优于优

1 400

16

1 512

26

1 529

22

1 440

31

1 423

18

1 422

15

20
19
18
18
19
20

41 156.40
40 486.00
34 155.45
34 375.40
36 480.70
41 222.60

1 430.40
1 223.10
1 106.29
1 072.70
1 485.10
1 355.10

Formations in Southeast Sichuan Basin[J]. Oil & Gas Geology,

[2]

2015, 36（6）: 1001-1008.

胡宗全，王濡岳，刘忠宝，等 . 四川盆地下侏罗统陆相页岩气

源储特征及耦合评价[J]. 地学前缘，2021，28（1）：261-272.

HU Zongquan, WANG Ruyue, LIU Zhongbao, et al. Source-

质储层钻遇率法。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and coupling evaluation of lacustrine

shale gas in the Lower Jurassic, Sichuan Basin[J]. Earth

结论
1） 页岩储层中“源”
“ 储”互相耦合，共同制约着

[3]

Longmaxi Formation Shale Gas in Sichuan Basin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J]. Acta Geologica Sinica, 2014, 88（7）: 1209-

源—储配置类型，
4 号小层次之，
属于高碳中孔源—储

[4]

置层段分别占比 96.96 %、79.10 %，前者试气产量高、

Discussion about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resource evaluation

[5]

在解释分析压裂试气产量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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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北地区下石炭统鹿寨组页岩储层孔隙特征及评价
陶金雨 1, 2, 3, 4，申宝剑 1, 2, 3, 4，胡宗全 5，潘安阳 1, 2, 3, 4

（1. 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无锡石油地质研究所，江苏 无锡 214126；2. 页岩油气富集机理与有效开发国家重点实验
室，江苏 无锡 214126；3. 国家能源页岩油研发中心，江苏 无锡 214126；4. 中国石化油气成藏重点实验室，江苏 无锡
214126；5. 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桂中坳陷上古生界海相页岩经历了复杂的构造演化和热演化，下石炭统泥页岩系作为页岩气的主力产层，其储层的
微观孔隙结构表征与储层孔隙评价是亟待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对野外和岩心样品开展岩石薄片、扫描电镜、全岩 X 衍
射、孔隙度以及等温吸附等试验测试，对桂中坳陷北部下石炭统鹿寨组页岩储层的物质组成和储集孔隙进行了详细表征
与评价。研究表明，桂北地区鹿寨组页岩的有机碳含量 0.4 % ~ 6.6 %，有机质处于高成熟—过成熟热演化阶段，石英等脆
性矿物含量较高，具备良好的可压裂性。鹿寨组页岩储层的孔隙度平均 2.91 %，渗透率平均 0.007 9 ×10-3μm2，属于低孔—
特低渗—较好突破压力的页岩气储层。页岩储层的储集孔隙有残余粒间孔、晶间孔、粒内溶孔、黏土矿物层间孔和有机孔
5 种类型，主要的贡献者为黏土矿物层间孔、有机孔和黄铁矿晶间孔，孔径 17 ~ 65 nm，以小于 50 nm 的微孔和介孔为主，孔
隙之间的连通性较差，孔隙内部具有一定连通性。
关键词：页岩；储层评价；微观孔隙；下石炭统；桂中坳陷
中图分类号：TE122
文献标识码：A

Pore characteristics and evaluation of shale reservoir in Lower Carboniferous Luzhai
Formation, northern part of middle Guangxi Depression
TAO Jinyu1,2,3,4, SHEN Baojian1,2,3,4, HU Zongquan5, PAN Anyang1,2,3,4

（1. Sinopec Wuxi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Geology, Wuxi, Jiangsu 214126,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hale Oil and Gas Enrichment Mechanisms and Effective Development, Wuxi, Jiangsu 214126, China;
3. State Energy Center for Shale Oi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uxi, Jiangsu 214126, China;
4. Sinopec 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Accumulation Mechanisms, Wuxi, Jiangsu 214126, China;
5. Sinopec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upper Paleozoic Marine shale in middle Guangxi Depression, namely Guizhong Depression, has experienced
complex tectonic evolution and thermal evolution. As the main production layer of shale gas, the microscopic pore structure
characterization and reservoir pore evaluation of the shale in lower Carboniferous need to be studied urgently. Focus on the Lower
Carboniferous Luzhai Formation shale reservoir in the northern Guizhong Depression, the material composition and reservoir pores
of the shale are characterized and evaluated in detail by rock thin sect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Xray diffraction, porosity
and isothermal adsorption tests on samples both from fields and co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C in the shale of Luzhai
Formation is 0.4 % ~ 6.6 % . The organic matter is in the stage of high mature to over-mature thermal evolution. The content of
brittle minerals such as quartz is high, with a good fracturing ability. The shale in Luzhai Formation, with an average porosity of
2.91 % and an average permeability of 0.007 9 ×10-3μm2, is a kind of low porosity, ultra-low permeability and good breakthrough
pressure shale gas reservoir. There are five types of pores in the shale reservoir: the residual intergranular pore, intergranular pore,
intragranular dissolved pore, clay minerals interlayer pore and organic pore. The main contributors are the clay minerals interlayer
pores, the organic pores and the pyrite intergranular pores. The aperture rangs from 17 nm to 65 nm, most of which are microporous
or mesoporous with the scale less than 50 nm. The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pores is poor and there is a certain connectivity inside
the p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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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作为一种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受到世界
范围的广泛关注

[1-3]

。页岩储层评价和孔隙结构评价

一直是页岩气地质评价选区、
“ 甜点区”及建产核心
区优选的关键，对于实现页岩气高效开发具有重要
意义[4-8]。页岩储层的孔隙结构包括孔隙的孔径、体
积、比表面积、连通性等，影响着页岩气的富集[9-10]。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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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进行精细表征与评价，以期为今后的页岩气勘探
开发提供参考。

1

地质背景
桂中地区位于滇黔桂盆地东北部，地理位置上

中国广西南盘江及桂中地区上古生界页岩气资源量

处于广西中—北部，主体上处于扬子准地台南缘与

巨大，约 12.34×10 m

华南加里东褶皱带的结合部位[13-15]（图 1）。海西期

12

3[11-13]

，具有页岩气勘探开发的

巨大潜力[14]。目前，桂中地区的非常规页岩气储层

由于古特提斯洋张开，桂中坳陷拉张下沉开始接受

研究多集中在宏观的地质条件评价及勘探前

沉积，经历了多期裂陷和挤压作用的演化，在中泥盆

[10-12, 14]

，储集孔隙精细表征的研究尚处于空白状

世—早石炭世裂陷阶段，坳陷北部形成了河池—宜

态，对页岩气储层的储集孔隙评价很少。为了进一

州裂陷槽。研究区位于桂中坳陷北部地区河池—宜

景

步推进桂中地区上古生界的页岩气勘探工作，通过
岩心和野外样品的观察、全岩 X 衍射、有机碳测定、

州断裂附近，地层出露下石炭统鹿寨组（C1lz），地层

厚度 37 ~ 550 m[12]。鹿寨组沉积的海相页岩层系为

孔隙度测试及低温氮气吸附等实验手段，从野外采

主要的页岩气勘探开发层位，优质页岩位于鹿寨组

样、岩心观察、薄片鉴定及氩离子抛光扫描电镜不

二段（图 2）。鹿寨组时期，该地区的主要岩性为灰黑

同尺度上，明确研究区鹿寨组优质页岩的物质组成
与储集孔隙类型，对桂中地区鹿寨组页岩气储集孔

色—黑色硅质页岩、硅质岩，局部灰质含量高，为一
套较深水环境的沉积产物[11]（图 3）。

图 1 桂中坳陷北部位置与下石炭统鹿寨组综合柱状图
Fig. 1 Location of northern part of middle Guangxi Depression and comprehensive histogram of Lower Carboniferous Luzhai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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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硅质岩，BH 野外露头；b. 碳质泥岩岩心照片，富集黄铁矿，YY 井
3 089.92 m；c. 黑色页岩普通岩石薄片（-），水平层理，YY 井 3 079.46 m；
d. 黑色页岩氩离子抛光扫描电镜照片，YY 井 3 087.66 m。

样品

图 3 桂中坳陷北部不同尺度的鹿寨组页岩照片
Fig. 3 Photos of shale at different scales of C1lz in northern
part of middle Guangxi Depression

图 2 桂中坳陷典型井鹿二段综合柱状图
Fig. 2 Comprehensive histogram of C1lz2 in a typical well in
middle Guangxi Depression

YY1
YY2
YY3
YY4
YY5
YY6
BH1
BH2
BH3
0
石英

Fig. 4

2
2.1

50 %
钾长石

斜长石

方解石

100 %
白云石

黏土矿物

图 4 桂中坳陷北部鹿寨组页岩矿物组分
Mineral constituent of C1lz shale in northern part of
middle Guangxi Depression

页岩储层的物质组成
岩石学矿物学特征
桂北地区页岩受控于独特的“台－槽－丘－盆”

沉积体系，主要为浅水的碳酸盐台地与较深水的槽
盆相间的沉积格局，属于还原环境。研究区页岩岩
性多样，以深灰—灰黑色薄层泥页岩、硅质泥岩、硅

镜的观察表明，桂中坳陷北部地区鹿寨组页岩中的
石英一部分来自陆源碎屑，一部分来源于生物作用
（图 5）。研究区鹿寨组页岩的脆性矿物含量较高，有
利于页岩气的压裂开发。
2.2

质岩、碳质页岩为主，夹深灰色砂屑灰岩、生物碎屑
灰岩和粉砂岩，黄铁矿富集。
通过全岩 X 衍射测定实验，研究区鹿寨组页岩

矿物组成以石英和黏土矿物为主，分别占 46.36 %

和 33.49 %，其次为方解石、黄铁矿、石膏、菱铁矿及

地球化学特征
根据研究区钻井岩心鹿寨组底部页岩的地球化

学测试结果显示，有机质类型以腐泥组、镜质组和惰

质组为主，属于 II1 型—II2 型，总有机碳含量（TOC）分
布为 0.4 % ~ 6.6 %，平均值 2.5 %，有机质镜质体反射

率（RO）分布在 1.7 % ~ 3.9 %，平均值达到 2.9 %，处

重 晶 石（图 4）。 其 中 ，石 英 矿 物 含 量 主 要 分 布 在

于高成熟—过成熟的热演化阶段。

6.0 % ~ 50.2 %，平均 26.4 %；其次为方解石，平均含

3

30.8 % ~ 75.8 %，平均 50.0 %；黏土含量主要分布在

量 19.7 %。其他矿物成分占比均小于 5 %。通过鹿

寨组页岩 Al-Fe-Mn 元素含量特征分析，结合扫描电

页岩储层微观孔隙
页岩的孔隙可分为大孔（直径大于 50 nm）、介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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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图 5 鹿寨组页岩 Al-Fe-Mn 三角图解
Al-Fe-Mn triangular diagram of shale in C1lz

（直径介于 2 ~ 50 nm）、微孔（直径小于 2 nm）[16]。通

过普通岩石薄片和氩离子抛光扫描电镜的观察，桂
北地区鹿寨组海相页岩的储层孔隙空间发育残余粒
间孔、晶间孔、粒内溶孔、黏土矿物层间孔和有机孔 5
种储集孔隙类型（图 6）。
3.1

2022 年
第 12 卷 第 3 期

残余粒间孔

注：a. 残余粒间溶孔，灰黑色硅质页岩，GLD 井 1 914.50 m；b. 粒内溶孔，
黑色硅质页岩，JFY 野外露头样；c. 黏土矿物层间孔，黑色硅质页岩，BH 野
外露头样；d. 有机孔，黑色硅质页岩，BH 野外露头样；e. 黄铁矿内晶间孔，黑
色硅质泥岩，GLD 井 1 928.50 m；f. 黄铁矿晶间的有机孔，灰黑色硅质页岩，
GLD 井 1 933.60 m。

图 6 桂中坳陷北部下石炭统鹿寨组页岩 SEM 微观孔隙
Fig. 6 SEM micropores of shale in C1lz of northern part of
middle Guangxi Depression

由于成岩压实与胶结作用的改造，下石炭统鹿
寨组优质页岩中发育粒间孔隙。但是多数粒间孔被

些黏土矿物与黄铁矿、石英或方解石颗粒杂乱堆积

沥青充填，仅残余少量粒间孔。残余粒间孔一般分

后，形成了支撑结构从而有利于层间孔的保存。黏

布于石英颗粒之间，而且大部分为生物成因的硅质，

土矿物的层间孔呈线状分布，宽度大小不一，主要分

而不是陆源的石英碎屑。残余粒间孔的孔径一般在

布在 15 ~ 120 nm，也可见一些微米级大孔（图 6c）。

60 ~ 500 nm，属于纳米级大孔，形态呈棱角状，近三

部分层间孔被沥青全充填、半充填，在充填的沥青中

角形、多边形，部分粒间孔压实强烈，成狭长的条形

同样可见有机孔。

分布（图 6a）。

3.4

3.2

粒内溶孔

有机孔
通过本次样品的观察研究，发现桂中坳陷下石

粒内溶孔是在地下酸性水作用下，
溶蚀长石及碳

炭统鹿寨组优质页岩层段发育有大量的有机孔，且

酸盐等易溶矿物而产生的次生孔隙，主要分布在碳酸

其成因有两种：迁移有机质内孔隙和原地有机质内

[17]

盐颗粒内部 。通过扫描电镜的观察，研究区鹿寨
组优质页岩中的粒内溶孔的孔径一般为 50 ~ 130 nm，

孔隙（图 6d）。迁移有机质（即沥青）内的有机孔，是

指在石油充注阶段的无机矿物孔隙（主要为粒间孔）

属于纳米级大孔，形态呈圆形和椭圆形，方解石中的

被沥青充填后，沥青内部发育的孔隙；原地有机质内

溶蚀孔隙通常沿着解理发育（图 6b）。

的有机孔，是指成烃生物在演化过程中，其内部沿着

3.3

黏土矿物层间孔
当页岩孔隙水呈碱性时，随着埋深增加，蒙脱石

在向伊利石转化的过程中体积减小，从而产生微裂
[18]

骨架支撑形成的孔隙[19-20]。研究区页岩内有机孔以
迁移有机质内孔隙为主，
原地有机质内孔隙少见。有
机孔的孔径分布范围很广，在 8 ~ 2 400 nm，常见百纳

米级大孔，且孔隙内连通性好。因为迁移有机质内

（孔）隙 。研究区鹿寨组优质页岩广泛发育黏土矿

的有机孔没有无机矿物充填，也缺少地层水和无机

物层间孔，常平行于伊利石或者云母片层间，也有一

矿物的胶结，因此，可为页岩气提供大量的储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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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而原地有机孔在演化过程中继承了原始生物体

桂中坳陷北部地区具有低孔隙度、特低渗透率

组构，孔隙多具有一定定向性，而且常伴随无机矿物

以及中等—好突破压力的特点。可见桂中坳陷北缘

发育，因此，孔径、孔隙分布与连通性均不如前者。

下石炭统页岩具有较好的储集物性。

3.5

YY 井与 GLD 井样品测得的孔隙度范围分别为

黄铁矿晶间孔

0.5 % ~ 3.6 %和 0.9 % ~ 2.2 %，明显低于文献值中该

鹿寨组海相页岩富集大量的黄铁矿，矿物含量

地区其他井位和剖面样品的孔隙度。据推测，本次

最高可达 18 %。镜下常见莓状黄铁矿集合体，直径

研究中样品孔隙度偏低，可能是研究区位于宜山断

黄铁矿晶间孔分布在 22 ~ 544 nm，100 nm 左右的晶

炭化，基本不发育有机孔（图 3d）；在 GLD 井中常见多

大多在 3 ~ 10 μm，且晶间常被有机质充填。研究区

裂带附近，局部地区的热演化程度很高，导致有机质

间孔最为常见（图 6e）。成岩早期的黄铁矿内晶间孔

组硅质岩脉和后期构造改造所形成的构造裂缝

较大，伴随成岩作用与热演化过程，黄铁矿晶粒不断
生长、成岩压实不断加剧，导致晶间孔减小。在油气
充注阶段，当沥青进入黄铁矿集合体后，黄铁矿晶间
也可见部分有机孔（图 6f）。

4 页岩储层微观孔隙结构与孔隙评价
4.1

物性
桂中北部地区鹿寨组优质泥页岩段（TOC＞2 %）

（图 7），裂缝均为全充填，过强的构造运动破坏了原
始的储层结构，使得页岩内孔隙连通性变差。

4.2

储层孔隙结构
氮气吸附实验可以定量分析相对较小的页岩孔

隙特征[17]。通过 N2 吸附试验可知（图 8），鹿寨组页岩

的 具 有 一 定 的 吸 附 能 力 ，最 大 吸 附 量 介 于 2.750 ~

7.623 mL/g，平均 5.763 mL/g。随着总有机质含量的

具有高石英、低黏土、低碳酸盐矿物的组成特征。北

美地区页岩气储层孔隙度大部分分布在 1 % ~ 10 %，
主要产层为 2 % ~ 6 %，渗透率一般小于 0.1×10-3μm2。

YY 井鹿寨组下段部分泥页岩样品破碎严重，碳质含
量高，本次研究采用无锡所自主研发的岩石样品总

体积测定系统，测定不规则页岩样品的孔隙度数据。
结合前人发表的研究成果（表 1）可知，研究区下石炭

统 优 质 页 岩 的 钻 井 统 计 平 均 孔 隙 度 在 0.36 % ~

5.83 %，
平均为 2.91 %，
渗透率介于（0.000 38 ~ 0.134）×

10-3μm2，平均为 0.007 9×10-3μm2。部分样品由于裂

缝 发 育 导 致 渗 透 率 超 过 15×10-3μm2，突 破 压 力 为

图 7 硅质岩脉（GLD 井 C1lz，1 936.05 m）
Fig. 7 Siliceous vein（Well-GLD, C1lz, 1 936.05 m）

12.51 ~ 47.90 MPa[21]。

10

井

QY2 井

层位
C1

DY1 井

C1

HY1 井

C1

CY1 井

C1

DY2 井

C1lz

GLD 井

C1lz

YY 井

C1lz

孔隙度（%）
2.36
4.96
1.82

渗透率（10 μm ）
-6

9.1
3.3

4.49

18.7

1.39

8.0

4.04
1.37

0.7

2

8
吸附量(mL/g)

表 1 桂中坳陷北部下石炭统页岩储层物性数据平均值
Table 1 Average values of physical properties of
shale reservoirs in lower Carboniferous of northern part
of middle Guangxi Depression

1-YY(TOC=0.29 %)吸附
2-YY (TOC=1.76 %)吸附
3-YY(TOC=2.73 %)吸附
4-YY(TOC=3.28 %)吸附
5-GLD(TOC=4.83 %)吸附

1-YY脱附
2-YY脱附
3-YY脱附
4-YY脱附
5-GLD脱附

6
4

出处
文献[22]

2

文献[23]
文献[24]
文献[12]
文献[25]
本次研究
本次研究

0

0.2

0.4
0.6
压力(MPa)

0.8

1.0

图 8 桂中坳陷北部鹿寨组页岩氮气等温吸附曲线
Fig. 8 Adsorption isotherm of shale in C1lz of northern part of
middle Guangxi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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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样品的初始和最大吸附量明显减小，滞后回环
幅度明显降低。大部分样品的回环形态为 H3 型，表

4.3

型，表明样品中多为微—介孔。结合氩离子抛光扫

储集孔隙类型有残余粒间孔、晶间孔、粒内溶孔、黏

描电镜的观察，认为鹿寨组页岩孔隙空间的主要贡

土矿物层间孔和有机孔 5 种。结合页岩矿物成分、地

明发育狭长形孔隙 ；样品 GLD46 的回环形态为 H4

献来自于黏土矿物层间孔和有机孔，局部发育黄铁

储层孔隙评价
桂中坳陷下石炭统鹿寨组页岩储层中，主要的

球化学特征、孔隙的氩离子抛光扫描电镜图像分析、
物性数据和氮气低温吸附实验结果可知，主要贡献

矿晶间孔。
研究区鹿寨组页岩微孔的孔体积平均为
0.003 2 mL/g，约占总孔体积的 32 %（表 2）。介孔的

孔体积所占比例最大，约 44 %，平均为 0.004 5 mL/g；

者为黏土矿物层间孔、有机孔和黄铁矿晶间孔。
黏土矿物层间孔受控于颗粒间填隙物、自生黏
土矿物的类型和分布。在氮气吸附实验结果中，样

大孔的孔体积相对较小，平均为 0.002 2 mL/g，约占

品 YY3 和 YY28 的比表面积和总孔容相对较高，但层

发育介孔，其次是微孔，大孔的贡献率最低。根据

应，渗透率介于（0.79~134.00）×10-6 μm2 ，一些样品的

总孔体积的 24 %。由此可见，鹿寨组页岩储层主要
IUPAC（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分类的孔宽分

布统计，鹿寨组页岩样品的孔径集中在 17 ~ 65 nm，

间孔之间的连通性较差，与扫描电镜观测结果相对

渗透率可以达到 15.5×10-3 μm2 ，说明在黏土层间孔

中微裂缝发育。结合页岩样品的地球化学特征，这

以小于 50 nm 的微孔和介孔为主，渗透率分布介于

些 样 品 普 遍 具 有 热 演 化 程 度 高 的 特 点 ，RO 达 到

页岩中的吸附气主要吸附在有机质和矿物表

缝。随着热演化程度的增加，有机酸为伊利石化提

（0.38 ~ 1.15）×10 μm ，孔隙连通性较差。
-6

2

3.83 % ~ 4.05 %，在扫描电镜中还可观察到一些收缩

面，吸附气量主要与页岩的比表面积有关（图 9） 。
[26]

从氮气吸附实验的结果来看，鹿寨组页岩样品的吸

8

N2最大吸附量(mL/g)

附量较低，而且总有机碳含量越高，吸附量越低，比
表面积越小，这与龙马溪组页岩明显不同[19]。总有
机碳含量高的样品多来自硅质页岩，大部分有机孔
为介孔和微孔，孔隙的比表面积较小，吸附气量较

6
4
2

低。而总有机碳含量低的样品大多为碳酸盐矿物含
0

量较高的钙质泥岩和泥质灰岩，且样品的热成熟度

为线性分布的狭长形孔隙，而且局部发育微米级大
孔，导致其孔隙比表面积大于有机孔，因此，吸附气
量反而大。

Table 2
编号

10

15

比表面积(m2/g)

很高，有机孔由于成岩压实或有机质裂解消耗而闭
合，所以主要的孔隙贡献来自于黏土矿物层间孔，多

5

图9

桂中坳陷北部鹿寨组页岩氮气最大吸附量与孔隙比
表面积呈正相关关系
Fig. 9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aximum N2
adsorption and pores surface area of shale in C1lz of northern
part of middle Guangxi Depression

表 2 桂中坳陷北部鹿寨组页岩孔隙体积与比表面积统计
Statistics of pore volume and surface area of shale in C 1lz of northern part of middle Guangxi Depression
岩性

深度（m）

TOC
RO
（%） （%）

1-YY 深灰色泥质灰岩 3 083.01

0.29

3-YY 灰黑色碳质泥岩 3 090.07

2.73

2-YY 深灰色钙质泥岩 3 075.51
4-YY 灰黑色碳质泥岩 3 092.51

5-GLD 黑色硅质泥岩 1 875.70
平均值

孔体积（mL/g）
介孔

大孔

总孔容

0.000 5

0.001 4

0.001 1

0.002 9

0.003 5

0.004 8

0.002 2

0.010 4

1.76

3.83 0.004 9

3.28

4.05 0.002 5

2.58

3.43 0.002 6

4.83

孔体积所占比例

微孔

2.42 0.001 6

0.005 6
0.002 8
0.002 1
0.003 3

0.002 0
0.003 0
0.001 1
0.001 9

0.012 6
0.008 3
0.004 8

0.007 8

微孔
15.36

39.01

33.14

30.05

33.95

30.30

介孔
47.44

44.75

45.79

33.77

42.86

42.92

大孔
37.2

比表面积
（m2/g）
1.239

16.24

10.408

36.18

5.436

21.07

23.19

26.78

7.238
3.641
5.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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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大量钾离子，使伊/蒙混层矿物转化为伊利石[27]，

贡献最大，孔径为 17 ~ 65 nm，局部孔隙内部具有一
定的连通性。

在伊/蒙混层矿物中形成了纳米级微孔—介孔。
鹿寨组页岩储层中的黄铁矿晶间孔常与有机质
伴生，多被有机质充填，内部孔隙具有一定的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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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页岩气储层测井特征分析
马 林 1，蒋夏妮 2，龚劲松 1

（1. 中国石化华东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测井分公司，江苏 扬州 225007；2. 中国石化华东石油技师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9）
摘要：不同产能页岩气井，其储层测井响应特征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对比分析不同产能页岩气井测井曲线响应特征，进而
总结高产页岩气储层的测井响应特征。分析不同产能页岩气井在岩性、电性、物性、地应力和孔隙压力等方面的差异，利
用电阻率测井、放射性测井和声波扫描等地球物理测井信息，围绕有机质品质和地层压力等反映页岩气产能的关键参数，
形成了一套基于测井综合响应特征的优质高产页岩储层识别方法。结果表明，优质高产页岩储层电性特征表现为高伽
马、低密度、低中子、高声波时差和中高电阻率等特征，纵、横波时差交会图显示地层呈高压特征，该套分析方法能够准确
判别页岩储层勘探开发潜力。通过川东南不同页岩气区块不同类型页岩气层现场试气结果与测井综合分析判定结果对
比表明，该套判别方法符合率高，可以为页岩气井后期完井方案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页岩气；有机碳；含气量；地应力；地层压力；电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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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logging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quality shale gas reservoirs
MA Lin1, JIANG Xiani2, GONG Jinsong1

（1. Sinopec Oilfield Service Corporation, Yangzhou, Jiangsu 225007, China;

2. East China Petroleum Technician Institute, Yangzhou, Jiangsu 225129, China）
Abstract: The logging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roductivity shale gas wells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logging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shale gas well with different productivity, the logging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production shale gas reservoir are summarized. Then, by the analyses of the differences of lithology, electrical properties,

physical properties, in-situ stress and pore pressure in shale gas wells with different productivity, and the geophysics logging

information such as resistivity logging, radioactive logging and acoustic scanning, etc., a set of high-quality and high-yield shale

reservoir identification methods based on integrated logging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is developed by considering the key

parameters of organic quality and formation pressure to reflect shale gas productiv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igh-quality and high-yield shale reservoirs are high gamma-ray, low density, low neutron, high acoustic time

difference and medium-high resistivity. This set of analysis method can accurately identify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shale reservoir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ield gas test resul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hale gas reservoirs in different
shale gas blocks in southeastern Sichuan and the results of comprehensive well logging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ethod has a high
coincidence rate. It can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later completion plan decision of shale gas well.
Keywords: shale gas; organic carbon; gas content; rock mechanics; formation pressure; resistivity

富有机质页岩测井响应特征与普通泥页岩差异

法确定焦石坝地区页岩岩性、物性和地化等储层地

明显，测井可以获取大量岩石物理信息，因而在页岩

质参数计算方法。刘双莲[2] 针对页岩页理对测井响

气储层评价中具有重要作用。石文睿等[1] 利用回归

应及岩石力学参数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颜磊[3]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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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阐述了川南海相页岩气测井综合评价技术。夏宏
[4]

泉等 利用测井多参数两向量法识别页岩气地质“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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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度大、脆性矿物含量高以及含气量高的层段，这
些层段在测井曲线上表现为高自然伽马、高声波时

点”。徐春露等 在考虑孔隙度、有机质含量和有效

差、高电阻率、高铀含量以及相对低密度、低中子和

应力对声波速度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基于声

低无铀伽马“四高三低”的测井响应特征，利用测井

波速度模型的页岩气孔隙压力预测方法。王濡岳

曲线交会图（图 1）和曲线重叠方法（图 2）能够准确地

[6]

等 通过选取富有机质页岩响应敏感的测井曲线叠
合与交会分析进行优质页岩储层识别。王玉满等

[7]

研究了有机质炭化与电阻率响应特征之间的关系。
[8]

赫志兵 总结了有效烃源岩测井识别与评价方法。
[9]

陈亚秋等 开展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指标分析研究。
[10]

冷玥等 对页岩气储层测井评价技术研究与应用现
[11]

状进行了总结分析，张庆国等 开展了基于地化参

进行优质页岩气层段测井识别。结果显示龙马溪—
五峰组页岩从上至下，中子、密度曲线数值均呈由高
渐低的变化，至底部含气性好的优质页岩段低密度、
低中子曲线具有明显的幅差。伽马能谱测井显示普
通泥岩钍铀比大于 3，一般页岩钍铀比为 2～3，优质

页岩钍铀比小于 1。页岩段产气剖面测试结果显示：
总有机碳含量（TOC）高、含气量高、脆性矿物含量高

数的页岩储层孔隙度解释模型研究，以上研究均对

和孔渗条件好的优质页岩是主要产气贡献段，是页

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具有借鉴作用。

岩气开发的“甜点”，利用测井技术获取页岩气资源

现有测井评价方法能够进行页岩储层参数定量

和地质“甜点”分布状况，有利于全面发挥地质导向

综合评价，但由于页岩矿物组分复杂以及吸附和游

在页岩气钻井中的技术优势[12-14]。通过岩心标定测

离状态共存的含气性、低孔低渗的储层特征，再加上

井，将测井计算的脆性矿物含量、孔隙度和 TOC 进行

现有测井仪器测量精度、实验分析技术和现场测试

归一化，将 3 个有利因素累加，构成页岩“甜点”的定

的局限性，造成利用测井进行页岩骨架参数确定和
含气性、物性和矿物组分精确评价仍存在一定难度。
以川东南海相页岩气井测井资料为基础，结合
实验分析数据以及试气等资料，通过开展页岩储层
矿物组分、地化参数、物性参数、含气量和地层压力
等关键参数与测井信息的相关性分析，提取最能够

量指标，即“甜点”指数。图 2 中第 9 道为“甜点”的定

量参数，数值高处即为测量段内的地质甜点位置。

2 基于电性测井的优质页岩识别技术
2.1

基于储层电阻率特征的页岩品质识别

反映优质高产页岩的测井元素，围绕以有机质成熟

谢小国等[15] 探讨了电阻率与有机质关系，影响

度为核心的地质参数和以地层压力为核心的工程参

页岩导电性的因素包括有机质演化程度、地层束缚

数，形成一套优质高产页岩测井判别流程。伽马能

水、黄铁矿和页岩层理缝等。有机质是电的不良导

谱、补偿中子和补偿密度等放射性测井系列可准确

体，富含有机质的页岩常表现为高电阻率特征。但

识别高有机质丰度、高孔隙度和高脆性矿物层段，电

当演化程度达到一定阶段时，电阻率反而出现降低

性特征是有机质演化特性最可靠的指示，可以确定

的趋势。其原因在于有机质的存在，一方面会增加

储层品质和地质“甜点”。偶极声波和电成像特殊测

阳离子交换量及有效表面积，另一方面，还会影响岩

井可评价页岩储层在演化过程中成岩和构造运动后

样的孔隙结构，进而影响岩样的导电性质；另外受地

储层应力状态及裂缝发育特征，是储层保存条件和

质综合因素影响，高成熟度有机质炭化，内部结构发

地层压力的指示，进而反映了页岩工程“甜点”和产

生变化，最后变成导电能力强的石墨使得地层电阻

能，为页岩气井钻完井方案决策和气藏资源潜力评

率低[16-17]，导致过成熟有机物含量越高，页岩电阻率

估提供科学依据。

1

反而越低，如 W1 和 C1 井（图 3）。综合说明影响页岩

电阻率因素虽多，但有机质的存在是影响电性特征

基于放射性测井的优质页岩划分
与识别技术
川东南地区页岩实验分析和产气剖面测试结果

都显示页岩高产气层段主要分布在有机质含量高、

的主要因素，是页岩含气性的综合反映。
结合页岩气井含气性和产气测试资料，利用电
性特征可将页岩划分 3 类：Ⅰ类低阻（小于 10 Ω·m），
低含气量和产气量，有机质过成熟，含气性和产气性

均差；Ⅱ类中高电阻（10～200 Ω·m），有机质处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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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图 1 川东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测井曲线交会图
Crossplot of logging curves of Wufeng-Longmaxi Formation in eastern Sichuan

Fig. 2

图 2 优质页岩层测井曲线重叠识别
Log overlap identification of high-quality shale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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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电阻率与镜质体反射率、有机碳、含气量和产气量交会图
Cross plot of resistivity and vitrinite reflectance, organic carbon, gas content and gas production

气和产气有利阶段，含气性和产气性较好；Ⅲ类高或

是与顶板普通泥岩相比，页岩层电阻率随密度减小

不利开采。

通泥岩，这类页岩储层自然产气性就相对较差（L2、

2.2

L3 井）。

特高电阻（大于 200 Ω·m），储层偏致密，孔渗性差，
基于电阻率重构法的页岩品质识别
为研究有机质对电阻率的影响，通过上部普通

泥岩段电阻率曲线与三孔隙度和伽马曲线相关性分

而降低，且低密度、高 TOC 层段电阻率值明显低于普

3

析，重构富有机质页岩段电阻率值（图 4），通过实测

电阻率与重构电阻率对比，进而间接反映有机质的

基于声波测井和放射性测井的页
岩储层压力预测技术
超压系统有效地支撑了孔隙结构，地层压力系

赋存对页岩导电性的影响。11 口井统计结果显示，

数越高，页岩孔隙越好，超压系统有利于有机孔隙保

优质页岩的实测电阻率与重构电阻率比值分布在

存[18]，地层压力是影响页岩气产能的主要因素，也是

1～3，大于 3 意味着有机质过了最佳生气和产气阶

判断页岩保存条件的主要标志。

段，如 R1、L2 和 L3 井，岩心现场解析含气量和测试产
量均相对较差。
2.3

基于页岩与顶板普通泥岩电阻率比值法的页
岩品质识别

3.1

基于声波和密度测井交会图法的页岩压力识
别技术
有机质生烃作用，特别是烃类裂解生气作用是

形成页岩超压的主要原因[19-21]，此类成因的超压，在

通过制作同区块富有机质页岩与普通泥岩电阻

超压段没有孔隙度异常，测井系列上表现为声波传

率比与密度交会图（图 5），储层模式可分为两类：第

播速度低。利用声波和密度测井交会图可以区分不

一类是与顶板普通泥岩相比，页岩层电阻率随密度

同成因的超压[22]，欠压实段的密度和声波速度变化

减小变化不大且数值比泥岩略高，这类密度小、TOC

趋势一致，数据点落在正常压实曲线上，而生烃超压

高的页岩气储层具有较好的产气性（L1 井）；第二类

由于降低了岩石的有效应力，因此，表现为声波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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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彭水地区 L2 井实测电阻率与重构电阻率对比
Comparison of measured resistivity and reconstructed resistivity in Well-L2 of Pengshui area

降低，但是岩石密度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根据岩性、电性、物性和含气性特征，龙马溪组
—五峰组底部页岩都可以分为 4 个亚段，自下而上的

岩性分别为高硅高碳页岩段、中硅高碳页岩段、含碳
粉砂岩段和中低碳泥页岩段 4 个岩性段，优质含气层

段都集中在底部高硅高碳页岩段。

从 J3 井和 P1 井密度-声波速度交会图可见超压

图 5 富有机质页岩与泥岩电阻率比与密度交会图
Fig. 5 Cross plot of resistivity ratio and density of shale with
rich organic matter

地层流体膨胀, 超压地层段的密度变化较小，而声波
速度明显降低（图 6）；常压地层的密度和声波速度变
化趋势一致，密度和声波速度同时增大（图 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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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地层压力系数测井评价技术

无气体影响时的趋势，纵波时差值明显低于无气体
影响时的值，气体对声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纵波时

页岩地层异常孔隙压力成因机理复杂，异常高

差上，而横波时差对流体不敏感，受气体影响相对较

压成因不再以不平衡压实为主，气体的生成可使得

小。所以当储层中含有不同压力气体时，纵波时差

孔隙压力增大。因此，传统的地层声波时差等效深

呈现不同幅度的降低，而横波时差受影响较小，所以

度孔隙压力预测方法针对页岩气储层孔隙压力预测

纵横波交会趋势线对比可以反映孔隙压力状况。

适应性变差。

纵、横波时差交会特征在普通页岩与含气页岩

为避免岩性差异对声波时差的影响，选取龙马

段中具有不同的斜率，统计平桥地区、东胜地区、彭

溪组上部岩石矿物组成与底部含气页岩相近的普通

水地区和武隆地区不同纵、横波时差在普通页岩和

泥页岩作对比，纵波、横波时差测井数据统计关系显

含气页岩段的斜率发现，普通泥岩段纵、横波时差

示，在不受气体影响的情况下，纵波时差和横波时差

斜率大，而含气页岩段纵、横波时差斜率小（图 8），

之间呈现出清晰的变化规律，与无气体影响时的规

与含气段纵波衰减明显强于横波衰减相关，二者斜

律相比较，含气层段的纵波、横波时差变化趋势偏离

率的比值与地层压力系数具有较好的相关性（表 1）。
P1 和 L1 井 显 示 为 常 压 页 岩 气 层 ，水 平 井 日 产 量

（2～5）×104 m3。其余井测井预测地层压力系数大于
1.2，水平井日产量大于 10×104 m3。

4

基于声波扫描测井的优质页岩地
应力特征
声波扫描测井解释结果显示页岩地层的水平主

应力差越小，压力推进过程中受到的阻力也越小，从
而使裂缝的延伸性也更好，且水力压裂形成复杂缝
网的可能性也越高，因此，可压性也越好。分析对比
图 6 彭水地区 J3 井超压地层密度-声波速度交会图
Fig. 6 Crossplot of density and acoustic velocity of
overpressure formation in Well-J3 of Pengshui area

偶极声波测井确定的龙马溪—五峰组底部①—③号
层最大和最小水平主应力平均值，常压页岩气储层
最大与最小地应力差异系数较大，普遍大于 20 %，有

机质生气造成的压力又因裂缝发育被释放掉，压力
难以保持。超压页岩气储层最大与最小地应力差异

表 1 地层孔隙压力系数测井预测与实测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logging prediction
and field measurement of pressure coefficient of
formation pore
普通页岩
纵横波时差
交会斜率

S1

0.036 97

0.027 64

1.34

1.66

19.2

J4

0.037 33

0.030 71

1.22

1.12

8.9

J3

图 7 彭水地区 P1 井常压地层密度-声波速度交会图
Fig. 7 Crossplot of density and acoustic velocity of normal
pressure formation in Well-P1 of Pengshui area

相对
含气页岩
计算地层 实测地层
误差
纵横波时差
压力系数 压力系数
（%）
交会斜率

井名

J5

L1
P1

0.036 52
0.034 64
0.042 58
0.037 81

0.025 90
0.028 86
0.038 35
0.036 45

1.41
1.20
1.11
1.04

1.35
1.15
1.08
0.98

4.5
4.3
2.8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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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相对较小，一般在 10 %左右（表 2），更有利于储

层水矿化度和泥岩组分相对稳定情况下，地应力变

在强挤压应力条件下或强压实条件下，挤压应

够灵敏地反映地应力集中状态（图 9），可以利用这种

层改造后网状缝的形成。

力增加意味着等效深度或等效负载压力增加，黏土
孔隙度急剧降低，黏土束缚水含量降低，因此，在地

Fig. 8

L1
L2
L3
J3
J1
J4
J5

S1
S2

响应特征对地应力分布状况进行评价，进而对储层
品质及含气性进行定性、定量评价。

a.S1 井

b.L1 井

c.J3 井

d.P1 井

图 8 彭水地区 S1、L1、J3 和 P1 井纵、横波时差交会图
Crossplot of longitudinal and shear wave time difference in Well-S1, Well-L1, Well-J3 and Well-P1 of Pengshui area

Table 2
井
名
P1

化是电阻率变化的主要因素[23]，因此，泥岩电阻率能

表 2 差异系数统计
Statistic of coefficient of difference

最大水平
最小水平
主应力（MPa） 主应力（MPa）
57
39
67

51

71

57

61
52
84
75
63
81
72

46
45
77
68
54
72
66

应力差异
系数（%）
46.2

压力
类型
常压

32.6

常压

31.4

24.6

15.6
9.1

10.3

16.7

12.5
9.1

常压
常压
超压
超压
超压
超压
超压
超压

图 9 页岩顶板泥岩电阻率与最大主应力关系
Fig. 9 Relation between resistivity and maximum principal
stress of shale roof and mud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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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应力分布与储层品质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
构造挤压应力强烈，致使储层致密，孔渗性能差，常
常难以形成优质气层。同一构造带优质储层往往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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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阻率成像测井的优质页岩
裂缝发育特征

育于构造带局部弱挤压应力区，此处有利于储层保
持较高的原生孔渗条件（图 10）。

以构造作用为主形成的天然裂缝，对于页岩储
层的形成和改造具有重要作用，对页岩气的储渗具
有现实意义。如常压页岩气 P1 井高导缝很发育，且
裂 缝 角 度 较 大 ，① — ⑤ 小 层 发 育 裂 缝 倾 角 集 中 在

80°～90°, 说明早期构造运动对该井的影响较强，在

裂缝被充填之前气体有渗漏。即便裂缝被后期矿物
充填，也难以充满整个裂缝网，真正形成有效隔档和
有利于储层压力保存。优质高产页岩储层高导缝不
发育，发育低角度小规模高阻缝，利于气体短距离
渗流。

图 10 页岩顶板泥岩电阻率与日产气量关系
Fig. 10 Relation between shale resistivity and daily gas
production in shale roof

Fig. 11

6

实例应用分析
研究区位于四川盆地及周缘，沉积环境主要为

图 11 东胜背斜 S2 井页岩储层测井综合评价成果
Log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sult of shale reservoir in Well-S2 of Dongsheng anti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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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陆棚相，龙马溪—五峰组页岩纵向上从上至下

[3]

黏土含量逐渐降低，硅质含量、有机质丰度逐渐升

压为主，测试日产量（2～5）×10 m 。S2 井（图 11）位
4

3

of marine shale gas logging in south Sichuan[D]. Chengdu:
[4]

于盆内，底部伽马呈高值、电阻率呈中高值，中子和

模量相对较高，泊松比相对较低，综合显示页岩底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9.

夏宏泉，王瀚玮，赵昊 . 测井多参数两向量法识别页岩气地
质“甜点”[J]. 天然气工业，2017，37（11）：36-42.

XIA Hongquan, WANG Hanwei, ZHAO Hao. Identification of

密度值相对低，声波时差相对较大，测井曲线重叠面
积最大、脆性矿物含量和“甜点”指数都较高，杨氏

颜磊 . 川南海相页岩气测井综合评价技术及应用研究[D]. 成

都：成都理工大学，2019.

YAN Lei.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echnique and application

高，页岩物性、含气性和页岩品质变好。横向上盆内
页岩气藏以超压为主，测试产量较高，盆外气藏以常

453

shale gas geological sweet spot by log multi-parameter two[5]

vector method[J]. Natural Gas Industry, 2017, 37（11）: 36-42.

徐春露，孙建孟，董旭，等 . 页岩气储层孔隙压力测井预测新

部为本井优质页岩段，偶极声波测井评价地应力差

方法[J]. 石油学报，2017，38（6）：666-676.

异系数为 10.5 %，测井预测地层压力系数为 1.39，电

prediction method of Pore pressure in shale gas reservoir[J].

成像测井显示优质页岩段发育少量高阻缝，测井综
合判断该井属于优质超压页岩气井，后期测试日产
气 32×104 m3，与测井判定结果一致。

7

XU Chunlu, SUN Jianmeng, DONG Xu, et al. A new logging

[6]

优质页岩储层测井识别——以贵州岑巩页岩气区块为例

[J]. 天然气地球科学，2015，26（12）: 2395-2407.

WANG Ruyue, LENG Jigao, DING Wenlong, et al. Logging

结论

Niutitang formation in upper Yangtze region——Taking

低”的测井响应特征，伽马能谱、中子和密度等放射

Cengong shale gas block as an example[J]. Natural Gas
[7]

性测井系列可以评价页岩岩性、物性和有机质丰度

指标，高产优质页岩电阻率主要介于 10～200 Ω·m，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Yangtze region[J]. Natural
[8]

重构电阻率显示有机质影响因素值分布在 1～3；顶

层裂缝和应力特征，反映储层保存条件，高产页岩气

[9]

District Shale gas field[J]. Logging Techniques, 2015, 39（3）:

[10]

[11]

应用现状[J]. 非常规油气，2019，6（6）：117-123.

Oil & Gas, 2019, 6（6）: 117-123.

张庆国，黄莹双，张容基，等 . 基于地化参数的页岩：由储层
孔隙度解释模型研究[J]. 非常规油气，2021，8（5）：9-17.

ZHANG Qingguo, HUANG Yingshuang, ZHANG Rongji, et al.
Study on porosity interpretation model of shale oil reservoir

based on geochemical parameters[J]. Unconventional Oil &

规油气，2019，6（4）：1-5.

response and rock mechanics parameters[J]. Unconventional

冷玥，赵迪斐，郭英海，等 . 页岩气储层测井评价技术研究与
LENG Yue, ZHAO Difei, GUO Yinghai, et al. The application

357-362.

Oil & Gas, 2019, 6（4）: 1-5.

Natural Gas Geology, 2021, 42（1）: 241-250.

status of shale gas reservoir logging evaluation[J]. Unconventional

刘双莲 . 页理对测井响应及岩石力学参数影响分析[J]. 非常
LIU Shuanglian. Effect analysis of shale bedding on well logging

古生界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实践与启示[J]. 石油与天然气

Fuling District shale gas field, Sichuan Basin[J]. Petroleum and

层含气量测井评价[J]. 测井技术，2015，39（3）：357-362.

logging evaluation of Jiaoshiba shale gas reservoir in Fuling

陆亚秋，梁榜，王超，等 . 四川盆地涪陵页岩气田江东区块下

LU Yaqiu, LIANG Bang, WANG Chao, et al. Exploration and

石文睿，张超谟，张占松，等 . 涪陵页岩气田焦石坝页岩气储
SHI Wenrui, ZHANG Chaomo, ZHANG Zhansong, et al. Well

Changjiang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2016, 13（29）: 18-23.

development of Paleozoic deep shale gas in Jiangdong block,

压力系数普遍高于 1.15，最大与最小水平主应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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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干酪根吸附规律的分子模拟研究
李晶辉 1，韩 鑫 3，黄思婧 3，余洋阳 3，强贤宇 3，顾康福 3，侯大力 2,3
（1. 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2. 成都理工大学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059；3. 成都理工大学能源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摘要：页岩气是以 CH4 为主赋存在有机质页岩的非常规天然气，其中的吸附气是页岩气后期产量的主要来源，因此，研究页

岩的吸附机理对页岩气开发有重要作用。利用Ⅱ型（混合型干酪根，来源于浮游生物）干酪根分子建立Ⅱ型干酪根模型，

采用蒙特卡洛方法和分子模拟方法研究 CH4 在Ⅱ型干酪根中的微观吸附行为和机理，通过实验数据验证了该模型，并进一

步探究了孔径、温度和压力对吸附行为的影响。研究取得的认识如下：①孔径越大，CH4 超额吸附量越大；温度越高，CH4 超

额吸附量越低；压力越大，CH4 绝对吸附量先快速上升后逐渐平缓，CH4 超额吸附量先上升后下降；②随着孔径的增加，CH4

的吸附热越来越少，并从吸附热看，CH4 在干酪根的吸附行为是物理吸附；③孔径小于 1 nm 时，CH4 在干酪根中为吸附相；

孔径大于 1 nm 时，CH4 在干酪根中为吸附相与游离相共存。
关键词：分子模拟；页岩气；干酪根；吸附；吸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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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ar simulation of adsorption law for shale kerogen
LI Jinghui1, HAN Xin3, HUANG Sijing3, YU Yangyang3, QIANG Xianyu3, GU Kangfu3, HOU Dali2,3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Technology, Sinopec Northwest Oilfield Company, Urumqi, Xinjiang 830011,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il and Gas Reservoir Geology and Exploitatio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610059, China; 3. College of Energy,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610059, China）

Abstract: Shale gas is unconventional natural gas, mainly CH4, occurring in organic shale. The adsorbed gas is the main source for

later production of shale gas. Therefore, studying the adsorption mechanism of shal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le gas

development. By using type Ⅱ kerogen molecules, a type Ⅱ kerogen model is established. Then, Monte Carlo method and

molecular simulation method are used to study the micro adsorption behavior and mechanism of CH 4 in type Ⅱ kerogen.

Experimental data are used to verify this model, and the effects of pore size,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on the adsorption behavior

are investigated.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① The higher the pore size, the greater the excess adsorption capacity of CH 4. The

higher the temperature, the lower the excess adsorption capacity of CH 4. With the increase of pressure, the absolute adsorption

amount of CH4 increases rapidly at first and then gently, and the excess adsorption amount of CH4 increases first and then

decreases. ② The adsorption heat of CH4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pore size. The adsorption of CH4 in kerogen is physical
adsorption. ③ When the pore size is smaller than 1 nm, CH4 is the adsorption phase in kerogen; when the pore size is larger than one

nanometer（1 nm）, CH4 is the coexistence of adsorption phase and free phase in kerogen.

Keywords: molecular simulation; shale gas; kerogen; adsorption; adsorp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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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是指赋存于富有机质页岩的非常规天然
气

[1-3]

，其中吸附气占比介于 20 %～85 % 。页岩气
[4]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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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模型，该分子模型由 7 个二维结构组成。许晨曦
等[17] 通过分子模拟发现不同矿物其吸附能力：干酪

后期稳产主要依赖于吸附气解吸，但目前我国页岩

根大于黏土矿物、大于石英，原因是气体在矿物表面

气吸附特征和机理仍然缺乏研究，因为吸附气主要

吸附位特征（吸附质密度和吸附强度）的不同。

赋存于页岩气干酪根内部的微纳米孔隙中，实验室

结合近几年国内外研究发现：在石油领域分子

无法模拟页岩气藏低孔低渗、高温高压的环境，无法

模拟技术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分子模拟从微观角

对页岩气微观的吸附机理进行研究。而通过分子模

度分析吸附，具有宏观无法替代的技术优势。利用

拟的方法，可以从微观角度研究页岩气在干酪根中

真实的Ⅱ型干酪根分子建立干酪根狭缝模型，比起

的吸附机理，分析压力、温度和孔径对页岩气吸附行

石墨模型更加接近页岩真实构造；采用分子动力学

为的影响。目前已有国内外学者使用分子模拟技术

模拟方法，探索吸附规律和机理；并对真实干酪根模

研究 CH4 在干酪根表面的吸附

型进行全面敏感性分析，包括孔径大小、温度、压力

[5-7]

。

AMBROSE 等 发现页岩孔隙体积与自由气体体
[8]

对 CH4 吸附的影响；通过径向分布函数和吸附热的规

积不是相同的，并认为页岩气吸附符合 Langmuir 理

律，探究甲烷在干酪根上吸附的原因。

替页岩孔隙，研究 CH4 气体在页岩孔隙中的吸附现

1

[9]

论（单分子吸附理论）。刘冰等 以石墨狭缝结构代
象，分析了不同尺寸的狭缝和不同温度下 CH4 的密度

分布，但温度对吸附影响的原因并未做出解释，对于
吸附量只是用密度进行表征，并没有定量表示。陈
[10]

磊等 在研究温度变化的基础上，新增研究压力变
化及孔径表面的水对 CH4 吸附的影响，发现狭缝表面

有水会减弱吸附效果，但是文章也并没有对吸附量
进行定量表示，只是以密度来描述吸附强弱。田守
[11]

1.1

模拟方法
模型建立
页岩中有机质成分主要为干酪根，其成分复杂，

怎么样准确地描述分子尺度上的干酪根仍然是目前
的热点问题。干酪根类型可以分为 3 类：Ⅰ型为腐泥

型干酪根，来自藻类物质的聚集；Ⅱ型为混合型干酪
根，来源于浮游生物；Ⅲ型为腐殖型干酪根，来源以

认为页岩干酪根并不能简单地用石墨来表

陆地高等植物为主。中国四川龙马溪组海相页岩是

征，根据干酪根的元素含量、分子结构建立了复杂的

目前页岩气开发的主力军，龙马溪组页岩 TOC（总有

嶒等

干酪根分子模型，并研究了温度、地温梯度、干酪根

机 碳 含 量）介 于 2.0～4.0 ，页 岩 干 酪 根 类 型 主 要 为

分子组成、比表面积对页岩吸附 CH4 的影响。卢双舫

Ⅰ-Ⅱ型，以Ⅱ型为主，和美国 Barnett 页岩干酪根一

吸附量高出一个数量级，因为影响吸附能力的是表

Barnett 页岩进行验证。UNGERER 等[19] 通过实验数

[12]

等 发现分子模拟得到的超额吸附量比实验得到的

面积不是体积，将吸附量单位转变为表面积单位，发
[13]

现实验与分子模拟结果拟合程度较好。唐鑫等 通
过实验发现页岩中孔容比和比表面积的主要由 2 nm
以下的孔径贡献；通过模拟得出 CH4 吸附伊利石符合

样[18]。 研 究 将 构 建 Ⅱ 型 干 酪 根 分 子 模 型 ，并 用
据构建了真实的干酪根分子，如图 1 所示，分子式为

C252H294O24N6S3，具体的模型参数见表 1。选取 16 个
干酪根分子构建密度为 1.0 g/cm3 的Ⅱ型干酪根骨架

Langmuir 吸附理论模型。XIONG 等[14] 通过实验和分
子模拟发现干酪根对 CH4 的吸附能力大于矿物，即
CH4 的吸附能力下降依次为：有机孔隙，黏土矿物，石

英孔隙，并发现比表面积是影响 CH4 吸附能力的主要
因素。HAMZA 等[15] 通过实验测试了页岩对天然气

中不同组分的吸附优先性。发现氮气驱是一种不成
功的气体提高采收率技术，这是因为 CH4 的优先吸附
性在 N2 之上，所以很难置换 CH4；而 CO2 的吸附能力

在 CH4 之上，这也说明 CO2 可以提高页岩气的采收
率。KATTI 等[16] 构建了比较复杂且完整的三维干酪

注：灰色为 C 原子；白色为 H 原子；红色为 O 原子；蓝色为 N 原子；黄色
为 S 原子。

Fig. 1

图 1 Ⅱ型干酪根分子模型
Molecular model of type Ⅱ ker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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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结构构型见图 2 和图 3。图 2 中孔径 H 为构成

性，可采用 L-J 势函数进行表征，表 2 为模拟中出现

拟盒子的 x 和 y 方向的长度，其中 Lx 为 4.011 nm，Ly 为

体，由于 CH4 分子的原子不带电荷，与干酪根的相互

键角为 109.470 °。

的相互作用[5]。L-J 势函数的描述如下：

孔径上下两层干酪根表面的距离；图 3 中 Lx 与 Ly 为模

4.011 nm。CH4 分子模型见图 4，
其键长为 0.109 1 nm，

1.2

的 L-J 势能参数。模拟中假定干酪根和 CH4 为刚性

作用不需要考虑库仑力，只需要考虑短程范德华力

() ()

é σ
E = 4ε êê
ë r

势能模型与参数
构建的页岩干酪根模型，CH4 分子均保持电中

12

-

σ
r

6

ù
úú , r ≤ r c
û

（1）

式中：E 为两个原子或两个分子间的相互作用能 ，
kcal/mol；ε 为势井深度，kcal/mol；σ 为相互作用的势

能等于 0 时原子间的距离，nm；r 为原子间的距离，

nm；r c 为截断距离，nm。
1.3

模拟条件
主要研究不同温度、不同压力、不同孔径的影响

图 4 CH4 分子模型
Fig. 4 Molecular model of CH4

Table 1

Fig. 2

图 2 Ⅱ型干酪根模型孔径结构构型
Pore size configuration of type Ⅱ kerogen model

表 1 干酪根模型参数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kerogen

结构参数

数值

H/C

1.170

N/C

0.024

0.095

O/C

0.012

S/C

0.410

芳香度

7

羰基中的氧原子个数

4

羧基中的氧原子个数

13

醚基中的氧原子个数

表 2 模拟中出现的 L-J 势能参数
Table 2 L-J potential parameters in simulation
原子类型
甲烷

CH4
C

干酪根

Fig. 3

图 3 Ⅱ型干酪根模型 x×y 方向截面
Cross section of kerogen model in direction of x×y

H

作用势为 0 时
势井深度
原子间的距离
（kcal/mol）
（nm）
15.941
3.016
0

0.330
0.424
0

原子电荷
（e）
0.890
0.651
0.424

O

0.957

0.341

-0.445

S

3.440

0.403

0

N

0.774

0.36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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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对 CH4 在干酪根中吸附能力的影响。其中，模拟
的温度设置 5 个模拟点，温度介于 298 ～378 K；模拟
的压力设置 6 个模拟点，压力介于 5～30 MPa；模拟

2

模拟结果

的孔径设置分别为 1，2，3，4，5，10，15，20 nm。

2.1

CH4 在干酪根中的吸附行为。利用 Materials Studio

附的微观结构。可以发现随着孔径的增加，吸附在

吸附版块完成 CH4 在干酪根中的吸附模拟任务，模拟

酪根的吸引力大于来自甲烷整体的吸引力，形成势

使体系逸度达到平衡，对体系进行 1×105 步的平衡模

从截面图明显看出孔径小于 1 nm 时，孔隙中没有游

主要收集后 1×10 步。模拟过程中干酪根分子固定

量的游离态 CH4 分子，说明在不同孔径中 CH4 分子的

图 6 为不同孔径下 CH4 分子在干酪根狭缝孔吸

主要采用蒙特卡洛方法和分子模拟方法研究

（美国 Accelrys 公司开发的分子模拟软件）的 Sorption
中使用正则系综，模拟体系采用周期性边界条件，为
拟，之后对体系进行 1×10 步的过程模拟，结果数据
6

6

不动。

分子模拟的实验条件都超过了 CH4 的临界条件

不同孔径、压力对 CH4 在干酪根中吸附的影响

干酪根壁面的 CH4 分子有明显增多，这是由于来自干
陷，导致界面附近 CH4 密度高于体相 CH4 密度。而且

离态 CH4 分子；当孔径大于 1 nm 时，孔径中存在了少
赋存状态存在差异。图 7 为不同孔径下 CH4 吸附干

酪根的绝对吸附量和超额吸附量曲线图，可以发现：

（T=190.55 K，p=4.59 MPa），CH4 处于超临界状态 。

绝对吸附量随着压力的升高而增大；而超额吸附量

现明显的差距。因此，有必要将绝对吸附量转化为超

分布在 10 MPa 左右，随着压力的继续升高，吸附量呈

[20]

在超临界状态下，
绝对吸附量和超额吸附量结果会出
[21-22]

额吸附量。根据前人得到的结论
V
V ad =
ρg
1ρ ad

，
转化公式如下：
（2）

式中：Vad 为绝对吸附量，mmol/m2；V 为超额吸附量，
mmol/m2；
ρg 为气相密度，
g/cm3；
ρad 为吸附相密度，
g/cm3。

1.4

模型验证
首先将模拟结果与 CH4 在干酪根中吸附的实验

结 果[23] 进 行 对 比 ，图 5 为 模 拟 结 果（T=338 K）和

在压力升高到某个值后，达到一个最大值，最大压力
现下降趋势。这是因为随着压力的升高，CH4 的体相
密度变大，使得 CH4 体相对界面附近的甲烷吸引力增

加，反而使得干酪根对界面附近的 CH4 吸附作用减

弱，即压力在 10 MPa 之上时，吸附量反而减少。
2.2

不同温度、压力对 CH4 在干酪根中吸附的影响
图 8 为不同温度下的绝对吸附量和超额吸附量

的曲线图。以 1 nm 为例，不同温度的超额吸附量最

大值所在的最大压力均为 10 MPa 左右，并且随着温
度的升高而降低，其温度为 298，338，378 K 的超额吸

Barnett 页岩（T=338 K）对比图，Barnett 页岩干酪根以

附量的最大值分别为 0.004 351，0.003 813，0.003 295

一定误差，误差控制在 10 %以内。这是由于实际模

出了上升趋势变缓慢的现象，并且也随着温度的升

Ⅱ型干酪根为主，可以发现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有

型孔隙复杂，与模拟的干酪根模型有一定差别。

mmol/m2；CH4 的绝对吸附量随着压力的增加均呈现
高而下降。以上结果说明在压力一定的情况下，温

5 nm
2 nm

3 nm

4 nm

1 nm

图6
图 5 模拟值与实验值的超额吸附量对比（T=338 K）
Fig. 5 Comparison of excess adsorption capacity between
simulated and experimental values（T=338 K）

Fig. 6

不同孔径下 CH4 分子在干酪根狭缝孔
吸附的微观结构
Microstructure of adsorption of CH4 in kerogen slit
pores at different pore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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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与干酪根中的 C 原子有较强的相互作用。图 9

时分子热运动增强，动能增大，导致 CH4 分子在干酪

中 CH4 分子与干酪根各原子间的径向分布函数的规

2.3

2.4

根表面吸附概率降低，吸附量减小。
径向分布函数

为了研究干酪根各元素对 CH4 吸附影响的大小，

利用径向分布函数分析 CH4 中 C 原子与干酪根中 C、

律可适用于所有干酪根类型。
吸附热

图 10 是不同孔径中 CH4 在干酪根吸附的等量吸

附热，随着孔径 H 的增加，CH4 的等量吸附热逐渐下

O、N、S 的相关性。径向分布函数是两个原子互相占

降，并且下降趋势趋于平缓。当孔径为 1 nm 时，干酪

径向分布函数。CH4 与干酪根中的 C 原子的函数峰

20 nm 时，
干酪根的 CH4 平均等量吸附热为 7.74 kJ/mol。

据空间的概率 。图 9 为 CH4 与干酪根各原子间的
[24]

值大于 CH4 与 O、N 和 S 原子的函数峰值，这是由于 C

原子容易形成电负性，相较 O、N 和 S 原子而言，CH4

Fig. 7

根的 CH4 平均等量吸附热为 22.61 kJ/mol；当孔径为

可 以 发 现 干 酪 根 的 CH4 平 均 等 量 吸 附 热 均 小 于

40 kJ/mol，物理吸附的吸附热是吸附质的凝缩热与

图 7 不同孔径下的绝对吸附量和超额吸附量对比曲线
Comparison curves of absolute and excess adsorption capacity at different pore sizes

Fig. 8

图 8 不同温度下的绝对吸附量和超额吸附量对比曲线
Graphs of absolute and excess adsorption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湿润热之和，最大不会超过 40 kJ/mol，说明 CH4 在页
岩干酪根上的吸附属于物理吸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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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分布
图 11 为不同孔径中压力为 20 MPa 的局部密度

（T=338 K），局部密度按照狭缝孔显示方向进行统

计，可以发现在不同孔径的干酪根孔隙中，在干酪根
孔隙两侧壁面有明显的 CH4 分子聚集，并呈现轴对称

现象，这与两侧干酪根原子的排列对称有关。在不
同孔径的干酪根中，在靠近两侧孔壁面的位置出现
明显的密度峰值，并且孔径在 1 nm 时，只有 1 个密度

峰值。随着孔径的增加，曲线密度峰值也逐渐增多，
这表明 1 nm 时孔隙中只存在吸附气。当孔径大于

1 nm 时，干酪根孔中出现游离气，随着孔径的增加，
孔隙中将同时共存游离气和吸附气。

3

讨论
通过分子模拟研究页岩吸附可以弥补实验在微

观研究的不足，其不仅可以实现对实验温度、压力范
围的扩展，还能够基于原子细节揭示受限空间页岩
气的动力学行为及其与干酪根表面的微观相互作用
机理。页岩吸附气的动用程度与压力有密切关联，
通过最大超额吸附量来确定临界解吸压力，可用于
评价页岩吸附气的动用程度，能为提高页岩气的采
图 9 CH4 与干酪根各原子间的径向分布函数
Fig. 9 Radial distribution functions between atoms of
CH4 and kerogen

收率提供更加准确的借鉴和帮助。

4

结论
研究利用真实的干酪根分子建立Ⅱ型干酪根模

型，通过蒙特卡洛方法和分子模拟方法，研究 CH4 在
干酪根中的吸附以及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

1） 相同孔径条件下，随着压力增大，超额吸附

量先增大后降低；且孔径越小，吸附效果越好。

2） 在压力一定的情况下，温度越高，超额吸附

量越小，这就表明高温不利于 CH4 在页岩干酪根中的
图 10 CH4 在干酪根不同孔径中的平均等量吸附热
Fig. 10 Average heat of adsorption of CH4 in kerogen with
different pore sizes

吸附，而低温有利于 CH4 在页岩干酪根中的吸附。这
主要是由于高温使 CH4 动能增加，吸附概率降低。

3） 干酪根中的 C 原子是造成 CH4 吸附的主要

原 因 ，并 且 CH4 在 干 酪 根 中 的 等 温 吸 附 热 介 于
7.74～22.61 kJ/mol，说明吸附属于物理吸附。

4） CH4 在页岩干酪根中吸附前后密度的变化表

明：在孔径小于 1 nm 时，孔隙中没有游离气，随着孔

径越来越大，CH4 在页岩干酪根孔隙中游离态的 CH4

就越多。也就是说，小孔径中 CH4 主要以吸附气为

主，基本上没有游离气，大中孔径中，CH4 以吸附态和
游离态形式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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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井震结合的南川地区页岩气储层叠后裂缝预测技术
孙小琴
（中国石化上海海洋油气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上海 200120）
摘要：页岩气储层天然裂缝发育，页岩裂缝对储层改造和后期压裂效果影响很大。基于井震结合的蚂蚁追踪技术进行裂
缝预测，首先通过测井解释的天然裂缝，计算出井的裂缝发育密度曲线，然后通过多种模拟方法比较，选取高斯随机方法，
该算法能体现页岩储层裂缝发育的非均质性特征，建立井间天然裂缝模型，最后通过协克里金算法体现井间裂缝发育属
性，输入蚂蚁体属性进行质控，从而建立南川地区天然裂缝的预测模型。从预测结果来看，南川地区裂缝发育方向为北东
向，平桥背斜东翼裂缝较核部发育，易形成网状缝，与实钻井吻合度高，裂缝预测技术能够指导该区的勘探开发。
关键词：天然裂缝；裂缝密度；蚂蚁追踪；页岩气储层；南川地区
中图分类号：TE122

文献标识码：A

Poststack fracture prediction technology of shale gas reservoir based on combination of
well and seismic in Nanchuan
SUN Xiaoq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Sinopec Offshore Shanghai Oil & Gas Branch, Shanghai 200120, China）
Abstract: Natural fractures are well developed in shale gas reservoirs, which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reservoir reconstruction and

later fracturing effect. Therefore, the fracture prediction is carried out by ant tracking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logging and seismic. Firstly, the curves for the fracture development density of the wells are obtained by the calculation of the

natural fractures by well logging. Then, by the comparison of various simulation methods, the Gaussian random method is selected,

which can reflect the heterogeneity of fracture development in shale reservoir and establish the natural fracture model between

wells. Finally, the Co-Kriging interpolation method is used to reflect the properties of inter-well fracture development, and ant

attributes are input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prediction model of natural fractures in Nanchuan area.
According to the prediction results, the fractures in Nanchuan area develop along the NE direction. The fractures in the east wing of

Pingqiao anticline are more developed than those in the core, and the fracture network are easy to form. The prediction results are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drilling wells. This fracture prediction technology can guide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area.

Keywords: natural fracture; fracture density; ant tracking; shale gas reservoir; Nanchuan area

裂缝的地球物理属性识别和预测是现今世界的

用地震方法检测裂缝的技术从总体上主要有如下几

热点研究课题，随着裂缝检测技术的发展，地震裂缝

个方面：①基于纵波各向异性的裂缝预测[3-5]；②针对

检测的可靠程度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1-2]。目前采

特 殊 情 况 的 特 色 技 术 ，诸 如 通 过 缝 洞 储 层 的 地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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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特征来识别缝洞储层[6]，例如一些“地震串珠”；
③构造应力数值模拟技术

[7-8]

；④测井约束波阻抗反

演的裂缝预测研究[9]；⑤非线性裂缝预测技术；⑥采
[10]

用边缘检测和相干数据体的裂缝预测方法研究 ；

⑦应用几何属性的裂缝检测方法研究等 。
[11]

裂缝预测研究的早期阶段主要通过地表露头、

岩心取样、数值模拟构造应力场、测井识别裂缝发育
带等技术来直观表述裂缝，随着计算机水平的发展，
已进展到利用三维纵波的裂缝检测方法、横波与多
分量探测方法、相干体和图像处理技术、叠前 AVO

（振幅随偏移距的变化）、地震属性提取等多种裂缝

463

为三级断裂，共有 5 条，断距为 100～200 m，走向为

北东向，对保存有一定影响；其余为四级断裂，断距
小于 100 m，走向为北东向，断距较小，对保存无影

响（图 1）。
1.2

工区裂缝特征
南川地区岩心资料揭示裂缝发育具有构造分区

的特点，背斜区发育高角度—垂直张性缝，而斜坡—
凹陷区以发育低角度顺层剪切缝为主[15-16]（图 2）。
平桥背斜和东胜背斜构造缝密度分别为 1.4 条/m 和
1.0 条/m，层理缝密度分别为 42 层/m 和 40 层/m。裂

地震预测方法[12]。前人已有工作大多是在地震数据

缝发育程度与规模的差异，表明由东向西，从盆缘到

体上进行裂缝检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通过研

盆内，构造变形变弱，裂缝发育程度降低，具有递进

究利用实钻井上裂缝信息约束地震数据体裂缝检

变形特征。

测，能够很好地反映本区裂缝的空间展布规律及裂
缝发育强度。
泥岩中的裂缝既是油气的储集空间又是油气运
移的通道，页岩气产量高低直接与泥页岩内部裂缝
发育程度有关[13]。区域应力的方向、性质及大小主
导天然裂缝形成，影响着页岩裂缝的大小与规模[14]。
页岩气井获得高产的重要因素是水平井后期压裂改
造缝与天然裂缝沟通产生网状缝，天然裂缝发育情
况直接决定压裂改造效果，如何准确预测天然裂缝
分布特征，是研究的重点。从岩心资料、测井资料和
地震资料等方面，充分利用井上的裂缝特征来约束
地震的蚂蚁体裂缝检测技术，开展裂缝综合约束研
究，以期为该区页岩气勘探开发提供参考。

1

工区概况

Fig. 1

图 1 南川地区五峰组断裂分布
Fault distribution of Wufeng Formation in
Nanchuan area

南川地区位于四川盆地川东高陡构造带万县复
向斜，出露地层以侏罗系、三叠系、二叠系为主，主要
目的层为志留系龙马溪组页岩储层。
1.1

工区断裂特征
南川地区主要受印支期以来，尤其是燕山期—

喜山期运动强烈挤压作用影响，受燕山中期构造作
用影响形成北东向褶皱及断裂，晚期受挤压走滑作
用形成南北向构造及“S”形断裂。两期构造作用叠
加，形成隆凹相间、东西分带的构造格局。主要断裂

Fig. 2

图 2 南川地区龙马溪组岩心资料
Core data of Longmaxi Formation in Nanchu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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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FMI（地层微电阻率扫描成像），从主力气层

找数据体中的不连续点，并应用方差属性突出裂缝

段来看，南川地区优质页岩页理缝均极为发育，构造

的不连续性；最后利用相邻道地震信号之间的相似

缝发育程度不同。平桥主体区两翼纹层状层理最发

性来描述地层、岩性等的横向非均质性，通过计算样

育，其次为东胜背斜，背斜轴部相对不发育（图 3）。

点的方差值，揭示数据体中的不连续信息，从而进行

2

不大，方差较小，而在断层附近，振幅变化较大，方差

研究方法

断层、岩性的识别。在规则层位面上，沿层振幅变化
也大[19-20]。

三维地震体包含大量的构造和断裂信息，能够

2） 利用蚂蚁追踪算法计算蚂蚁体，蚂蚁体检测

有效地反映裂缝信息。FMI 成像测井能够反映井点

大中尺度裂缝。①定义种子点：对于区域大断层来

的裂缝分布及产状，基于井震结合的蚂蚁追踪技术

说选 5～7 个样点，对于小断裂裂缝来说一般选 3～4

进行裂缝预测，预测结果更加准确，更符合地下真实
的裂缝信息

[17-18]

。蚂蚁追踪技术主要步骤包括以下

6 个方面。

个；②偏移度：样点数 0～3 个，参数越大，搜索范围越

大；③蚂蚁搜索步长：样点数 2～10 个，参数越小，精

1） 地震数据预处理。首先运用高斯滤波对地

震数据进行去噪处理，降低噪声的影响，去噪效果明
显（图 4）；其次是地震数据体“边缘”探测，目的是寻

静态成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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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成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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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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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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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N
360

图 4 去噪前后地震剖面对比
Comparison of seismic profiles before and
after denoising

2 989

2 990

Fig. 3

图 3 南川地区 A 井龙马溪组电成像测井
Electrical imaging logging of Longmaxi Formation
in Well-A of Nanchuan area

Fig. 5

图 5 井震结合裂缝预测流程
Flow chart of fracture predic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combination of logging and seis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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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蚂蚁体重采样。用协克里金的方法，协克里

移度参数为 2，蚂蚁搜索步长为 3，通过蚂蚁体与南川

金差值是以变异函数理论和结构分析为基础，在有

地区构造解释断裂对比，大中断裂位置一致，裂缝分

限区域内对区域化变量进行无偏最优估计的方法。

布范围吻合度高，可以判断该参数选取合理，能够刻

通过地质模型层位约束和井上裂缝密度建模，能够

画裂缝的空间展布特征。

体现井间裂缝的发育属性。把蚂蚁体融合到裂缝发

3） 测井数据预处理。通过已钻井的裂缝信息，

包括倾角、倾向、走向信息，计算出裂缝发育密度曲
线，并对裂缝发育密度曲线进行粗化。
4） 属性建模。首先进行构造建模，利用地震解

释成果，创建目的层构造模型；其次通过多种模拟方

育密度体上，重新建模，得到最终的裂缝预测平面
图，技术流程见图 5。

3

南川地区构造复杂，非均质性强，古地应力变化

法的比较，选取高斯随机方法，计算出裂缝发育密
快

度体。
5） 建立井上裂缝发育密度体与蚂蚁体的相关

性，计算出相关系数。通过井上裂缝发育密度体与
蚂蚁体进行交会图分析，相关系数达到 0.8，认为可

以反映南川地区的裂缝发育特征。

实例应用
[22-23]

，龙马溪组裂缝较发育。以平桥背斜 A 井为

例，该井裂缝走向为北东向 30°至 60°，倾角 60°至 75°

（图 6），利用平桥背斜 5 口井（分别为核部 2 口井、翼
部 3 口井），东胜背斜 1 口井，南斜坡 1 口井，建立南川

地区三维裂缝发育密度体[24-26]。

从井上裂缝密度插值建模分析，背斜区轴部裂
缝不发育，东西两翼裂缝较发育，斜坡区裂缝发育。
垂深
(m) 0

裂缝累积 裂缝密度
伽马
倾角(°) 数量(条) (条/m)
全烃
(API) 350 0
30 0
90 0
132 0
3.52

背斜轴部地应力集中，以高角度—垂直张性缝为主，
平面上延伸不远，不利于人造缝横向延伸。背斜翼
部断层发育区由于控边逆断层封闭性能好，同时该
区地应力释放，伴生形成大量天然缝网，增大了储集

1 960

空间，改善了储层物性，游离气富集程度高，有利于
压裂形成复杂缝网。
利用蚂蚁体追踪算法计算蚂蚁体，通过反复的
2 000

2 040

2 080

Fig. 6

图 6 南川地区 A 井裂缝发育特征
Fractur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Well-A in
Nanchuan area

Fig. 7

图 7 南川地区基于井震结合的裂缝预测
Fracture prediction based on combination of logging
and seismic in Nanchu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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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试验，在得到蚂蚁体裂缝预测数据后，需要根据
已知井和地震解释成果进行质控，蚂蚁体基本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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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辽盆地沙河子组页岩孔隙结构表征
——基于低场核磁共振技术
李楚雄 1,2，申宝剑 1,2，卢龙飞 1,2，蒋启贵 1,2，潘安阳 1,2，陶金雨 1,2，丁江辉 1,2
（1. 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无锡石油地质研究所，江苏 无锡 214126；
2. 页岩油气富集机理与有效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 无锡 214126）

摘要：为了表征松辽盆地沙河子组页岩微观孔隙结构，选取沙河子组 9 个页岩样品开展了饱和与干燥状态下的核磁共振 T2

测试，同步进行了岩石物性测试和场发射扫描电镜观察，系统分析了核磁共振 T2 弛豫特征，孔隙类型与分布特征，对比了

核磁孔隙度与气测法孔隙度的差异。结果表明：沙河子组页岩样品的核磁共振 T2 谱以单峰型为主，弛豫时间较短，孔隙直

径主要分布在 10～1 000 nm；孔隙类型以纳米级无机孔为主，有机孔和微裂缝相对不发育；扣除基底信号后计算的核磁共

振孔隙度分布在 0.68 %～3.66 %，与 He（氦）孔隙度具有较好的匹配关系；孔隙度较小的样品更容易受岩石基质背景信号

影响而造成测试结果的相对误差。总体认为，核磁共振技术能够准确分析低孔、低渗页岩样品的孔隙度和孔径分布，但需
要注意页岩中有机质和黏土矿物束缚水产生的核磁信号干扰。
关键词：页岩；核磁共振；孔隙度；孔径分布；孔隙类型

中图分类号：TE121

文献标识码：A

Pore structure characterization of Shahezi Formation shale in Songliao Basin: Based on
low-field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technology
LI Chuxiong1,2, SHEN Baojian1,2, LU Longfei1,2, JIANG Qigui1,2, PAN Anyang1,2, TAO Jinyu1,2, DING Jianghui1,2

（1. Wuxi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Geology, Sinopec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Research Institute, Wuxi, Jiangsu 214126,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chanism and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Oil and Gas Enrichment in Shale, Wuxi, Jiangsu 214126,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haracterize the micro pore structure of Shahezi Formation shale in Songliao Basin, nine shale samples from

the lower part of the Shahezi Formation in the Songliao Basin were selected to carry out NMR T2 tests in saturated and dry

conditions, and simultaneous petrophysical testing with field 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observation. The T2 relaxation

characteristics, pore types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difference of porosity measured by

the NMR method and the gas method was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MR T2 spectrum of the shale samples from the
Shahezi Formation is dominated by a single peak type with shorter relaxation time, and the pore diameter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range of 10~1 000 nm. The pore types are mainly nano-scale inorganic pores, and the organic pores and microfracture generally

underdeveloped. The NMR porosity calculated after deducting the base signal is 0.68 % ~3.66 % , which has a good matching

relationship with Helium porosity. The samples with smaller porosity are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the background signal of rock

matrix, resulting in the relative error of test results. In generally, the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technology can accurately analyze

the porosity and pore size distribution of low porosity and low permeability shale samples, bu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NMR
signal interference caused by organic matter and clay mineral bound water.

Keywords: shale;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porosity; pore size distribution; por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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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在我国非常规能源领域占据着重要地

序[18]。其中，下白垩统沙河子组发育多段暗色页岩并

位。页岩储集空间的准确评估对页岩气的勘探开发

夹黑色煤线，是陆相页岩气的有利勘探层段。沙河子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3]

。通常，页岩气储层以纳米级

孔隙为主体，并且具有多样的孔隙类型和结构，复杂
的矿物成分和低孔隙度、低渗透率等特征，难以使用
[4-6]

组取心井段纵深介于 3 327～5 675 m，
总段长 2 348 m，
岩性以砂岩和页岩互层居多，以黑灰色页岩夹煤线、
深灰色粉砂质页岩、
灰色粉砂岩和细砂岩为主。

。目前，关于

研究通过非等间距取样的方式挑选了沙河子组

页岩微观结构的分析方法主要有基于定性观察的图

典型的页岩样品，以平行于层理面的方向从岩心段

像分析法和定量表征的流体注入法，但它们均存在

上钻取柱塞样品（直径和长度约 2.5 cm），以开展岩石

常规的岩石物性表征技术开展研究

一定的局限性 。例如：N2 吸附不能有效表征大于
[7]

300 nm 的孔隙；高压压汞不能有效表征微孔，并且实
[8]

验过程中可能导致页岩孔隙结构的破坏 ；场发射扫
描电镜（FE-SEM）多用于定性观察，基于图像处理软

物性测试和核磁共振实验，剩余样品用于其他分析
测试，样品纵深随编号的顺序依次增加（表 1）。
1.2

核磁共振实验使用柱塞样品，前处理过程分为

件实现的半定量分析技术尚不成熟，并且难以反映
[7-10]

核磁共振实验

。因

高温干燥和完全饱和两部分。其中，饱和状态核磁

此，通常需要多种技术和方法的联用才能达到较好

共振测试用于表征页岩的全直径孔隙，干燥状态核

的 表 征 效 果 。 与 这 些 方 法 相 比 ，低 场 核 磁 共 振

磁共振测试用于分析页岩岩石基质产生的核磁信

（NMR）技术具有无损、快速、准确等特点，能够有效

号。首先，将样品置于 110 ℃条件下干燥 24 h 以去除

孔隙的空间分布信息和微裂缝的发育程度

表征页岩孔隙与微裂缝的发育特征与分布状态，并
结合多样化的前处理方式获取页岩孔隙度、渗透率
等岩石物性参数，以及孔隙类型、孔径分布等孔隙结
构信息，为页岩储层精细化表征提供技术支撑

[4-6,10]

。

目前，诸多学者已经将核磁共振技术广泛应用
于砂岩、碳酸盐岩、煤岩及页岩岩石物性及流体分析
[11-17]

样品内的残留水，然后进行核磁共振测试。测试完
毕后，将样品置于密闭饱和装置中抽真空 1 h 以去除

样品内的空气和吸附性杂质，接着使用 3 %KCl 溶液

在 30 MPa 流体压力条件下饱和 24 h，再次进行核磁
共振测试。在完全饱和状态核磁共振测试时，需要

用润湿的滤纸将样品表面附着的溶液拭去，这些非

，显示出该技术在流体识别与定

孔隙流体会影响测试结果的准确性。核磁共振实验

量以及全直径范围孔隙表征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

仪器采用苏州纽迈公司生产的 MesoMR23/12-060H-I

等储层评价工作

性。然而，现阶段相关研究以海相页岩为主，有关陆
相页岩的核磁共振研究相对较少。通过挑选松辽盆
地沙河子组的 9 个页岩样品开展了在完全饱和、充分

干燥条件下的核磁共振实验，结合岩石物性测试、偏
光荧光显微镜和场发射扫描电镜观察，分析了页岩
核磁共振 T（横向弛豫时间）
特征，孔隙类型与空间
2

分布特征，对比了核磁共振孔隙度与气测法孔隙度
的差异性。研究结果在表征沙河子组页岩样品微观
孔隙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核磁共振技术在页
岩储层研究中的适用性。

1
1.1

样品与实验
实验样品

型核磁共振仪，磁场强度 0.3±0.03 T，主频率（SF）12

MHz。核磁共振 T2 分析使用 CPMG 回波序列，实验参

数 设 置 如 下 ：回 波 间 隔 时 间（TE）0.2 ms，回 波 个 数

（NECH）10 000，等待时间（TW）6 000 ms，累加次数
（NS）32。以上实验过程能够获取沙河子组页岩样品

在完全饱和与充分干燥状态下的 T2 分布信息，并用
于计算核磁共振孔隙度和孔径分布。
1.3

其他实验
核磁共振实验后将柱塞样品清洗烘干（110 ℃/24 h）。

先在 S-Pore 200 型孔隙度测定仪上进行 He（氦）孔隙
度测试，气体压力平衡时间设置为 30 min。然后在
S-Perm 2000 型渗透率测定仪上进行脉冲衰减法渗

透率测试，测试至上下游室压力相对平衡后获取空

实验样品取自我国东北地区松辽盆地的一口勘

气渗透率值。实验依据国家标准《页岩氦气法孔隙

探取心井，其所在位置为松辽盆地北部深层断陷，该

度和脉冲衰减法渗透率的测定：
GB/T 34533—2017》。

区地层厚度大、连续性好，发育了较完整的断陷层

取剩余样品在机械打磨后进行氩离子抛光 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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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电压 3 kV，抛光截面的偏转角设置为 4°，然后在

段的改造作用[19]。随着埋深增大，页岩样品 He 孔隙

显微镜上获取样品表面微观结构的照片。测试时样

匀，属于微达西—纳达西级别的超低渗透率。同时，

品与镜头的工作距离保持在 4 mm，采用较低的加速

页岩样品的 TOC 与 He 孔隙度没有明显相关性；He 孔

描电镜测试依据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岩石样品扫

其基质渗透率可能受多种因素控制，而孔隙度与孔

Helios NanoLAB 650 型聚集离子束场发射扫描电子

度呈降低趋势（表 1），而基质渗透率整体分布不均

电压（2.0 kV）以减少电子束对样品表面的破坏。扫

隙度与基质渗透仅具有微弱的正相关性（图 1），表明

描电子显微镜分析方法：SY/T 5162—2014》。有机显

隙结构的影响相对有限。对于具有简单孔隙结构的

微组分观察依据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全岩光片显

常规储层样品，其孔隙度与渗透率往往具有较好的正

微组分鉴定及统计方法：SY/T 6414—2014》，使用莱

相关性[20]。相比而言，致密砂岩、页岩孔隙之间的连

在油浸条件下观察，
使用 50 倍物镜，
折光率（N）1.515。

杂，因此，孔隙度与渗透率的相关关系变得不明显。

卡 DM4500P 偏光荧光显微镜进行有机显微组分鉴定，

通性降低，并且孔隙类型相对多样，孔隙结构相对复

另取少量粉末样品经过盐酸溶液水浴处理后在

类似的结论也出现在范宜仁等[21]和 LI 等[10]的研究中。

LECO CS230 碳 — 硫 分 析 仪 上 进 行 总 有 机 碳 含 量

2.2

（TOC）测试，具体实验方法依据国家标准《沉积岩中
总有机碳测定：GB/T 19145—2003》。

核磁共振 T2 分布特征
核磁共振 T2 谱主要是基于对多段回波串信号衰

以上实验工作均在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

减过程曲线的数学反演。自旋回波串的衰减是检测

院无锡石油地质研究所完成。

介质中氢原子核的数量及其分布的函数，回波幅度

2

随测试时间的增大而减小，因而使用衰减信息确定

2.1

结果与讨论

孔隙含量和孔径分布[22-23]。简单来说，回波串初始信
号幅度经过转换可以得到孔隙度，而其衰减速率能

岩石物性特征

够反映孔径分布和流体类型等信息。因此，核磁共

研究所选取的沙河子组页岩样品的岩石物

振 T2 谱中峰值相对较高的样品可能具有更大的孔隙

性 参 数 见 表 1。 其 中 ，岩 石 密 度 的 变 化 范 围 介 于

度，而存在多峰或宽峰特征可能代表具有多样化的

2.58～2.69 g/cm ，平均值为 2.64 g/cm ；TOC 的变化范
3

3

孔隙结构特征[10,14]。流体在多孔介质中的横向弛豫

围介于 0.92 %～2.72 %，平均值为 1.68 %；He 孔隙度

的变化范围介于 0.7 %～3.4 %，平均值为 1.8 %；基质

渗透率的变化范围介于（0.000 8～0.039 1）×10-3 μm2，
平均值为 0.015 3 ×10-3 μm2。沙河子组页岩实测镜质
体反射率（Ro）均高于 2 %，处于过成熟阶段，生烃能

层位

深度(m)

岩性

SHZ-1

沙河子组

4 545.8

黑灰色页岩

SHZ-3

沙河子组

4 727.7

黑灰色页岩

SHZ-5

沙河子组

4 944.5

黑灰色页岩

SHZ-7

沙河子组

5 188.4

深灰色页岩

沙河子组

SHZ-4

沙河子组

SHZ-6

沙河子组

SHZ-8

沙河子组

SHZ-9

沙河子组

4 647.9

黑灰色页岩

4 845.9

黑灰色页岩

5 091.6

黑灰色页岩

5 278.0

深灰色页岩

5 345.4

式中：T2 为核磁共振横向弛豫时间，ms；T2B、T2D 和 T2S

间，ms。

表 1 沙河子组页岩 TOC 和岩石物性参数
TOC and petrophysical parameters of shale in Shahezi Formation

样品号
SHZ-2

（1）

分别为自由弛豫时间、扩散弛豫时间和表面弛豫时

力趋于弱化，烃类的富集与保存主要受控于深成阶

Table 1

特征可以用以下数学方程式来表达：
1
1
1
1
=
+
+
T 2 T 2B T 2D T 2S

深灰色页岩

岩石密度(g/cm3)

TOC(%)

2.62

2.72

2.63

1.66

2.63

1.54

2.58
2.66
2.65
2.63
2.65
2.69

1.85
1.61
2.17
0.92
1.45
1.21

He 孔隙度(%)

基质渗透率(10-3 μm2)

2.0

0.003 6

2.3
2.4
3.4
1.5
1.1
1.6
1.1
0.7

0.006 7
0.021 9
0.036 4
0.004 1
0.000 8
0.039 1
0.017 8
0.00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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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沙河子组页岩岩石物性参数及与 TOC 的相关性
Correlation between He porosity and TOC,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physical property parameters of
shale rocks in Shahezi Formation

在低场核磁共振实验过程中，外加磁场是相对

流体所贡献，此类流体属于不可动流体[25]。同时，次

均匀的，T2 总体上是由表面弛豫所贡献，而自由弛豫

峰（弛豫时间大于 1 ms）发生峰位偏移，但其信号幅

虑孔隙流体的自由弛豫和扩散弛豫时，式（1）可以简

体的介入对次峰没有明显影响，因此，认为次峰的出

化为：

现可能是核磁共振噪声信号造成的，而非大的孔隙

[24]

和扩散弛豫的贡献基本可以忽略 。因此，在不考

S
1
1
=
= ρ2
T 2 T 2S
V

（2）

式 中 ：ρ2 为 表 面 弛 豫 率 ，μm/ms；S 为 孔 隙 表 面 积 ，

μm2；V 为孔隙体积，μm3。

度总体上与完全饱和状态差异不大，这表明外部流

或微裂缝内的流体信号所致。
2.2.1

核磁共振孔隙度
在已知岩石样品中原有含氢物质影响不大的情

由于表面弛豫机制的作用对象是岩石孔隙中的

况下，通常同等体积样品在饱和状态下的核磁共振

流体介质，因此，表面弛豫的强度通常与流体介质的

信号量与样品的有效孔隙度成正比，饱水量越大即

类型、岩石基质的润湿性、岩石的孔隙结构和分布特

有效孔隙度越高。在利用标准样品获取核磁信号大

征等相关[25]。
通过对核磁共振 T2 测试与相应的回波反演获取

了沙河子组页岩的 T2 分布图（图 2）。总体上，沙河子

小与孔隙度的相关性曲线后，将待测样品的核磁共
振测试信号带入定标曲线就能够计算对应的核磁共
振孔隙度。将沙河子组页岩样品在完全饱和状态与

组页岩在饱和状态下的 T2 谱多以单峰型呈现，主峰

干燥状态分别进行了核磁共振测试，发现干燥样品

弛豫时间较短表明整体孔隙以小孔径为主。其中，

部分核磁信号主要有 2 个来源：①页岩中的干酪根和

峰值的分布范围介于 0.38～1.15 ms，
平均值为 0.52 ms，

SHZ-1—SHZ-4 的主峰值相对较高（信号强度大于

仍含有一定的核磁信号。根据前人研究结果[25]，这
固体沥青等固体有机质会产生核磁信号；②页岩中

300），SHZ-5—SHZ-9 的主峰值相对较低（信号强度

存在少量呈强束缚状态的含氢流体，这部分束缚流

次峰（弛豫时间大于 1 ms）普遍不明显并且峰值较低

将干燥样品中的核磁信号作为基底信号，将饱和样

关，表明样品内的大孔及微裂缝不发育。

除基底信号的孔隙度值。经计算，沙河子组页岩样

小于 300），
这与 He 孔隙度的变化特征相匹配（图 1a）；

（信号强度小于 50），这可能与核磁共振噪声信号有
在 110 ℃干燥条件下，页岩样品 T2 谱的主峰信号

大幅下降（信号强度小于 100），由于页岩样品处于过
成熟阶段，有机质内部的含氢量较低[26]，并且顺磁性

体在 110 ℃干燥条件下可能无法有效去除。研究时

品的核磁信号减去干燥样品的核磁信号后获得了扣
品核磁共振孔隙度分布介于 0.68 %～3.66 %（表 2）。
2.2.2

核磁共振孔径分布

矿物对核磁共振测试的影响难以评估，认为主峰信

通过核磁共振实验方法能够实现对岩石样品全

号的突出可能是赋存于连通性较差的孔隙内的微量

孔径分布的表征[5，10，25]。由式（2）可知核磁共振 T2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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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图 2 沙河子组页岩核磁共振 T2 分布
T2 distribution of shale in Shahezi Formation

表 2 沙河子组页岩核磁共振实验参数
Table 2 NMR experimental parameters of shale in
Shahezi Formation
样品
编号
SHZ-1
SHZ-2
SHZ-3
SHZ-4
SHZ-5
SHZ-6
SHZ-7
SHZ-8
SHZ-9

饱和压力 饱和时间 未扣除基底信号 扣除基底信号的
(MPa)
(h)
的核磁孔隙度(%) 核磁孔隙度(%)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24

3.20

24

2.78

24

4.21

24
24
24
24
24
24

3.25
1.76
1.37
2.02
1.31
1.43

2.71
2.28
2.63
3.66
1.24
0.71
1.57
0.68
0.99

数与孔隙结构参数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而 ρ2 在

单一样品中是既定的常数，那么在采用其他实验或
数学方法获取了 T2 与(S/V)的转换关系后，就能将核

磁共振 T2 谱转化为孔径分布曲线。基于前人的研究
方法

[5，10，25]

，将式（2）变形为：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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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
1
= ρ2
T2
r

（3）

式 中 ：r 为 孔 隙 半 径（孔 隙 表 面 积 与 孔 隙 体 积 的 比
值），μm；FS 为孔隙形状因子，引入该参数的意义在
于区分不同形状或不同类型的孔隙。
2

通常认为页岩中的孔隙多为圆柱形，FS 可以取
[10，25]

。根据 SONDDERGELD 等[27]针对页岩表面弛豫

率的研究，ρ2 可以取 0.05 μm/ms。因此，式（3）可以进
一步转化为：

r=

T2
10

（4）

利用式（4）进行沙河子组页岩样品孔径分布的计
算（图 3）。除了 SHZ-4，其余样品的孔隙直径主要分
布在 1～600 nm，
峰值孔径主要分布在 10～200 nm，
表

明样品以纳米级孔隙为主。依据前人针对页岩纳米
级孔隙的分类方案[28]，可以将孔隙分为：小孔（孔隙直
径小于 10 nm）；过渡孔（孔隙直径介于 10～100 nm）；

中孔（孔隙直径介于 100～1 000 nm）；大孔（孔隙直

径大于等于 1 000 nm）。图 3 可以看出页岩样品的孔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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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直径主要分布在 10～1 000 nm，属于过渡孔和中

淑静等[29] 针对页岩有机显微组分的扫描电镜形貌特

孔共同发育。需要注意，SHZ-4 孔径分布曲线的峰

征及识别方法，镜下可以观察到样品内含有大量呈

型更宽并且峰值孔径更大，表明其含有相对较多的

颗粒状和纤维状结构的镜质体（也可能为半丝质体

大孔。尽管如此，SHZ-4 的孔隙仍然主要由纳米孔

或丝质体）
（图 5a、图 5b），还有呈无定形填隙状的固

贡献。
2.3

孔隙类型及分布特征
偏光荧光显微镜观察显示沙河子组页岩有机质

体沥青（图 5c），这些有机质表面大多平整而光滑，几

乎不发育有机孔。与此同时，页岩样品的 TOC 与 He
孔隙度没有明显相关性（图 1a），说明 TOC 对孔隙度

的贡献相对有限。

类型为Ⅲ型（腐殖型），有机显微组分以镜质组为主，
整体含量超过 80 %，同时含有极少量的惰质组和固

相比有机孔而言，样品内的无机孔比较发育，依
据 LOUCKS 等[30]对页岩孔隙类型的划分，无机孔主要

体沥青。镜质组在反射光下多为灰色或浅灰色，具

为粒间孔和粒内孔。粒间孔主要包括有机质—黏土

有一定细胞结构（图 4a），在荧光下为黑色（图 4b）；惰

矿物集合体粒间孔（图 5d）、黄铁矿粒间孔（图 5e）和

质组在反射光下为亮白色或黄白色（图 4c）；固体沥

黏土矿物层间孔（图 5f、图 5g），孔隙形态以角型和狭

构，且无固定形态（图 4d）。由于有机显微组分具有

粒的周缘，较大的颗粒更容易受到压实作用影响而

青在反射光下呈灰色或深灰色，通常具有镶嵌状结

缝型为主，多分布于小粒径（一般小于 2 μm）矿物颗

一定的形态和结构特征，进一步结合扫描电镜观察

不发育粒间孔。粒内孔主要包括长石和碳酸盐岩等

判断不同类型有机显微组分孔隙发育情况。根据焦

矿物颗粒内部发育的溶蚀孔，溶蚀孔多以星点状形
态 密 集 分 布 ，并 且 孔 隙 之 间 的 连 通 性 较 差（图 5h、

图 5i）。

分 析 认 为 ，扫 描 电 镜 下 可 见 的 孔 隙 普 遍 小 于

1 μm，主体孔隙分布于几十至几百纳米，这与核磁共

振孔径分布特征是一致的。此外，所有的样品均少
见较大的粒缘孔隙和微裂缝，这与核磁共振 T2 曲线

次峰不明显的特征相匹配。前人研究显示[22，29]，Ⅲ型

有机质即使在高演化阶段其有机孔发育程度仍十分
有限，导致沙河子组页岩有机孔发育较差的主要因

图 3 沙河子组页岩核磁共振孔径分布
Fig. 3 Pore size distribution of shale by NMR in
Shahezi Formation

素是有机质类型。总体上，沙河子组页岩样品的孔
隙 类 型 以 纳 米 尺 度 的 无 机 孔 为 主 ，有 机 孔 普 遍 不
发育。
2.4

气测法孔隙度与核磁共振孔隙度的差异
对于常规储层样品，由于孔隙度较高并且孔隙

结构相对简单，其核磁共振孔隙度与气测法孔隙度
往往相差不大[6]。但对于致密程度较高的页岩样品，
可能存在多种因素导致核磁共振孔隙度与气测法孔
隙不能较好的匹配 ，例如 ：顺磁性矿物（富含 Fe3+ ，
Mn2+ 等）、闭孔内的流体和难以挥发的黏土束缚流
体、有机质、微裂缝的发育以及核磁共振噪声信号

等[5，31]，这些客观因素是核磁共振实验过程中需要注
图 4 沙河子组页岩有机显微组分照片
Fig. 4 Photomicrographs of organic macerals in
Shahezi Formation

意的。
如图 6 所示，沙河子组页岩样品在未扣除基底信

号时计算的核磁共振孔隙度均高于 He 孔隙度，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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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基底信号后，核磁共振孔隙度与 He 孔隙度的匹
配度较好（图 6a），二者的相关性趋势线与孔隙度中

值线近乎平行。上述实验结果表明，在利用核磁共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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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技术评价页岩孔隙度时，需要扣除样品在干燥状
态下的核磁基底信号。
核磁基底信号主要来源于页岩中的残留有机质

注：a. 有机质，可能为无结构镜质体，边缘发育少量的有机质粒缘缝（黄色箭头），二次电子像（SHZ-4，TOC=1.85 %）；b. 有机质，可能为结构镜质体，具有纤
维状结构，二次电子像（SHZ-4，TOC=1.85 %）；c. 有机质，可能为固体沥青，具有填隙状结构，二次电子像（SHZ-4，TOC=1.85 %）；d. 有机质—黏土矿物集合体，
发育粒间孔（黄色箭头），背散射电子像（SHZ-4，TOC=1.85 %）；e. 黄铁矿粒间孔（黄色箭头），二次电子像（SHZ-5，TOC=1.61 %）；f. 黏土矿物层间孔（黄色箭
头），二次电子像（SHZ-5，TOC=1.61 %）；g. 黏土矿物层间孔，二次电子像（SHZ-5，TOC=1.61 %）；h. 长石颗粒，粒内孔发育，二次电子像（SHZ-6，TOC=2.17 %）；
i. 图 h 局部放大，星点状粒内孔密集分布（黄色箭头），二次电子像（SHZ-6，TOC=2.17 %）。

Fig. 5

Fig. 6

图 5 沙河子组页岩扫描电镜图片
SEM images of shale in Shahezi Formation

图 6 气测法孔隙度与核磁共振孔隙度的相关性
Correlation between gas logging porosity and NMR poro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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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shale gas and its distribution[J]. Natural Gas

和黏土矿物束缚水。已有研究显示，页岩孔隙内的
自由水和一般性束缚水在 80 ℃干燥环境中会快速蒸

发，但去除黏土矿物束缚水可能需要加热至 200 ℃以

[4]

上[17]。因此，页岩在干燥状态下仍可能含有一定的

黏土矿物束缚水。由于页岩样品本身的有效孔隙度
较低，基底信号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对于孔隙度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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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为主，弛豫时间较短，孔隙直径主要分布在 10～

1 000 nm；孔隙类型以纳米级无机孔为主，有机孔和
曲线所反映的信息相一致。

[9]

2） 通过页岩样品在饱和状态与干燥状态下核

关系，并且孔隙度较低的页岩样品更容易受岩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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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

2022 年第二期第 358 页图 2a、2b 中的汞饱和度图的横

坐标数值从左向右“0、20、40、60、80、100”更正为“100、80、

60、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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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区块平桥地区页岩气井生产阶段划分
与合理生产方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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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不同的生产阶段采取对应的生产方式是实现页岩气高效生产的有效手段。南川区块平桥背斜南区为常压页岩
气，产量和井口压力相对较低，需要进一步优化生产方式。为此，通过分析平桥背斜南区 30 口常压页岩气井不同阶段生产

特征，总结合理的生产方式。研究表明：平桥背斜南区常压页岩气井可划分为控压生产、提产携液、间歇生产、增压开采和

低压低产 5 个生产阶段。在控压生产阶段按
“保压+排液”
原则，
采用井下油嘴生产方式提高自喷生产周期；
在提产携液阶段

取出井下油嘴提产带液，
防止气井积液；
在间歇生产阶段采用气举、泡排等措施提高气井携液能力；在增压开采阶段采用压

缩机地面增压，降低管输压力的影响；在低压低产阶段采用射流泵等低成本排水采气工艺。通过细分页岩气井生产阶段，
采取合理生产方式，在平桥背斜南区常压页岩气井取得较好效果，可为盆缘复杂构造区常压页岩气开发提供借鉴。
关键词：页岩气；生产特征；生产阶段；生产方式；常压；南川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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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roduction stage division and reasonable production mode of shale gas well in
Pingqiao area of Nanchuan Block
FANG Dazhi, MA Weijun, GU Hongtao, LU Bi, HU Chunfeng

（Sinopec Chongqing Shale Gas Co., Ltd, Chongqing 408400, China）
Abstract: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efficient production of shale gas to adopt corresponding production mode in different

production stages. The southern area of Pingqiao anticline in Nanchuan Block is a normal pressure shale gas reservoir with

relatively low production and wellhead pressure, so the production mode needs to be further optimized. By analyzing the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30 wells in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southern area of Pingqiao, the reasonable production mode is summari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hale gas well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production stages: pressure control, production increase and liquid

carrying, intermittent production, pressurized production and low pressure and low production. In the stage of pressure control

production, the principle of“keeping pressure + discharging liquid”is adopted to run downhole choke to improve the production
cycle. The downhole choke is taken out to prevent the gas well from accumulating liquid in the stage of increasing production and

carrying liquid. Measures such as gas lift, foam drainage are adopted in the intermittent production stage. Compressor is used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pipeline gas transmission pressure in the pressurization stage. Low cost drainage technology such as jet

pump is adopted in the stage of low pressure and low production. The mode has achieved good application effect in the south area of
Pingqiao,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ormal pressure shale gas reservoir in the complex structural area of
basin margin.

Keywords: shale gas;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production stages; mode of production; normal pressure; Nanchuan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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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页岩气开发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及
其周缘，目前累计提交探明储量 1.79×1012 m3 ，发现

2022 年
第 12 卷 第 3 期

产能采用定产生产[15]，一般按照定产 6×104 m3/d，稳
产期 2～3 a，井口压力与输压持平后定井口压力生

了涪陵、长宁—威远、威荣、昭通等页岩气田。近年

产，产气量呈现出递减特征 [16]。总体上，焦石坝页

来，中国石化在四川盆地东南缘发现了南川、丁山、

岩气井生产阶段划分为稳产降压、定压递减、增压开

林滩场、武隆、彭水等页岩气藏有利目标，资源量为

采 3 个阶段。

1.6×10 m 。根据国家标准《天然气藏分类标准：
GB/T
12

3

26979—2011》，按照压力系数可将页岩气藏划分为

南川区块位于渝东南地区，构造位置上处于四

川盆地盆缘过渡带，压力系数 1.0～1.3，为典型的盆

低压、常压、高压和超高压 4 种类型，其中常压气藏压

缘过渡型常压页岩气藏。南川区块的构造及储层特

力系数为 0.9～1.3，高压气藏压力系数为 1.3～1.8。

点决定了其页岩气井的生产特征不同于涪陵、威远

目前已成功开发的页岩气田主要为高压及超高压页

等高压页岩气井，具体表现为：南川地区常压页岩气

岩气：中国石化涪陵页岩气田焦石坝区块压力系数

井地层能量较低，投产后井口压力低，且产液量大，

为 1.3～1.5 ，威荣页岩气压力系数为 1.9～2.1 ，中

具有气液两相生产特征，不适合采用北美、中国石油

页岩气压力系数为 1.0～2.05 。但常压页岩气获得

背斜南区页岩气井开发实际资料为基础，综合考虑

[1]

[2]

国石油长宁—威远页岩气压力系数为 1.2～2.4，昭通

及涪陵等超压页岩气的生产方式。以南川区块平桥

商业开发较少，仅在四川盆地东南缘南川区块焦页

“保压+排液”，细分生产阶段，优选合理生产方式，确

10 井、胜页 2 井等重点探井获得了商业突破，落实页

保实现气井全生命周期的合理开采，以指导盆缘过

[3]

岩气探明储量 1 900×10 m ，目前正进行开发建产。

渡型常压页岩气勘探开发。

研究[4-8]。页岩气开发方式主要有 3 种：一是大压差

1

8

3

前人在高压页岩气的合理开发方面开展了大量

生产，以北美 Haynesville 等高压—超高压页岩气为

南川区块勘探落实平桥背斜、东胜背斜、阳春沟

代表；二是适当控压生产，以中国石化威远、昭通页

岩气为代表；三是定产生产，以涪陵页岩气为代表。
基于北美 Haynesville 页岩气开发经验，认识到开发

背斜 3 个页岩气有利目标，目前页岩气开发主要集
中在平桥背斜南区和东胜背斜。

平桥背斜为平桥西与平桥东 2 号断层夹持的北

初期采用大油嘴增大生产压差会导致产量递减过
[9]

气藏地质及生产简况

快 ，采用适当控制压降的方法能提高单井最终采

东向狭长断背斜，构造稳定简单。其页岩气开发层

出 量 。 北 美 Haynesville 页 岩 气 田 于 2010 年 开 始

系为五峰—龙马溪组深水陆棚相富有机质泥页岩，

三段式生产：投产初期采用套管生产，前 20 d 井底

度 30～35 m、有机碳 3.6 %～4.2 %，孔隙度 3.6 %～

[10]

[11]

采用控压限产生产制度 ，以压力为主要参数，分

埋深 2 500～3 800 m。龙马溪组龙一段优质页岩厚

流 压 维 持 在 35 MPa 以 上 ；之 后 将 日 降 压 力 控 制 在

4.0 %，测井解释总含气量 4.4～6.0 m3/t，含气饱和度

后，下入油管控压生产。

南川区块页岩储层品质优，埋深适中，保存条件较

0.3 MPa 以下，生产 3 个月左右；压力降低至 10 MPa
借鉴北美相关矿场实践，中国石油长宁—威远
示范区在 2016 年陆续开展控压限产先导试验

[12-13]

。

长宁页岩气田宁 201 井区投产水平井初期平均井口

压力为 28 MPa，投产后产量、压力递减较快，约 150 d
后降到 10 MPa 以下，平均日降压力控制在 0.2 MPa 以

内，投产 1.5 a 后，压力产量下降 75 %，需要采取工艺

措施维持气井的稳定生产。中国石油昭通页岩气采

64 %～76 %，原始地层压力系数 1.0～1.3。总体评价

好，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潜力和滚动建产的资源
条件。目前，南川区块平桥背斜南区投产 30 口井，测

试平均产量 22.9×104 m3/d，平均井口压力 17.8 MPa，
平均无阻流量 29.7×104 m3/d。

2

页岩气井筒多相流动及生产阶段
划分

取初期控压生产，低压下油管生产低于输压增压生
产的开采方式[14]。总体上，中国石油长宁—威远、昭
通页岩气井生产表现为产量、压力双递减的特征。
涪陵页岩气田焦石坝区块按照开发方案设计的单井

气井多相流动通常分为泡状流、段塞流、环状过
渡流、雾状流 4 种基本流型。平桥背斜南区页岩气井

在套管放喷测试评价结束后，下入油管转为采气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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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投产初期，井筒内气体流速较高，油管内流型主
要为雾状流。随着生产时间延长，产气量下降，从水
平段到地面的流型会随气体流速的降低而改变，产
气量下降导致井筒部分液体难以排出，井筒上部流
型变为环状过渡流。由于产气量持续降低，导致产
量不稳定，井筒中气体流速随时间逐渐降低，气体携
带的液体速度下降得更快，液体逐渐凝结，井筒上部
过渡流会变为段塞流，而井筒下部出现泡状流。如
果不采取排水采气措施或措施不当，气井产量会持
续降低直至井筒水淹，最终导致停产（图 1）。

Fig. 1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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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194HF井投产初期采用井下油嘴节流+油管的生

产方式，
流压监测压力梯度基本在 0.05～0.08 MPa/hm，

判断气井油嘴以上为雾状流。2018 年 11 月，套压从

16.9 MPa 上涨至 20.9 MPa，日产气量从 3×104 m3 下降

至2×104 m3，
水气比从1.4 m3/104 m3下降至0.2 m3/104 m3

（图 2）。流压监测显示水淹前流压梯度可划分为 3 段

（表 1）：
2 700～3 300 m流压梯度为0.31～0.82 MPa/hm，
变化较大，对应段塞流；1 700～2 400 m 流压梯度为

0.21～0.45 MPa/hm，
显示为气液混合相，
对应段塞-环

状过渡流；
30～1 400 m流压梯度为0.09～0.15 MPa/hm，

图 1 南川区块常压页岩气井生产阶段划分
Production stage division of normal pressure shale gas well in Nanchuan Block

图 2 平桥背斜南区 JY194HF 井排采曲线
Production curve of Well-JY194HF of southern part of Pingqiao anti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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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气相为主，对应环流-雾状流。2018 年 11 月底完

全水淹后，日产气量降为 0，关井测试流压显示液面
在 3 150 m，分析 3 150 m 以下为泡状流。

气井在不同的采气方式和流动阶段条件下，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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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随着时间延长，压力、产量会不断降低，其携液
能力将逐步减弱，后期需采取各种排液措施方可维
持气井正常生产[18]。因此，需要在气井不同的生产
阶段采取提高生产压差的措施，如采取更大规格的

液两相流流态存在较大差异 。由于页岩气井属于

井下油嘴或取出油嘴，采用压缩机地面增压及人工

衰竭式开采，气井产量随着气井压力的降低而降低，

举升等方式，提高单井产量，防止水淹出现泡状流，

当低于临界携液流量后，气井出现积液。积液量上

减少段塞流，尽可能让井筒流态保持环流-雾状流、

升到一定程度后，导致气井水淹不能生产。气井投

段塞-环雾流。

表 1 平桥背斜南区 JY194HF 井不同流态对应压力梯度
Table 1 Pressure gradient of different flow patterns in
Well-JY194HF of southern part of Pingqiao anticline

深度（m）

流态

1 000

环流-雾状流

2 000

环流-雾状流

环流-雾状流

0.08
0.16

环流-雾状流

0.14
0.07
0.06

3 200

0.22

3 300

Fig. 3

流压梯度
（MPa/hm）
0.11
0.09
0.15

段塞-环状
过渡流

0.35

2 700
3 100

0.21

0.27

2 400
2 900

0.19
0.18

1 400
1 700

流态

0

30

500

流压梯度
（MPa/hm）

段塞流

不同生产阶段的合理生产方式
平 桥 背 斜 南 区 JY200HF 井 于 2017 年 投 产 后 ，

采用井下 4.2 mm 油嘴节流控压生产，压力降幅小于

水淹前

正常生产

3

0.35
0.21
0.45

0.05 MPa/d。2019年6月，
日产气量低于 3×104 m3，
小于

临界携液流量，出现水淹。在取出井下油嘴改为无
节流油管生产提产携液后，
日产气量上升至 10×104 m3，

日产液量上升至 14 m3。2019 年 12 月，井口压力降至

输 压 附 近 ，采 取 间 歇 开 井 的 方 式 实 现 自 喷 生 产 。

2020 年 1 月，采用连续进压缩机生产，增大生产压

差，加强排液，日产气量上升至 6.2×104 m3，日产液量
上升至 7.8 m3，目前井口压力为 2.7 MPa，处于压缩机

0.65

增压生产阶段，生产稳定。该井在各个阶段根据不

0.71

方式，保持了气井的稳定生产。目前，累计产气量达

0.82

好的产气效果（图 3）。

0.31

同的生产特征及时调整工作制度，采取不同的生产

0.75

到 7 887×104 m3，压裂液返排率达到 33 %，取得了很

图 3 平桥背斜南区 JY200HF 井不同阶段排采曲线
Production curv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Well-JY200HF of southern part of Pingqiao anti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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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平桥背斜常压页岩气井生产阶段划分
Production stage division of shale gas well in the southern area of Pingqiao anticline

基于井口压力及积液情况，根据平桥背斜南区

油管携液能力，同时考虑到气井积液主要在造斜段

生产井的阶段特征，将气井细分为“控压生产、提产

和水平段，下入井下油嘴至造斜点附近。井下油嘴

携液、间歇生产、增压开采、低压低产”5 个生产阶段

具有保持地层压力、降低井口压力、降低冰堵风险、

（图 4），分阶段建立气井的合理生产方式，提高了气
井携液能力，实现了气井连续稳定生产。

控压生产阶段主要是在气井自喷阶段为了防止
产量递减过快，采用井下油嘴节流的方式控制压降，
提高单井最终采出量；提产携液阶段是在气井自喷
产量和压力递减后，携液能力下降，需要采取取出油
嘴等方式进一步增大压差，提高单井产量，加强携液
能力；间歇生产阶段指气井井口压力接近输压后，气
井不能连续生产，需要间歇关井来恢复地层能量，才
能实现自喷生产，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为提高单井产
量，采取措施后，该阶段持续时间可能比较短，主要
为后续增压等措施提供依据；增压阶段是指采用压
缩机地面增压，降低外输压力对气井产量的影响，增
大生产压差，提高单井产量；低压低产阶段是指井口
压力低于压缩机正常运转最小进气压力 0.5 MPa 后，

采用增压等措施后仍不能保持气井连续生产，必须
采用人工举升等生产方式才能实现连续生产。
3.1

控压生产阶段

节省地面加热炉的优点[19]。井下油嘴直径的选择和
单井配产依据临界携液、采气指示曲线、解析模型等
多种方法综合分析，在采用井下油嘴控压生产后，气
井平均日降压力幅度控制在 0.05 MPa 以内，当井口

套压介于 15～20 MPa 时，
平均日递减率在 0.1 %以内。
以 JY194HF 为例，该井采用 12 mm 油嘴试气，测

试无阻流量 27×104 m3/d，投产后采用井下 3.8 mm 油

嘴生产，油嘴下至造斜点附近，深度约 2 002 m，内径

为 62 mm 的油管下深至 A 靶点附近，深度约 2 865 m。

在控压生产阶段累计生产 623 d，累产气量为 3 579×

104 m3，
日产气量由 9.3×104 m3 逐渐递减至 4.7×104 m3，

平均日递减率为 0.08 %；井口套压由 25 MPa 下降至

13.3 MPa，日 降 套 压 0.02 MPa，压 力 保 持 水 平 为
53.2 %。井下油嘴生产实现了较好的保压、控制递减

率的目的（图 2）。
3.2

提产排液阶段
对于采用井下油嘴生产气井，气井产量低于临

界携液流量后，需要增大油嘴或取出井下油嘴来增

由于平桥背斜南区为常压页岩气藏，气井投产

大生产压差，实现气井连续稳定生产。产水气井的

井口压力相对较低，需要对气井合理配产、控制压降

携液和积液模型的研究都是在 Turner 液滴模型和液

速率，防止气井压力迅速衰竭，延缓气井积液水淹，

膜模型基础上进行的[20-23]，临界携液流量还与温度和

以便充分利用地层本身能量，实现自喷时间最长化。

压力沿井深的分布有关系。水平井受生产管柱倾斜

在气井投产后借鉴北美及昭通页岩气的控压配产思

角的影响，在垂直段、倾斜段、水平段的携液能力存

路，进一步优化以“保压+排液”为原则，投产后采用

在较大差异[11，24]。通过对水平井的临界携液流量进

不加厚外径 73.02 mm 油管，下深至 A 靶点附近，提高

行模型优选，分别计算垂直段、斜井段、水平段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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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携液流速，取其最大值即为水平井临界携液流速

应 有 积 液 特 征 ，后 通 过 取 出 井 下 油 嘴 ，提 高 生 产

[25]

判别式 ，如式（1）。

压 差 ，使 得 日 产 气 量 大 于 临 界 携 液 流 量 ，井 筒 积
0.25

0.38
ì
é σ ( ρl - ρ g ) ù [ sin (1.7θ ) ]
ï
ê
ú
v
=
4.3
ï crd
ê
ú
0.74
ρg 2
ï
ë
û
ï
0.25
í
é
ù
ï v = 4.4 ê σ cos θ × ρl) ú
ï crH
ê
ú
2
ρg
ï
ë
û
ï v = max ( v ,v )
crd crH
î cr

液清除。
取出 JY194HF 井井下油嘴后，继续生产 180 d，

（1）

阶 段 产 液 691 m3，压 裂 液 返 排 率 由 6.3 % 上 升 到
8.2 %，与采用井下油嘴控压生产阶段比较，增大了生

产压差，井口压力虽然降低，但提高了日产气量和日
产液量水平，防止井筒积液（图 2）。考虑到气井变压

式中：vcrd 为直、斜井段临界携液流速，m/s；vcrH 为水平

m/s；
段临界携液流速，
m/s；
vcr 为水平井临界携液流速，
ρ l 为 液 体 密 度 ，kg/m3 ；ρ g 为 气 体 密 度 ，kg/m3 ；ρ 为 气

能力，采气指数由 3.3（m3/d）/[MPa2（
/ mPa·s）]上升到

/ mPa·s）]，增大压差前评价动态储
5.2（m3/d）/[MPa2（

液 混 合 密 度 ，kg/m3 ；θ 为 井 筒 与 水 平 方 向 的 夹

量为 0.7×108 m3，增大压差后动态储量 0.71×108 m3，

角 ，°；l 为水平段长度，m；σ 为气液表面张力，N/m。
水平井的临界携液流量为：
Apvcr
qcr = 2.5 × 10 4
ZT

变 产 生 产 ，采 用 物 质 平 衡 法 评 价 两 个 阶 段 的 产 气

动态储量变化不大。

（2）

式中：qcr 为临界携液流量，104 m3/d；A 为油管面积，

3.3

间歇生产阶段
气井通过提产排液后，随着压力和产量降低，不

m ；p 为压力，MPa；Z 为气体偏差因子；T 为温度，K。

能连续携液，井筒积液严重，进入间歇生产阶段。为

的条件下，日产气量为 4×10 m ，倾斜段的临界携液

积液、水淹停产”的不同积液程度，实施“气举、泡排”

2

以 JY194HF 井为例，该井在井口油压为 5.8 MPa
4

3

保持气井连续稳定生产，需根据气井“间歇带液、弱

流量大于水平段和垂直段，在 45°井斜位置最易积

针对性措施，维护气井正常生产。

于 15°时，携液流量的影响较小，直井段临界携液流

喷能力，受间歇出液的影响，套压呈锯齿状波动，采

液流量，流压梯度 0.37 MPa/hm，表现为纯气相向气

平桥背斜南区成功试验 5 口井。此类井生产特征表

液，临界携液流量 4.2×10 m /d，井斜角大于 70°或小
4

3

平桥背斜南区间歇带液井，往往具备一定的自

量仅需 1.8×104 m3/d。此时，气井产量已接近临界携

用柱塞气举基本能够实现较长时间自喷生产，已在

液混相过渡特征（图 5），判断在井斜角 40°以下位置

现为关井油压能在 2～6 h 内恢复至 7 MPa，限位器以

10

井斜角(°)
20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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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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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

1 500

深度(m)

500

深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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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b. 井筒流压

0.4

1 500

2 000

a. 井斜角

压力梯度(MPa/hm)
0.1
0.2
0.3

c. 井筒流压梯度

图 5 平桥背斜南区 JY194HF 井控压生产后期井筒流压及流压梯度
Wellbore flowing pressure and flowing pressure gradient of Well-JY194HF of southern part of Pingqiao anti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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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一定的液面，油套压差小于 5 MPa，气液比大于

复产后由于日产水量较压窜前增加较多，采用定期

平桥背斜南区弱积液井通过泡沫排水采气（简

生产压差，同时辅以泡排生产，日产气量和日产液量

450 m /m ，产水量小于 20 m /d。

放喷的方式生产，之后将该井导入压缩机生产，增大

称泡排）提高气井的携液能力，降低井筒内压力梯

明显上升，目前日产气量稳定在 3×104 m3。

3

3

3

度，减小滑脱效应。泡排生产根据不同水气比、产量
和压力情况分别采用不同的制度，周期性出液井采

3.4

增压开采阶段

用间歇泡排，大液量井采用大比例泡排，低压低产井

随着气田开采的不断深入，气井的压力和产量

采用连续泡排方式。在已实施的 15 口井中取得了较

逐年下降，增压开采作为成熟工艺，在气田各集气站

好的效果，泡排后表现为两种生产特征：一是油套压

陆续推广并取得了良好效果[27]。气井井口压力下降

差减小，日产气量和日产液量增加；二是油套压差减

至输压附近时，需采用压缩机地面增压方式减少输

小，日产液量增加，产气递减率变缓。

压对产气量的影响。考虑到各个平台以及同平台内

平桥背斜南区水淹停产井可先实施关井憋压后

各井的投产时间差别较大，增压方式以单站增压为

放喷，若不能复产则考虑用压缩机气举-抽吸复合连

主，压缩机小型化、橇装化。单站增压具有可最大程

续排液工艺[26]，利用同平台井气源或管道气作为气

度降低井口压力、增压时机灵活、配套简单、适应性

源采用车载式压缩机气举，清除油管、油套环空间的

强等优势。压缩机类型主要采用电驱往复式风冷两

积液，气井复产后辅以增压、泡排，若仍有积液，定期

级压缩机，能够适应更宽的压力范围，满足现场工况，

对气井实施气举。

充分保证机组高效运行，并能通过调节压缩机气缸余

2019年4 月，
JY195HF井井口压力降低到2.5 MPa，

日产气量降低到 2.9×104 m3，油套压差达到 3.5 MPa，

隙、压缩机工作气缸数量、转速等方式与工况相适
应。单台压缩机处理能力为 5×104 m3/d 或 10×104 m3/d

流压梯度测试 A 靶点附近达到 0.4 MPa/hm，分析该井

两种规格，进气压力设计范围为 0.5～3 MPa，根据输

积液，气井成功复产。由于气井自喷能力不足，采取

斜 南 区 生 产 井 地 面 增 压 取 得 了 较 好 的 效 果 ，如

关 2 h开 6 h的间歇生产制度，
日产气量维持在 3×104 m3

JY197HF 井增压前 1 个月平均井口压力 5.2 MPa，平

淹，在邻井压裂结束后，利用邻井气源采用车载式压

力 2.8 MPa，平均单井日产气量为 6.0×104 m3，平均日

存在一定积液，采取关井憋压+放喷的方式清除井筒

左右。2020 年 10 月，由于邻井压裂影响导致该井水

缩机对该井进行气举，气举过程中该井出水 33 m3，

Fig. 6

压设计压缩机出口压力范围为 4～6.3 MPa。平桥背

均单井日产气 4.8×104 m3；增压后 1 个月，平均井口压
3
增产量为 1.2×104 m（图
6），应用 RTA 软件预测单井

图 6 平桥背斜南区 JY197HF 井增压排采曲线
Production curve of Well-JY197HF in pressurization stage of southern part of Pingqiao anticline

不足 0.5×104 m3，压缩机进气压力低导致频繁停机。

增压后可提高单井经济可采储量 1 500×104 m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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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采用射流泵生产，泵下深至 2 600 m，随

低压生产阶段

后 ，日 产 气 量 稳 定 在 1.5×104 m3 ，平 均 日 产 液 量 为

38 m3，实现了该井低压阶段的连续生产（图 7）。射

当气井进入生产后期，井口压力低于压缩机进

流泵排采过程中需要注意防止泵芯堵塞，动力液含

气压力以后，即进入低压生产阶段。此时，气井井筒
内积液难以有效排出，必须采用射流泵排采、管柱优

有泥砂容易造成水体结垢，因此，对水质要求较高，

化、机抽排采等方式维持气井的稳定生产，提高气井

需要在地面加装除砂装置和在动力液中注入阻垢

的携液能力。射流泵排采以高压水为动力液驱动井

剂，同时，尽量保持气井连续生产，停产时要把泵芯

下排水采气装置工作，以动力液和采出液之间的能

反洗到井口，防止泵芯堵塞。

量转换达到排水采气的目的，目前在平桥背斜南区

4

JY211HF 井取得较好的应用效果。

JY211HF 井水平段长为 2 559 m，水平段中部垂

深 2 950 m，埋深较大，压裂施工过程中，施工压力

现场应用及效果
平桥背斜南区常压页岩气井可划分为“控压生

超 过 90 MPa，压裂改造难度较大，试气试采产量较

产、提产携液、间歇生产、增压开采和低压低产”5 个

处于低压生产阶段；进压缩机生产后，由于日产气量

产方式，气井措施效果明显（图 8）。在前期控压生产

生产阶段。在 30 口井投产后，分阶段制定合理的生

低。该井于 2020 年 7 月投产，投产后地层能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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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平桥背斜南区页岩气井归一化生产曲线
Normalized production curve of shale gas well in the southern area of Pingqiao anticline

井口压力(MPa)

Fig. 7

图 7 平桥背斜南区 JY211-4HF 井排采曲线
Production curve of Well-JY211-4HF in the southern area of Pingqiao anti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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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大志，等 . 南川区块平桥地区页岩气井生产阶段划分与合理生产方式研究

阶段，以“保压+排液”为原则，采用井下油嘴生产方
式，提高自喷周期，平均生产时间为 7 个月，平均压降

幅度为 0.04 MPa/d，平均日产气量为 7.2×104 m3，平均

[2]

日产液量为 17.5 m 。在自喷阶段中后期提产携液阶

reservoirs[J]. Drilling & Production Technology, 2019, 42（4）:
[3]

analysis of shale reservoir overpressure of Longmaxi Formation

增压开采阶段采用压缩机地面增压，平均日产气量

in Zhaotong Demonstration Area, Dianqianbei Depression[J].
[4]

产阶段，根据气井生产动态，分阶段优化合理配产及

YANG Bo, LUO Di, ZHANG Xin, et al. A study of stress

3

reasonable productivity allocation[J]. Journal of Southwest

济可采储量评价达到 1.02×108 m3，取得了较好的生

Petroleum University（Science & Technology Edition）, 2016, 38

产效果。

[5]

结论及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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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器学习的页岩气井井间干扰评价及预测
张 庆 1，何 封 1，何佑伟 2

（1.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页岩气勘探开发项目经理部，四川 成都 61005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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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藏井间干扰严重制约气井生产，井间干扰程度评价与预测对页岩气高效开发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主要
聚焦页岩气井间干扰现象、生产动态特征以及数值模拟参数优化等方面，但页岩气井间干扰程度定量评价及预测方面的
研究较少，且参数体系不全，难以客观评价页岩气井间干扰程度。因此，采用机器学习方法综合考虑地质参数、压裂参数

及生产参数，对 A 页岩气藏井间干扰程度进行评价及预测。先对初始数据进行数据处理，提高数据质量，然后基于处理后

的数据，应用聚类分析及随机森林算法评价及预测 Y 页岩气井间干扰程度。结果表明：A 页岩气藏中井间干扰程度低、中、

高的井数占比分别为 25.93 %、37.03 %、37.04 %，其中压裂因素对 A 页岩气藏井间干扰程度评价结果影响最大。调参后的

页岩气井间干扰程度预测结果达到 92.07 %，表明所建立的预测模型可应用于实际页岩气井间干扰程度预测，且模型精确
度较高，为页岩气井井间干扰量化评价及预测提供了一种有效手段。

关键词：页岩气；井间干扰程度评价；井间干扰程度预测；机器学习；K-Means；随机森林

中图分类号：TE37

文献标识码：A

Well interference evaluation and prediction of shale gas wells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ZHANG Qing1, HE Feng1, HE Youwei2

（1. Shale Ga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CNPC Chuanqing Drilling Engineering Co., Ltd.,

Chengdu, Sichuan 610051,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il and Gas Reservoir Geology and Exploitation,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China）

Abstract: Inter-well interference seriously affects the production of shale gas wells. The evaluation and prediction of well

interference degre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shale gas. But th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interference phenomenon between shale gas wells, production performance, and parameter optimization through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 prediction of the interference degree between shale gas wells,
and the selected parameters is incomplete,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objectively evaluate the well interference between shale gas
wells. Therefore, the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is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geological parameters and fracturing

parameters to evaluate and predict the degree of interference between wells in the shale gas reservoir. Firstly, the initial data are

processed to improve the data quality. Then, based on the processed data, cluster analysis and random forest algorithm are used to

evaluate and predict the interference degree of shale gas wel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rtions of the wells with low, medium

and high well interference in the shale gas reservoirs are 25.93 %, 37.03 % and 37.04 %, respectively. The fracturing factors show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well interference degree in the shale gas reservoirs. After parameters optimization,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well interference degree reaches 92.07 %, indicating that the developed prediction model can be applied to forecast the

well interference degree in shale gas reservoirs.

Keywords: shale gas; well interference evaluation; well interference prediction; machine learning; K-Means; random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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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大，所使用建立模型的过程及最终建立的模型都

采资源量前列，页岩气在中国能源体系中具有重要

只能应用到所使用的目标油气藏中，不利于推广。

的地位。特别是在四川威远、长宁页岩气示范区块，

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建立页岩气井井间干扰程度评价

累产页岩气量已超 100×10 m

及预测模型时，不仅可以充分挖掘页岩气藏地质、钻

8

3[1-2]

。
“ 碳中和、碳达峰”

背景下，继续加大页岩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力度对保

井、压裂、生产动态数据，考虑更全面的因素以增加

障国家能源安全、改善能源结构、助力“双碳目标”实

模型精确度，而且通过学习页岩气井实际数据进行

现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评价与预测时，评价结果更符合页岩气井实际情况。

页岩气藏渗透率和孔隙度极低，通常采用“井工
[3]

同时建模工作量较小，计算效率高，使用的建模流程

厂”模式钻井和压裂，形成复杂裂缝网络 ，为页岩气

可以扩展于其他页岩气藏井间压窜评价及预测中，

提供有效流动通道。由于井距较小（一般为 300～

易于推广应用。最终建立的模型不仅可以对页岩气

500 m）且部分井还会进行重复压裂，导致井间干扰
[4]

井井间干扰做定性分析，还可以进行定量计算。当

较严重，甚至压窜 ，并且井间距伴随页岩气开采规

后续新数据随着生产的进行产生时，可加入模型以

模的增大而不断减小，导致井间干扰发生的概率及

提升模型的后期表现。

[5]

影响程度大幅增加 。压窜后，井间部分裂缝连通，

机器学习是一个交叉学科，凭借数据挖掘程度

导致子井压裂液进入母井，母井产气量降低，产水量

高、计算精度高、应用简单等特点广泛应用于石油与

上升，严重影响气井产能发挥。井间干扰逐渐成为

天然气领域。严子铭等[19] 应用不同机器学习方法预

影响页岩气井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开展页岩气井

测页岩气采收率，对比不同的机器学习方法优缺点

间干扰评价与预测对提高页岩气井产量十分重要。

以及相关参数的重要性；钱辰等[20] 提出了一种基于

国内外学者采用解析方法或数值模拟手段等开

机器学习的页岩气“甜点”评价方法；李菊花等[21] 使

展了页岩气井间干扰评价及主控因素研究[6-7]，提出

用随机森林算法提出了页岩气压裂水平井井产量预

页岩气井间干扰诊断的试井分析、产量递减分析、灰

测模型，分析了影响多段压裂井产量的主要因素；孙

。通过地质工程

艺涵[22] 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建立了页岩有机质含量预

一体化研究，提出合理井距并优化压裂参数[13-14]，提

测模型。但在基于机器学习的页岩气井井间干扰评

色关联分析和数值模拟等方法

[8-12]

[15]

出防压窜建议。HE 等 分析了页岩气藏井间压窜

价及预测方面的研究鲜有报道。使用机器学习方法

干扰主控因素及干扰模式，并提出了减缓页岩气井

进行建模时，都有以下缺点：机器学习是一种数据驱

[16]

间压窜干扰的方法。位云生等 以长宁区块为例，

动方法，使用的数据决定最终建模效果；但在大多数

建立了 4 种不同的井网井距设计方法并论证了井网

的研究中考虑因素不全面，数据并不完整，且数据处

案，为解决页岩气井井间干扰复杂处理提供了方法。

针对井间干扰评价难，预测精度差的问题，使用

对于页岩气井间干扰程度评价，特别是定量预

机器学习方法进行页岩气井间干扰程度评价及预

井距优化流程。李维等

[17]

提出了精细控压作业方

[18]

理结果较差，影响最终预测结果。

测方面的研究较少 。页岩气井间干扰程度评价主

测。首先建立较为完整的影响因素体系（包含地质、

要有解析及半解析方法、灰色关联法、数值模拟法以

钻井、压裂、生产等 15 种因素），对现场传回的数据进

及机器学习方法 4 种研究方向。以解析及半解析方

行缺失值处理，
并使用马氏距离法以及箱型法对缺失

其使用简单而被现场广泛使用；但是解析及半解析

对数据进行降维处理，获得质量更好的数据集增快建

方法的假设条件与实际页岩气井差距较大，难以准

模效率；
最终使用聚类算法及随机森林方法建立可用

确预测页岩气井井间干扰程度。灰色关联法所建立

于实际页岩气井井间干扰评价的页岩气井间干扰程

的灰色关联模型只能定性分析与井间干扰程度相关

度评价及预测模型，并使用学习曲线以及交叉验证方

性大的因素，不能定量评价井间干扰程度，难以满足

法进行调参，以获得最优的页岩气井井间干扰评价

实际现场对页岩气井井间干扰程度量化评价的需

及预测模型。该模型精度较高，可以应用到实际页

求。考虑复杂裂缝以及多相流动的数值模拟方法建

岩气井井间干扰评价与预测中，对页岩气藏高效开

模复杂且计算量大，模型历史拟合困难，且应用局限

发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中常用的试井分析及产量递减分析方法为例，因

值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异常值检验；
然后使用 PCA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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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插补或者中位数插补都会导致插补后的数据集

1

现场数据处理

噪声更多。如果只是简单地对缺失数据的井组进行
删除，最终得到的数据将难以描述整体参数的变化

使用 A 页岩气藏现场数据针对 A 页岩气井井间

干扰程度进行建模。通过与现场结合并调研相关文
献

[15, 23-24]

，综合考虑地质因素、钻井因素、压裂因素以

趋势。多重插补法：基于除缺失值外的变量建立线
性模型，以此预测要填补的数据。尽管数据间的线
性关系较小，但是多重插补法的插补结果要比简单

及生产因素，建立了一个包含 15 个指标较为完整的

的平均值插补或者中位数插补精确。

总含气量、最小水平主应力、脆性矿物、黏土矿物、水

异常值，但是不能确定异常值不存在，要进一步对数

平段长、压裂段数、压裂簇数、改造体积、压裂段长、

据进行异常值检验。

表 1 为部分井多重插补结果，插补数据并无明显

页岩气井井间干扰影响因素体系（渗透率、孔隙度、

入地液量、入地砂量、平均累产气量以及井间干扰影
响程度）。根据所建影响因素体系，筛选出可用的现

1.2

异常值检验

场数据进行下一步数据处理。由于数据中的缺失值

经过缺失值处理的数据并未显示出明显的异常

较多，数据的质量较低，故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处

值，但是不能确定无异常值，需要对插补后的数据进

理 ，提 高 数 据 质 量 对 保 证 模 型 预 测 精 度 具 有 直 接

行异常值检验。
误差超过数量级的异常值，十分明显的可直接

影响。
1.1

删除。一些误差并不是十分明显的异常值无法由人

缺失值处理

工判别，但是不能任由这些疑似异常值的数据存在。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缺失值处理是十分重要的。
本次使用数据集的数据缺失值较多，使用简单的平

Table 1
井号
1
2
3
4
5
6
7
8
井号
1
2
3
4
5
6
7
8

总含气量（m3/t） 压裂段数

压裂簇数

28

77

5.51

15

41

3.90
6.22
4.93
4.85
4.53

12
22
33
30
31
31

渗透率
（10-6μm2）

孔隙度

0.30

6.11

0.28

6.09

0.28

5.60

0.29
0.29
0.29
0.48
0.29

64
99
93
99
93

入地砂量（t）

3 847.69

1 500

1 686

54 411.00

2 442.40

4 801.09

1 500

1 087

29 988.88

2 790.85

2 200

2 154

1 974.63
4 760.67
8 188.04
5 848.50
5 041.82
5 947.01

1 786

747

1 800

1 689

2 000

1 972

2 000

1 974

2 000

1 970

22 100.12

38 072.96

65 063.00

54 017.06

53 143.52

52 443.90

2 815.57
2 784.36
3 674.25
3 328.43
3 302.30
2 860.20

最小水平主应力
（MPa）

脆性矿物含量
（%）

黏土矿物含量
（%）

井间干扰影响程度
（%）

36 020.87

71.10

68.94

64.75

19.82

84

71.50

55.42

10.47

100

22.25

91

73 553.62

31 608.30

6.03

350 960.10

6.08

入地液量（m3）

平均累产气量
（m3/d）

128 536.00

6.20

改造体积（104 m3） 水平段长（m） 压裂段长（m）

38

5.70
5.83

个指标的相关性考虑到异常值检测中（在检测异常

表 1 A 页岩气藏部分井多重插补结果
Multiple interpolation results of some wells in A reservoir

4.04
3.50

当使用马氏距离法检验异常值时，马氏距离法将各

262 288.20

221 543.30

30 792.40

68.10

70.36

67.70

69.65

69.45

69.52
59.80
74.52
68.01
71.14
72.63

15.85

20.60

20.55

18.40

19.70

85
79
47
89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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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时考虑了各个指标间的联系），如果有某一指标并

需要找到一个变量个数较少但是可以保留信息较多

无其他指标与其有相关关系，则使用箱型法来进行

的方式。

异常值检验。这种使用箱型法与马氏距离法结合检
方差贡献度(%)

测异常值的手段显然更加准确。

0

先判断上述 15 个指标的相关性，其中除最小水

40

2

使用箱型法检测最小水平主应力的异常值，使用马
氏距离法检测其余 14 个指标的异常值。

3

异常值存在，而使用箱型法检测的最小水平主应力

5

含有一个异常值，表明多重插补法处理的数据可靠

6

影响因子个数

性较高。
主成分分析

80

100

53.3 %
63.0 %
71.8 %

4

经检测发现使用马氏距离法检测的指标中并无

60

39.3 %

1

平主应力以外的 14 个指标都有其他指标与之相关。

1.3

20

79.3 %
84.1 %
88.4 %

7

91.5 %

8

94.0 %

9

目前的各种页岩气井井间干扰研究所选用的研
究因素都注重与页岩气井井间干扰影响程度之间有
相关关系，从而得到定性的影响关系模型。这种研
究方式固然正确，但是当使用过于繁多的影响因素
进行研究时，会产生多余的工作量，甚至根据这种研
究方法得到的数据集所建立的模型结果也会出现一
定的偏差。使用统计分析手段研究页岩气井井间干
扰这种多变量问题的工作量大、复杂度高且难度大，

Table 2
参数
平均累产气量
压裂段数
压裂级数
改造体积
水平段长
压裂段长
入地液量
入地砂量
渗透率
孔隙度
总含气量
最小水平主应力
脆性矿物
黏土矿物

Fig. 1

10

96.1 %

11

97.8 %

12

98.9 %

13

99.8 %

14

100.0 %

图 1 影响因子方差贡献度
Contribution graph of impact factor variance

表 2 影响因子与备选因素对应系数矩阵
Corresponding coefficient matrix of impact factors and candidate factors

Y1

0.320 333

Y2

Y3

0.101 433

-0.332 990

-0.100 060

-0.041 560

0.351 620

0.115 790

0.416 403

-0.080 640

0.178 355

-0.244 070

-0.127 860

0.010 346

-0.035 770

0.440 225
0.303 558

0.360 660

0.022 013

0.124 939

-0.174 330

0.101 532

-0.017 020

0.223 720
0.204 261

0.070 389
-0.032 390

注：Y 为井间干扰程度影响因子。

0.073 144

0.357 113

-0.097 980

0.322 258

-0.064 370

0.221 530

0.159 753

-0.005 220

0.145 061

-0.030 570

-0.108 870

0.208 533
0.788 948

-0.277 470

0.342 088

0.104 210
0.131 329

0.037 667

-0.323 940

0.264 322
0.290 244
0.306 970

-0.141 630

-0.236 370
-0.313 310
0.677 641

-0.060 660
-0.112 400

0.150 284
0.194 926

-0.086 270

-0.195 640

-0.019 610

-0.493 420

-0.548 110

0.114 013

-0.306 540

-0.435 300

-0.174 210

0.091 473

-0.083 900

-0.223 240

0.608 051

0.034 170

0.285 875

0.029 974

0.068 482

0.127 573

0.329 727

-0.102 290
-0.020 280

-0.347 040

-0.128 880

-0.495 090

0.114 290

-0.561 910

0.424 910

-0.017 620

-0.054 400

-0.041 400

Y8

0.400 095

0.393 068

0.047 098

0.459 899

-0.169 200

Y7

-0.050 270

-0.110 600

0.138 368

Y6

0.478 627

0.171 114

-0.098 540

-0.327 860
-0.166 550

Y5

-0.562 230

0.346 230
0.105 936

Y4

-0.257 370
-0.296 870

0.104 619
0.126 982
0.236 313

-0.030 270
-0.104 310
0.330 922

-0.329 260
0.273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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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分析主要用于减少数据维度，建立尽可

每个簇质心之间的距离进行分类，
将这个数据点分类

能少的新变量，这些由主成分分析所建立的新变量

为计算距离最小的簇中；③计算得到的各个簇的中

可保留绝大部分原数据集信息，并且这些新变量之

心，如果在该数据点分类前后的中心相同，则聚类中

间是互不相关的，可大幅减少后续所建立的页岩气

心不变，如果不同则将分类后的聚类中心作为下一次

产量评价模型的复杂性及计算时间。将这些由主成

数据点分类前的数据中心；④不断重复②、③步，直到

分分析得出的各个新变量称为影响因子。
基于 Python 语言，选择除井间干扰比例外的其

所有的数据都完成分类与聚类，输出最终聚类中心。
图 2 为使用 K-Means 算法建立页岩气井间干扰

余全部参数进行主成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前 8 组

程度评价模型流程。

使用前 8 组影响因子作为页岩气井井间干扰评价模

2.2

影响因子占全部数据信息（方差）的 90 %以上（图 1），

型特征，表 2 为影响因子与备选因素对应系数矩阵。

2

井间干扰程度评价及预测方法

页岩气井间干扰对页岩气产量及井距确定影响
较大，如何量化评价和预测井间干扰程度十分重要。
因此，基于 Python 语言，建立页岩气井间干扰影响程

度回归预测模型。机器学习回归模型包括很多类

基于 Python 语言，使用处理完的数据建立井间

干扰程度划分模型，并建立井间干扰程度预测模型。
2.1

井间干扰程度回归模型

井间干扰程度评价模型
现场给出的井间干扰程度，以及各种其他可能

型，例如：线性回归、多重线性回归、决策树、随机森
林、支持向量机、XGBoost 以及神经网络等。在各种

回归模型中，随机森林因其较高的准确性以及较低
的复杂性而受到广泛应用。
随机森林是一种集成模型[26]，其基础评估器是

影响井间干扰程度的因素通常为一系列的连续值，

决策树，决策树分为分类树以及回归树。决策树的

对这些连续值划分等级，从而定性地判断所用区块

回归以及分类能力较低，预测结果较差，因此，加利

中某一口井的井间干扰程度的等级是十分重要的。

福尼亚数学教授 BREIMAN 完善并推广了随机森林

划分等级需要将一系列连续值划分到各个等级的簇
中。聚类算法可以实现上述工作中分簇的部分，并
给出不同簇中所用指标的聚类中心，但是不能划分

模型。

随机森林原理（图 3）：①一个样本容量为 N 的样

本，有放回地抽取 N 次，每次抽取 1 个，最终形成了 N

等级。所以得到不同簇中各种指标的聚类中心后，

个样本。选出的 N 个样本用来训练一个决策树，作

还需找到评价所分簇的等级指标。这样可以建立一

为决策树根节点处的样本；②当每个样本有 K 个特

个完整的页岩气井井间干扰程度评价模型。如果井
间干扰程度单独进行分簇，尽管可以得到预期要求，
但是所建立的评价模型太过于简单，而且不能根据

数据处理

所建页岩气井井间干扰评价模型得到更具有意义的
结果，所以要选择不同的可能影响井间干扰程度的

确定所需等级

因素，与井间干扰程度一同作为特征放入聚类模型
中进行分簇。

使用K-Means算法进行聚类

聚类算法包括：K-Means 聚类算法、均值偏移聚

类 算 法 、DBSCAN 聚 类 算 法 、使 用 高 斯 混 合 模 型

选取因素作为划分聚类后各簇等级的标准

（GMM）的期望最大化（EM）聚类以及层次聚类算法。
由于所做的只是计算点和群中心之间的距离，其优

划分等级、对井间干扰程度进行评价

势在于速度非常快、实现起来比较简单、聚类效果较
好，因此应用很广泛。
K-Means 聚类原理[25]：①随机选择所需聚类簇数

个数，作为聚类簇各自的中心；②通过计算数据点和

Fig. 2

图 2 页岩气井间干扰评价流程
Flow chart of interference evaluation between
shale gas w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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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为页岩气井井间干扰程度影响因子聚类中

征，在决策树的每个节点需要分裂时，随机从这 K 个
特征中选取出 k 个特征，满足条件 k<K。然后从这 k

心，可见等级高与等级低聚类中心差的绝对值最大

个特征中采用某种策略（如信息增益）来选择 1 个属

的影响因子为 Y1 与 Y3，由表 2 可知，占影响因子 Y1 信

个节点都要按照步骤②来分裂，一直到不能够再分

息最多的为水平段长与压裂级数，即影响页岩气井

性作为该节点的分裂属性；③决策树形成过程中每

裂为止；④按照步骤①—③建立大量的决策树，每棵

息最多的为压裂级数与压裂段数，占影响因子 Y3 信

井间干扰程度最大的为压裂因素与钻井因素。建议

决策树都产生一个结果；⑤随机森林最终决策是由
每棵决策树结果投票产生。

数据处理

图 4 为使用随机森林算法建立页岩气井间干扰

程度回归模型流程。

使用随机森林算法及默认参数建立井间干扰
程度基础回归模型

3 井间干扰程度评价及预测方法应用
3.1

以基础回归模型精度作为标准进行参数优化

井间干扰程度评价
K-Means 算法建立井间干扰程度评价模型，使

使用随机森林算法及优化后参数建立井间干
扰程度最优回归模型

为标准将井间干扰程度评价等级划分为高、中、低 3

使用井间干扰程度最优回归模型进行页岩气
井间干扰程度预测

用数据处理生成的影响因子，并以井间干扰程度作
个等级，其中高等级的井数占 37.04 %，中等级的井

数占 37.03 %，低等级的井数占 25.93 %。表 3 为页岩

Fig. 4

气井井间干扰影响因子聚类中心（标准化）。

数据集

采样集2

决策树1

1.0
……

决策树2

井间干扰程度影响因子(标准化)

采样集1

采样集n

……

决策树n

投票

决策

Fig. 3

等级低
等级中
等级高
等级高与等级低聚类中心差的绝对值

0.8
0.6
0.4

0.350
0.316

0.2

0.431

0.354
0.076

0.178 0.126

Y4

Y5

0
-0.2

Y2

-0.4
-0.6
-0.8
-1.0

Y3

Y6

0.023
Y7

0.054
Y8

井间
干扰程度

Y1

图 5 页岩气井井间干扰程度影响因子聚类中心
Fig. 5 Cluster center diagram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ell
interference degree of shale gas

图 3 随机森林原理
Principle of random forest method

Table 3

图 4 页岩气井间干扰程度回归模型流程
Flow chart of the regression model for interference
degree between shale gas wells

表 3 页岩气井井间干扰程度影响因子聚类中心（标准化）
Influencing factor clustering center（standardization）of shale gas well interference

等级

Y1

Y2

Y3

Y4

Y5

Y6

Y7

Y8

井间干扰程度

等级低

0.585 049

0.218 316

-0.175 240

0.034 695

0.071 724

0.052 852

-0.004 221

-0.034 615

0.474 394

-0.097 344

0.178 446

-0.041 099

-0.106 195

-0.072 763

0.019 169

0.019 674

0.905 660

等级中
等级高

-0.644 967
0.235 432

-0.055 477

注：Y 为井间干扰程度影响因子。

-0.055 778

0.016 812

0.055 988

0.035 766

-0.016 125

0.004 557

0.769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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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设计该区块的页岩气开采方案时，应注重对压

间节点分枝所需的最小样本数、分枝时考虑的最大

裂因素以及钻井因素方案设计的优化，以避免较大

特征数）进行调参，不同参数与均方误差关系（图 6）

中学习曲线的顺序便是调参顺序。

的井间干扰现象发生。
3.2

在调参过程中模型的精确度逐渐提高，即 MSE

井间干扰程度预测
使用处理过后的数据（井间干扰影响程度为标

不断减小，最终的调参结果见表 4。

优 化 后 的 随 机 森 林 预 测 精 度 为 ：MSE=0.093，

签，其余 8 个影响因子作为特征）建立页岩气井井间

MAE=0.240。随机抽取 4 口井运用优化后的页岩气

模型流程中占极为重要的地位。调参前先使用基础

预测结果如图 7 所示，其精度达到 92.07 %，较调参前

干扰影响程度随机森林回归预测模型。调参在建立

井井间干扰影响程度随机森林回归模型进行预测，

参数进行建模，得出基础模型预测精度：MSE（均方

模型准确度提升 16.1 %。优化后的页岩气井井间干

取 4 口井运用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其精度为 75.97 %，

井间干扰程度预测。

模效果影响显著的参数（随机模式、树模型数量、中

价模型，可对实际页岩气藏井间干扰进行定性分级

误差）=0.105，MAE（平均绝对误差）=0.259。随机抽

扰影响程度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可用于实际页岩气井
使用 K-Means 算法建立的页岩气井井间干扰评

0.118

0.28

0.114

0.24
均方误差

均方误差

用于之后调参结果衡量的基准。使用学习曲线对建

0.110
0.106
0.102

0.20
0.16
0.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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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1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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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模式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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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树模型数量与均方误差关系
0.098

均方误差

均方误差

a. 随机模式参数与均方误差关系
0.114
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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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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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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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模型数量(个)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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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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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c.中间节点分枝所需的最小样本数与均方误差关系

3

4

5

6

d.分枝时考虑的最大特征数与均方误差关系

图 6 不同参数与均方误差关系
Learning curves of different parameters

表 4 随机森林方法调参结果
Table 4 Optimized results using Random forest method
参数

最优值

参数

最优值

Random state

70

中间节点分枝所需
最小样本数

6

树模型数量

41

分枝时考虑最大
特征数

2

无因次井间干扰
影响程度

Fig. 6

2

分枝时考虑的最大特征数(个)

中间节点分枝所需的最小样本数(个)

1.0
0.8
0.6
0.4
0.2
0

井间干扰影响程度真实值
井间干扰影响程度预测值
1

2

3

4

井号

Fig. 7

图 7 模型预测结果
Prediction results based on developed model

HU Kai. Reservoir and sweet pot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评价。进一步采用随机森林方法建立页岩气井井间

shale gas in Wufeng-Longmaxi Formation, southwest of

干扰预测模型。模型预测准确率达到 92.07 %，可用

Sichuan Basin[J]. Unconventional Oil & Gas, 2021, 8（5）:

于实际页岩气井井间干扰程度定量预测，解决了现

有方法假设条件与实际不符、模型考虑因素不全面
的问题，为页岩气井定性分类评价与井间干扰程度

[3]

study of multistage fracturing horizontal well production

forecasting models for shale gas with different fracture forms[J].
[4]

干扰程度评价及预测方法。将页岩气藏地质、钻井、
岩气井井间干扰程度评价等级，采用随机森林方法

[5]

建立页岩气井井间干扰影响程度预测回归模型来预

3） 使用聚类算法建立 A 页岩气藏井间干扰影

[6]

[7]

[8]

[9]

September 2014.

SULLIVAN M, ZANGANEH B, SPRINGER A, et al. Postfracture pressure decay: A novel （and free） stage-level

assessment

method[C]//

Paper

URTEC-2019-970-MS

presented at the SPE/AAPG/SEG Unconventional Resources
[10]

Technology Conference, Denver, Colorado, USA, July 2019.

KUMAR A, SETH P, SHRIVASTAVA K, et al. Well

interference diagnosis through integrated analysis of tracer and

pressure interference tests[C]// Paper URTEC-2901827-MS

the Wufeng-Longmaxi reservoirs in the Sichuan Basin[J].

presented at the SPE/AAPG/SEG Unconventional Resources

Natural Gas Industry, 2018, 38（4）: 67-76.

点”分布规律研究[J]. 非常规油气，2021，8（5）：34-44.

SARDINHA C, PETR C, LEHMANN J, et al. Determining

interwell connectivity and reservoir complexity through frac

Resources Conference-Canada, Calgary, Alberta, Canada,

岩气勘探进展、挑战与前景[J]. 天然气工业，2018，38（4）：

胡凯 . 川西南威远地区五峰—龙马溪组页岩储层特征及“甜

Mechanics, 2016, 33（4）: 643-648.

pressure hits and production interference analysis[C]// Paper

董大忠，施振生，管全中，等 . 四川盆地五峰组—龙马溪组页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shale gas exploration in

全耦合模拟[J]. 计算力学学报，2016，33（4）：643-648.

SPE-171628-MS presented at the SPE/CSUR Unconventional

测，为页岩气井定性分类评价与井间干扰程度定量

DONG Dazhong, SHI Zhensheng, GUAN Quanzhong, et al.

曾庆磊，庄茁，柳占立，等 . 页岩水力压裂中多簇裂缝扩展的

shale hydraulic fracturing[J]. Chinese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模型能够用于实际页岩气井井间干扰程度定量预

67-76.

931-940.

coupled simulation of multi-cluster fracture propagation in

程度预测，符合率为 92.07 %，预测精度较高，表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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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自贡区块页岩储层最佳靶体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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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川南自贡区块构造位置位于四川盆地威远斜坡南翼，为北西—南东向单斜坡。该区目的层上奥陶统五峰组—下志
留统龙一 1 亚段为深水陆棚相富有机质黑色页岩沉积，储层纵向非均质性较强。水平井页岩“甜点段”钻遇程度的不同造成

了测试效果的差异。为明确该区页岩最佳靶体纵向分布、指导水平井钻井轨迹跟踪调整，基于地层小层划分，综合运用钻
井、录井、测井及分析化验等资料开展储层精细评价，并利用产气剖面资料评价靶体对页岩气水平井产能的影响。研究结
果表明：①受沉积和构造作用的双重影响，目的层中龙一 11 小层下部页岩段为最优的“地质—工程”双“甜点”；②生产测井

分析表明，龙一 11 小层下部具有最高的单位长度产气贡献率，是研究区的最佳靶体；③水平井的龙一 11 小层下部页岩有效压

裂段长是影响自贡区块气井产能的关键因素。该研究成果将自贡区块最佳靶体纵向分布厚度由 2～5 m 精确到 1～2 m，
有效
支撑了页岩气产能评价工作，为该区块实现页岩气规模效益开发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储层精细评价；产气剖面分析；靶体优选 ；优质页岩储层；五峰组—龙马溪组
中图分类号：TE121

文献标识码：A

Target position optimization for shale reservoirs in Zigong Block of southern Sichuan Basin
ZHANG Chenglin1, YANG Xuefeng1, ZHAO Shengxian1, ZHANG Jian1,2, DENG Feiyong3, HE Yuanhan1,
ZHANG Deliang1, WANG Gaoxiang1, ZHONG Guanghai1

（1. Shale Gas Institute of PetroChina Southwest Oil & Gasfield Company, Chengdu, Sichuan 610051, China;

2. Shale Gas Evaluation and Exploitation Key Laboratory of Sichuan Province, Chengdu, Sichuan 610213, China;
3. Shunan Gas Field of PetroChina Southwest Oil & Gasfield Company, Luzhou, Sichuan 646000, China）

Abstract: Zigong Block,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side of Weiyuan Slope in Sichuan Basin, is a monocline in NW-SE
direction. O3w-S1l1-1 is the target layer of that block, which develops black shale with rich organic matters in deep-water

continental shelf, while the longitudinal heterogeneity of the reservoir is strong. Different penetration degrees in the sweet spot of

horizontal shale well lead to different testing results.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longitudinal distribution of the optimal shale target

and guide the tracking and adjustment of horizontal well drilling trajectory, based on stratigraphic subdivision, fine evaluation of

reservoir is carried out by the comprehensive data of drilling, logging, well testing and laboratory analysis. Meanwhile, the gas

production profile data are used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the target on shale gas productivity of the horizontal well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①Under the influence of both sedimentation and tectonics, the lower part of S1l1-1-1 are the optimal“sweet 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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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both geology and engineering among target layers; ② The production well logging data indicate that, the lower part of

S1l1-1-1shows highest gas production contribution of per unit length, which is the optimal target position of the research area; ③The

effective fracking length of shale reservoir in the lower part of S 1l1-1-1 for horizontal well is the key factor for gas well productivity in

Zigong Block.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which supports the productivity evaluation of shale gas effectively, and sets the

foundation for realizing large-scale and cost-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shale gas in that block, the longitudinal distribution

thickness of the optimal target in Zigong Block is accurate from 2～5 m to 1～2 m.

Keywords: fine evaluation of reservoirs; analysis of gas-production profile; target position optimization; high-quality shale

reservoir; Wufeng-Longmaxi Formation

川南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气已在威远、
长宁、昭通等区域实现规模效益开发，并逐步向新区
拓展[1-5]。自贡区块作为近期中国石油开展页岩气产
能评价的新区，区块内已实施的 8 口水平井，各井间

平面距离小于 2 km，工程技术条件相近，测试产量介

1
1.1

地质概况
构造特征
川南自贡区块构造位置位于四川盆地威远斜坡

于（7.64～40.31）×10 m³/d、平 均 为 21.2×10 m³/d，单

南翼，整体为一北西—南东向的单斜坡构造[11]，五峰

长相近，但水平井穿行层位存在差异。因此，分析目

（断距 20～40 m）[12]；
五峰组底埋深介于 3 200～4 700 m，

4

4

井产能差异较大；同时，各井轨迹方位相同、水平段

的层段的钻遇情况对单井产能的影响，从而确定最优
靶体的纵向分布，是该区提高单井产量的研究重点。
北美页岩地层厚度大、储层品质优，学者们在优
选最佳靶体时更加重视储层工程参数的评价[6]。国
内页岩气主要开发层位为四川盆地五峰组—龙马溪
组，储层纵向非均质性强，在靶体优选时侧重于地质
参数评价[7-8]；在不同区块优质靶体的纵向分布层段
与 厚 度 差 异 大 ，例 如 在 中 国 石 油 的 长 宁 、泸 州 、威
远[3,5,9]和中国石化的威荣、焦石坝[7,10]等区块最佳靶体
的厚度介于 3.5～20 m。总体而言，目前的页岩储层

最佳靶体优选普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优选的靶体

纵向跨度大，水平钻井偏差率大、未聚焦到最优势位
置；二是页岩储层评价侧重于地质参数评价，往往缺

组—龙马溪组仅发育少量北西—南东向Ⅳ级断层
自 北 向 南 逐 渐 增 大（图 1）。 目 的 层 地 层 压 力 系 数
1.70～1.84，保存条件好。
1.2

地层与岩性特征
针对四川盆地页岩气最有利目的层段[5]，中国石

油（五 峰 组 — 龙 一 1 亚 段）[4] 与 中 国 石 化（① — ⑨ 号

层）[7] 在地层小层划分与命名上存在差异，但总体具

有良好对应关系（图 2）。按中国石油的小层划分方

案，根据岩性特征、测井电性特征和古生物发育特

征，将五峰组—龙一 1 亚段划分为五峰组、龙一 11 小层

（1 小层）、龙一 12 小层（2 小层）、龙一 13 小层（3 小层）

和龙一 14 小层（4 小层）。5 个小层整体呈“三分性”，
即五峰组厚度为 6.5～7.5 m，岩性自下往上由灰质页

少反映页岩岩石力学性质的工程参数，而岩石力学

岩向页岩过渡，具有低伽马、中密度、中声波时差电

性质是影响页岩储层压裂改造难易程度的重要因

性特征，发育异性正常笔石（五峰组典型笔石），顶部

素；三是偏重于储层静态参数的评价，缺乏产气剖面

发育薄层介壳灰岩（观音桥层）；龙一 11 小层—龙一 13

等生产动态资料的佐证。
综合运用钻井、录井、测井及分析化验等资料，

小层累计厚度 8.6～11.8 m，岩性为黑色硅质页岩，电

性特征呈中—高伽马、中—低密度、中—高声波时

在地层小层划分基础上，对自贡区块五峰组—龙一 1

差，发育耙笔石、叶笔石、囊笔石、雕刻笔石等标准笔

产气剖面资料分析，优选最优靶体层段，为优化该区

由黏土质页岩向粉砂质页岩过渡，具有低伽马、高密

亚段页岩开展储层精细描述并分类评价，同时结合

石；龙一 14 小层厚度为 13.2～19.2 m，岩性自下而上

块水平井钻井轨迹参数设计、提高水平井单井产量

度、低声波时差电性特征，偶见单笔石、耙笔石等标

提供依据。

准笔石，笔石个体较小、体型保存不完整[4,11]。

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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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峰组—龙一 1 亚段岩心分析实验数据描述页岩储

层地质参数特征（表 1），结果表明储层纵向非均质性

储层精细评价

强。其中，龙一 11 小层脆性矿物含量（即石英、长石和

储层特征
选取了研究区及邻区 3 口取心井，井位置见图 1，

2

4

N

6 km

00

00

30

25

量（TOC）平均为 6.0 %，孔隙度平均为 6.9 %，总含气

00

0

碳酸盐矿物含量之和[4]）平均为 81.2 %，总有机碳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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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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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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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川南自贡区块五峰组—龙一 1 亚段储层参数实验数据统计
Experimental data of reservoirs in O3w-S1l 1-1, Zigong Block of southern Sichuan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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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川南自贡区块五峰组底界埋深
Burying depth for O3w bottom, Zigong Block of southern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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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川南自贡区块典型井五峰组—龙一 1 亚段综合柱状图（笔石分层及照片据文献[11]）
Comprehensive column of shale reservoir in O 3w to S1l1-1, typical well of Zigong Block of southern Sichuan（Layers division and photos of graptolites are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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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平均为 6.0 m³/t，含气饱和度平均为 82.4 %，单项储

新华等[9] 针对临近本次研究区的威远页岩气田 100

层参数整体为各小层最高，是地质最优“甜点”层段。

余口水平井，将Ⅰ类储层中更优的、满足“四高”特点

页岩储层的可压性受本身脆性特征、地应力场

（即 TOC 不低于 4.0 %、孔隙度大于等于 6 %、含气饱

[13]

等要素的影响 。岩心分析和测井解释表明，自贡
区块龙一 1 小层页岩泊—杨脆性指数 48 %～62 %，
1

泊松比 0.18～0.24、
杨氏模量介于（3.1～4.4）×10 MPa，
4

最 小 水 平 主 应 力 79～88 MPa，岩 石 破 裂 压 力 85～

和度不低于 70 %、脆性矿物含量不低于 75 %）的储

层定义为Ⅰa 类储层，其余为Ⅰb 类储层，结果表明：
Ⅰa 类储层在靶体设计中有很好的适应性。研究借鉴

以上标准，综合地质、工程参数建立本研究区储层精

104 MPa（表 2）；相较于其余各小层，总体呈“高脆性

细分类评价标准（表 3），并对自贡区块五峰组—龙

岩石破裂压力”的工程特征，更有利于水力压裂形成

一 14 小层局部和五峰组底部发育Ⅲ类储层外，Ⅰ+Ⅱ

指数、低泊松比、高杨氏模量、低最小水平主应力、低

类储层主要分布于五峰组中上部—龙一 14 小层上部，

复杂缝网[14]。
2.2

一 1 亚段页岩储层进行了精细分类评价（图 2），除龙

其中Ⅰb 类储层分布于龙一 11 小层上部和龙一 14 小层

储层分类评价
页岩储层评价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4,7,9]。中国

底部，Ⅰa 类储层稳定分布于龙一 11 小层下部。

石油根据生气潜力、
储集物性、
可压裂性和含气性 4 个

2.3

4 项静态参数作为页岩储层分类评价标准，将页岩储

其中沉积环境是储层形成的基础；构造作用控制了

足“TOC 大于等于 3.0 %、孔隙度大于等于 5 %、泊—

的影响[15]。

方面，选取 TOC、孔隙度、泊—杨脆性指数、含气量

储层发育主控因素
页岩储层发育受沉积和构造作用的双重影响，

层划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其中Ⅰ类储层需同时满

储层的后期改造，主要体现在对天然裂缝发育程度

杨脆性指数不低于 55 %、含气量不低于 3 m³/t”[4]。马

从晚奥陶世开始，四川盆地逐渐由浅水的碳酸

Table 2

表 2 川南自贡区块五峰组—龙一 1 亚段储层工程参数统计
Engineering parameters of reservoirs in O3w-S1l 1-1, Zigong Block of southern Sichuan

层位

泊—杨脆性指数（v/v）

泊松比

41～58

0.19～0.26

龙一 14 小层

45～56

3

龙一 1 亚段

龙一 1 小层

41～56

龙一 12 小层

0.20～0.25

48～62

龙一 11 小层

0.18～0.24

44～61

五峰组

Table 3

0.21～0.26

0.19～0.28

杨氏模量（104 MPa） 最小水平主应力（MPa） 岩石破裂压力（MPa）
2.8～4.5

2.7～3.2

84～90

2.9～3.7

97～108

85～88

3.1～4.4

99～107

79 ～88

3.2～4.6

地质参数

Ⅰa 类

92～107

85 ～104

80～93

87～117

表 3 川南自贡区块五峰组—龙一 1 亚段页岩储层精细分类评价
Fine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shale reservoir in O 3w-S1l 1-1, Zigong Block of southern Sichuan

储层分类 脆性矿物含
量（%）
Ⅰ类

82～89

≥75

TOC
（%）
≥4

工程参数

孔隙度 含气饱和度
（%）
（%）
≥6

≥70

总含气量
（m³/t）
≥5

泊—杨脆性 最小水平主应力 岩石破裂
指数（v/v）
（MPa）
压力（MPa）
≥60

≤85

≤95

适用性

靶体精细
设计

70～75

3～4

5～6

65～70

3～5

55～60

85～88

95～100

Ⅱ类

60～70

2～3

3～5

60～65

2～3

45～55

88～91

100～105

页岩气开发方案地
质储量计算下限

Ⅲ类

50～60

1～2

2～3

55～60

1～2

30～45

≥91

≥105

页岩气探明储量计
算下限

Ⅰb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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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μm

400 μm

a.A井，
龙一 11小层下部，
3 670.19 m，
硅质页岩，富含生物碎屑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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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 μm

2 000 μm

b.A井，
龙一 11小层上部，
3 667.54 m， c.A 井，龙一 13 小层，3 661.83 m，
硅质页岩，含少量生物碎屑
硅质页岩

d.A 井，龙一 14 小层，3 654.68 m，
粉砂质页岩

图 3 川南自贡区块五峰组—龙一 1 亚段典型薄片
Typical thin sections in O3w-S1l1-1, Zigong Block of southern Sichuan

盐岩台地（临湘组）转变为浅水陆棚（五峰组下部），

12

岩性以灰质页岩为主；而后在五峰组上部页岩沉积

10

时期，水体逐渐变深，页岩中硅质含量逐渐增加；晚

8
U/Th

奥陶世末期，受气温骤降影响全球海平面迅速降低，
沉 积 了 一 套 薄 层 的 含 生 物 碎 屑 泥 质 灰 岩（观 音 桥

A井

C井

6
4

段）。进入早志留世，随着气温升高海平面快速上

2

升 ，四 川 盆 地 普 遍 沉 积 了 一 套 富 有 机 质 硅 质 页 岩
（图 3a—图 3c）；而后沉积水体逐渐变浅，沉积环境由

0

2

深水陆棚向浅水陆棚演化，岩性亦由黏土质页岩变

为粉砂质页岩（图 3d）。微量元素 U/Th 比值（铀/钍）

图4

能有效指示古沉积水体氧化还原条件，比值越大，还

Fig. 4

原性越强[16]。研究区页岩 TOC 与 U/Th 呈较好正相关

关系（图 4），表明欠补偿、低能、缺氧的深水陆棚是发

育富有机质页岩的最佳沉积环境。从图 2 可以看出，

B井

4
6
TOC(%)

8

10

川南自贡区块五峰组—龙一 1 亚段
TOC 与 U/Th 的关系
Correlation of TOC and U/Th in O3w-S1l1-1,
Zigong Block of southern Sichuan

研究区龙一 11 小层下部 U/Th 值介于 5.4～7.1，为沉积

产出有重要作用；而大尺度裂缝的发育会造成页岩

此外，自贡区块龙一 11 小层下部页岩的生物硅质

各层段中龙一 11 小层下部微裂缝最为发育（图 5），这

环境最优的层段。

最富集，因而呈“高 Si、低 Al”的特征（Si 元素含量与

TOC 相关性较高，表明页岩中硅质成因与生物有关；
Al 元素的富集与陆源碎屑有关）[17]。依据研究区典

中气体运移和逸散[18-19]。岩心裂缝观测表明，研究区
与龙一 11 小层下部页岩硅质含量最高、脆性最强等特

征密切相关。

综上研究认为，受沉积和构造作用的双重控制，

型井的元素俘获测井 ECS 资料（图 2），龙一 1 小层上

自贡区块龙一 11 小层下部储层品质最好、微裂缝最发

层上部呈 Si、Al 含量中等，而龙一 1 小层下部主要表

地质、工程品质最优的龙一 11 小层中完成了“优中选

1

部和下部的界限为 Si、Al 元素含量拐点，即龙一 11 小
1

现为 Si 含量高、Al 含量低，进一步印证了该区块在龙

一 11 小层下部形成时期，沉积环境最优，生物发育。

构造作用对页岩储层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天然裂
[15]

缝的发育特征 。川南地区经历了多期构造运动，
形成了不同规模的断层和天然裂缝。天然裂缝按尺
度可分为微裂缝和大尺度裂缝，其中微裂缝能有效

育，为五峰组—龙一 1 亚段最优层段。由此，在储层

优”，将最优“甜点”厚度由 2～5 m（研究区龙一 11 小
层 厚 度）优 化 到 1～2 m（研 究 区 龙 一 11 小 层 下 部

厚度）。

3

产气剖面分析

增大页岩储集空间和渗流能力，并能与人工裂缝进

分析水平井钻遇靶体的优劣不仅需要地质、工

行沟通并延伸形成复杂缝网，从而对页岩气富集和

程静态参数的表征，还需要结合气井生产动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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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 井 为 例（图 6），该 井 产 气 剖 面 测 试 结 果 表 明 ：

评价。对水平井钻遇的各小层产能贡献的分析主要

各压裂段产气贡献率不均一；各小层中龙一 11 小层下

运用产气剖面资料，如生产测井、示踪剂、分布式光

部具有最高的单位长度产气贡献（182.3 m³/m），其余

纤监测等技术[10, 20]。以区块内钻遇龙一 11 小层下部

a.A 井，龙一 11 小层下部，3 667.03～3 667.17 m

Fig. 5

b.B 井，龙一 11 小层下部，4 060.30～4 060.35 m

图 5 川南自贡区块岩心裂缝观测
Core fracture observation, Zigong Block of southern Sichuan

献
Si(%) 产气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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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
40
度 0
(API) 深
10
) 0
地层 0 400 (m) Al(%
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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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20

3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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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产量
拟合直线

y = 0.979 3x
R2 = 0.86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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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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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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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a. 小层钻遇长度拟合的测试产量—实际测井产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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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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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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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2

部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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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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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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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小层钻遇率拟合的测试产量(104 m3/d)

50

实际测试产量(104 m3/d)

Fig. 7

层

1

小

图 6 川南自贡区块 A 井各射孔段产气贡献分布
Contribution distribution of each perforation section to gas production, Well-A of Zigong Block of southern Sichuan

小层钻遇长度拟合的测试产量(104 m3/d)

Fig. 6

1
小
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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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
层
上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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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测试产量(104 m3/d)
b. 小层钻遇率拟合的测试产量—实际测井产量关系

图 7 川南自贡区块 8 口水平井拟合测试产量与实际测试产量的关系
Relation between fitted test production and actual test production of eight horizontal wells, Zigong Block of southern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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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次 为 龙 一 11 小 层 上 部（120.8 m³/m）、龙 一 13 小 层

（85.3 m³/m）和龙一 1 小层（25.9 m³/m）。
2

此外，开展了区块内 8 口气井测试产量与单井各

503

素 录 井 、随 钻 测 井 有 效 开 展 了 水 平 井 地 质 导 向 工
作（图 8）。

小层钻遇长度、钻遇率的多元线性回归拟合分别为：
Y= -0.025 268 614L1+ 0.027 418 867L 2-

0.005 891 787L 3+ 0.013 358 071L 4+0.689 206 836（1）
Y=0.057 898R1+ 0.621 602R 2+0.199 901R 3+
0.386 624R 4-23.121 6

自然伽马
声波时差(μs/m)
(API)
90
40
0
400
0
深度
(m)

分层

（2）

式中：Y 为测试产量，10 m³/d；L 1 为五峰组钻遇长度，
4

m；L 2 为龙一 11 小层下部钻遇长度，m；L 3 为龙一 11 小

层上部钻遇长度，m；L 4 为龙一 1 小层钻遇长度，m；R 1
2

为 五 峰 组 钻 遇 率 ，% ；R 2 为 龙 一 11 小 层 下 部 钻 遇

3 800

拟合的测试产量与实际测试产量吻合度高

1小层下部

3 900

（图 7），在测试产量关于小层钻遇长度和钻遇率的拟

1小层上部

4 000

1

合公式中，龙一 1 小层下部的钻遇长度、钻遇率均体

1小层下部

4 300

4 500

五峰组
1小层下部
1小层上部

现场应用效果

4 600
4 700
4 800

2小层

4 900

优选最佳靶体并提高钻遇长度是页岩气水平井

5 000

1小层上部

1小层下部

5 000

确保钻井能有效地质导向。页岩气水平井钻进中呈

临湘组

现微幅构造发育、纵向靶窗小、靶点精准预测难度大

五峰组 5 200

的特点，存在脱靶和出层的风险[21]。水平井在目的

5 300

五峰组

层中呈蛇形钻进，钻遇小层变化频繁、多次重复，单
纯依靠随钻测井划分小层易产生多解性[22]。元素录

1小层下部

确、多样的元素参数（其中 Si、Ca、Fe、Al 等 4 种元素

的稳定性最好，与页岩组成矿物存在一定相关关系）

5 400
5 500

井在页岩气水平井钻井地质导向、随钻评价、复杂地
层分层卡层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尤以其稳定、准

50

4 400

体的观点，表明龙一 11 小层下部页岩有效压裂段长是

高产、稳产的基础，所以不仅要选择最佳靶体，还要

60

Si(%)

4 200

征的角度佐证了龙一 11 小层下部为自贡区块最佳靶

4

-20

0

4 100

现了最大的正向贡献，即一口气井在水平段长一定

区块内影响气井产能的关键因素。

中子(%)

3 700

1小层上部

越高），其预测测试产量越高。该结果从生产动态特

无铀伽马
(API)
0
400

密度(g/cm )
2.3
2.8

3 600

2小层
1小层上部
1小层下部

的情况下，龙一 11 小层下部钻遇长度越长（即钻遇率

10

3

3小层

率，%；R 3 为龙一 11 小层上部钻遇率，%；R 4 为龙一 12

小层钻遇率，%。

Al(%)

5 600
1小层上部
1小层下部

5 700
5 800

为小层划分提供了丰富的地层对比参数，与元素测
井（目 前 最 常 用 为 元 素 俘 获 测 井 ECS，主 要 用 于 直
井）参数有良好可对比性[23-25]。基于前述分析的龙

一 11 小层下部“高 Si、低 Al”的元素特征，依据沉积地
层不可逆原则和钻井旋回的连续性[22]，综合运用元

图8

川南自贡区块 ZH4-5 井小层钻遇情况
测井—元素录井综合分析
Fig. 8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well logging and element
logging for drilling degrees of layers in O 3w-S1l1-1,
Well-ZH4-5 of Zigong Block of southern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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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ing factors of enrichment and high-yield of deep shale

随着最佳靶体的确定和元素录井地质导向技术

gas in the Luzhou Block, southern Sichuan Basin[J]. Natural

1

的运用，研究区水平井龙一 1 小层下部的钻遇率取得

了明显提升，由早期的 5.2 %上升至近期的 89.1 %，

单井测试产量由 7.64×104 m³/d 提高至 40.31×104 m³/d。

[4]

layers division and fine reservoirs contrast of Lower Silurian

Longmaxi Formation shale, Sichuan Basin, SW China[J].

结论
1） 以地质（脆性矿物含量、TOC、孔隙度、含气饱

[5]

主应力、岩石破裂压力）关键参数作为储层分类指
标，将川南自贡区块五峰组—龙一 1 亚段页岩储层划

分为Ⅰa 类、Ⅰb 类、Ⅱ类和Ⅲ类 4 类。受沉积和构造

[6]

厚度精确到 1～2 m，龙一 1 小层下部的有效压裂段

case study of shale gas reservoirs in the Changning Block,
southern Sichuan Basin[J]. Journal of Geomechanics, 2020, 26

[7]

[8]

马新华，谢军，雍锐，等 . 四川盆地南部龙马溪组页岩气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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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荣深层页岩长水平段工程钻探能力延伸极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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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威荣深层页岩气垂深达 3 800 m，地层坍塌压力系数高达 1.95 以上，区域超长水平井逐年增加，超长水平井成为后期

气田稳产的重要开发手段。以旋转导向钻井方式研究为前提，通过水力裸眼评价模型和钻柱应力计算方法对地质参数、
轨迹剖面、钻柱力学、水力参数和地面装备进行影响因素综合分析，不同钻机条件下和不同工况下超长水平段的延伸极限
不同。剖面类型优选利于井间防碰和管柱安全下入，三维轨迹剖面钻柱力学所受应力强度是二维轨迹剖面的 2 倍，钻井液

密度和黏度都将影响超长水平段的延伸。评价结果表明，在不考虑钻机能力的条件下，理论裸眼水平段极限为 5 840 m，而
70 钻机因钻深能力限制最大水平段延伸为 3 500 m，机泵排量越大，钻井液密度越低，延伸能力越长。

关键词：威荣；深层页岩气；长水平段；延伸极限；旋转导向钻井
中图分类号：TE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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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ability limit of engineering drilling in long horizontal section of Weirong deep shale gas
ZHU Huashu1, WANG Xiyong1, XU Xiaoling2, GUO Zhiliang1, HUANG Hechun1

（1. Petroleum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Sinopec Southwest Oil and Gas Company, Deyang, Sichuan 618000, China;
2. PetroChina Qinghai Oilfield research institute of exploration&development, Dunhuang, Gansu 736202, China）

Abstract: The vertical depth of Weirong deep shale gas reaches 3 800 m, and the formation collapse pressure coefficient is above

1.95. The ultra-long horizontal wells in the region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ultra-long horizontal well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means for stable production in the later stage of the gas field.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rotary steerable
drilling method, the hydraulic open-hole evaluation model and Landmark software are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eological parameters, trajectory profile, drill string mechanics, hydraulic parameters and surface equipment.
The extension limits of the ultra-long horizontal section were different under different rig condition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The
optimized profile type is beneficial to prevent collision between wells and safe running of pipe string. The stress intensity of the drill
string in 3D trajectory profile is twice that of 2D trajectory profile, and both the density and viscosity of drilling fluid will affect the
extension of ultra-long horizontal section. Th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eoretical limit of open hole horizontal section is

5 840 m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drilling capacity, while the maximum horizontal section extension of 70 drilling rig is 3 500 m due
to the drilling depth limit. The larger the pump displacement, the lower the drilling fluid density, and the longer the elongation
capacity.

Keywords: Weirong; deep shale gas; ultra-long horizontal section; extension limit; rotary steering dr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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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钻具安全为前提分析管柱安全下入，控制钻

3 500 m 以浅的页岩气水平井钻井配套技术趋于成

井参数实现长宁页岩气超长水平段长达到 2 556 m。

熟，超长水平段垂深普遍小于 3 000 m，水平段长平

首次以钻机钻深能力为基础，利用大位移水平井的

井，水平段长为 4 088 m

均在 3 000 m，国内最长水平段纪录为陇东华 H50-7

裸眼延伸极限原理，考虑地层承压能力、地面机泵能

。近年来，页岩气的勘探

力、钻井液性能参数和轨迹剖面影响，定量分析深层

开发趋向于超长水平段的发展，仅中国石油川渝地

页岩气水平井的延伸极限。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影响

区超长水平段井数较 2017 年增长 4 倍，
超长水平段水

延伸极限的关键地质工程因素，包括轨道剖面与摩

随着钻井技术的不断进步，大位移水平井得到了越

降低超长水平段长的影响程度为目标，对不同井眼、

来越多的应用，其最大测深也不断创造出新的世界

不同钻具尺寸、不同轨道剖面等提出了量化建议。

[1-2]

平井测试产量较常规水平井提高 32 %～58.6 %

[3-4]

阻关系、井眼曲率、钻井液黏滞阻力、管柱下入等，以

。

纪录。美国日食资源公司和 Utica 页岩气公司超长

1

水平段长分别为 5 652.21 m 和 4 572 m，总井深分别

为 8 244.23 m 和 9 144 m，其储层垂深超过 4 000 m，

工区水平段井壁稳定性分析
根据威荣页岩气田实钻资料，结合测井解释压

与国内威荣、永川、丁山和林滩场龙马溪组目的层

力剖面，从表 1 可以看出，地层压力随深度增加而增

[5]

垂深相近 。威荣深层页岩气龙马溪储层平均垂深
在 3 800 m，水平段普遍段长为 1 500 m，钻井液密度

大 ，陆 相 地 层 为 1.00～1.30 MPa/hm，海 相 地 层 为

平井面临管柱下入摩阻大、泵压高、易井漏和井壁

根据 W23 井岩心实验结果，结合该井测井数据

1.30～1.90 MPa/hm。

最高达到 2.25 g/cm 。高密度下深层页岩气超长水
3

失稳，大位移水平井延伸能力有多强，已经成为人

建 立 井 壁 稳 定 性 分 析 模 型 ，设 置 威 荣 岩 石 力 学 参

们普遍关心的核心问题。超长水平井的裸眼延伸

数、地应力、地层压力剖面以及测井参数，计算威荣

极限主要与环空压耗和地层破裂压力等因素有关，

井区地层坍塌压力总体小于地层孔隙压力，以地层

不同的钻井液流变模式又会对环空压耗的描述产

孔隙压力梯度为钻井液密度下限能满足井壁稳定

生较大的影响，高德利 建立了水平钻井裸眼延伸

要求 [14-15]。破裂压力总体较大，呈现出随深度增加

极限的预测模型及综合评估方法；李鑫等 [7-9] 建立了

逐渐减小的趋势，近平衡钻井安全钻井液密度窗口

考虑排量影响的水平钻井水力延伸极限的预测模

较宽。当地层岩石完整、无裂缝时，储层段坍塌压力

[6]

为 1.6～1.7 MPa/hm，井斜方位影响不大；完整岩石井

型 ，在 裸 眼 井 段 受 到 地 层 承 压 能 力 和 地 面 机 泵 条

壁起裂压力为 2.7～3.2 MPa/hm，井斜方位影响较大，

件 限 制 下 ，最 大 井 眼 测 深 主 要 与 井 壁 稳 定 以 及 钻
井 泵 的 性 能 有 关 ；王 建 龙 等

[10-13]

井筒或射孔孔眼偏向最大水平应力方向时，破裂压

利用井眼轨迹控

力较低（图 1）。

制 、设 备 优 选 ，模 拟 大 钩 载 荷 、扭 矩 、井 眼 清 洁 程
N

N

N

S

S

S

1.62 1.64 1.66 1.68

2.7

2.8 2.9

3.0

3.1

3.2

2.25 2.30 2.35 2.40 2.45

压力(MPa)

压力(MPa)

压力(MPa)

a.完整井壁坍塌压力

b.完整孔壁起裂压力

c.破裂井壁裂缝延伸压力

Fig. 1

图 1 龙马溪组储层坍塌压力及破裂压力饼图
Pie chart of reservoir collapse pressure and fracture pressure of Longmaxi Formation

表 1 地层压力及破裂压力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formation pressure and
fracture pressure

威荣工区储层地应力及力学参数计算坍塌压力
受裂缝影响较大（图 2）。考虑储层改造获产要求，当

Table 1

沿最小水平地应力方向钻水平井，钻遇水平缝、低角
度缝时，坍塌压力达 2.0 MPa/hm 左右；或井筒与裂缝

地压梯度（MPa/hm） 破压梯度（MPa/hm）

地层

斜交叉时，即不论裂缝倾角大小，坍塌压力都大于

遂宁组—新田沟组

1.95 MPa/hm。钻井过程中，在高密度条件下泵压始

自流井组—须家河组

终保持较高的状态，降低密度会导致井壁掉块，同时

2.1

1.30～1.50

大于 2.0

大于 1.8

大于 2.0

大于 2.3

1.40～1.60

2.2～3.2

1.60～1.90

龙马溪组—五峰组

剖面类型影响分析

1.8 左右

1.40～1.50

长兴组—龙潭组
茅口组—石牛栏组

井眼轨道设计影响分析

1.00～1.10

1.10～1.30

雷口坡组—飞仙关组

危及井下安全，从而影响超长水平段的延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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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剖面类型摩阻大小
Table 2 Friction of different profile types

威荣页岩气井工厂平台一般采用 5 段制二维剖

面、8~9 段制双二维剖面和 8 段制三维剖面，使用不

同剖面轨迹，摩阻大小相差很大（表 2）。设计剖面类

型、造斜点、稳斜角的大小和造斜率的选择引起摩阻

剖面类型

斜井段长（m）

井下摩阻（kN）

二维剖面

400～450

200～250

1 600～1 850

的变化规律不同 。深层页岩气水平井从式井组通

300～330

260～280

630～750

双二维剖面

[16]

三维剖面

常在二开造斜，剖面类型不同，定向段长度不同，特
别是三维剖面大井斜强增方位，定向段越长，摩阻越
大，越不利于超长水平段的延伸。从表 2 可以看出，
三维轨迹剖面类型井下钻柱摩阻最大，次之为双二

维剖面和二维剖面。摩阻较小的二维和双二维轨迹
剖面更有利于超长水平段的延伸。
2.2

井眼曲率
（
[ °）/hm]

最短靶前距
（m）

17

337

井眼曲率影响分析
从深层页岩气井不同井眼曲率所需最短靶前

距（表 3）可以看出，威荣区域三维水平井靶前距大

最小应力方向
水平井

1.95
1.85
1.75
1.65

0

水平缝

30

60

裂缝倾角(°)

裂缝与井筒
90 夹角45°
垂直缝

a. 裂缝对水平井（最小应力方向）坍塌压力影响

Fig. 2

358

18

318
302

20

坍塌压力当量密度(g/cm3)

坍塌压力当量密度(g/cm3)

2.05

16

19

多在 280～300 m，若控制井眼曲率为 16～17（°）/hm，

裂缝倾向最小地应力方向
裂缝倾向最大地应力方向
中间方向

表 3 不同井眼曲率下最短靶前距
Relation curve between dogleg degree and
shortest target distance

Table 3

井眼曲率
（
[ °）/hm]

最短靶前距
（m）

22

260

21

272

23

249

24

286

裂缝倾向最小地应力方向
裂缝倾向最大地应力方向
中间方向

2.05

239

最大应力方向
水平井

1.95
1.85
1.75
1.65
1.55

0

20

40

60

80

100

裂缝面与井筒
轴线平行

裂缝倾角(°)
b. 裂缝对水平井（最大应力方向）坍塌压力影响

图 2 龙马溪组裂缝产状对水平井坍塌压力影响分析
Influence of fracture occurrence on collapse pressure of horizontal well in Longmaxi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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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提前造斜负位移必须达到 360 m，总井深将增加

长 水 平 井 工 况 进 行 分 析 。 井 眼 尺 寸 是 215.9 mm，

扭矩同比增加 30 %～50 %，严重影响超长水平段的

具+127 mm 无磁承压钻杆×1 根+钻具止回阀+127 mm

100～200 m，定向井段大幅增加。同时，造成摩阻和

延伸，且轨迹定向井段控制必须严格按设计轨道执
行，限制提速提效，同时增加三开防碰风险（图 3a）。

若地质提前 10～15 m，井斜没有增至有效角度，

为了保证地质中靶，填井侧钻的风险较大，成为实钻

参 考 钻 具 组 合 为 215.9 mm PDC 钻 头 + 旋 转 导 向 工

钻 杆 + 旁 通 阀 +127 mm 加 重 钻 杆 ×45 根 +159 mm

震 击 器 +127 mm 加 重 钻 杆 ×9 根 +139.7 mm 钻 杆 ×

（0～2 300 m）井深。
3.1

有效拉力分析

中最大的隐患。考虑井间防碰风险，威荣深层页岩
气超长水平井井眼曲率宜在 18～24（°）/hm 内选择，

采用先大后小的方式，旋转导向可以适当提高造斜
率，有利于水平段的延伸（图 3b）。

虑不同工况，大井斜强扭方位三维超长水平井钻具
受有效拉力影响较大。如图 4 所示，2 000 m 以下井
段有效拉力平均高于 1 000 kN，随着井深的增加，最

高达近 4 000 kN。起钻时受到的有效拉力接近极限

钻柱力学特性和强度分析
为了得出底部钻具组合的受力情况，需要对超

范围，而二维超长水平井有效拉力相对较小，2 000 m

以下井段平均低于 1 000 kN，局部为 2 000 kN 以上，

防碰间距小于8 m
有防碰风险

防碰间距大于8 m
有防碰风险

防碰间距大于100 m
无防碰风险

防碰间距18～20 m
有防碰风险

a. 井眼曲率为 16~17（°）/hm

-400
0
1 000
2 000
3 000

0

b. 井眼曲率为 18~24（°）/hm

图 3 不同井眼曲率下井眼轨迹
Borehole trajectory under different overall angle change rate

有效拉力(t)
400
800

1 200

有效拉力安全极限
螺弦屈曲(旋转)
螺弦屈曲(不旋转)
正弦屈曲(全工况)
滑动钻进
旋转下钻
起钻
钻进

4 000

1 600

-400
0
1 000
2 000

井深(m)

Fig. 3

井深(m)

3

模拟不同剖面下钻具受到的拉力作用，同时考

3 000

5 000

6 000

6 000

Fig. 4

400

有效拉力(t)
800
1 200

1 600

有效拉力安全极限
螺弦屈曲(旋转)
螺弦屈曲(不旋转)
正弦屈曲(全工况)
滑动钻进
旋转下钻
起钻
钻进

4 000

5 000

a. 三维超长水平井

0

b. 二维超长水平井

图 4 三维超长水平井和二维超长水平井钻具有效拉力对比
Comparison of drilling tool effective tension between 3D and 2D ultra-long horizontal wells

2 000

3 000 m 以下井深最高不超过 2 600 kN，同时各种工

况 下 所 受 有 效 拉 力 距 极 限 拉 力 较 远 ，安 全 边 界 较
高，二维轨迹更有利于水平段的延伸。从水平段的
长度来看，常规水平井和超长水平井有效拉力差异

4

裸眼水力延伸极限分析

4.1

裸眼水力延伸计算

的变化很小，后期水平段延伸的有效拉力还有减少
的趋势。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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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位移井裸眼段延伸能力水力延伸极限是指其
在裸眼井段受到地层承压能力和地面机泵条件限制
下最大井眼测深，主要与井壁稳定程度以及钻井泵

应力强度作用分析

的性能有关。水平段越长机泵负荷越大，水力参数
模拟不同剖面下钻具受到的纵向应力作用

将直接决定极限钻深的长度。按深层页岩气地面机

水平井钻具环向应力和冯麦斯应力及轴向应力远超

泵 35 MPa F1600 泥浆泵计算最大延伸能力，水平段

（图 5），同时考虑不同应力作用的影响[17-20]，三维超长
安全极限，
弯曲应力变化较大，
最高达 250 MPa。而二
维超长水平井各项应力远离安全边界，且弯曲应力

最高仅为 50 MPa 左右，钻柱安全系数相对较高。从

水平段长来看，常规水平井和超长水平井应力差异

变化较小，后期水平段延伸应力作用不明显，还有减
少的趋势。影响较大的还是剖面类型，而水平段的

300

应力(MPa)
600
900

1 200

4 000

Δpv 为垂直段环空压耗，MPa；
∑Δpd 为若干斜井段环

空压耗，MPa。

-100
0

0

100

200

700 800

环向应力
径向应力
扭转应力
剪切应力
轴向应力
扭曲应力
弯曲应力
冯麦斯应力
应力极限

3 000
4 000
5 000
6 000

a. 三维超长水平井

b. 二维超长水平井

图 5 三维超长水平井和二维超长水平井钻具应力强度对比
Comparison of drilling stress intensity between 3D and 2D ultra-long horizontal wells

2.05
1.95
4 000

6 000

水平段长(m)
a. 机泵排量 25 L/s

8 000

2.05

钻井液密度(g/cm3)

5 376 m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10 000

泵压(MPa)

2.25

2 000

600

2 000

6 000

0

应力(MPa)
300 400 500

1 000

5 000

1.85

) （1）

g/cm3；ρmix 为子钻井液当量密度，g/cm3；H 为井深，m；

井深(m)

3 000

2.15

d

式中：Δph 为环空压耗，MPa；ρ f 为破裂压力当量密度，

1 600

环向应力
径向应力
扭转应力
剪切应力
轴向应力
扭曲应力
弯曲应力
冯麦斯应力
应力极限

2 000

钻井液密度(g/cm3)

井深(m)

1 000

Fig. 5

∑Δp

40

2.00
5 840 m

1.95

20

1.90

10

1.85
1.80

0

2 000

4 000

6 000

8 000

水平段长(m)
b. 机泵排量 30 L/s

注：红色虚线表示最大泵压极限，绿色虚线表示极限深度，蓝色与橙色实线表示不同密度对应的泵压。

Fig. 6

30

图 6 不同机泵排量下的泵压
Pump pressure at different pump displacement

0
10 000

泵压(MPa)

0

) (

(

Δph = 0.009 81 ρ f - ρmix H - Δpv +

区域钻井液密度按 1.9～2.25 g/cm3 计算，由图 6

长短对应力作用不明显。

-300
0

环空压耗不超过 30 MPa 极限来进行计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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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摩擦系数不同，井眼条件不同，摩阻增

水平段最大延伸极限长度为 5 376 m；排量为 30 L/s

量不同，长水平段的延伸必须考虑套管的安全下入。

有助于钻深能力的延长。钻井液密度是影响钻深能

荷如图 9，常规水平段下套管摩阻在 300 kN 左右，到

时，水平段最大延伸极限长度为 5 840 m，排量提升

按最大水平段长 5 840 m 计算套管下入摩阻，大钩载

力的重要参数，钻井液密度越高，随着井深的增加泵

极限钻深摩阻将达到 600 kN 左右，现场须做好双扶

压也就越高，高于 1.95 g/cm 将限制水平段的延伸，
3

延长水平段长到极限深度需要配备 52 MPa 高压泥浆
泵。钻井液当量循环密度计算结果表明，随着水平

段长度的增加，井底流动压力增加，从 A 靶点开始井

通井，确保套管安全下入。
4.3

钻井液黏滞阻力计算
超长水平井达到极限钻深须要考虑套管安全

底每 300 m 当量密度增加 0.012 g/cm 。按 5 840 m 水

下 入 问 题 ，而 钻 井 液 的 黏 滞 力 引 起 的 摩 阻 力 不 容

遇裂缝，井漏风险相应增加；根据钻井液当量循环密

2.05～2.15 g/cm3，塑性黏度在 65～95 mPa·s，现场数

3

平段计算井底当量密度增加至 0.2 g/cm ，若裸眼段钻
3

度 计 算 排 量 不 能 低 于 27.5 L/s，否 则 将 会 产 生 岩 屑

忽视。威荣页岩气水平段钻段钻井液密度高达

床。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水力参数、机泵功率直接

大钩载荷(kN)
0

影 响 极 限 钻 深 ，密 度 的 增 加 进 一 步 限 制 水 平 段 的
延伸。

800

1 200

1 000

井深(m)

4.2

400

摩阻计算
由于摩擦系数取值受区块、地层、泥浆体系等因

2 000
3 000
4 000

6 000

所示，在基础参数一样的情况下，起下钻、钻进、滑
动等工况摩阻相差 200～300 kN。不同摩擦系数对

单一工况下摩阻也不一样。如图 8 所示，摩阻相差
50～100 kN。所以在对摩擦系数取值和工况的选择

套内摩擦系数=0.1，裸眼摩擦系数=0.2
套内摩擦系数=0.3，裸眼摩擦系数=0.2
套内摩擦系数=0.1，裸眼摩擦系数=0.5
套内摩擦系数=0.3，裸眼摩擦系数=0.5

5 000

素的影响，不同工况下摩阻计算差别较大。如图 7

图 8 不同摩擦系数下大钩载荷
Hook load under different friction coefficient

Fig. 8

上，摩阻计算对后期钻柱安全和管柱下入尤为关键，
特别是长水平段管柱安全下入摩阻是最重要的考虑

0

因素。

1 000
2 000
3 000
4 000
5 000
6 000
7 000
8 000
9 000

摩擦系数使其与实钻值更为接近，威荣深层页岩气

井深(m)

通过对威荣区域钻井过程中不同工况摩阻统
计，结合 WellPlan 软件计算拟合井下摩阻，不断调整
裸眼段摩擦系数拟合如表 4。
大钩载荷(kN)
0

井深(m)

1 000
2 000
3 000

400

800

1 200

1 600

钻进
下钻
旋转起钻
起钻

4 000

大钩载荷(kN)
1 000
1 500

500

2 000
1 500 m
5 840 m

图 9 不同水平段长钻深大钩载荷
Fig. 9 Hook load at different horizontal section

Table 4

表 4 威荣地区推荐摩擦系数
Recommended friction coefficient of
Weirong area

5 000
6 000

Fig. 7

类型

图 7 不同工况下大钩载荷
Hook load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套管
裸眼

常规取值

威荣地区

油基

水基

油基

水基

0.23

0.29

0.24

0.32

0.32

0.37

0.35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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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 5）表明黏度越高，井下摩阻越大。在计算时，
考虑套管下入时速度慢，利用 LandMark 软件，按井内

钻井液流动模式选用宾汉流体模型计算黏滞阻力。

计算139.7 mm+127 mm复合钻杆下最大钻深为7 300 m，

如图 11 所示，但拉力余量仅 80 t，抗拉安全系数 1.38。
立根盒不仅要考虑承载负荷，还须计算不同钻

从图 10 可以看到，不考虑钻井液黏滞效应时的

具下的容量是否可以完全摆放在钻台面上。若为了

达 到 202 kN，钻 井 液 黏 滞 阻 力 达 46 kN，摩 阻 增 加

工量和安全隐患。立根盒容量与二层台指梁长度相

柱的下入有一定影响，长水平段后期管柱下入摩阻

尺寸的大小和接头大小相关。在最大载荷下复合

本身较大，钻井液性能要求上要对黏度控制在合理

钻 具 多 出 4 柱 ，钻 台 无 法 摆 放 ，而 165.1 mm 井眼钻

摩阻最高为 156 kN；在添加黏滞力后，管柱下入摩阻

满足钻深要求，而钻台面无法摆放钻具就会增加施

30 %。因此，对于深层页岩气井钻井液黏滞力对管

关，70 钻机指梁标配为 2 200 mm，其容量多少与钻具

至井深 7 500 m 时，钻具全部摆下（表 6）。

范围，以此降低管柱下入摩阻。

5

根 据 中 国 石 油 化 工 集 团 公 司 企 业 标 准《钻 井

地面装备能力分析

队钻井设备配套标准 第 5 部分：7000 m 钻机：Q/SH

70 钻机名义钻深是采用 114 mm 钻杆，最大钻深

性能[21]，对电控系统能耗制动单元功率、绞车功率和

为 7 000 m，其立根盒额定载荷最大负荷为 2 600 kN，
指梁长度为 2 200 mm，绞车功率 1 400 kW，绞车制动
功率 2 400 kW 。按页岩气井身结构特点，最后一

0168.5— 2008》计 算 70 钻 机 钻 至 7 500 m 时的参数

机泵功率进行计算。
绞车功率：

[15]

NJ=300×Lmax

开采用215.9 mm钻头，
按立根盒承载最大负荷2 600 kN

表 6 最大载荷 2 600 kN 下 70 钻机立根盒最大容量
Table 6 Maximum capacity of 70 drill pipe setback
under maximum load of 2 600 kN

表 5 威荣地区钻井液性能与摩阻
Table 5 Drilling fluid performance and friction
resistance of Weirong area
井号

塑性黏度
（mPa·s）

摩阻
（kN）

WY26-6

68～70

100

60～70

WY26-1

60～77

WY23-8

WY35-2

65～77

80

井号

塑性黏度
（mPa·s）

摩阻
（kN）

WY31-2

71～80

150

WY31-7

180

WY34-1

150

WY29-8

75～85

井眼直径
（mm）
215.9

180
230

80～95

75～95

250

50

100

150

柱数
（柱）

139.7

43

127.0

211

127.0

95

250

重量(t)

井深(m)

4 000
6 000
8 000

剩余空间
（柱）

254

-4（4 柱不能摆放）

270

0

139

101.6 mm钻杆

127 mm钻杆

标准立根盒承重

最大立根盒承重

300

2 000

共计
（柱）

36

101.6

400

200

钻具直径
（mm）

139.7

165.1

摩阻(kN)
0

156 kN

202 kN

图 10 钻井液黏滞力对管柱摩阻计算
Fig. 10 Calculation of friction between mud viscosity
and string

139.7 mm钻杆

最大钻深6 600 m

200
最大钻深7 300 m

100

摩阻(黏滞阻力)
摩阻

（2）

0

3 000

6 000

9 000

井深(m)

图 11 70 钻机不同钻具条件下最大承载与钻深关系
Fig. 11 Relation between maxi mum load and drilling depth
of 70 drilling r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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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井眼和不同工况条件下极限钻深
Limit drilling depth under different wellbore and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井眼直径
（mm）

直井段段长
（m）

斜井段段长
（m）

70 钻机最大钻深
（m）

裸眼水力延伸极限
（m）

受钻机限制水平段长
（m）

不考虑钻机限制总井深
（m）

215.9

3 400

400

7 300

5 840

3 500

9 640

165.1

3 400

400

7 500

5 840

3 700

9 840

表 8 70 钻机主要参数对比分析
Table 8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main
parameters of 70 drilling rig

泵组水功率和泵组功率：
Nw max=308×Lmax

Np=（308/Yp）×Lmax

（3）
（4）

式（2）—（4）中：NJ 为绞车功率，hp，1 hp=0.746 W；Lmax

钻机类型

最大起重量
（kN）

绞车功率
（hp）

泵组功率
（hp）

70 钻机

4 500

2 000

1 600

7 500 m 所需升级钻机

3 664

2 137

2 567

为最大钻深，m；Nw max 为泵组水功率，hp；Np 为泵组功

率，hp；Yp 为泵效率，取值 0.9。

考虑钻机限制，70 钻机钻深能力下威荣地区深

层页气水平段长可延伸至 3 500 m（表 7）。从表 8 可

注：1 hp=0.746 W

以看出，70 钻机电控系统能耗制动单元功率、绞车功
率和机泵功率偏小，均需要升级改造。若不考虑钻

机能力，按裸眼水力参数计算最大水平段长可延伸
至 5 840 m，但全井需采用 90 及以上级别钻机。水平

段的延伸并不是固定数值，必须考虑钻机的施工能
力来获得最大钻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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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 利用水力延伸极限环空压耗计算模型，计算

出威荣深层页岩气超长水平井裸眼极限为 5 840 m，

延伸极限受钻井液密度和排量的直接影响，钻井液

型和水力参数，综合地面装备能力和钻具安全强度，
不同钻机类型下超长水平井延伸极限不同，70 钻机
条件下水平段极限长度达到 3 500 m，但电控系统制

动单元、绞车和机泵均需要升级改造；而 90 及以上钻

机，水平段极限可以达到 5 840 m。

5） 超长水平段长延伸极限并非固定不变，要根

据区域地质特征、轨迹剖面、水力参数、钻柱受力和
管柱安全下入综合计算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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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隔层效应的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相交模拟
周 鑫 1, 2，刘向君 1, 2，丁 乙 1, 2，梁利喜 1, 2，刘叶轩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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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成都 610500）
摘要：目前，水力压裂是开采页岩油气的关键性技术。压裂缝扩展过程中会遇天然裂缝，遇天然裂缝后的压裂缝扩展特征
对压裂缝网形成有明显影响，从而影响最终压裂改造效果，因此，需要针对压裂缝遇天然裂缝开展研究。基于 ABAQUS 软
件，考虑裂缝扩展形式及张性破坏，模拟在隔层效应下的二维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相交过程，并考虑不同应力差、相交角

度、储隔层应力差以及储隔层弹性模量差对水力裂缝行为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在隔层效应下，裂缝的破裂程度和开启
效果会更好，且随着应力差的增加，天然裂缝的开启效果越差，直至水力裂缝穿过天然裂缝。当相交角度较小时，隔层效
应对裂缝扩展路径没有影响，天然裂缝仅开启上部分，裂缝的张开程度更好，随着相交角度的增加，天然裂缝的开启效果
更好，当相交角度为 90°时，水力裂缝直接穿过天然裂缝。随着储隔层间应力差的增加，相交点处孔隙压力增大，天然裂缝

开启的效果越好，当层间应力差超过某一值时，水力裂缝将穿过天然裂缝。储隔层间弹性模量差越大，地层抗扰动性越
强，相交点处孔隙压力越大，两者相互作用下决定了裂缝的扩展行为，当层间弹性模量差较小或较大时，天然裂缝的开启
效果更好。
关键词：水力压裂；储隔层效应；水力裂缝；天然裂缝；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TE357

文献标识码：A

Simulation of intersecting hydraulic fractures with natural fractures considering
layer barrier effect
ZHOU Xin1, 2, LIU Xiangjun1, 2, DING Yi1, 2, LIANG Lixi1, 2, LIU Yexuan1, 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il and Gas Reservoir Geology and Exploitation, Chengdu, Sichuan 610500, China;
2.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hydraulic fracturing is a key technology for shale oil and gas exploitation. The natural fractures will be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ssion fracture propagation, and the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mpression fractures after

the encounter of natural fractur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compression fracture network, thus affecting the
final fracturing effec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the researches on the encounter of compression fractures with natural

fractures. Based on the ABAQUS software, the intersecting process of two-dimensional hydraulic fracture and natural fractur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terlayer effect is simulated, by considering the fracture propagation form and tensile failure. Meanwhile,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stress differences, intersecting angles, stress differences of reservoir isolation and strength differences of
reservoir on hydraulic fracture behavior are considere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acture degree and opening effect are
better under the interlayer effect, and the opening effect of natural fracture is worse with the increase of stress difference until the

hydraulic fracture passes through the natural fracture. When the intersection angle is small, the interlayer effect has no effect on the

fracture propagation path, and only the upper part of the natural fracture is opened, but the opening degree of the fracture is better.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intersection angle, the opening effect of the natural fracture is better. When the intersection angle is 90°,

the hydraulic fracture directly passes through the natural fracture. With the increase of interlayer stress difference, pore pressur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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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section point increases, and the opening effect of natural fractures is better. When the interlayer stress difference exceeds a

certain value, hydraulic fractures will pass through natural fractures. The larger the elastic modulus difference between reservoirs,
and the stronger the formation resistance to disturbance, the larger the pore pressure at the intersection point will be, which

determines the propagation behavior of fractures. When the elastic modulus difference between reservoirs is small or large, the
opening effect of natural fractures is better.

Keywords: hydraulic fracturing; reservoir isolation effect; hydraulic fracture; natural fracture; numerical simulation

进入 21 世纪，全球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发掘掀起

逼近角、主应力差和地层的弹性参数，对单一天然裂

力压裂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和不断完善，已经成为

较大，开启天然裂缝所需要的井压力更大，但更容易

了一股浪潮，中国非常规油气资源储量较大
[4-5]

[1-3]

。水

缝和 3 条天然裂缝两种情况下进行了研究。逼近角

。页岩作为一种

形成分开裂缝；逼近角越小，天然裂缝开启的井压力

沉积岩，由于具有埋深较深、地质构造复杂以及高地

更小，但水力裂缝在天然裂缝的一端进行转向，不利

了页岩气规模开采的关键性技术

[6]

应力环境等特点，其天然裂缝较为发育 。天然裂缝

于形成缝网。肖阳等[15] 对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的相

中也存在着游离态的气体，有数据表明，约有 55 %的

交准则进行了改进，并且验证了当水平应力差一定

游离气的产出归功于天然裂缝的活化 。因此，储层

时，逼近角越小，水力裂缝越易转向；水平应力差越

气体的产出效率也取决于天然裂缝缝网的活化

小时，使水力裂缝发生转向的净压力越小，水力裂缝

程度。

越易转向。周小金等[16] 根据 BLANTON 准则提出了

[7]

国内外不少科研人员研究了水力裂缝和天然裂
[8]

在不同情况下，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的相互作用关

缝相交时的扩展行为。BLANTON 发现在应力差较

系，并主要研究了细微裂缝及大尺度天然裂缝较为

高和相交角度较大时，水力裂缝易穿过天然裂缝；应

发 育 的 储 层 的 压 裂 问 题 。 张 健 等[17] 通 过 预 制

力差较低和相交角度较小的时候，天然裂缝被活化

cohesive 单元设置不同的天然裂缝角度分析天然裂

激活，并转移掉一部分的孔隙压力，使得水力裂缝无
法继续向前扩展，并且得到了水力裂缝和天然裂缝
[9]

缝角度对水力压裂的影响，得到当岩层处于均匀的
地应力状态下，水力压裂的扩展行为及裂缝宽度会

相互作用的判断准则。WARPINSKI 等 研究了储层

受到天然裂缝角度的影响，但其仅考虑了在均匀地

的不连续性对裂缝扩展的影响，且提出了 W-T 准则。

应力条件下的情况。沈永星等[18] 考虑岩石储层变形

RAHMAN 等[10]认为水力裂缝和天然裂缝间的相互作

用关系并不会受到孔隙水压力的直接影响，但其计
[11]

与裂缝内的流体流动之间的耦合作用以及天然裂缝
与水力裂缝的相互作用建立了页岩储层二维流固耦

算模型并未考虑天然裂缝的力学特性。马耕等 利

合水力压裂裂缝与天然裂缝的相交扩展模型，研究

用室内实验证明岩体的起裂压力会因为天然裂缝的

了在不同的水平应力差、逼近角以及天然裂缝长度

存在而降低，且水力裂缝遇到天然裂缝主要呈现 3 种

对水力裂缝扩展行为的影响。魏明强等[19] 建立了含

情况：①沿着天然裂缝扩展；②遇到天然裂缝停止扩

有大尺度的离散裂缝网格模型，采用了 DFN 方法开

展；③绕过天然裂缝继续扩展。其实验样品小，存在

展了天然裂缝的数量、角度以及长度等特征参数对

边界效应。刘向君等 基于平面力学理论及损伤力

气藏试井典型曲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裂缝的

学理论，利用数值模拟软件，研究了天然裂缝的方

数量及长度与后期压力导数曲线的下降幅度呈正

向、强度、位置及水平应力大小对水力裂缝扩展的影

比，而裂缝角度对试井曲线特征总体影响不大。张

响。刘顺等[13] 发现裂缝间距、倾角能较大地影响裂

帆等[20] 采用大尺寸真三轴水力压裂实验系统，开展

缝延伸幅度；交错裂缝延伸幅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了变压裂液排量条件下的煤岩水力压裂试验，发现

主应力比值的影响，储层泊松比与杨氏模量对其影

变压裂液排量是一项实现煤储层缝网改造的有效途

[12]

[14]

响不明显。郭静芸等 考虑天然裂缝与水力裂缝的

径，并初步探讨了煤岩水力裂缝网络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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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培峰等[21] 通过真三轴物理模拟实验，研究了水平
地应力差、天然裂缝和水力压裂缝之间的逼近角对

1.2

[22]

式。何强等 利用真三轴实验系统，研究了水平应

牵引分离定理
宏观上来说，牵引—分离定理描述了牵引力和

水力压裂缝的扩展影响，并推导出了简洁、涉及参数
少、实用的水力压裂缝与人工裂缝相交判断准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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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之间的关系，常用的线弹性模型见图 2。

一个完整的损伤过程可以分为起裂阶段和损伤

力比及压裂液黏度对裂缝网格复杂性的影响，并对

阶段。裂缝初始牵引阶段主要为线弹性形变过程，

实验后的裂缝网络进行了三维 CT 重构。结果表明，

当牵引力达到极限时，即达到损伤起始点时，材料就

复杂的裂缝网格；过低或过高的压裂液黏度限制了

开裂。

在较低的水平应力比和压裂液黏度下，能够形成较

会开始损伤，牵引力开始下降，直至为 0，裂缝完全
在损伤前，应力与应变满足如下关系[23]：

复杂裂缝网格的形成。
以上均是在储层内部展开裂缝扩展研究，对隔

ì σn ü
ï ï
σ = í σs ý =
ï ï
î σt þ

层影响作用下的裂缝扩展行为的研究比较缺乏。基
于 ABAQUS 有限元软件，建立水力裂缝和天然裂缝

相交模型。同时，考虑隔层效应，研究在隔层影响作
用下天然裂缝对水力裂缝扩展行为的影响，得到了
在隔层效应下的不同应力差、相交角度、储隔层应力
差以及储隔层弹性模量差的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相
交的扩展规律。研究反映了更加贴合实际情况的裂

1 水力裂缝和天然裂缝相交模型建立
1.1

Cohesive 单元介绍
Cohesive 单元，即黏性单元，通过在裂缝扩展路

径方向上插入一层 cohesive 单元，以此来模拟研究二
维/三维裂缝扩展情况。图 1 所示，虽然 cohesive 单元

有一个顶面（5、6、7、8），一个中面（9、10、11、12）和一

（1）

式中：σ 为应力矢量，Pa；σ n 为单元的法向应力，Pa；σ s

为第一切向应力，Pa；σ t 为第二切向应力（在二维情

况下不存在），Pa；K 为单元刚度矩阵；ε 为应变；εn 为

单元法向产生的应变；εs 为第一切向产生的应变；εt

为第二切向产生的应变。表达式如下：
εn =

缝扩展行为，为天然裂缝发育的储层进行水力压裂
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

é K nn K ns K nt ù ì εn ü
ê
úï ï
ê K sn K ss K st ú í εs ý = Kε
ê
úï ï
ë K tn K ts K tt û î εt þ

dn
ds
dt
,ε =
,ε =
T0 s T0 t T0

（2）

式 中 ：d n 为 cohesive 单 元 法 向 产 生 的 位 移 ，m；d s 为

cohesive 单元第一切向产生的位移，m；d t 为 cohesive
单元第二切向产生的位移，m；T0 为本构厚度，m。

1.3

损伤模型
损伤模型由两部分组成：起始准则和演化规律。

当材料满足了损伤起始准则，就会按照已定义的演
化规律进行损伤破坏。当牵引力达到了材料能够承

个底面（1、2、3、4），实际上我们将其看做厚度为 0 的
单元层。根据断裂准则来判断 cohesive 单元的损伤

情况，当满足损伤判据时，cohesive 单元开始损伤，当

cohesive 单元完全失效时，会从单元中层一分为二，

t
(σ σ σ )
0
n

0
s

0
t

斜率为En
三角形面积为G1C

从而形成裂缝。

5
9
1

当G=G1C时
裂缝完全裂开

dm0

8

7

12

11

4

6

3

10
2

图 1 三维 cohesive 单元示意图
Fig. 1 Three-dimensional cohesive unit

起裂

损伤

dmf

∂

注：σ 0n 为损伤开始时单元的法向应力，Pa；σ 0s 为损伤开始时第一切向

应力，Pa；σ 0t 为损伤开始时第二切向应力（在二维情况下不存在），Pa；d 0m 为

单元刚开始损伤时的位移，m；d fm 为单元完全破坏时的位移，m；En 为界面硬

化系数；G1C 为临界能量释放；G 为能量释放率。

Fig. 2

图 2 牵引—分离定理
Traction and separation theor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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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最大值时，损伤模型就会表现材料刚度的退化

理论，利用 cohesive 单元预制裂缝模拟在隔层效应

以及结构的失效。该文采用的损伤起始准则为最大

下，应力差、相交角度、储隔层应力差以及储隔层弹

名义应力准则：

性模量差对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相交后的裂缝扩展

[ ]

ìï tn ts tt üï
f = max í 0 , 0 , 0 ý
ï tn
ts tt ï
î
þ

（3）

式中：t0n 为损伤开始时垂直于裂缝面的牵引力，N；t0s、
t0t 为损伤开始时裂缝面上相互垂直的牵引力，N；tn 为

行为的影响。建立尺寸为 20 m×20 m 的二维有限元

模型，在模型中间天然裂缝与水力裂缝相交，长度为
6 m，相交角度取 30°、45°、60°、75°、90°，上下两层为

隔层，厚度均为 5 m，初始模型设置为均匀地层应力。

垂直于裂缝面的牵引力，N；ts、tt 为裂缝面上相互垂直

模型为水平井的垂直剖面，模型中心的最左侧为井

发生断裂；f tol 为公差，默认为 0.05。

z 方 向 为 最 小 主 应 力（σh）方 向 ，y 方 向 为 垂 直 应 力

的牵引力，N；f 为断裂标准，当 1.0 ≤ f ≤ 1.0 + f tol 时将
损伤演化规律描述的是当材料达到破坏损伤的

起始值时，材料刚度的退化速率。材料的总体损伤
用 D 来表示，当 D=0 时，表示材料未发生损伤；当 D=1
时 ，表 示 材 料 刚 度 完 全 退 化 失 效 。 应 力 分 量 表
示为[24]：

- ìï (1 - D ) tn tn ≥ 0 üï
tn = í ý
ï
tn < 0 ï
î tn
þ
ts = (1 - D ) ts
tt = (1 - D ) tt

（4）
（5）

应变预测的在法向和两个切向方向的应力，Pa。

(

)
(d - d )

d max
m

f
m

（7）

0
m

交角度 θ。中间压裂部分网格密度为 0.1 m×0.1 m，其

余网格从上下两边向中间逐渐加密。计算模型
见图 3。

模型基础的岩石力学参数如下：储层部分弹性

隙比为 0.11，滤失系数为 10-13 m/（Pa·s）；隔层部分弹

性模量 18 GPa，泊松比为 0.13，渗透系数为 10-8 m/s，
孔隙比为 0.03，滤失系数为 10-14 m/（Pa·s）；天然裂缝

抗拉强度为 2 MPa，其余部分抗拉强度为 6 MPa，压裂
液 黏 度 为 10-3 Pa·s。 考 虑 到 模 型 的 尺 寸 与 边 界 效

应，排量取 10-3 m2/s，且为了更好地验证隔层以及其

他参数对模拟结果的影响，模型的初始应力均设置

线性损伤演化准则的损伤因子表达式为：
0
d fm d max
m - dm

（σv）方向，天然裂缝上部分与水力裂缝的角度为相

模量 12 GPa，泊松比为 0.18，渗透系数为 10-7 m/s，孔

（6）
- - 式中：tn , ts , tt 分别为按照线性损伤演化准则根据当前

D=

筒的位置，即注入点，x 方向为最大主应力（σH）方向，

式中：d max
m。
m 为单元出现的最大位移，

一般情况下，水力裂缝的扩展形式是法向扩展

为 16 MPa，初始应力差设置为 0。

2

结果分析

2.1

与切向扩展的混合模式，其扩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的影响

无法在裂缝扩展前确定裂缝类型。若对单元混合模

在相交角度为 60°时，分别改变模型水平地应力

式进行定义时采用幂律形式，则有[19]：
α

α

α

ì Gn ü ì Gs ü ì Gt ü
í Cý + í Cý + í Cý = 1
î Gn þ î Gs þ î Gt þ

（8）

σv

式中：G nC 为 cohesive 单元的法向断裂能，N/mm；G sC 为

cohesive 单 元 的 第 一 切 向 断 裂 能 ，N/mm；G 为

隔层

C
t

cohesive 单元的第二切向断裂能，N/mm；α 为指数系

数；若该式成立，那么混合模式下 cohesive 单元的总
断裂能为 G C = G n + G s + G t。

1.4

不同应力差对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相交模拟

储层
σH

储层

天然裂缝

σH

水力裂缝

隔层
σv

计算模型
该文采用 abaqus 数值模拟软件，基于损伤力学

θ

注入点

Fig. 3

图 3 二维有限元模型示意图
Two-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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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在隔层影响）因为隔层的影响（弹性模量、泊松比等

模拟计算，模拟结果对比见图 4。

发生了变化），且天然裂缝的开启较容易，因此，开启

然裂缝相交之前，地应力差对裂缝扩展行为无影响；

由计算结果（图 4c、图 4d）及裂缝形态可以看到，两种

从图 4 可知，在裂缝扩展初期，即水力裂缝与天

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相交后，当水平应力差为 0 MPa

了上下两部分（图 4a、图 4b）；当应力差为 2 MPa 时，

模型均只开启了天然裂缝的上部分，但旧模型天然

时，两种模型裂缝的破裂程度大致相当，但旧模型

裂缝开启的程度较小，破裂程度较低，新模型中由于

（无隔层影响）中天然裂缝仅开启上部分，新模型（存

应力差的增大，裂缝沿着最大主应力方向向前扩展

y
z

y
x

z

裂缝宽度(m)

x

裂缝宽度(m)

0.013 8

0.013 8

0.011 5

0.011 5

0.009 2

0.009 2

0.006 9

0.006 9

0.004 6

0.004 6

0.002 3

0.002 3

0

0
a. 旧模型 0 MPa

b.新模型 0 MPa

y
z

y
x

z

x

裂缝宽度(m)

裂缝宽度(m)

0.013 8

0.015 0

0.011 5

0.012 5

0.009 2

0.010 0

0.006 9

0.007 5

0.004 6

0.005 0

0.002 3

0.002 5

0

0
c. 旧模型 2 MPa

d.新模型 2 MPa

y
z

y
x

z

x

裂缝宽度(m)

裂缝宽度(m)

0.009 6

0.011 4

0.008 0

0.009 5

0.006 4

0.007 6

0.004 8

0.005 7

0.003 2

0.003 8

0.001 6

0.001 9

0

0
e. 旧模型 4 MPa

Fig. 4

f.新模型 4 MPa

图 4 不同地应力下两种模型模拟的结果对比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results of two models under different in-situ stresses

周 鑫，等 . 考虑隔层效应的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相交模拟

520

的趋势增加，在与天然裂缝相交后，由于天然裂缝下
部分有着相反的扩展趋势，因此，仅开启了天然裂缝
的上部分；当应力差为 4 MPa 时，隔层是否存在对水

力裂缝的扩展路径没有产生影响，水力裂缝均未开

启天然裂缝，但从计算结果（图 4e、图 4f）可以看出，

新模型的水力裂缝破裂程度更大，开启效果更好。
2.2

不同相交角度对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相交模
拟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观察隔层效应在不同相交角度下产

生的影响，取应力差为 0 MPa。在水力裂缝与天然裂
缝相交角为 30°、45°、60°、75°以及 90°的情况下，对隔

层是否会对结果产生影响进行模拟计算，模拟结果
见图 5。

在应力差为 0 MPa 的情况下，当水力裂缝与天然

裂缝的相交角度为 30°以及 45°的时候，隔层是否存
在对于裂缝扩展的路径并没有影响，天然裂缝均开
启了上部分（图 5a—图 5d）。当相交角度为 60°时，虽

然两种模型的裂缝破裂程度大致相当，但旧模型中
水力裂缝只开启天然裂缝上部分，而在新模型中天
然裂缝完全开启（图 5e、图 5f）。当相交角度为 7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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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影响，选取相交角度为 60°，水平最大、最小地

应力差为 2 MPa 的模型，分别设置储隔层间的地应力
差为 4，6，8 MPa 进行模拟，模拟的结果见图 6。

从 图 6 中 可 以 看 到 ，当 储 隔 层 应 力 差 为 4 MPa

时 ，水 力 裂 缝 沿 着 天 然 裂 缝 上 部 分 方 向 扩 展

（图 6a）。当储隔层应力差为 6 MPa 时，随着应力差

的增大，天然裂缝上部分先发生开启，开启完成后，
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相交处产生憋压，当压力增加

到一定程度时，天然裂缝下部分发生开启，天然裂
缝完全开启后，憋压所产生的压力却不足以使水力
裂 缝 继 续 向 前 扩 展（图 6b）。 当 储 隔 层 应 力 差 为

8 MPa 时，在应力差作用下，相交点憋压所产生的压

力达到了接下来水力裂缝开启的条件，且裂缝的扩
展均有向着水平最大主应力扩展的趋势，水力裂缝

直接穿过天然裂缝，继续沿着原来的路径向前扩展
（图 6c）。

提取水力裂缝和天然裂缝相交点处的孔隙压力

随时间的变化见图 7。可以看到，随着储隔层间的地

应力差的增加，相交点处的最大孔隙压力也在增加。
当储隔层间地应力差为 4、6、8 MPa 时，相交点处最大

的孔隙压力分别为 30.56、32.20、32.89 MPa。因此，

时候，旧模型中水力裂缝直接穿过天然裂缝，而新模

层间地应力差的改变会导致压裂过程中裂缝相交处

型中水力裂缝会开启天然裂缝上下两部分，且裂缝

的孔隙压力的变化。

的破裂程度和开启效果均好于旧模型（图 5g、图 5h）；
当相交角度为 90°时，水力裂缝都会直接穿过天然裂
缝（图 5i、图 5j）。

可以看到，当相交角度为 30°及 45°时，由于天然

裂缝力学特性较弱，水力裂缝均开启了天然裂缝的
上部分，但从计算结果（图 5a—图 5d）可以看到，新模

型的裂缝破裂程度更大，开启效果更好一些；当相交
角度为 60°及 75°时，隔层的存在对裂缝的扩展路径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且从计算结果（图 5e—图 5h）可

2.4

储隔层弹性模量差对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相
交模拟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研究储隔层之间的弹性模量差对于

模拟结果的影响，在相交角度为 60°，应力差为 0 MPa
的情况下，改变隔层的弹性模量，使之与储层弹性模

量差值分别为 6，10，14，30 GPa，其影响及模拟结果
见图 8。

当储隔层弹性模量差为 6 GPa 时，天然裂缝先

以看到，在新模型中两个相交角度的裂缝破裂程度

是开启上部分，而后由于在交点处引起憋压，再开启

及形态大致相当；当相交角度为 90°时，隔层对水力

下部分（图 8a）。当储隔层弹性模量差为 10 GPa 及

其影响仅体现在裂缝的破裂程度和开启效果上。

强，天然裂缝大倾角方向开启较小倾角方向难度更

裂缝的扩展路径影响不大，均是直接穿过天然裂缝，

2.3

储隔层间的应力差对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相
交模拟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研究储隔层之间的应力差对于模拟

14 GPa 时，整个地层在上下两个方向的抗扰动性增

大，相交点引起的憋压不足以开启天然裂缝下部分，
因此仅开启了天然裂缝上部分（图 8b、图 8c）。当储

隔层弹性模量差为 30 GPa 时，地层在上下两个方向

的抗扰动性进一步增强，此时隔层可以看作一块“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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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相交角度下两种模型模拟的结果对比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results of two models at different intersection a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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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储隔层应力差下相交点孔压变化
Fig. 7 Variation of pore pressure at intersection points under
different stress differences between reservoirs

分别为 30.56，30.84，31.81，32.99 MPa，与此同时隔层

0.014 4
0.012 0

对裂缝的压制性也越大，因此裂缝扩展的形态并不

0.009 6

仅仅取决于孔隙压力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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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验证改变储隔层弹性模量会产生对

0.002 4

水 力 裂 缝 扩 展 的 压 制 作 用 ，增 加 了 一 组 应 力 差 为

0
b. 6 MPa

3 MPa，不同储隔层弹性模量差的模拟，结果见图 10。
从图 10 和图 11 可以看到，当储隔层弹性模量

y
z

差为 6 GPa 时，天然裂缝开启上部分，在应力差的作

x

用下，水力裂缝向前扩展的趋势增加，而天然裂缝
裂缝宽度(m)

下部分裂缝扩展方向与水力裂缝扩展方向有相反

0.010 8

的趋势，因此，并未开启，且在交点引起的憋压以及

0.009 0

存在的应力差达到水力裂缝达到继续向前扩展的

0.007 2

条件，水力裂缝继续向前扩展（图 10a）。当储隔层

0.005 4

弹性模量差为 30 GPa 时，模拟的结果与 6 GPa 的基

0.003 6
0.001 8

本一致，但随着储隔层弹性模量差的增加，其产生

0
c. 8 MPa

Fig. 6

图 6 不同储隔层应力差下模拟结果
Simulation results under different stress differences
between reservoirs

板”，对裂缝在垂直方向的扩展，即对地层会产生上
下扰动的抑制性增大，同时会引起憋压，且裂缝扩展
时更容易产生左右扰动，即沿着天然裂缝进行扩展
（图 8d）。

从图 9 可知，随着储隔层间弹性模量差的增加，

的压制作用增大，与此同时交点处的孔隙压力增大
了 2.5 MPa 左右，两者的增量相互作用下基本抵消。

因此，模拟结果基本一致。从计算结果（图 10b）可

以看到，裂缝的破裂程度基本一致，但储隔层弹性
模量差为 30 GPa 时，水力裂缝后段开启程度较小。
当储隔层弹性模量达到 50 GPa 时，由隔层产生的压
制性进一步增加，而同时交点的孔隙压力仅增加了

1 MPa 左右，无法与增加的压制作用相互抵消，水力

裂缝不足以继续向前扩展，而是开启了天然裂缝上

下两部分，裂缝扩展的扰动也从水力裂缝扩展所产

相交点处的孔隙压力也在逐渐增大。当层间弹性模

生的上下扰动变为了天然裂缝扩展所产生的左右

量差分别为 6，10，14，30 GPa 时，相交点处孔隙压力

扰动（图 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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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储隔层弹性模量差下模拟结果
Simulation results under different reservoir barrier elastic modulus difference

效应的情况下，研究了应力差、相交角度、储隔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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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交点孔隙压力(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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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差以及储隔层弹性模量差等因素对水力裂缝遇天
然裂缝后扩展行为的影响。

20

2） 无隔层效应的情况下，水力裂缝遇天然裂缝

15
10

后仅沿天然裂缝上部分扩展。存在隔层效应的情况

5

下，无应力差时天然裂缝能够被完全开启，随着地应

0

力差的增加，天然裂缝被开启的程度逐渐减小，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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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储隔层弹性模量差下相交点孔压变化
Fig. 9 Variation of pore pressure at intersection point under
different reservoir interlayer elastic modulus difference

水力裂缝穿过天然裂缝。
3） 当相交角度较小时，隔层效应的存在不会改

变裂缝的扩展行为，但却能增加裂缝的破裂程度；随
着相交角度的增加，隔层效应的存在能够更好地开
启天然裂缝。

3

认识与结论

4） 随着储隔层间应力差的增加，相交点处的孔

隙压力也在增加，水力裂缝向前扩展的趋势增大；在

一定范围内，天然裂缝的开启程度随层间应力差的增
1） 基于最大名义应力准则，考虑材料损伤起始

准则及损伤演化，利用 abaqus 软件，对是否存在隔层

加而增大，当超过一定的层间应力差值时，天然裂缝
不再被开启，
水力裂缝沿着原有路径继续向前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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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荣深层页岩气井油管最优参数设计研究
杜 洋 1，倪 杰 1，雷 炜 1，周兴付 2，李 莉 1，卜 淘 2
（1. 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四川 德阳 618000；
2. 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采气四厂，
重庆 402160）
摘要：深层页岩气井投产初期能量充足，大多采用套管快速排液，当井口压力降至带压作业能力范围内或气井出现携液困
难时再下入油管生产，油管下入时机、下入深度及油管尺寸等参数设计基本依据作业进度或现场经验而定。目前，下入时
机对气井产能的影响鲜有研究材料供参考，因此，基于川南深层页岩气在套管生产阶段的 53 井次井筒动态监测资料，优选
了井筒压降计算模型。通过分析气井生命周期内井筒流型、井底流动压力、临界携液能力的变化规律，确定油管最佳下入

时机；基于探明的不同油管深度下的井筒压降变化规律，提出了以井筒最小压降为目标的油管最优下入深度；综合携液、
压力损耗敏感性研究，得到最优管柱尺寸。结果表明：川南深层页岩气井在井口压力降至 15～25 MPa 时，为油管最佳下入

时机，油管最优下深井斜介于 70°～85°，最优管径为 62 mm。该设计在现场应用良好，通过油管参数设定，气井压降速度降

低了 50 %，单位压降产量增长 2 倍，对有效地指导川南深层页岩气水平井油管设计及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管柱尺寸；油管下深；井筒流型；压降模型；深层页岩气

中图分类号：TE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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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um time of tubing installation in deep shale gas wells of Weirong
DU Yang1, NI Jie1, LEI Wei1, ZHOU Xingfu2, LI Li1, BU Tao2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Sinopec Southwest China Oil and Gas Company, Deyang, Sichuan 618000, China;
2. NO.4 Gas Production Plant, Sinopec Southwest China Oil and Gas Company, Chongqing 402160, China）

Abstract: At the early stage of production, deep shale gas wells in southern Sichuan have sufficient energy. Most of the wells use
casing to discharge fluid quickly. When the wellhead pressure drops to the capacity of the pressurized operation or the gas well is

difficult to carry fluid, tubing production is run. The tubing installation time typically depends on the wellhead pressure drawdown

to the capability of the snubbing unit or the onset time of liquid loading. Tubing depth and diameter are commonly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production progress according to operators’field experience. So far, the influence between the tubing installation time

and gas well deliverability is still unclear. Based on the well performance monitoring data of 53 times of deep shale gas wells in
Southern Sichuan at the casing production stage, the calculation model of wellbore pressure drop and the variation law of wellbore

flow pattern are analyzed, besides, the bottom hole flow pressure and critical liquid carrying capacity is also determined the best

running time of tubing. In this work, the variation of wellbore pressure drop under different tubing depth is analyzed, and a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tubing running depth is proposed by aiming at minimizing wellbore pressure drop. Finally, the optimal

string size is obtained, and field verification i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liquid carrying and pressure los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optimum tubing installation time is when wellhead pressure drops to 15~25 MPa. The proper tubing depth

is at 70° to 85° of well deviation and the suitable tubing inner diameter is 62 mm. By running tubing in time, the pressure drop rate
of the gas well is reduced by 50 %, and the unit pressure drop production is increased by twice times, which effectively guides the
tub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eep shale gas horizontal wells in Southern Sichuan.

Keywords: tubing diameter; tubing depth; wellbore flow regime; pressure dorp model; deep shale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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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缝内被压裂液体充填，
返排液量大（大于 500 m3/d），
一般采用管径较大（不小于 114.3 mm）的套管生产，

以提高气井返排率，快速释放气井产能[9]。但页岩气

模 式 ，平 均 单井入地液量大于 4×104 m3 ，水平段长

井生产工况变化大，压力、产气量及产液量随生产快

量大，通常采用套管放喷生产，快速排出近井地带压

响，单一压降计算模型无法满足全井筒沿程压力计

1 500～2 000 m，
气井投产初期地层能量充足，返排液

裂液，释放气井产能

[1-3]

。但随着地层能量快速衰减，

速降低，同时受管径大、井筒液体流动复杂等因素影
算精度，而井筒压力分布情况对于确定油管下入时

气井压力、产气量、产液量快速递减，且受长水平段

机及参数设计具有重要意义[10]，应用两相流经验相

复杂井身结构及较大尺寸套管携液能力等因素影

关模型必须针对实际流动条件，对模型进行适应性

响，井筒积液时间提前，影响气井稳定生产。针对上

评价分析和筛选。

述问题，及时下入油管生产，并控制其最优参数是未
来能源安全开发的关键[4-5]。

1.1

井筒压降模型评价方法

页岩气井投产初期地层能量充足，大多采用套

综合评价套管生产阶段气液两相流压降计算模

管快速排液生产。随着地层压力快速递减，套管携

型预测结果的正确性，优选出适宜的井筒压降计算模

液能力降低，井筒液体滑脱加剧导致井底积液增加，

型 。 采 用 相 对 性 能 系 数 RPF（Relative Performance

需要下入油管辅助排液生产。目前，国内页岩气井
普遍借鉴国外经验，即在井口压力降至 10 MPa 以内

时再转入油管生产。然而，由于地层能量衰竭严重，
气井采用油管生产仍无法依靠自身能量排出井筒积

Factor）比较井筒压降模型计算精度，该方法主要考

虑了各计算模型的误差指标权重[11]。压力平均相对
误差 E1 表示井筒压降模型预测结果的整体偏差，公
式为：

液，需要结合泡排、气举甚至泵类等助排方式维持生

E1 =

产[6]，所以油管最佳下入时机尚不明确[7]。此外，油管

岩气水平井的现场情况表明，下入该深度不仅无法

有效排出井底积液，还限制了动态监测及排采工具

果平均误差的大小，公式为：
1 n | pci − pti
E 2 = ∑||
n i = 1 | pti

2

生水平段井筒沉砂堵塞油管及井筒沿程压力损耗
大，无法正常生产等现象。因此，如何准确分析、评

基于川南深层页岩气套管生产阶段 53 井次动态

差异，RRPF 的最大值为 3，RRPF 值越小，表示计算模型
精度越高，计算公式为：
R RPF =

监测资料的统计分析，在准确计算井筒沿程压力分
布规律的基础上，优选井筒压降计算模型，系统总结
了气井套管生产过程中的井筒流态、携液能力及沿
程压力损耗变化规律，确定了油管最佳下入时机、下
入深度及管径参数等，为深层页岩气井油管最优参
数设计提供了理论指导依据。

1

（2）

n
æ pci − pti
ö
1
ç
E3 =
− E1 ÷
（3）
∑
÷
n − 1 i = 1 ç pti
è
ø
RRPF 反映了参与比较的压降模型综合相对性能

油管下入水平段中部或趾端，但在生产过程中易发

国内外工程界和学术界的关注焦点和研究重点[8]。

|
||
|

压力标准误差 E3 表示计算结果的离散程度：

作用范围。另外，国内外也有部分页岩气井尝试将

估及预测页岩气水平井油管最优下入位置，一直是

（1）

压力绝对平均相对误差 E2 表示压降模型预测结

下入深度也多以室内气液两相流动实验为指导，室
内测试往往下至携液最困难的井斜 45°～50°，但页

1 n pci − pti
n∑
pti
i=1

| E |−| E |
∑E − E
| | | |
3

i=1

i

i

i

max

min

i

（4）

min

式（1）—式（4）中：RRPF 为相对性能系数；pci 为压力计

算 值 ，MPa；pti 为 压 力 实 测 值 ，MPa；n 为 测 试 井 次 ；
|Ei|min 为各种参与比较的模型中第 i 项误差绝对值最

小值；|Ei|max 为各种参与比较的模型中第 i 项误差绝对

值最大值。

井筒压降模型评价
页岩气井投产初期，地层能量充足，井筒及近井

1.2

井筒压降模型优选
国内外研究者经过多年研究，已得出大量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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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两相压降计算模型。为了提高页岩气水平井井筒

于直井段，所选模型预测结果与实测结果均比较接

压力预测准确度，以水平井测压数据井斜 45°为界

近（图 1a），其 中 ，GRAY 模 型 RRPF 值 为 0，HB 模 型

RRPF 值为 0.06，因此，GRAY 和 HB 模型性能最优，数

限，划分为直井段和斜井段，分别评价并优选两相流
压 降 模 型 。 对 于 直 井 段 ，选 择 ANSARI、Beggs[12]

据点大多分布在对角线上及附近，数据吻合较好；

Brills（BB）、Duns and Ros（DR）、GRAY、Hagedorn-

对 于 斜 井 段 ，各 模 型 之 间 的 预 测 精 度 存 在 明 显 差

于 斜 井 段 ，选 择 Beggs-Brills（BB）、Baker Jardine

多分布在对角线上及附近，数据吻合较好，其次为

异，其中 BB 模型 RRPF 值最小，数值为 0，且数据点大

Brown（HB）、Mukherjee-Brills（MB）、NO SLIP 模型；对

（BJ）、DUKLER、Mukherjee-Brills（MB）、NO SLIP 和

NO SLIP 模型，数值为 0.1（图 1b）。由于常规动态监

应用川南深层页岩气 16 口井套管生产期间实

的压降计算采用 TAITEL 模型 [13]。最终，通过对上述

XIAO 模型开展评价。

测作业时，压力计无法下至水平段，因此，对水平段

测的 53 井次压力、温度及产量数据（表 1），以及对

模型的研究可确定适用于套管生产阶段的井筒压

上述模型进行评价的计算结果（表 2）可以看出：对

Table 1
监测项目

表 1 页岩气套管生产动态监测数据范围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range of shale gas well casing production

套管内径（mm） 井口压力（MPa）
114.3

最小值

118.6

最大值
平均值

降组合模型（表 3）。

井口温度（℃）

9.2

30

27.7

55

48.0

产气量（104 m3/d）

产液量（m3/d）

31.29

384

2.13

96

10.56

20.6

123

44.7

132

69.5

116

138

表 2 不同井段气液两相流压降计算方法误差
Errors of pressure drop calculation method for gas-liquid two-phase flow in different well sections

Table 2

直井段
计算模型
BB

E（%）
2

E（%）
3

29.71

29.71

19.29

13.53

DR

GRAY

-5.73

MB

11.91

-6.69

HB

-9.71

NO SLIP

60

11.82

13.63
7.25
7.61

12.21

10.63

ANSARI模型

BB模型

DR模型

GRAY模型

HB模型

MB模型

RRPF

计算模型

3.00

BJ

11.33

0.74

BB

11.50

0.94

DUKLER

7.72

0.06

NO SLIP

9.17

0.44

7.78

10.30

0

0.70

NO SLIP模型

40
20

0

20

40
实测压力(MPa)
a. 直井段

Fig.1

60

80

30

E（%）
2

E（%）
3

RRPF

-9.03

24.30

29.42

2.65

5.49

1.34

-5.97

3.99

11.62

11.75

25.85

BB模型

BJA模型

DKAGA模型

MB模型

NO SLIP模型

XIAO模型

0

5.33

17.39

11.62

-2.44

XIAO

40

E（%）
1
-2.02

MB

计算压力(MPa)

80

斜井段

E（%）
1
11.71

ANSARI

计算压力(MPa)

测点压力（MPa） 测点温度（℃）

9

1.64

20.16

4.68

0.10

5.60

1.94

27.98

20
10

0

10

20
实测压力(MPa)

30

b. 斜井段

图 1 直井段和斜井段各模型预测流压与实测流压比较
Comparison of BHFP（vertical wells and inclined wells）obtained by calculation and well testing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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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变化曲线出现拐点，井底压力梯度下降，井筒内出

油管下入时机分析

现气柱与液体交替上升的段塞流。
3） 后期气降液少：井筒转变为不稳定段塞流

井筒流态变化规律

动。随着地层能量的衰竭，产气量下降，井筒滑脱加

根据生产测井及室内实验发现，斜井段流型以
层状流为主，持液率达 50 %以上，远高于水平段，且
[14]

剧，井底开始积液并影响气井稳定生产，因此，斜井
段流态再次出现拐点，气体和液体流速出现双下降，

产量越低，持液率越高，气液滑脱越严重 ，而下入

井底压力梯度再次上升，由稳定的段塞流转变为不

油管的主要任务是减少斜井段液体的回落，提高气

稳定段塞流。

井携液能力[15]。首先利用优选出的井筒压降组合模

在套管生产阶段，综合气井生产期间斜井段流

型及典型气井生产数据（图 2），计算气井在不同生产

态变化规律及实测井底压力梯度变化趋势可知，当

等参数；再采用 KAYA 等 提出的适用于倾斜管的气

管下入时机，对应的井口套压介于 15～25 MPa。

时期井筒沿程的压力、温度、气液表观流速、持液率
[16]

液两相流流型预测机理模型，绘制倾斜段井筒流态

诊断图版，形成气井套管生产周期内斜井段井筒流
型变化规律（图 3）。由图 3 可知，井筒流态变化呈

“S”形，可分为 3 个阶段：

1） 初期液多气少阶段：井筒流态以泡状流或段

井筒流态由稳定段塞流变为不稳定段塞流时，为油

2.2

井筒流压梯度变化规律
YY1—4 井 在 套 管 生 产 阶 段 开 展 了 定 期 、定 点

（垂深 3 800 m，井斜 45°～50°）的井底流动压力动态
监测，并绘制了井筒压力梯度曲线。该曲线在直井

塞流为主。该阶段气井产液量大、气流速低，井筒内
以泡或段塞流为主，持液率高，压力梯度大，但由于
地层压力高，套管基本能满足大液量举升需求。
2） 中期气增液降阶段：井筒为稳定段塞流。气

井排液量随生产时间增加而降低，气体流速增加，流

表 3 深层页岩气井井筒压降优选组合模型
Table 3 Suggested models for wellbore pressure drop
of deep shale gas wells
井段

推荐模型
GRAY

Beggs-Brills

斜井段

800
套压
日产气量
日产液量 600

50
40
30

400

20

200

10
1

10

100

0
1 000

生产时间(d)

Fig. 2

图 2 典型页岩气井套管生产阶段曲线
Typical casing production curve for shale gas wells

井底压力梯度值(MPa/hm)

套压(MPa)；日产气量(104 m3)

60

日产液量(m3)

TAITEL

水平段

0

图 3 套管生产阶段斜井段井筒流态规律
Fig. 3 Inclined wellbore flow regimes during
casing production

50

1.0
油管最佳
介入区间
20～30 MPa

0.8

40
30

0.6

20

0.4
井底压力梯度值

0.2
0

10

井口压力

100

200

400
300
生产时间(d)

500

0
600

图 4 套管生产阶段井底流压梯度变化规律
Fig. 4 Bottle hole pressure gradient pattern during
casing production

井口压力(MPa)

直井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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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均表现为近乎平缓的直线，但进入斜井段后，流压

与井筒之间因气液供给流动产生的生产压差，以及

梯度随生产时间的延长开始出现波动，选取最深测

井筒与井口之间因摩阻及液体滑脱产生的回压处于

点流压梯度分析井筒流动变化规律，得到了套管生

近乎平衡的状态，下入油管可以有效地减少井筒液

产阶段井底流压梯度变化规律（图 4），井底压力梯度

体 滑 脱 ，提 高 气 井 携 液 能 力 ，进 一 步 稳 定 气 井

值呈先降后增的“U”形变化，井口压力呈线性下降变

化，这也与井筒流态变化规律一致，因此，选取井底
压力梯度值凹处作为油管介入最佳时机，对应的井
口压力介于 20～30 MPa。
2.3

生产[19]。

3

油管设计参数优化

3.1

临界携液能力

最优下深
油管下深大多依据经验，下至井斜 45°～50°，一

结合 WALLIS 的经验公式和 BELFROID 等 提

般油管下得越深，越利于排除井筒积液，但管柱下入

出的角度修正项，建立了携液临界气量预测模型。

过深，不仅会降低管柱抗拉强度，而且当油管下至水

根据不同尺寸管径在不同井口压力条件下的临界携

平段内还面临井筒沉砂堵塞等风险[20]。另外，页岩

液流量，绘制了临界携液流量图（图 5）。根据井口压

气水平井段长、井筒容积大，在生产实践发现该位置

力与产量的变化关系可知，生产初期气井产量介于

不仅无法完全解决斜井段液体滑脱，还限制了泡排、

（18～20）×10 m /d，与套管生产所需临界携液流量

柱塞等采气维护措施的举升范围[21]。因此，油管下

[17]

4

3

相当，但当井口压力降至 18 MPa 以内时，气井产量远

入深度需要综合考虑井筒携液及管柱受力等因素。
在深层页岩气套管生产阶段，由于气井管径大、

低于套管生产所需的临界携液流量，此时应下入油
[18]

产液量多，所需临界携液流量大，井筒内液体滑脱将

管辅助排液，保障气井稳定生产 。
1
2

é
ù
ρg
ú = 0.64 [ sin (1.7θ ) ] 0.38
vg ê
ê gD ρ - ρ ú
L
g û
ë

(

)

造成液体在斜井段及水平段堆积，影响气井稳定生
（5）

式中：vg 为临界携液流速，m/s；ρg 为气体密度，kg/m ；
3

ρL 为液体密度，kg/m ；g 为重力加速度，m/s ；D 为油管
3

2

内径，m；θ 为井筒与水平方向的夹角，° 。
2.4

产。虽然，下入油管后，管径变小，提高了气井携液
能力，但同时也会造成沿程摩阻的增加[22]。因此，油
管下入深度还应综合考虑井筒内气液两相从井底向
井口流动过程中受压降、重力、加速及摩阻影响。根
据不同油管下深处的重力、压降及摩阻压降寻找协
调点，以井筒最小压降点为油管最佳下入深度的设

油管最佳介入时机

计依据[23]。

综合分析深层页岩气井在套管生产阶段的井筒

对川南深层页岩气进行建模，计算不同尺寸套

流态、井底压力梯度及临界携液流量变化规律，认为

管、不同油管下深时的井筒沿程重力压降及摩阻压

川南深层页岩气井在井口压力降至 15～25 MPa 时为

油管最佳下入时机，此时，地层能量较为充足，地层

25

内径118.6 mm套管
内径76.0 mm油管

内径62.0 mm油管
内径50.6 mm油管

内径44.5 mm油管
内径31.8 mm油管

气井实际产量

20
15
10

总压降

8

总压降(MPa)

临界携液流量(104 m3/d)

30

10

摩阻压降

重力压降

最佳下深井斜70°～85°

6
4
2

5
0

10

20

30
40
井口压力(MPa)

50

60

图 5 不同井口压力与临界携液流量变化规律
Fig. 5 Change regulation different wellhead pressures and
critical liquid carrying capacity

0
无油管

造斜点
油管下入位置

跟端

图 6 不同油管下深的井筒压降分布规律
Fig. 6 Pattern of wellbore pressure drop with
different tubing depth

趾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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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 mm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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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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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 mm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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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筒压损(MPa)

5

3
2
1
0

5

Fig. 7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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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8.1 mm油管
50.8 mm油管

60.3 mm油管
73.0 mm油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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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5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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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口压力(MPa)

a. 临界携液能力

b. 井筒压损

30

35

图 7 不同管径临界携液能力和井筒压损
Critical liquid loading ability and wellbore pressure drop of different pipe diameters

降，得到井筒压降分布规律曲线（图 6）。其中，当套

管生产时，由于管径大，井筒压降几乎都是重力压

降，随着尺寸较小的油管下入深度增加，重力压降迅
速降低，而井筒摩阻开始缓慢增加，越靠近趾端，摩
阻压降越大，最终在油管下入跟端附近时趋于平稳。
根据井筒总压降变化呈先降后增的趋势，计算得到
井筒最小总压降发生在井斜 70°～85°，为油管最优

0.8

下油管前井筒流压梯度
下油管后井筒流压梯度

0.6

0.4
0.2
0

WY46-2 WY46-4 WY46-5 WY46-8 YY1-1

YY1-2 YY1-4

YY5-2

YY9

井号

下入深度。
3.2

531

井口压力(MPa)

井筒流压梯度(MPa/hm)

临界携液流量(104 m3)

2022 年
第 12 卷 第 3 期

图 8 下油管前后井筒平均流压梯度对比
Fig. 8 Average bottle hole pressure gradient
before and after tubing

最优管径
油管最优尺寸的设计主要包括不同尺寸管径的

井筒携液能力及井筒压力损失敏感性分析[24]。根据

流压梯度(MPa/hm)
0

川南页岩气井口压力降至 20 MPa 左右时的平均液

0.2

0.4

0.6

0.8

1.0

气比为 5 m3/104 m3，计算得到 ϕ38.1（内径 31.8 mm），

ϕ50.8（内径 44.5 mm），ϕ60.3（内径 50.6 mm），ϕ73（内

1 000

径 62 mm）管径油管的参数。由不同管径临界携液能

小，携液能力越强，另外，井筒压力损失主要以井筒

内液体滑脱造成的重力压降为主，管径越小，井筒压
损越大，其中内径为 31.8 mm 的油管压力损失值显著

大于另外 3 种管径。威荣气田气井在油管最佳介入

YY1-4下油管前
YY1-2下油管后

垂深(m)

力和井筒压损（图 7）可知：从携液能力来看，管径越

YY1-2下油管前

2 000

YY1-4下油管后

3 000

时机的平均产气量为 5×104 m3/d，且气井产液量较大

（25 m3/d），高于主要油管尺寸的临界携液气量，所
以，优选井筒压损最小的 62 mm 内径的油管，能同时

兼顾后期动态监测、柱塞等常用井下工具通过能力。

4

现场试验
以油管最佳介入时机及设计参数优化研究结果

为依据，在威荣页岩气田 10 个平台实施了 45 口气井

4 000

Fig. 9

图 9 下油管前后流压梯度曲线
Bottle hole pressure gradient distribution
before and after tubing

带压下油管作业，油管内径均为 62 mm，气井下油管

时平均套压由 10 MPa 增至 18 MPa，下深井斜由 54°

增至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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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2
0.1
0

100

下油管前压降速度
下油管后压降速度
弹性产率(104 m3/MPa)

压降速度(MPa/d)

0.4

80
60
40
20
0

WY45-2 WY39-6 WY29-5 WY29-6 WY45-5 WY39-8

下油管前弹性产率
下油管后弹性产率

WY45-2 WY39-6 WY29-5 WY29-6 WY45-5 WY39-8

井号

井号

a. 压降速度

b. 弹性产率

图 10 下油管前后压降速度对比和弹性产率对比
Pressure drop speed and elastic productivity before and after tubing

Fig. 10

从携液及稳产能力方面对油管下入时机及参数
开展对比评价。①携液能力：通过井筒流压对比监
测表明，下入油管后，井筒携液能力明显改善，井筒
内平均流压梯度由套管生产期间的 0.41 MPa/hm 降

至 0.22 MPa/hm，部分气井由下油管前的间歇放喷辅

流计算模型进行评价，优选“直井段 GRAY+倾斜段
Beggs-Brills+水平段 TAITEL”压降组合计算模型。

2） 综合气井套管生产阶段的井筒流态、井底流

动压力梯度及临界携液流量变化特征，提出了深层
页岩气井井口压力降至 15～25 MPa 时，为油管最佳

助排液转变为连续稳定排液生产（图 8、图 9）；②稳产

下入时机；以井筒最小总压降为设计准则，设计油管

力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下入油管后，气井平均

筒压损敏感性分析，确定最优油管管径为 62 mm。

能力：对 6 口配产相同的气井在下油管前后的稳产能
压降速度由 0.21 MPa/d 降至 0.12 MPa/d，弹性产率由

28.5×10 m /MPa 升 至 54.3×10 m /MPa，气 井 生 产 更
4

3

4

3

最优下入深度为井斜 70°～85°；结合携液能力及井
3） 现场应用实践表明，通过及时下入油管和合

理设计油管参数，对提高气井携液能力、减缓气井压

加平稳（图 10）；③下深优化：在相同平台开展了套管

力递减速率、提高气井稳产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表明，油管下深至跟端附近，较套管生产井或油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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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不同下深油管下的气井生产特征对比，结果
深较浅井的稳产期末压力降低了 1.3 MPa，稳产期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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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效架桥和致密填充的深层裂缝性储层堵漏配方
设计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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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成都 610500；
2. 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北京 102206）
摘要：钻井液漏失是制约深层超深层钻井的重要工程技术难题，储层段井漏是钻完井阶段最严重的储层损害方式。利用
桥接堵漏材料对裂缝漏失通道进行封堵，是储层段钻井液漏失控制的主要方式。但是，桥接堵漏配方设计常采用经验或
者半经验的方法，导致一次堵漏成功率低，堵漏效果差。通过 CFD-DEM 模拟（一种典型的基于欧拉—拉格朗日参考系的

离散摸拟方法），明确了架桥滞留、堆积填充、承压封堵是裂缝封堵层形成过程中的 3 个关键环节，考虑堵漏材料的高效架

桥和致密填充，基于“绝对架桥加量”概念和紧密堆积理论，提出了承压堵漏实验配方设计新方法。采用“绝对架桥加量”
为优化参数，确定配方中架桥材料加量；利用“补差法”改进了传统紧密堆积理论，克服了其对粒度分布不连续或重叠分布
的各级填充材料适应性差的缺陷，确定堵漏配方中填充材料加量。室内实验和现场试验结果表明，深层裂缝性储层堵漏
配方设计方法，可实现深层裂缝性储层堵漏配方快速高效设计，有效保证深层裂缝性储层堵漏配方封堵裂缝效果，有效减
少堵漏配方中材料总用量，节约材料成本。提出的方法为深层裂缝性储层堵漏配方设计提供了新思路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深层裂缝性储层；井漏；堵漏配方；架桥与填充；绝对架桥加量；紧密堆积理论
中图分类号：TE357

文献标识码：A

Design method of plugging formula for deep naturally fractured reservoir based on
efficient bridging and compact filling
XU Chengyuan1, YANG Yang1, PU Shi2, KANG Yili1, LI Daqi2, ZHANG Dujie2, YAN Xiaopeng1, YANG Bin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il and Gas Reservoir Geology and Exploitation,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China; 2. Sinopec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Drilling fluid loss is an important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problem that restricts deep and ultra-deep drilling, and the
well loss in reservoir interval is the most serious reservoir damage mode in drilling and completion stage. It is the main way to

control lost circulation to use the bridging plugging material to block the fracture leakage channel. However, the design of bridge
plugging formula often adopts the empirical or semi-empirical method, leading to low plugging success rate and poor plugging
effect. By the CFD-DEM simulation, it is clear that the bridge retention, accumulation filling and pressurized plugging are three

key links in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fracture sealing layer. Considering the efficient bridging and compact filling of the plugging

material, an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absolute bridge addition”and the theory of tight packing, a new experimental formula design

method for pressurized plugging is proposed.“Absolute bridging amount”is used as a optimization parameter to determine the

bridging material amount in the formula. The traditional compact packing theory is improved by the“complement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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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overcomes its defects of poor adaptability to the filling materials with discontinuous or overlapping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and determines the filling material addition in the plugging formula. The results of laboratory and field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realize the rapid and efficient design of the formula for deep naturally fractured reservoir, effectively ensure
the sealing effect of the formula for deep naturally fractured reservoir and reduce the total amount of materials in the formula and

save the material cost. The proposed method provides a new idea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sign of plugging formula for deep
naturally fractured reservoir.

Keywords: deep naturally fractured reservoir; lost circulation; plugging formula; bridging and filling; absolute bridge addition;
compact packing theory

裂缝性储层工作液漏失控制是石油与天然气工

堵的机理。许成元等[12-17]通过实验及模拟的手段，发

程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1-3]。井漏不仅会消耗大量

现架桥材料加量与材料粒径缝宽比、裂缝摩擦系数

工作液和堵漏材料，直接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且会

之间的定量关系，并提出“临界架桥加量”与“绝对架

增加非生产时间，延长钻井周期，影响勘探开发进

桥加量”概念。

程，甚至还会诱发卡钻、井塌、井喷等事故。储层段

通过对目前国内外堵漏配方优化理论、堵漏配

漏 失 则 严 重 妨 碍 油 气 及 时 发 现 ，大 幅 降 低 油 气 产

方加量优化原则等研究进展的调研总结发现，当前

量

[4-5]

。如何有效封堵储层裂缝，避免漏失导致的储

层损害和井下事故，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能否有效
封堵储层裂缝，堵漏配方是关键。当前堵漏配方设

对堵漏配方设计方法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①由

于裂缝性储层堵漏机理不明确，使得当前堵漏配方
优化多依赖经验，科学指导性不强[18]；②配方设计方

计常采用经验或者半经验的方法，该方法缺乏科学

法对粒度分布不连续或重叠分布的各级填充材料适

依据，导致出现堵漏材料大量浪费、裂缝封堵质量不

应 性 差 ；③ 缺 少 有 效 的 堵 漏 材 料 加 量 的 确 定 方

理想等问题，堵漏配方设计方法亟待完善。因此，根
据储层裂缝特征，设计具有高封堵质量的堵漏配方
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达到有效封堵储层裂缝与储层保护的要

法（表 1）。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取得了以下进展：①基

于 CFD-DEM 裂缝封堵层结构形成模拟结果，将裂缝
封堵分为架桥滞留、堆积填充、承压封堵 3 个关键阶

求，国内外学者在堵漏配方设计与优化方面做了大

段，进一步明确了裂缝性储层堵漏机理。在明确堵

量研究。堵漏配方优化理论方面，适用于石油工业

漏机理的基础上，基于“绝对架桥加量”概念和改进

的理想充填理论（Ideal Packing Theory）在 20 世纪 70

的紧密堆积理论，分别确定了堵漏配方中的架桥材

年代被提出。ALBERTY 应用理想充填理论，对堵

料与填充材料加量，提出了基于高效架桥和致密填

漏材料粒度进行优选，通过实验验证了“应力笼”方

充的裂缝性储层堵漏配方设计方法。②通过上述方

[6]

[7]

法的准确性。张金波等 基于理想充填理论，研发

法设计的堵漏配方，相比于利用经验或者半经验确

了 对 应 的 应 用 软 件 ，并 取 得 了 理 想 的 现 场 应 用 效

定的配方，具有更高的承压能力、更低的累计漏失量

[8]

果。张世锋等 基于改进的理想充填理论提出了堵

及更少的材料总用量。③改进了紧密堆积理论，提

漏颗粒粒度分布设计方法。堵漏材料加量设计研

出了填充材料加量设计新方法—补差法。综上，提

[9]

究 方 面 ，王 书 琪 等 提 出 ，当 架 桥 材 料 含 量 保 持 在

出基于高效架桥和致密填充的配方设计方法，为深

10 %～20 %，纤维材料保持在 5 %～15 %，堵漏材料

层裂缝性储层堵漏配方设计提供了新思路和理论

的总含量保持 20 %～35 %时，能够有效封堵裂缝。

依据。

封堵具有较好的裂缝封堵效果，并且指出堵漏材料

1

[10]

刘金华等 通过实验结果发现，采用多种材料协同

中颗粒材料、片状材料、纤维材料和聚合物的最佳配

裂缝性储层堵漏配方设计方法

比为 5∶2∶2∶1。康毅力等[11] 针对毫米级宽度裂缝评

1.1

堵漏效果，并结合实验结果分析了不同材料协同封

方法是模拟裂缝封堵层结构形成过程的有效手段。

价了刚性颗粒、弹性粒子以及纤维 3 种封堵材料协同

裂缝封堵过程模拟与堵漏配方设计思路
耦合计算流体力学与离散元方法的 CFD-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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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研究内容

理论方法
配方设计理论

材料加量设计方法

表 1 堵漏配方设计理论与方法[7-17]
Design theory and method of plugging formula[7-17]
技术要点

不足

理想充填理论及对理论的改进

基于理想充填理论，优选材料粒度，提
高封堵层稳定性

材料的粒度分布需连续，对粒度分布
不连续或重叠分布的各级填充材料适
应性差

架桥、纤维材料加量范围

从形态对进行分类，并给出每种材料
加量的大致范围

仅给出加量范围，未明确各种材料的
具体加量值

颗粒材料、片状材料、纤维材料和
聚合物加量比

确定不同形态材料加量的比值

仅给出各种材料加量比，未明确各种
材料加量的具体值

毫米级宽度裂缝封堵材料协同堵
漏效果

评价刚性、弹性以及纤维材料协同堵
漏效果及协同封堵的机理

未明确 3 种封堵材料协同堵漏时的各
自加量

架桥材料加量确定原则

确定有概率架桥的最低架桥浓度及绝
对发生架桥的最低架桥浓度

考虑架桥材料的加量，未考虑填充材
料的相应加量

表 2 堵漏材料与钻井液基本参数
Basic parameters of plugging material and
drilling fluid

根据常见的裂缝性储层裂缝几何特征，选用楔形裂
缝作为裂缝模型的几何形态，裂缝入口和出口宽度

Table 2

分别设定为 3 mm 和 1 mm，裂缝长度设定为 50 mm，

性质参数

接近室内实验常用裂缝模块尺寸。CFD-DEM 模拟
中，堵漏材料相关参数依据裂缝性储层最常用的方
解石类堵漏材料进行设置，堵漏材料摩擦系数采用

赋值
3

颗粒密度（kg/m ）
颗粒等效直径与裂缝出口宽度比
颗粒入射速度（m/s）

COF-1 型堵漏材料表面摩擦系数测量装置测得[19]，

流体初始速度（m/s）

堵漏材料与钻井液基本参数见表 2。模拟结果表明，

动力黏度（mPa·s）
流体密度（kg/m3）

架桥滞留、堆积填充、承压封堵是裂缝封堵层形成的
3 个关键环节（图 1）。

回弹系数
杨氏模量（Pa）

堵漏浆固液两相沿缝长方向运移，初始阶段颗

泊松比

粒浓度较低，堵漏材料运移通过裂缝尖端，未能形成

摩擦系数

架桥。随着堵漏材料不断进入裂缝，裂缝内局部颗

2 700

0.4~1.0
0.5
0.5
50

1 700
0.5

109
0.3
0.8

粒浓度升高，颗粒—颗粒、颗粒—裂缝间相互作用增
加，与裂缝宽度匹配的堵漏材料发生架桥；后续堵漏

架桥滞留

材料在形成的架桥后不断堆积与填充，逐渐演变为
稳定的封堵层，裂缝内沿缝长方向形成压力梯度。

堆积填充

封堵层至缝尖处为低压区，封堵层至缝口处为高压
区，封堵层起到了承压的作用。

承压封堵

认识到架桥滞留、堆积填充、承压封堵在裂缝封
堵层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考虑堵漏材料在裂缝
中的架桥滞留和堆积填充过程，基于“绝对架桥加

图 1 裂缝封堵过程 CFD-DEM 模拟结果
Fig. 1 CFD-DEM simulation results of fracture sealing process

量”概念和紧密堆积理论，设计堵漏配方中架桥材料
与填充材料加量，形成完整的堵漏配方，提出堵漏配
方设计新方法。以“绝对架桥加量”为优化参数，设

材料加量。利用设计的配方开展室内承压堵漏实

计配方中架桥材料加量；紧密堆积理论指导填充材

验，对比设计前后堵漏配方承压能力和累计漏失量。

料加量设计，但传统紧密堆积理论对粒度分布不连
续或重叠分布的各级填充材料适应性差。提出“补
差法”改进传统紧密堆积理论，设计堵漏配方中填充

1.2

考虑绝对架桥的架桥材料加量确定方法
考虑到架桥滞留过程在裂缝封堵层形成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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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形成的封堵层强度、稳定性的影

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20-23]。目前最为典型的颗粒紧

响，提高架桥材料在裂缝中的架桥概率很有必要。

密堆积模型之一为 Dinger-Funk 模型。该模型的理

因此，优化设计架桥材料在堵漏配方中的加量具有
重要意义。架桥材料加量确定的方法可参考许成元
[12]

等 提出的“临界架桥加量”与“绝对架桥加量”概
念：当材料加量较低时，无法发生架桥，即架桥概率
为零；当材料加量增加到某一临界值后，开始有一定

论基础是：体系中最大颗粒的间隙恰能为次大的第
二粒级所充满，第二粒级的间隙又恰能为第三粒级

所充满，并以此类推，便可取得最高的堆积效率[24]。
DINGER 和 FUNK 给出了颗粒在紧密堆状态下的数
学表达式：

DS
D
（ ）η -（ ）η
CD
DL
DL
D η - D ηS
=
= iη
DL
DS
100
D L - D ηS
（ ）η -（ ）η
DL
DL

概率发生架桥，此加量即为临界架桥加量；随着材料
加量继续增加，架桥概率也逐渐上升，当架桥概率达
到 100 %时，对应的加量即为绝对架桥加量；当材料

加量高于绝对架桥加量时，裂缝内一定发生架桥，即
架桥概率为 100 %。参考上述理论，通过“绝对架桥

加量”概念设计配方中架桥材料加量，架桥概率随架
桥材料加量变化关系如图 2 所示，表明架桥概率与架

桥材料加量及材料粒径与裂缝宽度比值有关。图 2

中材料粒径指材料的 D90 值，裂缝宽度指裂缝入口宽

度值。此处加量均为体积百分比。

式中：CD 为小于 Di 的颗粒累积分数，%；Di 为颗粒的粒

径，mm；DL 为颗粒的最大粒径，mm；DS 为颗粒的最小
粒径，mm；η 为分布模数。

1.3.2

改进的紧密堆积理论
关 于 式（2）中 分 布 模 数 η 的 取 值 ，国 外 学 者

为了便于实验过程中材料称取，根据式（1）将体

60

积 百 分 比 换 算 为 堵 漏 配 方 材 料 加 量 Cam（质 量 体

50

积比）：

（1）

加量(%)

ρ p C av
1 - C av

式中：Cam 为用材料质量与原浆体积之比表示的绝对

架桥加量，g/mL；Cav 为用材料体积与堵漏浆体积之比

性以及致密性将得到理论的保障。

0.7

0.6

0.8

0.9

1.0

注：Pb 为材料架桥概率。

图 2 架桥材料加量确定图（摩擦系数为 0.8）[12]
Fig. 2 Bridge material quantity determination plate
（The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is 0.8）[12]
0.4
封堵层孔隙度

堆积填充过程是裂缝封堵层形成过程中的关键

0＜Pb＜100 %

材料粒径与裂缝宽度之比

考虑紧密堆积的填充材料加量确定方法
连续粒度分布的紧密堆积理论

20

Pb=0

量，其数值能得到该研究的理论支撑；此外，该加量
入裂缝内部形成有效的封堵层，封堵层结构的稳定

Pb=100 %

0
0.5

通过“绝对架桥加量”概念确定的架桥材料加

在能有效架桥的基础上，能保证更多的填充材料进

30

10

表示的绝对架桥加量，%；ρp 为架桥材料密度，g/mL。

1.3.1

临界架桥加量
绝对架桥加量

40

C am =

1.3

（2）

λ=2

λ=5

λ=10

λ=15

λ=30

0.3

0.2

环节，其本质为堵漏材料颗粒在裂缝内的堆积填充，
颗粒的高效堆积、致密填充是裂缝封堵的一大追求。
因此，合理设计堵漏配方中填充材料的加量对裂缝
封堵层的形成、封堵层结构致密性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为了达到最大的颗粒堆积效率，国内外学者
做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的颗粒紧密堆积
理论和模型，并在水泥浆、耐火材料、陶瓷、公路沥青

0.1

0.3

0.5

0.7

0.9

1.1

分布模数η
注：摩擦系数为 0.8。

图3

不同缝宽粒径比条件下封堵层孔隙度与
分布模数关系
Fig. 3 Relation between porosity of sealing layers and distribution
modulus of different seam width to particle size ratio（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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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QUENDO-PATIÑO 等[25]对此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考虑材料粒径与裂缝宽度比值条件下，研究 CD 值与

…，[xn-1，xn]。其中，x1 和 xn 分别为体系中最大颗粒粒
径和最小颗粒粒径。

②采用“补差法”将各组分划分为连续分布体

分布模数 η 的关系，笔者基于此研究结果，探索了材

料堆积密度与分布模数 η 的关系，结果见图 3。图 3

中 η 为分布模数，λ 为裂缝宽度与材料粒径之比，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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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 x3 ù é x2 + x3 x4 + x5 ù é x4 + x5 x6 + x7 ù
é
系 ：ê x1 ，
，
，
ú，ê
ú，ê
ú，
2 û ë 2
2 û ë 2
2 û
ë

越紧密，CD 值越大。本实验中，在满足最大堆积效率

é xn - 2 + xn - 1
ù
…，
，xn ú。
ê
2
ë
û

料对架桥效率的影响，取分布模数 η=0.5。

部分材料粒径边界值，将原本存在离散分布或者交

堵层孔隙度表征 CD 值，封堵层孔隙度越低，材料堆积

“补差法”实际上是通过适当放大或缩小体系中

的前提下，并考虑裂缝封堵层形成过程中大颗粒材
利用式（2）紧密堆积理论模型计算出堵漏材料

叉分布的颗粒变成连续分布体系。
综上，以紧密堆积理论及 Dinger-Funk 模型为基

的具体粒径分布范围；将堵漏材料在区间内具体粒

础，通过确定该理论模型中分布模数 η 的值、优化体

径分布范围相减，则为材料的体积占比：
φ=

(D

η
i90

- D ) - (D
D ηL - D ηS
η
S

η
i10

-D )
η
S

（3）

系中所有材料的粒度分布，可实现对紧密堆积理论
的改进。

式 中 ：φ 为 材 料 体 积 占 比 ，% ；Di90 为 区 间 内 最 大 粒

改进的紧密堆积理论一方面优化了堵漏配方中

径，mm；Di10 为区间内最小粒径，mm。

各级材料的粒度分布，另一方面指导堵漏配方中填

比，从而确定其余材料（即填充材料）的质量体积比。

积率高，空隙率低。配方中材料进入裂缝内部以后，

再确定最大粒径材料（即架桥材料）的质量体积

当堵漏材料密度相同，堵漏材料质量体积比为：
C mφ i
Ci =
（4）
φm
式中：Ci 为材料质量体积占比，%；Cm 为最大粒径材料

质量占比，%；φi 为材料 i 的体积占比，%；φm 为最大粒

径材料的体积占比，%。

当 堵 漏 材 料 密 度 不 同 时 ，堵 漏 材 料 质 量 体 积
比为：
Ci =

ρ iC mφi
ρ mφ m

充材料的加量，该加量符合颗粒的紧密堆积模型，堆
一定程度上按照紧密堆积模型进行堆积，形成的裂
缝封堵层，其结构致密性将得到保障。
1.4

裂缝性漏失堵漏配方设计实例
选取不同粒径的 GYD 及 LCC100-8（7～10 目）、

SDL、BYD、NTS-M（细）等为实验所用堵漏材料。粒

度分布是堵漏材料关键几何参数，决定堵漏材料作
用原理与堵漏效果，是堵漏配方设计与优选的基础；

（5）

堵漏材料密度在配方设计时对材料加量起决定作

式中：ρ i 为材料 i 的密度，g/cm3 ；ρ m 为材料 m 的密度，

用。对实验所用材料粒度及密度进行分析，材料种

g/cm3 。

需要指出的是，紧密堆积理论适用于体系中各

材料粒度分布连续的情况，当体系中各材料粒度分
布不连续或重叠分布，该方法有一定局限。考虑到
绝大多数情况下堵漏材料粒度分布不连续、重叠，在
利用紧密堆积理论对配方填充材料加量设计前，需
对堵漏材料粒度分布进行优化，使体系中所有材料
粒度连续分布，因此，提出“补差法”以解决该问题。
补差法：当体系中各材料粒度分布不连续、重
叠，通过适当放大或缩小体系中部分材料粒径边界
值，形成新的粒度分布，使整个体系中各材料粒度分
布连续、无重叠。具体方法如下：
①假设堵漏浆配方中存在 n 种组分的堵漏材料，

各组分粒径分布范围分别为：[x1，x2]，[x3，x4]，[x5，x6]，

类、粒度及密度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材料粒度分布
为 D10—D90。

将表 3 的 7 种材料组合为 A、B 两个体系。体系 A

包括：GYD（中）、GYD（细）、SDL、BYD 四种材料，其中

GYD（中）为架桥材料，其余材料为填充材料；体系 B

包 括 ：GYD（粗）、LCC100-8（7～10 目）、GYD（中）、
NTS-M（细）、GYD（细）、SDL，其中 GYD（粗）为架桥

材料，其余材料为填充材料。体系 A 匹配的裂缝模

块为入口端 3 mm、出口端 1 mm 的楔形模块，体系 B
匹配的裂缝模块为入口端 5 mm、出口端 3 mm 的楔形
模块。通过体系 A、B，设计出 2 种不同的堵漏配方。

1.4.1

架桥材料加量设计
据图 2，结合表 3 中材料粒度、密度参数及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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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

1

GYD（粗）

3

GYD（细）

2

表 3 堵漏材料粒度及密度分析结果
Particle size and density analysis results of plugging material
粒度 D10（mm）

粒度 D50（mm）

粒度 D90（mm）

密度（g/cm3）

2.21

3.08

4.21

1.05

GYD（中）

4

SDL

5

LCC100-8（7～10 目）

7

NTS-M（细）

6

BYD

3.39

5.25

1.19

2.06

0.02

0.09

3.36

3.71

0.03

填充材料加量设计
首先通过“补差法”优化两体系中所有材料的粒

1.05
1.10
2.70
3.00

3.31

1.42

表 4 两体系架桥材料加量设计结果
Table 4 Design results of material loading for
two systems

绝对架桥加量为 1 %，体系 B 中架桥材料 GYD（粗）绝

质量体积比。加量设计结果见表 4。

2.72

0.19

2.29

对架桥加量为 1 %，此加量为通过式（1）换算之后的

1.05

4.36

0.05

1.78

6.84

0.16

模块宽度参数，可确定体系 A 中架桥材料 GYD（中）

1.4.2

539

体系编
号

架桥
材料

D90
（mm）

裂缝宽度
（mm）

粒径
缝宽比

设计加量
（%）

A

GYD（中）

4.21

3～1

1.41

1

B

GYD（粗）

6.84

5～3

1.37

1

度分布，体系 A、B 优化结果分别见表 5、表 6。

注：设计加量为通过式（1）换算之后的质量体积比。

填充材料的加量，对于体系 A：优化后的材料粒度分

表 5 根据体系 A 设计出的堵漏配方
Table 5 Plugging formula design for system A

之后通过改进的紧密堆积理论设计体系 A、B 中

布情况见表 5，通过式（3）计算 BYD 材料在体系 A 中

的体积百分比。

将 Di10=0.001 及 Di90=0.11、DS=0.001、DL=4.21 代

入式（3），其中分布模数 η 取 0.5，可得其体积百分比

φ=14.9 %。同理可得 SDL、GYD（细）、GYD（中）在体

系 A 中的体积百分比分别为 24.4 %、37.0 %、23.7 %。

由于体系 A 中各材料密度不同，最后通过式（5）

材料

初始粒径范围 优化粒径范围 体积百分比 质量体积比
（%）
（%）
（mm）
（mm）

GYD（中） [2.21，4.21]
GYD（细） [1.19，2.72]
SDL

BYD

[0.02，0.16]

[0.001，0.20]

[2.47，4.21]

[0.68，2.47]

[0.11，0.68]

[0.001，0.11]

23.7

1.0

24.4

1.1

37.0

14.9

1.5
1.8

计算 BYD 材料在体系 A 中的质量体积比。

将 φ=14. 9 %代入式（5），结合表 3 中 BYD、体系 A

中最大粒径材料 GYD（中）的密度分别为 ρi=3.00 g/cm ，
3

表 6 根据体系 B 设计出的堵漏配方
Table 6 Plugging formula design for system B

ρm=1.05 g/cm3，以及由 1.3.1 节中确定的 GYD（中）质

量体积比为 1 %，上面确定的体系 A 中最大粒径材料

GYD（中）体积百分比为 23.7 %，可得 BYD 材料在体
系 A 中的质量体积比 Ci=1.8 %。同理可得体系 A 中

其他填充材料 SDL、GYD（细）在体系 A 中的质量体积

比分别为 1.1 %、1.5 %。故体系 A 经“绝对架桥加量”

概 念 、改 进 的 紧 密 堆 积 理 论 设 计 出 的 配 方 如 表 5

所示。

同理，体系 B 经“绝对架桥加量”概念、改进的紧

密堆积理论设计出的配方见表 6。

材料

初始粒径范围 优化粒径范围 体积百分比 质量体积比
（%）
（%）
（mm）
（mm）

LCC100-8
[3.36，4.36]
（7～10 目）

[3.88，6.84]

26.2

1.0

[3.79，3.88]

0.9

0.1

GYD（中） [2.21，4.21]

[2.76，3.79]

11.5

0.4

[1.78，3.31]

[2.25，2.76]

6.5

0.3

GYD（细） [1.19，2.72]

[0.68，2.25]

27.3

1.0

GYD（粗） [3.39，6.84]

NTS-M
（细）
SDL

[0.02，0.16]

[0.02，0.68]

27.6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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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配方见表 7。其中：配方#1-2、#2-2 分别为

1. 3 节中 A、B 体系经“绝对架桥加量”概念、改进的紧

室内实验
现开展室内承压堵漏实验，从岩心尺度方面对

该方法的可行性进行验证。室内实验通过不同规格
的裂缝模块进行评价，分别为入口端 3 mm、出口端

密堆积理论设计的配方；配方#1-1、#2-1 分别为包含

A、B 体系所有材料的室内经验配方。配方#1-1、#1-2

以柱塞样 1 为裂缝模块，以高温高压小岩心裂缝堵漏
仪进行评价 ；配方#2-1、#2-2 以柱塞样 2 为裂缝模

1 mm 的柱塞样 1（直径 25.0 mm，长度 50.0 mm），及入

块，以高温高压全直径岩心裂缝堵漏仪进行评价，通

长度 380.0 mm），如图 4 所示。

效果，实验结果见表 7 和图 5。

口端 5 mm、出口端 3 mm 的柱塞样 2（直径 38.0 mm，

过累计漏失量与封堵层承压能力表征裂缝承压堵漏

a. 楔形钢质柱塞样 1

b. 楔形钢质柱塞样 2

56

16

56

12

42

12

42

8

28

8

28

4

14

4

14

16

20

30
40
时间(min)
a. 配方#1-1实验结果

50

承压能力
累计漏失量

0
60

70

20

5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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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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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4

0

10

20

30
40
时间(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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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配方#2-2实验结果

图 5 室内承压堵漏实验结果
Indoor pressurized plugging test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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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表 7 室内承压堵漏实验配方及结果
Formula and results of indoor pressurized plugging experiment

编号

配方

#1-1

基浆+2 %GYD（中）+6 %GYD（细）+3 %SDL+3 %BYD

#1-2

基浆+1 %GYD（中）+1.5 %GYD（细）+1.1 %SDL+1.8 %BYD

材料
承压
累计
总加量 能力 漏失量
（%） （MPa） （mL）
14.0
5.4

基 浆 +1.5 % GYD（粗）+1 % LCC100-8（7-10 目）+3 % GYD
16.5
#2-1
（中）+5 %GYD（细）+3 %NTS-M（细）+3 %SDL

3

基浆+1 %GYD（粗）+0.1 %LCC100-8（7-10 目）+0.4 %GYD
（中）+0.3 %GYD（细）+1. 0 %NTS-M（细）+1.1 %SDL

3.9

12.9

39.5

7.5

33.0

入口端 5 mm、出口端 3 mm 室内经验配方

15.0

20.4

入口端 5 mm、出口端 3 mm 优化设计配方

现场应用

致密填充的裂缝性储层堵漏配方设计方法在岩心尺
度方面的可行性，现通过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库车山
层尺度方面的可行性。

30

6
20
4

0

新疆塔里木盆地库车山前某区块 A 井，四开钻

至套管内（井口液面不可见），配置浓度为 16 %堵漏

40

承压能力
累计漏失量

10

2

前某区块 A 井的实际应用，进一步验证该方法在地

7.2 m3/h，降排量至 8 L/s，漏速 10.8 m3/h），后吊灌起钻

入口端 3 mm、出口端 1 mm 优化设计配方

8

室内承压堵漏实验结果验证了基于高效架桥和

备注

入口端 3 mm、出口端 1 mm 室内经验配方

10

进 至 井 深 6 846.9 m 发 生 漏 失（排 量 20 L/s，漏 速

裂缝模块

57.7

6.9

承压能力(MPa)

#2-2

541

5

10 15 20

累计漏失量(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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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室内配方封堵层承压能力与累计漏失量结果
Fig. 6 Pressure bearing capacity and cumulative leakage of
sealing layer by indoor formula

浆，出口一直未返，需进行专项堵漏作业。对漏失原
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钻遇库姆格列木群组膏泥岩

漏 一 次 ，堵 漏 成 功 ，注 堵 漏 浆 循 环 基 本 不 漏（泵 压

段，岩性以中厚层—厚层状褐色、灰褐色含膏泥岩、

23 MPa，漏 失 当 量 24.7 mL），满 足 下 步 施 工 工 艺 需

膏质泥岩、泥岩为主，夹薄层—中厚层状泥质粉砂

求。实例分析表明，架桥材料及填充材料的加量严

岩、膏质细砂岩，地层裂缝、微裂缝发育，地层承压能

重影响着裂缝封堵层的结构稳定性及承压能力。通

力低，在高激动压力下容易发生压裂性漏失。以高

过基于高效架桥和致密填充的裂缝性储层堵漏配方

承 压 桥 堵 材 料 设 计 室 内 堵 漏 配 方 #A-1：基 浆 +4 %

设计方法设计出的堵漏配方，可大幅提高地层承压

NTS-M（中 粗）+3.5 % NTS-S（Ⅱ 型 ，中 粗）+2.5 %

能力和堵漏成功率。

2.8 %GYD（细）+8 %GT-MF+0.8 %NT-2（1/8"），使用

4

NTS-S（Ⅰ型，粗）+2 %GYD（粗）+3 %GYD（中粗）+

高温高压多功能水平井损害评价仪进行裂缝封堵层
承压能力与累计漏失量测试实验，结果见图 6。

讨论
基于理论研究和 CFD-DEM 模拟，通过 2 组室内

由图 6 可看出，室内配方形成的裂缝封堵层承压

实验和 1 组现场试验验证，提出的裂缝性储层堵漏配

通过基于高效架桥和致密填充的裂缝性储层堵漏配

漏配方在承压能力、累计漏失量、材料总用量 3 个方

能力为 7 MPa，累计漏失量为 35.8 mL。现场应用时

方设计方法对室内堵漏配方进行了优化设计，设计
后 堵 漏 配 方 #A-2：基 浆 +1.5 % NTS-M（中 粗）+2 %

NTS-S（II 型，中粗）+4.4 %NTS-S（I 型，粗）+1 %GYD

（粗）+1.8 %GYD（中粗）+2.2 %GYD（细）+5.6 %GTMF+0.7 %NT-2（1/8"），在井深 6 848 m 进行了专项堵

方设计方法相比于常规经验法/半经验法，设计的堵

面具有明显优势（图 7）。
1） 承压能力

封堵层承压能力强弱是裂缝封堵层结构稳定性
的综合反映，封堵层承压能力越大，裂缝封堵层抵抗
外力的能力越强，结构越稳定。图 7a 表明，相比于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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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承压能力(MPa)

25

经验配方

23.0

优化配方

15

小，裂缝封堵层结构越致密。图 7b 表明，相比于常规

15.0

12.9
7.5

6.9

经验配方，优化配方的累计漏失量明显降低，累计漏

7.0

失量同比减少 32 %、38 %、31 %。优化配方中，填充

5
0

材料由改进的紧密堆积理论进行确定，其加量符合
配方#1-1 配方#1-2 配方#2-1 配方#2-2 配方#A-1 配方#A-2

堵漏配方

裂缝封堵层堆积率更高，空隙率更小，封堵层结构更

70
累计漏失量(mL)

57.7

50

经验配方

39.5

40
30

优化配方

加致密，故优化配方累计漏失量更低。
3） 材料总用量

35.8

33.0

24.7

20.4

20

配方#1-1 配方#1-2 配方#2-1 配方#2-2 配方#A-1 配方#A-2

b. 累计漏失量结果对比
30
经验配方

材料总用量(%)

7c 表明，相比于常规经验配方，优化配方的材料总用

20

优化配方

该理论确定架桥材料加量，进一步确定填充材料加
量，最终形成完整堵漏配方，保障了材料的低用量。

26.6
19.2

16.5

14.0

设计方法中架桥材料的加量参考“绝对架桥加量”概
念，即架桥概率达到 100 %时的最低材料加量。通过

堵漏配方

基于高效架桥和致密填充的深层裂缝性储层堵
漏配方设计方法设计的配方，实现了快速高效设计
裂缝性储层堵漏配方，有效保证了裂缝性储层堵漏

10
5.4
0

材料用量是配方选择时需考虑的重要因素。图
量显著减少，同比减少 61 %、76 %、28 %。优化配方

10
0

颗粒的紧密堆积模型，配方中，材料进入裂缝内部以
后，一定程度上按照紧密堆积模型进行堆积，形成的

a. 承压能力结果对比

60

层被破坏时的钻井液漏失量。累计漏失量的大小是
裂缝封堵层结构致密性的综合反映。累计漏失量越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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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配方#1-1 配方#1-2 配方#2-1 配方#2-2 配方#A-1 配方#A-2

堵漏配方
c. 材料总用量结果对比

图7

不同配方承压能力、累计漏失量、材料
总用量结果对比
Fig. 7 Comparison of pressure bearing capacity, cumulative
loss and total material consumption of different formulations

配方封堵裂缝的效果，相比于常规经验配方，其材料
总用量更低，承压能力更高，累计漏失量更低，裂缝
封堵效果更好。

5

结论
1） 基于高效架桥和致密填充的裂缝性储层堵

漏配方设计方法考虑了堵漏材料在裂缝中的架桥滞

留及堆积填充过程，以相关方法理论为支撑，设计配
方架桥材料以及填充材料加量，提高了架桥材料在
规经验配方，优化配方的承压能力得到极大提升，同

裂缝中的架桥概率，提升了填充材料在裂缝中的堆

比增加 101 %、100 %、229 %。一方面，优化配方中

积效率，从而优化了裂缝封堵质量。

的填充材料进入裂缝内部形成有效的封堵层，封堵

漏配方设计出的配方，其承压能力更大，累计漏失量

层结构更加稳定、致密，封堵层承压能力更高，验证

更低，材料总用量更少。

2） 基于高效架桥和致密填充的裂缝性储层堵

架桥材料的加量在能有效架桥的基础上，保证更多

3） 改进的紧密堆积理论对不连续的颗粒粒度

了“绝对架桥加量”的可行性。另一方面，架桥材料
加量过多可能导致架桥材料在裂缝入口端大量堆

分布优化效果较好，弥补了紧密堆积理论在该方面

积，即使是较小的材料也无法再进入裂缝内部，不能

的不足。

形成有效、致密的封堵层，甚至出现“封门”现象。
2） 累计漏失量

累计漏失量指从堵漏材料进入裂缝到裂缝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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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藏评价与开发》2023 年征稿启事

尊敬的作者：您好！非常感谢您对《油气藏评
价与开发》的关心和支持！
《油气藏评价与开发》坚持面向油气田科研与
生产，促进我国油气田勘探开发技术水平的提高，
加快石油及天然气工业发展的办刊方针，密切关注
世界能源发展趋势，以服务国家能源战略为首要任

1）与以上领域相关的热点、重点、难点、瓶颈，

提出有建设性、可操作性、科学有效的合理化建议。

2）与以上领域科研和生产相关的创新、改进、

优化、完善做法等。

3）贴近以上领域生产科研一线、贴近前沿理论

研究方面的思考和建议。

务，着力推动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技术创新，促进

2. 题目

实现全面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围绕党中央、国务院

题目注意体现创新性和技术亮点。投稿请备

重大能源战略部署，全面报道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
进展，重点突出科技创新，在刊载常规油气勘探开
发先进技术成果的同时，紧跟油气开发科技前沿，
把握能源发展脉搏，近年来围绕非常规能源出版了
“页岩气、煤层气、天然气水合物、CO2 驱油及 CCUS”
等多期专题期刊，在行业内取得较好反响。

2023 年 计 划 围 绕“ 页 岩 气 、页 岩 油 、煤 层 气 、

CCUS、地热”等领域开展出版工作，诚挚地邀请您为
以上专题撰稿。论文要求如下：
1. 内容

有创新（新理论、新进展、新认识、新观点、新领
域、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工具、新建议、新评
价、新方案），未曾发表，可优先考虑但不限于以下
方向：

注：2023 年 XX 专题投稿。
3. 投稿

请按照《油气藏评价与开发》投稿指南中规范
论文格式，并通过官方网站 http://red.magtech.org.cn/

投稿，投稿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
4. 论文采用

投稿须经过编辑部三审制及外审双盲审制审
查程序，通过后方能被刊出。
5. 咨询
编辑部联系人：王晓蕾
李颖洁

电话：025-66201779
电话：025-66201780

《油气藏评价与开发》编辑部
2022 年 5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