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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页岩气的开采涉及破裂和收集输运两个关键过程. 如何实现 2000 m

以下、复杂地应力作用下、多相复杂介质组分的页岩层内网状裂纹的形成，
同时将孔洞、缝隙中的游离、吸附气体进行高效收集，涉及到诸多的核心力
学问题. 这一工程过程涵盖了力学前沿研究的诸多领域：介质和裂纹从纳米
尺度到千米尺度的空间跨越, 游离、吸附气体输运过程中微秒以下的时间尺
度事件到历经数年开采的时间尺度跨越, 不同尺度上流体固体的相互作用,
以及压裂过程中通过监测信息反演内部破坏状态等. 针对近年来我们国家页
岩气勘探开发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及后续发展中面临的前沿力学问题, 在综合
介绍页岩气藏的基本特征和开发技术的基础上, 以页岩气开采中的若干力学
前沿问题为主线, 从页岩力学性质及其表征方法、页岩气藏实验模拟技术、
页岩气微观流动机制及流固耦合特征、水力压裂过程数值模拟方法、水力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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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过程微地震监测技术、高效环保的无水压裂技术等 6 个方面的最新研究
进展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结合页岩气藏开发的工程实践, 深入探究了其中力
学关键问题, 以期对从事页岩气领域的开发和研究的从业人员提供理论基础,
同时, 该方面的内容对力学学科、尤其是岩土力学领域的科研工作也具有重
要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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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的开采已经有近 200 年的历史, 其在近 20 年的井喷式发展主要依赖于水
力压裂、水平钻井等关键技术的突破.
自 1997 年 Mitchell 能源公司首次成功利用水力压裂开发 Barnett 页岩气藏以来,
水力压裂技术在页岩气开发中的应用开始迅猛发展. 随后研究人员发现通过滑溜水压
裂液可以显著提高页岩气的采收率, 因此滑溜水压裂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并成为目前
页岩气开采主要的技术之一.
水平井开发技术尤其是 “水平井 + 多级压裂技术” 的成功应用, 使得页岩气藏的
开采体积从以直井为中心的有限半径内的径向流动状态扩展到以水平井为中心的类
椭球流动状态, 显著地增加了页岩气井所在区域内渗流波及体积; 采用网状水平井组
的 “井工厂” 高效开发模式, 将页岩气的三维开采区域空间进行了立体化扩展, 其对页
岩气开采效率的提高及成本的降低十分明显, 目前已成为世界范围内页岩气开发的主
流模式. 无论是利用直井还是水平井进行页岩气开发, 其开采过程都主要包含 4 个关
键步骤: 钻井、压裂完井、采气和对外集输, 国内外页岩气开采的基本流程如 图 1.1
所示.
技术上的快速发展和地质储量迅速增加, 使得页岩气的开采获得了全球推广并成
为改变全球能源供给和价格的杠杆之一. 目前整个北美地区, 欧洲的德国、法国、波
兰, 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巴西, 亚太的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印尼等多个国家纷
纷积极开展页岩气技术研究和试验开发, 在全球掀起了 “页岩气革命” 的浪潮.
从美国页岩气开采的发展来看, 2007 年美国成为天然气生产第一大国, 目前页岩
气产量已占其天然气总产量的 40% 左右. 预计到 2035 年, 页岩气产量将占其天然
气总产量的 46%. 页岩气生产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能源格局, 甚至影响到政
治格局. 美国页岩气的成功开采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将目光聚焦到页岩气的开发,
由于有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开发潜力, 页岩气已成为世界能源的新领域 (邹才能等
2010). 目前全球页岩气资源量为 4.562 4 × 1014 m3 , 主要分布在北美、中亚、中国、拉

美、中东、北非和前苏联, 中国拥有丰富的页岩气资源, 初步计算页岩气资源量约为
(1.5 ∼ 3.0) × 1013 m3 (耿龙祥等 2015, 邹才能等 2010). 近年来, 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工

作获得重要突破, 先后设立了涪陵、长宁 – 威远和昭通等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 提交
探明地质储量 5.441 29 × 1011 m3 , 2016 年页岩气产量为 7.8 × 109 m3 , 实现了工业化生
产 (邹才能等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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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页岩气开采的基本流程示意图
页岩气开采过程中的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两项核心技术的发展历程, 是工程实践
先于理论研究的典型案例. 对于这样的工程现象的出现, 我们并不能因此而低估理论
研究的重要性. 事实上, 后续的页岩气采收率的提高、不同环境的工程方案优化、致
裂过程的实时监控等等重要工程技术问题都需要开展基础研究, 需要通过页岩气采出
机理研究来进一步提升其开发技术, 从而形成工程 – 理论交替发展, 相互促进的局面.
为更好地提升页岩气层的致裂效果, 提高页岩气的开采效率, 需要从页岩性质、
破裂过程、微纳尺度孔隙中流体的输运、压裂过程的实时监控及内部裂纹网络信息
反演、全过程数值模拟方法、环保高效的压裂技术等方面开展结合工程实践的深入系
统研究. 这篇文章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 召集了部分和页岩开采工程技术相关的力学
领域的学者针对其中的问题和目前的研究进展展开论述. 页岩气开采过程中涉及的
力学问题较多, 关于其中的一些基础力学问题, 可见最近非常好的总结文章 (陈勉等
2015, 庄茁等 2015, 柳占立等 2017). 根据页岩气开采的过程, 对页岩气开采不同阶段

所涉及的关键力学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归纳, 总结过程按照开采中的关键环节来
展示, 各环节的主要内容示意图参见 图 1.2.
按照页岩气开发过程中所涉及的各方面的问题, 除去集输阶段的多相管流问题,
从以下 8 个方面来阐述页岩气开采过程中的相关力学前沿问题.
页岩气藏及其开采方式: 以页岩气藏的基本特征为基础, 以开采方法的发展为主
线, 介绍直井及直井压裂开发、水平井及水平井压裂开发、同步压裂开发方式、工厂
化水平井压裂开发等的发展历程以及我国在水平井及水平井压裂开发方面的最新工
程实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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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页岩气开采过程中涉及到关键力学问题
页岩材料本构关系及力学行为表征: 岩体在细 (微) 观上存在大量的微裂隙、孔
洞、矿物夹杂和层面等缺陷, 在宏观上存在节理、断层和各向异性等特征. 这些宏微
观结构使得岩体呈现不连续性、不均匀性和各向异性等特征, 并极大地影响着岩体的
力学行为, 例如塑性变形、损伤及破坏、各向异性、渗透性、多场耦合等. 为了更真实
地描述、解释和预测岩体材料的力学行为, 解决复杂的工程实际岩体力学问题, 构建
合理的岩体本构关系是岩体力学一直以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这一部分介绍岩体本构关
系的发展和研究现状, 并对主要本构理论的优缺点和适用性进行简要评述. 水力压裂
的关键是在含天然裂隙的页岩中获得三维裂纹网络. 这一部分还从天然裂缝分布、页
岩脆性、弹性、断裂强度等方面对现有页岩研究成果进行介绍, 并就页岩天然裂缝方
向的分布、页岩脆性及其断裂韧性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前瞻性观点.
页岩气藏实验模拟技术: 页岩储层具有低孔低渗、微纳米孔隙发育、富含有机质
等非常规特征, 其实验研究需要采用 “非常规” 的测试技术和实验方法. 在大量调研
国内外页岩实验方法和测试技术的基础上, 总结了页岩储层评价技术、开发模拟实验
技术和含气量计算方法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结合渗流所非常规实验室的研究成果, 探
讨了页岩的孔隙结构特征、气体赋存与扩散机理、储层吸水特征、耦合流动规律和含
气量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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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宏微观输运机理: 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藏储层的孔隙结构尺度极低, 页岩
喉道大小在 0 ∼ 1000 nm 之间. 这样微小尺度的孔隙喉道难以形成有效的页岩气渗流
通道. 页岩气的渗流主要依赖于储层中天然发育的微裂隙以及开采时的人工压裂裂
隙. 微裂隙是页岩气储层中天然发育裂隙的主要存在形式, 同时它们对页岩气的开采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微裂隙作为页岩的主要储集空间, 影响着气藏的富集程度, 页
岩孔隙与微裂隙越发育, 气藏富集度越高; 其次微裂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泥页岩
的渗流能力, 为页岩气从基岩孔隙进入井孔提供必要的运移通道. 该部分深入讨论了
有机质丰度、孔隙度、渗透率、储层的可压裂性、地应力、含气性及吸游比等因素对
页岩油气开发后期产油效率的影响, 同时从基础研究方面讨论了现阶段理解负责裂缝
网络渗流规律的理论模型
页岩气水力压裂计算和数值模拟: 通过理论计算来再现压裂过程, 评估压裂效果,
针对不同地质环境探索最优压裂方案一直是水力压裂技术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 这一
部分详细介绍了水力压裂的理论计算模型的发展以及各类模型的优缺点.
水力压裂的微地震监测技术: 水力压裂过程的一个重点和难点是如何评估压裂效
果. 通过对页岩气开采水力压裂期间岩体破裂过程中, 所发生的微地震的数据采集、
记录、实时分析, 不仅可以确定微地震事件的具体位置分布, 实现裂纹及裂纹网络实
时成像, 还可以优化压裂过程设计, 从而增加岩体的有效压裂体积提高页岩气开采的
经济效益. 虽然微地震监测技术已经在美国的页岩气开采中被广泛使用, 并且在页岩
气的前期勘探、中期开采和后期的经验总结等各个阶段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是目前
微地震监测技术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存在难点问题, 需要在水力压裂过程中微地震事件
的有效识别 (包括初至时间的拾取、多震源的定位、复杂环境干扰信号的滤波)、微地
震波的全波形分析和时频域瞬时谱分解、震源机制的合理反演以及监测数据的分析
结果与实际情况不自洽、大数据的采集和处理等方面加强基础理论和工程应用的研
究. 这一部分对微地震监测技术及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做了一个全面介绍.
页岩气开采的无水压裂技术:

成熟的页岩气开采技术一般采用水力压裂, 该技

术需要数万立方米的淡水资源, 且目前淡水资源可重复利用率较低, 消耗量大. 考虑到
我国目前页岩气所在区域有时淡水资源短缺, 难以远距离输送, 限制了水力压裂技术
的应用, 因此有必要对其他新型环保的压裂技术开展探索. 这一部分就目前采用超临
界 CO2 压裂技术、N2 压裂技术、石油液化气压裂技术、爆炸压裂技术以及高能气体
压裂技术等研究热点进行了探讨, 综述了相关的研究进展, 以及其中可能需要关注的
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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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页岩气藏及其开采方式

7

∗

2.1 引言

页岩气藏是一种非常规气藏, 储层物性极差, 多数页岩气藏需要人工改造后才能获得
经济开采效益. 其非常规特征主要表现在 5 个方面: (1) 成藏的非常规性, 不同于常规气
藏需要经过二次运移成藏, 页岩气藏是自生自储; (2) 储层构造的非常规性, 相比于常规
油气藏, 具有大范围、无构造等特性; (3) 赋存方式的非常规性, 常规气藏内只存在游离
气, 而页岩气藏内还赋存了大量的吸附气, 不同区域的吸附气含量为 20% ∼ 85%; (4) 开采
技术的非常规性, 由于储层的分层及低渗透特征, 页岩气的开发需要特殊的压裂工艺和技
术, 如滑溜水压裂液、多级分段同步压裂、工厂化压裂等技术; (5) 气藏的人工特性, 常规
气藏连通范围是天然形成的, 而页岩气藏的连通范围是需要人工进行扩大的, 气藏的大小
往往决定于压裂裂缝的沟通范围.
全球第一口商业页岩气井于 1821 年完钻于纽约州的 Fredonia 小镇, 完井深度 8.23 m,
但由于该气井产量极低, 一直被认为不具有开采价值. 随后在 1914 年, 密歇根盆地发现第
一个页岩气田. 1926 年, 阿帕拉契亚盆地成功实现了页岩气的商业开发. 技术进步是页岩
气藏实现高效开发的催化剂, 随着新钻井以及储层改造技术的运用和推广, 页岩气单井产
量得到了显著增长, 页岩气藏的开发开始表现出巨大的经济效益. 20 世纪 70 年代初, 美
国在东部泥盆纪页岩气开发中, 采用裸眼完井、硝化甘油爆炸增产技术以及高能气体压
裂技术来提高气藏的采收率. 到了 70 年代后期, CO2 或 N2 泡沫压裂技术迅猛的势头在
北美得到广泛运用, 该技术使得页岩气产量提高了 3 ∼ 4 倍, 但产量仍然较低. 20 世纪 90
年代, Mitchell 能源公司首次将清水压裂应用在 Barnett 页岩气田的开发中, 滑溜水压裂
液在 Barnett 页岩地区的成功应用很快扩展到美国 Haynesville, Marcellus, Woodruff 和
Fayetteville 等地区. 页岩气的压裂方式变为以大规模滑溜水压裂为主, 页岩气产量再次

增大 25% 左右. 进入 21 世纪以来, 美国 Barnett, Fayetteville 等页岩油气区以水平井开
发为主, 美国完钻非常规水平井钻井数量大幅度增加, 形成了比较成熟的 “水平井 + 多级
压裂” 的非常规油气开发模式. 2007 年, Marcellus 页岩气开发开始应用 “井工厂” 高效开
发模式, 逐步成为世界范围内页岩气开发的主流模式.
除美国外, 加拿大是第 2 个实现页岩气规模化开发的国家. 受北美成功开发页岩气
的影响, 页岩气成为全球能源热点, 欧洲的德国、法国、波兰, 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巴
西, 亚太的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印尼等 30 多个国家纷纷积极开展页岩气开采技术研
究和试验开发, 在全球掀起了 “页岩气革命” 的浪潮. 页岩气从资源发现到大规模开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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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历程表明, 技术进步是推动页岩气成功开发的关键, 水平井钻完井和水力压裂是页岩
气开发的核心技术.
中国页岩气开发起步较晚, 虽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四川威远钻开了一部分页岩气层,
但主要作为常规气井进行开发. 中国页岩气开发的标志是: 中国国家政府 2011 年将页岩
气确定为特殊矿种并制定了许多相关的优惠政策. 目前, 中国的页岩气主要由中石化、中
石油、中海油、延长石油四大国有石油公司进行开发, 商业性开发的最大页岩气区块是重
庆的涪陵焦石坝区块. 焦石坝区块一期工程计划建设 63 个开发平台, 钻井 253 口, 目前
已成为世界第 2 大页岩气整装气田. 该气田主要采用双钻机批量式钻井 “井工厂” 模式,
这大大加快涪陵页岩气的商业开发步伐, 其中焦页 50 号平台共部署 8 口水平井, 是涪陵
页岩气田目前布井最多、最密集的一个平台.
2.2 页岩气藏的地质及开采特征
2.2.1 页岩气藏的地质特征

页岩是由粒径小于 3.9 µm 的细粒碎屑、黏土、有机质等组成, 具页状或薄片状层理、
易碎裂的一类沉积岩, 亦即美国所称的粒径小于 3.9 µm 的细粒沉积岩. 页岩气是指从富
有机质黑色页岩中开采的天然气, 或自生自储在页岩纳米级孔隙中连续聚集的天然气. 页
岩气在世界范围内分布广泛、储量巨大, 是目前最具开发潜力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
美国海相页岩分布广, 包括古生界 – 中生界大部分富有机质页岩地层, 其中 Fort
Worth 盆地 Barnett 页岩勘探较早, Newark East 气田为德克萨斯州最大气田, 东部 Haynesville 页岩气 2007 年进行商业性开采, 近年发展速度很快, 阿巴拉契亚盆地 Marcellus

页岩是目前美国最大的页岩气储层.
中国四川盆地海相页岩气勘探开发和理论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目前已累计完钻页岩
气井近 200 口, 压裂获工业气流近 100 口, 2014 年实现页岩气年产量 1.2 × 109 m3 , 五峰
组 – 龙马溪组页岩气已形成长宁 – 威远、富顺 – 永川、焦石坝及昭通四大工业化生产示
范区, 筇竹寺组页岩气仅在威远、犍为地区发现工业气流井, 仍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 本
文系统开展了我国页岩气藏的沉积背景、岩性、烃源性、储集性、含气性、脆性和保存条
件等地质特征研究, 并与美国 Barnett, Marcellus 和 Haynesville 三大页岩气区带进行对
比, 明确中国四川盆地海相页岩气地质特征与美国的相似性和特殊性, 为我国复杂构造和
高演化程度背景下的海相页岩气开发提供有益的参考.
2.2.1.1 构造地质背景

中国四川盆地是位于上扬子地台西部的大型叠合盆地, 下部为古生代克拉通盆地, 上
部为中新生代前陆盆地, 产气页岩层为上奥陶统 – 下志留统五峰组 – 龙马溪组和下寒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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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四川盆地寒武系筇竹寺组和志留系龙马溪组沉积相特征

统筇竹寺组, 经历了多期构造运动和长期隆升剥蚀.
美国三大页岩气盆地主要为前陆盆地和克拉通盆地, 其中 Fort Worth 盆地位于德克
萨斯中北部, 产气页岩为 Barnett, 是由 Ouachita 造山运动形成的前陆盆地. Appala-chian
盆地位于美国东部, 产气页岩为 Marcellus, 是 Acadian 造山运动形成的前陆盆地. North
Lorth Louisiana Salt 位于德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之间, 产气页岩为 Haynesville, 是一个拉

张形成的克拉通盆地.
2.2.1.2 沉积环境

盆地类型、沉积物供应、水体结构、气候条件以及海平面变化会形成不同沉积环境.
中国四川盆地海相优质页岩总体为缺氧环境沉积, 其中筇竹寺组页岩主要沿成都 – 泸州
“裂陷槽” 大面积分布 (如 图 2.1 所示), 五峰组 – 龙马溪组页岩发育于半闭塞滞留海盆,

除川中古隆起遭受剥蚀外, 其他地区均有沉积, 发育川北、川东 – 鄂西和川南 3 个深水沉
积区 (如 图 2.1 所示). 根据岩相组合、沉积构造等特征, 筇竹寺期和龙马溪期陆棚相可
分为深水和浅水陆棚亚相 (如 图 2.1 所示), 深水陆棚亚相为静水强还原沉积, 水动力条
件弱, 底部静水环境适合有机质保存, 有利于形成富有机质页岩. 浅水陆棚亚相处于弱氧
化 – 弱还原环境, 水动力条件变强, 有机质含量较低, 形成互层黏土质页岩, 是下伏产层
的良好盖层.
美国 Barnett 页岩、Marcellus 页岩和 Haynesville 页岩也沉积于深水陆棚闭塞环境,
形成优质页岩的缺氧环境总体受海平面上升控制. 因此, 中国与美国海相页岩沉积环境相

力

10

学

进

第 49 卷 : 201901

展

㣅+䭓/%
0 100

I. ⸙䋼义ች
II. 咣䋼义ች
III.⏋ড়义ች
IV. 䩭䋼义ች

ㄛネᇎ㒘
啭偀⑾㒘
Barnett
Marcellus
Haynesville

80

20

I

60

40
III

60

40
20

80
II
IV

100
0
咣/%

20

40

60

80

0
100
⺇䝌Ⲥ/%

图 2.2
四川盆地 2 套页岩与北美 3 套页岩的矿物组成及岩石类型划分

似, 同为深水陆棚相、海侵体系域产物.
2.2.1.3 页岩类型

页岩岩石类型可依据矿物学、结构、构造、颜色、粒度分布等划分. 四川盆地海相页
岩发育 4 种类型: 硅质页岩、钙质页岩、黏土质页岩和混合页岩. 四川盆地五峰组 – 龙
马溪组页岩和筇竹寺组页岩以硅质页岩和混合页岩为主 (如 图 2.2 所示), 硅质页岩富含
放射虫、海绵骨针等微体化石 (如 图 2.3 所示), 为生物成因, 指示沉积环境为富硅深水
陆棚相带, 有利于富有机质页岩形成, 且高硅质含量有利于页岩储层压力改造, 是主要产
气层, 与 Barnett 页岩硅质生物成因相同 (如 图 2.3 所示). 纵向上五峰组 – 龙马溪组表
现为向上石英和长石含量逐渐减少, 碳酸盐矿物增加, 由硅质页岩变为钙质页岩, 且硅质
富有机质页岩具有高伽马特征. 总体上四川盆地 2 套海相页岩岩石类型纵向变化快, 非
均质性强. 筇竹寺组产层主要发育硅质页岩, 龙马溪组产层主要发育硅质页岩、钙质硅质
混合页岩、黏土质硅质混合页岩, 寒武系筇竹寺组与 Barnett 页岩和 Marcellus 页岩类似,
志留系龙马溪组与 Haynesville 页岩相似, 为深水海湾沉积.
2.2.1.4 总有机碳含量

页岩有机碳含量、有机质类型和成熟度对优质页岩气储层的形成、高含气性具有重
要作用. 四川盆地 2 套页岩与美国 3 套页岩在烃源特性上的主要差别在于热成熟度不同,
美国 3 套页岩的热成熟度非常适中, 为成熟生气阶段. 四川盆地 2 套页岩热成熟度均较
高, 普遍为高成熟或过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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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四川盆地五峰组 – 龙马溪组页岩和美国 Barnett 页岩的生物化石特征
总有机碳含量 (TOC) 是评价页岩气的关键地质要素之一, 高有机碳含量为页岩气形
成与富集提供良好生烃能力, 同时也是有机质孔隙发育的基础, 且有机碳含量越高, 页岩
吸附能力越强.
美国 Barnett 页岩和 Marcellus 页岩 TOC 含量高, Haynesville 页岩和中国 2 套海相
页岩 TOC 含量相似 (如 图 2.4(a) 所示). Barnett 页岩有机碳含量为 3% ∼ 13%, 平均为
4.5%, Marcellus 页岩有机碳含量较高, 为 3% ∼ 12%, 平均为 4.0%, TOC 含量自西向东增

大. Haynesville 页岩有机碳含量为 0.5% ∼ 4.0%. 四川盆地 2 套海相页岩 TOC 含量测试
与统计表明五峰组 – 龙马溪组 TOC 含量为 1.5% ∼ 6.0%, 平均为 4%, TOC 含量 > 2% 的
集中段分布于底部, 筇竹寺组页岩 TOC 含量为 0.8% ∼ 6.0%, TOC 含量 > 2% 的集中段
分布于底部和中部 2 段.
2.2.1.5 热成熟度

成熟度是评价页岩气的另一关键地球化学参数, 控制有机质生烃、有机质孔隙发育
和甲烷稳定性. 随着成熟度增加, 页岩气生成量增加, 页岩微孔隙增多, 吸附能力增强, 页
岩含气量相应增加, 因此高成熟度并不完全制约页岩气成藏, 但若页岩过成熟时, 生气潜
力、微孔隙量、吸附能力等不仅不会进一步增大, 相反会逐渐降低, 因此适中的热演化程
度是页岩气成藏的必要条件.
四川盆地 2 套页岩时代老, 距今分别为 530 Ma 和 430 Ma, 在地质历史中一般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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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中美海相页岩气的主要地质特征对比

6 000 ∼ 10 000 m 深埋, 热演化程度普遍很高, 其中筇竹寺组在川南 – 昭通、川东、中扬子

等地区出现大面积炭化, 基本处于生气衰竭阶段. 四川盆地筇竹寺组页岩 RO 值一般为
2.5% ∼ 4.5%, 平均为 3.5%, 局部高达 5.0% 以上, 整体处于高 – 过成熟阶段. 五峰组 – 龙

马溪组页岩 RO 值为 1.5% ∼ 3.5%, 平均为 2.5%, 整体处于高成熟阶段.
Barnett 页岩热演化程度较低, RO 值为 0.5% ∼ 2.1%, 从盆地东部向西降低. Marcellus

页岩 RO 值为 1.2% ∼ 3.5%, 自西向东增大, 其中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成熟度最高, 有机
质处于高成熟和过成熟阶段, 天然气为热成因. Haynesville 页岩 RO 值为 1.2% ∼ 3%. 3 套
页岩的主力产气区, 即核心区, 热演化程度 RO 值为 1.1% ∼ 3.5%, 处于有利成气热成熟阶
段.
对比发现, 四川盆地五峰组 – 龙马溪组页岩与美国 Marcellus 岩页和 Haynesville 页
岩相似, 热演化程度适中, 为成气有利阶段, 而筇竹寺组页岩的热成熟度已过高 (如 图
2.4(b) 所示), 成气潜力较低. 实验发现当页岩成熟度不断增加到一定程度后, 不仅导致

有机质生烃衰竭, 而且会导致岩石中有机碳石墨化趋势, 从而使有机质微孔隙发育程度降
低甚至消失, 这也可能是筇竹寺组页岩储层较差原因之一.
2.2.1.6 有机质类型

有机质类型影响页岩的生气能力和含气量, 是重要的参数之一, 可通过氯仿沥青 “A”
组分、热解、碳同位素组成和干酪根显微组成等确定. 四川盆地五峰组 – 龙马溪组和筇
竹寺组有机质类型为典型的腐泥型, 呈无定形状, 含少量腐殖型. 与美国三大盆地产气页
岩的有机质干酪根类型基本一致, 主要为 I 型和 II1 型.
2.2.2 页岩气藏的储层特征
2.2.2.1 储层厚度

中国与美国海相页岩厚度差别不大. Barnett 页岩在整个盆地厚度从小于 15 m 到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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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中美海相页岩气的主要储层特征对比. (a) 孔隙度, (b) 脆度, (c) 含气量, (d) 压力系数

305 m, 核心区厚度为 30 ∼ 180 m, 平均为 107 m, 总体从北东方向向西南方向厚度逐渐减

少. Marcellus 页岩厚度为 15 ∼ 60 m, 自西向东厚度增大, 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厚度最大.
与其他页岩气藏相比, Marcellus 页岩厚度不占优势, 但参照其他页岩气藏评价参数如有
机碳含量、有机质成熟度和吸附气含量等, Marcellus 页岩气地质资源量巨大. Haynesville
页岩厚度一般为 70 ∼ 100 m, 呈现东厚西薄的特征, 东部沉积中心最厚可达 120 ∼ 130 m,
西部则小于 30 m. 四川盆地五峰组 – 龙马溪组页岩厚度为 25 ∼ 120 m, 川南 – 川东地区
厚度较大, 川南最厚可达 130 m; 筇竹寺组页岩厚度为 40 ∼ 100 m, 川东 – 鄂西、川南 2 个
地区厚度较大, 超过 160 m (如 图 2.1 所示).
2.2.2.2 储层物性

页岩储层总体具有超低孔、渗特征, 孔隙发育且具有高孔、渗是优质页岩气储层的重
要条件. 美国 3 套页岩储层孔隙度普遍较高, Barnett 页岩和 Marcellus 页岩孔隙度分别
为 4% ∼ 5% 和 10%, 渗透率小于 1.0 × 10−6 µm2 , Haynesville 页岩孔隙度为 8.0% ∼ 9.0%,
渗透率小于 5.0 × 10−3 µm2 .
中国 2 套页岩孔隙度变化范围大且比美国的低 (如 图 2.5(c) 所示). 五峰组 – 龙马
溪组页岩孔隙度为 3% ∼ 10%, 平均为 4.75%, 比表面积为 6 ∼ 32 m2 /g, 平均为 15 m2 /g; 筇
竹寺组页岩孔隙度为 0.4% ∼ 3%, 平均为 1.7%, 为五峰组 – 龙马溪组的 1/3, 比表面积为
210 ∼ 10 m2 /g, 平均为 5 m2 /g; 两者的渗透率为 (0.1 ∼ 9.0) × 10−7 µ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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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四川盆地海相页岩纳米孔隙微观照片. (a) 四川盆地龙马溪组有机质孔, (b) 四川盆地筇
竹寺组默戎剖面溶蚀孔, (c) 四川盆地龙马溪组黏土矿物层间缝, (d) 四川盆地龙马溪组方
解石晶间孔
研究发现五峰组 – 龙马溪组和筇竹寺组 2 套页岩的孔隙度大小与 TOC 含量正相
关性好, 因为干酪根生烃会形成大量有机质孔, 这与观察到的储集空间以有机质孔为主相
吻合, 有机质孔占比为 10% ∼ 36%, 平均为 25%, 五峰组 – 龙马溪组储集空间还包括粒间
孔、溶蚀孔、层间缝等, 如 图 2.6 所示. 筇竹寺组孔隙度较低与其过高热演化程度密切相
关, 主要表现为受有机质炭化影响, 页岩中有机质孔隙出现明显的塌陷和充填现象, 孔径
变小, 孔隙体积和比表面积大幅度减小 (小于五峰组 – 龙马溪组的 1/2).
2.2.2.3 页岩脆性

页岩脆性好坏直接影响页岩储层压裂改造诱导裂缝的形成. 脆性越好, 改造中越易
形成诱导裂缝. 页岩脆性程度可以用岩石力学参数表征, 也可以用脆性矿物含量表征. 页
岩脆性矿物含量是影响页岩基质孔隙度、微裂缝发育和可压性的重要因素, 石英或长石等
脆性矿物含量丰富有利于压裂改造产生诱导裂缝.
中美海相页岩脆性矿物含量相似 (如 图 2.5(d) 所示), Barnett, Marcellus 和 H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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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ville 等页岩脆性矿物含量分别为 40% ∼ 79.7%, 30% ∼ 60% 和 35% ∼ 65%. 五峰组 – 龙

马溪组脆性矿物含量为 44.5% ∼ 82% (石英和长石含量为 16.8% ∼ 63.2%), 筇竹寺组脆性
矿物含量为 32% ∼ 80% (石英和长石含量为 13.4% ∼ 73.6%). 与其他页岩略有不同的是筇
竹寺组页岩的石英以陆源碎屑来源为主, 硬而不脆, 其他页岩的以生物成因为主. 因此, 优
质页岩储层段的脆性矿物含量高且以生物成因为主.
2.2.2.4 裂缝系统

页岩气初期高产与天然裂缝发育程度有关, 高产页岩气层段一般微裂缝发育. 页岩裂
缝发育程度与岩石矿物组成和后期构造活动有关. 但裂缝系统对页岩气形成、富集的作
用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提供运移通道和储存空间; 另一方面大规模裂缝可导致页岩气散
失, 不利于保存.
中美海相页岩气储层普遍发育天然裂缝. 四川盆地海相富有机质页岩在区域应力场
作用下, 通常发育页理缝、构造缝、节理缝等丰富的天然裂缝, 在局部构造褶皱区可形
成复杂网状裂缝体系. 在威远气区, 龙马溪组上部页岩段为灰绿色富黏土 (泥土矿物含
量为 68% ∼ 71%)、贫有机质 (T OC < 0.5%) 的黏土质页岩段, 电阻率曲线平滑, 一般为
6 ∼ 10 Ω· m, 显示裂缝不发育; 下部页岩段为硅质页岩、钙质硅质页岩和硅质黏土质页岩组

合, 有机质丰度一般在 1% 以上, 发育大量层间缝, 单条缝宽可达 5 ∼ 25 mm, 且多为黄铁
矿充填, 电阻率测井曲线显示锯齿状异常响应特征, 裂缝密度达 1.1 ∼ 4.4 条/m, 裂缝段厚
46 m, 其中底部 17 m 富有机质页岩段 (T OC > 2%) 为大中型裂缝集中发育段, 裂缝密度

达 2.5 ∼ 4.4 条/m. 涪陵焦石坝梳状背斜核部为网状裂缝发育区, 五峰组 – 龙马溪组下部
出现电阻率曲线密集性锯齿状响应, 显示裂缝段厚度超过 80 m、裂缝密度为 1 ∼ 20 条/m,
中上部为天然裂缝不发育的黏土质页岩段, 电阻率曲线响应特征与威远相似.
总体上, 筇竹寺组整套页岩天然裂缝发育, 五峰组 – 龙马溪组页岩天然裂缝主要发育
在下部优质页岩储层段.
2.2.2.5 含气量

页岩含气量是评价页岩气资源潜力、储量规模和衡量页岩气目标区是否具有商业开
采价值的关键指标. 页岩含气量与 TOC 含量密切相关. 一般认为具商业性开发的页岩
含气量下限为 2.0 m3 /t. 中美海相页岩含气量差别不大 (如 图 2.5(e) 所示), Barnett
页岩、Marcellus 页岩和 Haynesville 页岩含气量分别为 4.2 ∼ 9.9 m3 /t、1.7 ∼ 2.8 m3 /t 和
2.5 ∼ 9.0 m3 /t, 五峰组 – 龙马溪组页岩含气量为 1.7 ∼ 4.5 m3 /t, 筇竹寺组页岩含气量较差,

仅为五峰组 – 龙马溪组页岩的 1/3, 为 0.55 ∼ 1.2 m3 /t, 造成含气量偏低的原因在于其成
熟度过高导致有机质产气能力降低.
吸附气含量是评价页岩气藏产能的关键参数之一, 也是其长期稳产的重要保障. 页
岩吸附气含量大小主要受有机碳含量影响, 有机碳含量越高, 吸附能力就越大, 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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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酪根中微孔隙发育, 对天然气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 Barnett 页岩、Marcellus 页岩和
Haynesville 页岩吸附气含量分别占到页岩总含气量的 20%, 20% 和 10%, 五峰组 – 龙马

溪组页岩吸附气量占 20% ∼ 40%, 筇竹寺组页岩吸附气含量占 40% ∼ 50%.
2.2.3 页岩气藏的开采特征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 Barnett 第一口页岩气井的发现至今, 美国近代的页岩气勘探
开发已经历了 30 余年的发展历程. 从早期的直井泡沫压裂到目前的水平井多段滑溜水压
裂, 从早期东部页岩气的开采逐步向中西部扩展, 其发展过程是循序渐进的. 目前, 中国
已在四川盆地及其周缘的下古生界龙马溪组和筇竹寺组获得重大突破, 并于涪陵、长宁 –
威远、富顺 – 永川、昭通等地启动页岩气产能建设, 初步进入规模开发阶段.
综合对比分析, 中美页岩气藏勘探开发的发展历程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2.2.3.1 优惠政策的扶持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美国政府制定了非常规能源开发税收的补贴政策, 而德克萨
斯州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对页岩气的开发不征收生产税. 此外, 美国还专门设立了
非常规油气资源研究基金, 有利的政策支持为页岩气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同
时, 能源紧缺也迫使美国开发非常规页岩气资源.
页岩气的开发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回收期长等特点, 特别需要协调一致的政策环境.
自 2000 年起, 美国天然气价格连年飙升, 使页岩气的开采有利可图. 虽然 2008 年以来天
然气价格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一路走低, 但页岩气的大规模开发依然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
2.2.3.2 体积压裂

与常规油气藏的水平井压裂方式不同, 页岩气藏主要是进行体积压裂, 压裂的目的除
了形成作为气体高速流动通道的大型人工裂缝外, 主要是沟通和扩展储层中的天然裂缝,
从而在页岩储层区域创造最大化的立体缝网体系, 充分发挥出压裂裂缝和天然裂缝的增
产优势, 大幅提高气井产量和最终采收率.
Fisher 等 (2002) 通过分析微地震裂缝监测结果, 首次提出页岩气藏的体积压裂理念:

在压裂过程中, 随着缝内净压力的逐渐增大, 页岩储层会发生相应的拉伸破裂和剪切滑
移, 此时在平面和纵向上形成的不再是单一对称的双翼拉伸简单裂缝, 而是会形成拉伸裂
缝、剪切裂缝以及天然裂缝相互沟通连接的复杂裂缝体系 (如 图 2.7 所示).
2.2.3.3 勘探开发关键技术不断发展进步
20 世纪 80—90 年代初期, 美国天然气研究所和美国能源部资助了大量的油气研发

项目.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北美非常规天然气初步实现了商业化生产. 目前, 美国非常
规天然气的勘探开发仍在享受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研发硕果, 如美国在页岩气勘探开
发方面形成的以水平井、分段压裂、微地震裂缝监测为代表的特色技术, 不断实现了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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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简单裂缝与复杂裂缝的形态示意图
气的高效、低成本开发, 已将以往不能经济开采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转化为今日天然气供
应的重要来源.
近年来, 水平井和多级压裂技术的提高使成本不断降低. 2000—2016 年, 水平井的钻
井深度从 2078 m 增至 3785 m, 是当年美国的井深平均值的 2.1 倍, 平均钻井周期从 28.2 d
缩短到 24.5 d. 同时, 多级压裂技术也从 2008 年压开 11 个水平段油层发展到 2010 年压
开 32 个水平段油层, 单级压裂作业成本也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以美国西南能源公司费耶特维尔页岩气产区的水平钻井为例, 2007—2010 年间水平
段的平均长度从 701 m 增至 1496 m, 平均钻井周期从 17 d 缩减到 8 d, 单位进尺钻井成本
下降 30% 以上. 在此期间, 新投产水平井的初始产量平均增长 1 倍以上, 页岩气产量从
1.5 × 109 m3 增至 9.9 × 109 m3 , 平均的勘探、开发成本从 0.44 元/m3 降至 0.18 元/m3 , 公

司净利润从 2.22 × 108 美元增至 6.04 × 108 美元.
2.2.3.4 产量递减率较高

多个气田的实际生产数据证实, 10 年内将采出页岩气单井可采量的 80%, 剩余的产
量很小但会保持稳定开采. 为了保证页岩气的产量, 美国应用将井口集中在富气区域的技
术, 并且通过持续钻井保证新开采的气能不断弥补旧气井产量的不足. 以 Barnett 页岩气
田为例, 该页岩气田第 2 年的产气量比第 1 年下降 39%, 在第 3 年又比第 1 年下降 50%.
数年之后, 产量递减率放缓, 仍有很大部分的可采气不断被采出.
2.2.3.5 环保问题面临挑战

水力压裂技术使页岩气得以快速发展, 但页岩气开采所用的水力压裂技术不仅消耗
大量水资源, 而且向地下注入压裂液可能污染地下水. 有专家指出, 向页岩层大量注水可
能促使深层岩石滑动而引发地震, 也会威胁饮用水, 大批量的钻、完井还会破坏地表植被.
因此, 页岩气的开发已经遭到美国环保主义者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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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页岩气藏开采方式

从页岩气的开采发展历程上看, 主要有 5 种开采方式: 直井开发方式、直井压裂开发
方式、水平井及水平井压裂开发方式、同步压裂开发方式和 “工厂化” 水平井压裂开发方
式.
2.3.1 直井及直井压裂开发方式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 页岩气藏开发都是从垂直井开发方式开始, 这种开发方式与常
规油气藏的直井开发方式并无任何区别, 采用直井开发方式的主要原因是投入成本低、
多为实验性开发. 但由于页岩气储层的渗透率较低, 直井开发的产气量一般达不到经济
开发产量, 因此页岩气藏的开采开始尝试利用水力压裂进行储层改造. 20 世纪 80 年代,
Fort Worth 盆地的 Barnett 页岩气田开始采用大型水力压裂技术; 1992 年, Barnett 页岩

气田试钻了水平井, 但当时并没有取得成功; 1998 年, 清水压裂取代了凝胶压裂, 完井技
术也取得了突破; 1999 年, 二次压裂增产技术获得成功应用.
2.3.2 水平井及水平井压裂开发方式
2002 年以后, 水平井钻井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功并成为主流钻井方式. 此后, 水平井钻

完井以及压裂技术仍然在不断进步并逐步得到推广应用, 使得美国的页岩气开发成本在
近 15 年间持续降低了 85%, 促进了页岩气产量的快速增长, 在 2006 年以后更是呈现出
爆发式的增长态势.
水平井及水平井压裂技术主要是利用了常规油气井中的钻井及压裂技术, 在水平井
压裂技术中最主要的 2 个技术关键点是滑溜水压裂技术和多级分段水力压裂技术.
2.3.2.1 滑溜水压裂技术

滑溜水压裂技术 (slickwater fracturing) 即通常所说的清水压裂、减阻水压裂, 是页岩
气开发的关键技术之一. 相对于传统的凝胶压裂液体系, 滑溜水压裂液体系以其高效、低
成本的特点在页岩气开发中广泛应用.
White 和 Mungal (2008) 提出滑溜水的降阻机理: 滑溜水压裂液的黏度较低, 它的加

入改变了平均速度剖面, 使边界层中的剪切力重新进行分布. 上述效应使湍流边界层近壁
结构发生明显改善, 可以更有效地开启储层中的天然裂缝, 体现出滑溜水压裂液的降阻效
果.
与黏度较大的传统压裂液相比, 滑溜水压裂的主要优点是: (1) 滑溜水压裂液的黏度
较低, 更容易开启天然裂缝, 从而产生较大面积的缝网; (2) 配合加入少量的支撑剂, 可以
支撑开启的天然裂缝从而形成具有一定导流能力的网状缝; (3) 开发成本大幅降低, 相对
于传统压裂液, 滑溜水压裂可以在不减产的前提下节约 30% 的开发成本; (4) 是一种清洁
压裂技术, 所用压裂液的主要成分是清水, 具有很好的环保功效 (王文霞等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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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传统冻胶压裂与滑溜水压裂后的储层改造体积 (Cipolla 2009). 1 ft = 0.305 m

1997 年, Mitchell 能源公司首次将滑溜水压裂应用在 Barnett 页岩气田的开发中.
Cipolla (2009) 对比了 Barnett 气藏传统冻胶和滑溜水压裂后形成的裂缝体积: 应用传统

冻胶进行压裂, 储层改造体积为 1.2 × 107 m3 ; 而应用相同体积的滑溜水进行重复压裂, 储
层改造体积增大到 4.1 × 107 m3 , 改造体积增大了 2.42 倍 (如 图 2.8 所示). 因此, 滑溜
水压裂在 Barnett 页岩气田的成功应用很快扩展到美国 Haynesville, Marcellus, Woodruff
和 Fayetteville 等地区, 滑溜水已经成为目前页岩气储层改造过程中应用效果最好、相关
技术最为成熟的压裂液.
但是, 滑溜水压裂技术存在两个主要缺点: (1) 需要充足的水资源供应, 美国国家环
保护局 (EPA) 统计, 2010 年单口页岩气井平均用水量在 7.6 ∼ 23.9 t, 其中 20% ∼ 85% 的
用水滞留于井下无法返还; (2) 受到页岩储层特征的限制, 如果储层的石英含量较低、黏
土含量较高, 会导致支撑剂嵌入后蠕变明显, 裂缝容易重新闭合, 造成压裂裂缝的导流能
力不足.
2.3.2.2 多级分段压裂技术

随着页岩气开发的深入, 常规的直井压裂和水平井单段压裂已经无法满足工业生产的
要求. 自 2002 年以来, 美国开始尝试多级分段压裂技术, 多级压裂 (multi-stage fracturing)
是利用封堵技术或限流技术分隔储层不同层位, 然后进行多段一起压裂的压裂技术.
最初水平井的压裂阶段一般仅采用单段或 2 段的压裂方式, 但多级分段压裂技术使
原本低产或无气流的页岩气井重新获得工业价值成为可能, 极大地延伸了页岩气在横向
与纵向的开采范围, 是目前美国页岩气藏实现工业化生产的关键技术之一, 水平井多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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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水平井多级分段压裂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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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水平井多级分段压裂裂缝形态示意图

段压裂技术如 图 2.9 所示.
Kettel 等 (2006) 分析了多级分段压裂技术的增产原理: (1) 多级分段压裂先后形成

的裂缝之间存在着应力干扰, 前期的裂缝会在后续裂缝面上产生诱导应力, 诱导应力的干
扰有利于提高页岩水平井的改造体积; (2) 应力干扰还可以使后续裂缝壁面的压应力增加,
从而阻止距初次裂缝距离较近的平行裂缝起裂, 增加了后续裂缝与初次裂缝的起裂间距;
(3) 应力干扰迫使裂缝在长度延伸方向上发生弯曲, 形成天然裂缝与人工裂缝相互交错的

裂缝网络.
因此, 与常规气藏的水平井分段压裂技术不同, 页岩气藏多级分段压裂技术的主要优
点是: (1) 针对页岩储层天然裂缝较发育的特点, 在压裂改造过程中采用分段多簇射孔、
多段一起压裂的施工方式, 能够充分利用缝间干扰, 促使多级裂缝产生, 最终形成复杂的
裂缝网络体系; (2) 通过射孔实现上层定点启裂, 压裂层位会比较精准; (3) 压裂段数不受
限制, 水平井段最多可形成 8 ∼ 15 段的裂缝簇, 使压裂裂缝与天然裂缝的沟通效果更好,
如 图 2.10 所示.
目前, 水平井多级分段技术应用成熟并且适用于页岩的地质特征, 被广泛应用于北美
Barnett, Marcellus 等页岩气田的压裂作业中, 该技术已经成为北美页岩气藏压裂改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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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同步压裂裂缝形态示意图

主体技术. 目前, 在美国页岩气生产井中, 有约 85% 的井应用水平井和多级压裂技术结合
的方式进行开发. 其中, 2006 年美国 Newfield 公司在阿科马盆地 Woodford 页岩气聚集
带的 Tipton-1H-23 井开展了 7 段压裂改造, 气井增产效果显著, 压裂后页岩气的产量高
达 1.416 × 105 m3 /d (唐颖等 2011).
2.3.3 同步压裂开发方式

以上技术除了滑溜水压裂技术更适合于页岩储层外, 其他各项技术都在常规油气藏
的开采中成功应用. 因此, 页岩气藏的实用开发技术是同步压裂技术和 “工厂化” 水平井
压裂技术. 其中, 同步压裂技术包括两种方式: 同步压裂技术和拉链式压裂技术.
2.3.3.1 同步压裂技术

同步压裂技术 (simultaneous fracturing) 是近几年在美国 Barnett 页岩气田开发中成
功应用的最新压裂技术. 该项技术的特点是: 在一口水平井进行压裂改造的同时, 应用两
口以上的配对井进行同步压裂, 促使压裂裂缝在扩展过程中相互作用, 使压裂裂缝受到更
大的压力作用, 从而增加裂缝的延伸距离, 沟通更多的储层天然裂缝, 相对于单井压裂, 可
以形成一个复杂的裂缝网络体系, 如 图 2.11 所示.
Stefanski (2012) 提出了多个水平井同步压裂与单井压裂对储层的作用机理有着本质

的不同, 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应力状态. 从单井产生的应力场转变为多口井压
裂产生的应力场叠加, 一个区块相邻的几口井同层位进行同步压裂过程中, 压裂泵入的流
体将促使人工流体产生应力场的叠加和干扰. (2) 裂缝与层理. 从单井形成的复杂裂缝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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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多井同步压裂后产生的复杂裂缝, 裂缝延伸不再只受注入井产生的应力控制, 相邻的
同步压裂井在注入过程中也将影响注入井的裂缝延伸. 因此, 单井形成的裂缝通过同步
压裂后, 进一步发展为多井压裂产生的更为复杂的裂缝网络体系.
同步压裂技术的主要优点是: (1) 多口井同时作业, 节省开采时间且压裂效果好于单
井依次压裂; (2) 利用井间应力干扰增大裂缝的延伸距离, 从而沟通更多的储层天然裂缝,
形成复杂的裂缝网络体系.
同步压裂技术虽然有一些优点, 但其缺点同样明显: (1) 对场地条件要求较高; (2) 入
地液量大, 并且返排较为困难.
2006 年, 同步压裂技术首先在美国的 Barnett 页岩气田中实施. 施工者在水平井段

相隔 152 ∼ 305 m 的 2 口大致平行的水平井之间进行同步压裂, 两井均得到了高速生
产. 其中一口井以 2.55 × 105 m3 /d 的速度持续生产 30 d, 而其他未同步压裂的气井只有
(0.57 ∼ 1.42) × 105 m3 /d, 统计结果显示同步压裂井比单独压裂井的平均产量高 21% ∼ 55%,

说明同步压裂可以更好地沟通储层中的天然裂缝, 形成一个复杂的裂缝网络体系.
2.3.3.2 拉链式压裂技术

当受场地条件所限, 无法对多口井开展同步压裂时, 可以采用拉链式压裂的施工方式
对页岩气藏进行开发.
拉链式压裂 (zipper fracturing) 的技术特点是: 应用 1 口水平井进行压裂, 另 1 口井
进行电缆桥塞射孔联作, 两项作业交替进行并无缝衔接. 拉链式压裂可以产生不同方向的
段间应力干扰, 促使压裂裂缝不断转向, 如 图 2.12 所示.
相比于同步压裂, 拉链式压裂的优点有以下几点: (1) 可以形成更为复杂的裂缝网络
体系. 同步压裂产生的应力干扰仅局限于裂缝尖端附近区域, 而拉链式压裂利用第 1 压裂
段与第 2、第 3 压裂段之间产生的不同应力扰动关系, 不断促使压裂裂缝的延伸方向发生
改变, 进而形成更大范围、相互交错的复杂裂缝网络体系; (2) 拉链式压裂由于两井延伸
裂缝的相交叠部分与井筒有一定距离, 降低了井筒附近应力反转的可能性, 避免了在井筒
附近形成纵向裂缝, 增加了裂缝网络方向上的复杂性, 如 图 2.13 所示.
拉链式压裂技术在北美页岩气藏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 East 等 (2011) 的微地震监
测结果表明: 2 口典型页岩气井拉链式压裂的改造体积达到了 3.0 × 108 m3 , 远远超过了
直井压裂的改造体积, 相对于水平井多级压裂的改造体积也增加了 50% 以上.
与拉链式压裂技术相似的页岩气藏开发技术, 还有交替压裂技术与改进拉链式压裂
技术.
交替压裂技术, 也称作 “德州两步跳” 压裂, 其技术特点是: 在水平井多段压裂过程
中, 利用水力压裂产生的裂缝对储层应力场的改变, 将压裂主缝和分支缝与诱导应力松弛
缝相连通, 实现储层体积缝网压裂改造. 在无分支水平井段中, 该技术利用常规压裂技术
对单个射孔簇实施水力压裂, 与常规压裂技术不同的是, 需要改变各压裂段的施工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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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拉链式压裂技术作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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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拉链式压裂裂缝形态示意图

如 图 2.14 所示.
交替压裂技术原理是利用第 1 压裂段与第 2 压裂段之间产生的应力扰动, 当在前两
个压裂段之间某一合理位置进行第 3 次压裂时, 容易形成与主裂缝相互连通的应力松弛
缝, 有效沟通第 1 段与第 2 段压裂之间页岩储层, 从而进一步增大页岩储层的改造体积,
提高页岩气井产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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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交替压裂技术作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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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改进拉链式压裂技术作业流程图

改进拉链式压裂技术是 Rafiee 等 (2012) 在研究了拉链式压裂和交替压裂技术的优
缺点后, 创造性地将拉链式压裂和交替压裂相结合, 并且规避了它们的不足, 提出的页岩
气藏先进开发方式.
改进拉链式压裂作业过程与交替压裂相类似: 首先, 在第 1 口水平井趾端进行第 1
次压裂, 如 图 2.15 中序号①; 该段压裂结束后将压裂工具向水平井跟端移动至预定位置
进行第 2 次压裂如 图 2.15 中序号②; 再仿照交替压裂第 3 段压裂的做法, 在第 2 口水
平井井筒上与第 1 口水平井已形成的两条裂缝之间合理位置进行第③次压裂, 压裂顺序
在两口井之间如此交替直至完成两口井整段水平井的压裂.
相比于拉链式压裂和交替压裂, 改进拉链式压裂的优点如下: (1) 传统的拉链式压裂
产生的应力干扰仅局限于裂缝尖端附近区域, 而改进拉链式压裂由于第 2 口井中产生的
裂缝处于第 1 口井产生的两条裂缝之间, 具有更大的应力干扰作用范围, 进而容易形成更
大范围的复杂裂缝网络, 储层改造体积更大; (2) 传统的交替压裂中间主裂缝宽度和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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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工厂化水平井压裂技术作业流程图

受应力干扰影响较大, 存在砂堵风险高和导流能力不足等缺点, 而改进拉链式压裂中间主
裂缝宽度受应力干扰影响小, 导流能力高, 砂堵几率小; (3) 改进拉链式压裂由于两井延伸
裂缝相交叠部分与井筒有一定的距离, 降低了井筒附近应力反转可能性, 避免了在井筒附
近形成纵向裂缝, 增加了远场裂缝网络复杂性.
但是, 拉链式压裂、交替压裂、改进拉链式压裂的主要缺点与同步压裂基本一致:
(1) 压裂施工的规模较大, 所需压裂设备更为复杂、要求更高; (2) 入地液量大, 且返排

困难; (3) 增产效果在初期十分明显, 但后期下降较快.
2.3.4 工厂化水平井压裂开发方式

为了进一步降低开发成本, 北美地区把工厂的概念应用到页岩气开发中, 促进了工厂
化压裂模式的形成. 工厂化水平井压裂的理念是由加拿大能源公司 (EnCana) 最先提出
的, 工厂化压裂就是要像普通工厂一样, 在一个固定场所, 连续不断的泵注压裂液和支撑
剂. 工厂化压裂可以大幅提高压裂设备的利用率, 减少设备动迁和安装, 减少压裂罐拉运,
降低工人劳动强度. 北美地区的开发实践证明, 在页岩气开发中应用工厂化压裂技术可以
大幅提高压裂施工速度、缩短投产周期、降低采气成本 (王林等 2012). 工厂化水平井压
裂技术作业流程图如 图 2.16 所示.
工厂化压裂的技术特点为: 该技术采用底部滑动井架钻丛林式井组, 每井组由 3 ∼ 8
口单支水平井组成, 水平井段间距 300 ∼ 400 m 左右, 使页岩开发井网覆盖区域最大化, 同
时能够在一个丛式井平台上压裂多口井, 从而降低施工成本, 提高作业效率, 如 图 2.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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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Williams Production RMT 公司的工厂化丛式井场

图 2.18
工厂化水平井压裂裂缝形态示意图

工厂化压裂技术的主要优点为: (1) 工厂化丛式井压裂通过井间应力和段间应力的
同时干扰, 不仅具有更大的应力干扰作用, 还利用不同压裂井之间不同方向的应力扰动
关系, 促使裂缝不断发生转向, 最后能最大范围地沟通储层天然裂缝, 形成最大范围的立
体裂缝网络体系, 如 图 2.18 所示; (2) 减少作业时间、设备动迁次数, 降低施工成本;
(3) 提高气井初始产量和最终采收率, 平均产量比单独压裂可类比井提高 21% ∼ 55%.

但工厂化水平井压裂的施工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 在今后的工厂化压裂过程中, 涉及
大量的交叉作业内容, 如何控制其中的各种安全风险和优化作业流程是目前现场最需要
解决的迫切问题, 有待相关操作程序和安全规范的制定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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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 北美地区在页岩气田通过开展工厂化水平井压裂技术, 进一
步探索页岩气藏的高效开发模式. 丛式水平井组工厂化压裂的成功, 标志着页岩气初步
实现了从直井到水平井再到工厂化压裂的跨越, 页岩气改造趋势已从单一水平井分段改
造趋于井组化的工厂化压裂改造. 可以预见, 丛式水平井组结合工厂化压裂将逐渐成为页
岩气规模效益开发的主流技术 (钱斌等 2015).
2.4 本节小结

本章在分析岩气藏的地质特征与开采特征的基础上, 综合阐述了页岩气的主要开发
方式, 得到如下结论:
(1) 通过对页岩气藏的压裂技术发展的分析, 厘清了页岩气藏水平井压裂技术的主要

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 3 个阶段: 第 1 阶段, 页岩气藏压裂技术以尝试不同的压裂液工
艺为主, 明确滑溜水是页岩气藏储层压裂改造效果最佳的压裂液; 第 2 阶段, 以水平井多
级分段压裂技术为主, 旨在通过压裂让主裂缝与多级次生裂缝交织形成复杂裂缝网络; 第
3 阶段, 开始应用同步压裂、工厂化压裂等技术, 旨在通过井间、段间应力干扰形成最大

范围的立体裂缝网络体系.
(2) 同时研究结果表明, 页岩气藏与常规气藏的水平井压裂目的不同, 常规气藏水平

井压裂的主要目的是建立连通井筒与储层的流动通道, 而页岩气藏水平井压裂的主要目
的除了建立连通井筒与储层的流动通道之外, 更重要的是沟通和扩展储层中的天然裂缝,
形成立体缝网体系从而达到提高页岩气井产量的目的.
(3) 页岩气藏与常规气藏的水平井压裂方式不同, 常规气藏水平井压裂的主要方式是

单段和分段压裂, 而页岩气藏水平井压裂方式除此之外, 还发展了同步压裂、拉链式压裂
以及工厂化压裂等方式, 主要目的在于沟通井间的天然裂缝.
(4) 通过分析各种水平井压裂技术的实际应用情况, 明确了各种压裂技术的优缺点与

适用性, 指明了页岩气藏水平井压裂技术的趋势是: 发展能在整个页岩气藏中更大范围、
更有效地沟通天然裂缝网络的环保型水平井压裂技术.
(5) 由于我国实际地质条件与北美地区有一定差异, 不同区域页岩气藏必须结合实际

地质状况选取最为适宜的水平井压裂方式, 文中研究成果可以为实现我国页岩气藏的高
效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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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引言

页岩是一种成分复杂的沉积岩, 非均质性强, 而且在不同尺度下具有不同结构, 如 图
3.1 所示 (Li et al. 2017). 在图示微观尺度 6, 页岩是由多孔黏土、夹砂、有机物等组成的

复合材料; 在更小尺度 7, 页岩是多孔的黏土/有机物复合材料. 在纳米尺度 8, 可以看到
干酪根包裹着基本的黏土矿物. 在上述小尺度, 扫描电镜、原子力显微镜、纳米压痕等方
法广泛用于表征页岩的形态、拓扑和力学性质. 在更大尺度上, 比如宏观尺度 4 和细观尺
度 5, 页岩是层状沉积岩, 通常可视为横观各向同性层状材料, 其中的沉积面、层理等对页
岩的断裂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另外, 在矿层尺度 2 或者 3, 断层和天然裂缝对水力压裂裂
缝扩展也有很大影响.
当有机质含量较高时, 页岩成为一种重要的非常规油气资源. 页岩储层的一个重要
特点是基岩非常致密, 孔隙尺寸非常小, 渗透率极低. Javadpour 对北美 9 个油藏 152 块
岩芯进行实验分析, 发现 90% 试样的渗透率小于 1.5 × 10−4 D; Loucks 等研究北美页岩气
藏的孔隙结构和存储空间, 发现页岩气藏的孔隙主要是微米孔隙和纳米孔隙, 大部分为纳
米孔隙, 纳米孔隙直径尺寸在 5 ∼ 800 nm 之间, 大部分分布在 100 nm 左右, 孔喉直径一
般在 10 ∼ 20 nm (姚军等 2013). 由此可见, 页岩基岩是超低孔和超低渗的致密多孔介质,
这为页岩油气开采带来了巨大挑战. 为开发页岩储层中的油气资源, 人们通常采用水平井
水力压裂法在页岩储层中形成复杂的裂缝网络, 这是目前实现页岩油气规模化高效开采
的唯一手段. 为进一步提高页岩储层水力压裂效果, 研究人员对页岩的水力压裂力学行
为展开了广泛研究. 姚军等 (2013) 总结了北美和我国几个典型页岩气藏的矿物组成和其
常见力学性质, 如 表 3.1 所示. 可以看到, 由于组分差异, 页岩力学性质变化很大. 除组
分的影响, 页岩力学性质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多, 比如温度、压力、天然裂缝分布等, 本文将
对这些方面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 展现关于页岩弹性、断裂、本构模型发展方面的研究现
状, 以期对页岩开展中面临的力学问题提供相应的力学背景和基础.
3.2 页岩天然裂缝的分布

天然裂缝普遍存在于页岩储层中, 它们对页岩宏观力学性能具有巨大影响, 因此首先
需对其分布特征进行研究. Gale 等 (2007, 2014) 对北美地区几种典型页岩进行了系统全
面的裂缝形态表征, 发现该地区的页岩普遍含有天然裂缝. 这些裂缝形态各异, 一般都被
方解石等矿物完全填充或者部分填充. 他们观测到所有试件都含有几乎竖直分布的裂缝,
大部分含有近似水平分布的裂缝, 还有一部分含有团状分布的裂缝. 裂缝密度是页岩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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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不同尺度下的页岩 (Li et al. 2017)
表 3.1

不同页岩气藏矿物和力学性质 (姚军等 2013)

页岩气藏

石英含量/%

杨氏模量/GPa

泊松比

抗压强度/MPa

抗拉强度/MPa

Woodford

27 ∼ 53

5.2 ∼ 12

0.25 ∼ 0.36

124

—

Barnett

35 ∼ 60

39 ∼ 72

0.15 ∼ 0.30

160 ∼ 220

—

Marcellus

50 ∼ 70

30 ∼ 200

0.15 ∼ 0.35

—

—

Eagle Ford

35 ∼ 85

30 ∼ 58

0.15 ∼ 0.30

116 ∼ 154

—

Haynesville

28 ∼ 45

30 ∼ 80

0.15 ∼ 0.30

120 ∼ 160

—

四川盆地

43.41

35.8 ∼ 56

0.20 ∼ 0.33

151.92

2.94

龙马溪

43.3 ∼ 53.3

12.0 ∼ 28.8

0.13 ∼ 0.43

26.3 ∼ 214.7

—

层中裂缝含量的一个重要表征参数, 统计数据显示页岩的竖向裂缝密度分布在 7 ∼ 160 条
每 100 英尺岩芯之间. 另外, 露头也显示竖向裂缝的间距在 0.5 ∼ 10 m 之间. 根据岩芯观
测结果, 他们给出了不同裂缝宽度和裂缝高度对应的裂缝数目, 如 图 3.2 所示. 从图中可
以看出, 页岩裂缝的长度和宽度变化很大, 而且不同地区页岩裂缝的宽度和长度分布差别
很大. 这种分布随机性给页岩裂缝形态的准确统计带来了困难, 人们难以建立一个通用的
模型去描述不同地区页岩裂缝的形态分布.
国内, 久凯等 (2012) 对黔北地区寒武统牛蹄塘组黑色页岩岩芯的裂缝进行特征统计,
认为该储层主要含构造裂缝, 裂缝倾角总体平缓地围绕水平分布, 其中 64% 为水平裂缝,
22% 为竖直裂缝. 这些裂缝多为完全充填或者半充填裂缝, 充填物有方解石、黄铁矿等,

其中方解石充填占 79%, 这与野外露头观测结果一致. Zeng 等 (2013) 对重庆地区龙马溪
组页岩和牛蹄塘组页岩的裂缝进行了表征, 指出这两个区块具有较好的裂缝发育, 其中龙
马溪组天然裂缝类型 59% 为泥页岩韧性剪切破裂形成的斜交剪切缝, 且按雁列式排列,
这些裂缝之间的距离一般在 2 ∼ 40 mm; 其次为高角度张剪性裂缝和垂直张性缝, 约占总
数的 36%. 所有裂缝的宽度在 0.1 ∼ 36 mm 之间, 完全填充裂缝占 53%, 部分填充裂缝占
6%, 其余裂缝是张开的, 而且充填物质主要为方解石 (87%); 牛泥塘组裂缝的宽度和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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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北美页岩储层岩芯中裂缝宽度 (a) 和长度 (b) 的统计直方图 (Gale et al. 2014)

分布特征与龙马溪组的相似, 方解石也是绝对主要的填充材料 (95%), 不同的是他们的张
开裂缝占 54%, 完全填充裂缝占 41%, 部分填充裂缝占 5%. 何龙 (2014) 对四川盆地涪陵
地区页岩储层的裂缝形态进行了统计, 发现其裂缝包括水平裂缝、低角度斜裂缝、高角度
斜裂缝和竖直裂缝等, 以低角度斜裂缝和水平裂缝为主, 裂缝宽度集中分布在 1 mm 以内,
裂缝线密度在 2.3 ∼ 3.5 条/米之间, 其中完全充填裂缝占裂缝总数的 65%, 半充填裂缝占
26%, 张开裂缝仅为 9%. 根据上述三地页岩裂缝的统计情况可见, 国内页岩储层中天然裂

缝的分布方向有一定规律, 长度和角度分布特征有较大地区差异, 因此仍然需要对更多地
区页岩储层的裂缝分布形态进行详细统计和总结, 其中裂缝分布方向应为重点.
3.3 页岩的脆性

从天然裂缝分布这个单一因素来看就能判断页岩的力学性质必定具有很大随机性.
水力压裂时需要综合考虑多个随机因素对页岩力学行为的影响, 这是页岩油气开发技术
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 20 世纪中期, 研究人员已经发现岩石在不同受限环境下的显著韧脆性差异 (Paterson 1958, Baud et al. 2000, Paterson & Wong 2005, Wei & Anand 2008). 例如 Paterson
(1958) 针对 Wombeyan 大理石的系列围压实验, 很好地展示了该类材料随着围压增大变

形能力逐步增强的现象, 如 图 3.3 所示.
通过细观层次的计算, Wei 和 Anand (2008) 阐明围压作用下的变形能力逐步增强现
象源自非常弱的岩石晶界破坏和岩石晶粒塑性变形之间的竞争, 如 图 3.4 和 图 3.5 所
示.
Amann 等 (2011, 2012) 对泥页岩岩芯进行了单轴和三轴压缩实验, 发现这些岩芯的

最终断裂形态与围压有密切关系, 当围压小于 0.5 MPa 时, 试件发生轴向劈裂; 当围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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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围压作用下 Wombeyan 大理石的力学行为变化. (a) Wombeyan 大理石在不同围压作用
下的应力 – 应变关系, (b) 试样在不同围压作用下的最终变形模式 (Paterson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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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围压作用下, 通过有限元数值模型, 考虑晶粒和晶界变形竞争情况下的岩石应力 – 应变关
系的力学行为变化 (Wei & Anan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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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晶粒和晶界随着围压的增大所表现出来的塑性变形竞争变化关系 (Wei & Anand 2008)

于 2 MPa 时, 试件发生剪切破坏. 类似压缩实验表明页岩是否形成复杂断裂形态与载荷
和页岩层理方向的夹角也有关系 (Islam & Skalle 2013). 这些室内压缩实验为页岩矿区
复杂水力裂缝网络的形成机制和控制因素提供了研究线索. 赵金洲等 (2013) 总结了室内
实验、矿场压裂实践、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等方面的成果, 指出页岩储层的裂缝延伸形态
受地质因素和工程因素双重影响, 其中地质因素包括岩矿成分、岩石力学性质、水平应力
场、天然裂缝分布等. 综合众多影响因素, 页岩的脆性被认为与复杂缝网的形成直接相关
(Holt et al. 2011), 因此脆性评价是一个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研究课题.

材料脆性有不同定义, Morley 将脆性定义为材料塑性的缺失, Ramsey 认为岩石内聚
力被破坏时, 材料即发生脆性破坏, Obert 和 Duvall 以铸铁和岩石为研究对象, 认为试样
达到或稍超过屈服强度即破坏的性质为脆性, 地质学及相关学科学者认为材料断裂或破
坏前表现出极少或没有塑性形变的特征为脆性 (李庆辉等 2012a). 关于页岩脆性一个直
观想法是脆性矿物越多页岩脆性越高, 据此观点并结合 Barnett 页岩矿区的成功开采经
cqtz
验, Jarvie 等 (2007) 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脆性评价公式 B =
(字母说明见
cqtz + ccl + ccarb
表 3.2). 随后, Rickman 等 (2008) 认为泊松比反映了岩石在应力作用下的破裂能力, 而
杨氏模量反映了岩石破裂后的支撑能力, 并提出一个采用杨氏模量和泊松比计算岩石脆
性的数学公式.这两个脆性参数一个只考虑矿物组成, 另一个只考虑弹性力学常数杨氏模
量和泊松比. 之后, Waters 等 (2011) 提出一个新的考虑杨氏模量和泊松比的页岩脆性评价
·
¸
1 100(E3 − E3 min ) 100(v3 − v3 max )
指数 B =
+
(脚标数字请参考图 3.18), 对后者进
2 E3 max − E3 min
v3 min − v3 max
行了修正.

刘曰武, 高大鹏, 李奇, 等 : 页岩气开采中的若干力学前沿问题

33

从矿物组成和弹性常数两个方面评价页岩储层的脆性在矿场实践中都有成功经验,
但不能相互取代. 陈勉等 (2012a, 2012b) 对不同页岩试样进行室内三轴压缩实验, 指出脆
性应当是一个综合评价指标, 受自身非均质性和外在测试环境共同影响, 于是提出综合利
用岩石弹性参数和矿物组成来评价页岩脆性. 这种方法的本质是利用 Jarvie 等 (2007)、
Rickman 等 (2008) 给出的两个脆性指标进行某种组合来评价页岩脆性. 类似地, 唐颖等
(2012)、刁海燕 (2013)、Liu 和 Sun (2015) 指出页岩脆性与其弹性参数和矿物组成关系密

切, 也提出了几种综合利用弹性参数与矿物成分的方法来修正页岩的脆性评价.
最近, Holt 等 (2015) 回顾岩石力学中关于脆性的基本概念, 选出了几种可能作为页
岩脆性指标的定义式, 如 表 3.2 所示.
表 3.2
定义式

评价页岩脆性的常用指标
说明

B1 =

εel
εtot

弹性应变 εel , 破裂前总应变 εtot

B2 =

Wel
Wtot

弹性应变能 Wel , 破裂前总应变能 Wtot

B3 =

C0 − T0
C0 + T0

单轴压缩强度 C0 , 拉伸强度 T0

B4 = sin ϕ
τmax − τres
τmax
¯
¯ p
¯ εf − εp
c ¯¯
B6 = ¯¯
¯
εp
c
B5 =

B7 =

cqtz
cqtz + ccl + ccarb

摩擦角 ϕ
最大剪应力 τmax , 残余剪应力 τres
破坏时塑性应变 εpf , 某个时刻塑性应变 εpc
石英、黏土、碳酸盐的重量分数 cqtz , ccl , ccarb

Holt 等 (2015) 对 Mancos 页岩进行单轴、三轴压缩实验和巴西劈裂实验后认为对脆

性进行准确定量是困难的, 不同脆性指标得到不同的结果, 即使使用某一个脆性指标, 比
如 B1 , 也难以得到一致结果; 但是定性地看, 页岩脆性具有各向异性, 且一般随着围压增
大而减小, 如 图 3.6 所示. Rybacki 等 (2015) 研究了欧洲某地的黑色页岩, 得到了类似的
结论: 围压越大, 脆性越小, 延展性越好.
工业界仍在寻找一个能准确评价页岩可压裂性能的简单指标, 脆性概念是根据室内
实验和矿场实践经验给出的一个描述性说法, 还没有统一和准确定义及对应的标准测量
方法. 根据断裂力学基本理论, 页岩脆性应与其有效断裂韧性有关, 而页岩的有效断裂韧
性又与更多因素相关 (Holt et al. 2015), 目前尚难确定. 因此, 脆性概念底层的科学问题
及其与断裂力学常用断裂参数 (例如断裂韧性) 的关系仍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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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围压对页岩脆性指标 B1 (a) 和 B5 (b) 的影响 (Holt et al. 2015)

3.4 页岩的弹性
3.4.1 杨氏模量

页岩脆性与其弹性参数有关, 因此页岩的弹性力学性能是相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Lo 等 (1986) 用页岩超声波测量实验证实平行层理方向的动态杨氏模量大于垂直方向的

动态杨氏模量, 确定其弹性力学性能具有很强的各向异性特征. 层理和页岩孔隙和矿物
颗粒取向是产生各向异性特征的主要原因, 而且各向异性特征随围压增大而减小. 利用
超声波测量页岩弹性参数是一种间接方法, 为直接测量弹性模量和其他力学性能参数, 人
们对页岩岩芯进行了室内力学实验. Ibanez 和 Kronenberg (1993) 利用三轴压缩实验研
究了富含伊利石页岩的力学行为, 发现页岩的压缩力学性能受围压影响很大, 当围压小于
100 MPa 时, 页岩发生脆性断裂, 当围压在 100 MPa 到 400 MPa 之间增大时, 页岩逐步变

成延性断裂. 断裂过程中, 页岩中产生了微裂缝和剪切断裂带, 其典型应力应变曲线如 图
3.7 所示.

图 3.7显示平行层理方向的静态杨氏模量 E1 一般大于垂直方向的静态杨氏模量 E3 .
由于围压很大, 页岩在 3 个方向上都未发生脆性断裂, 而是表现出较好的延展性, 由此可
见围压对页岩力学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Niandou 等 (1997) 详细研究了围压对页岩静态杨
氏模量的影响, 发现: 围压越大, 杨氏模量越大, 但不同层理方向受影响程度不同, 平行层
理方向受影响最小, 垂直层理方向受影响最大. Niandou 等 (1997) 进一步给出了不同等效
剪应力 (第二偏应力不变量乘以 3 再开根) 时平均应力 (第一应力不变量除以 3) 对垂直
和平行层理方向杨氏模量的影响曲线, 结果表明主要影响由平均应力产生, 等效剪应力对
杨氏模量影响不大, 如 图 3.8 所示.
页岩的杨氏模量随载荷与层理的夹角变化而变化 (Niandou et al. 1997, 王倩等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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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围压 200 MPa 时试件沿不同层理方向压缩时的应力应变曲线 (Ibanez & Kronenberg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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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不同等效剪应力时平均应力对静态杨氏模量的影响 (Niandou et al. 1997). (a) 平行层理
方向的杨氏模量 E1 , (b) 垂直层理方向的杨氏模量 E3

一般情况下平行层理方向的杨氏模量最大, 垂直层理方向的杨氏模量最小, 具体变化趋势
与围压有关, 如 图 3.9 所示.
Valès 等 (2004) 研究了含水饱和度对页岩杨氏模量的影响, 发现: 平行层理方向的静

态杨氏模量随饱和度增大而减小, 当饱和度大于 0.6 时又开始缓慢增大, 而垂直层理方向
的静态杨氏模量随着饱和度增大而增大, 当饱和度大于 0.6 时开始减小, 而且饱和度对平
行方向杨氏模量的影响程度大于对垂直方向杨氏模量的影响, 如 图 3.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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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不同围压下页岩不同方向的杨氏模量 (Niandou et al. 1997, 王倩等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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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含水饱和度对页岩静态杨氏模量的影响 (Valès et al. 2004)

有机物含量对页岩杨氏模量影响很大, Agapito 和 Hardy (1982) 的研究表明油页岩
有机质含量越高, 其杨氏模量越小; 温度对页岩的杨氏模量有较大影响, 在一定温度范围
内温度越高杨氏模量越小 (Eseme et al. 2007); 矿物组成显然也对页岩的杨氏模量有很大
影响, 例如, Sone 和 Zoback (2013a, 2013b) 的研究了表明黏土和干洛根体积含量之和增
大, 页岩杨氏模量 E1 和 E3 都将减小, 而且其实验测量结果基本被 Voigt-Reuss 边界曲线
包络, 刁海燕 (2013) 发现页岩杨氏模量随石英含量增大线性增大, 随方解石含量增大线
性减小. 总之, 页岩杨氏模量的影响因素多而复杂, 这使得页岩的弹性模量分布在一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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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不同等效剪应力时平均应力对静态泊松比的影响 (Niandou et al. 1997). (a) 各向同性层
理面的泊松比 υ12 , (b) 各向异性面平行层理方向的泊松比 υ13 , (c) 各向异性面垂直层理
方向的泊松比 υ31

大范围内, 大约在 5 ∼ 200 GPa 之间 (姚军等 2013), 因此要想获得比较准确的结果, 通常
需要对多个岩芯进行力学实验测量.
3.4.2 泊松比
Lo 等 (1986) 的超声波测量实验表明页岩在不同方向上有不同动态泊松比, 随着围压

增大这些泊松比有所增大, 但总体变化不大. 然而, Niandou 等 (1997) 的岩芯力学试验结
果表明围压对泊松比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 如 图 3.11 所示.
图 3.11表明同一围压下页岩横观各向同性层理面内的泊松比比各向异性面的泊松比
小, 而且各向异性面内平行层理方向的泊松比 υ13 比垂直层理方向的泊松比 υ31 大. 然而,
唐杰 (2014) 研究发现: 围压增大, 静态泊松比 v31 增大, 而静态泊松比 v12 和 v13 减小, 这
与 Niandou 等 (1997) 的研究结论有很大差异. 因此, 围压对泊松比的影响仍是一个没有
一致结论的问题.

力

38

学

进

第 49 卷 : 201901

展

0.27

⊞ᵒ↨νθ

0.25
0.23
0.21
0.19

᮴ೈय़ࡼᗕ⊞ᵒ↨
᮴ೈय़䴭ᗕ⊞ᵒ↨

0.1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ሖ⧚Ϣ䕈䕑㥋།㾦/(° )

80

90

图 3.12
无围压时页岩各向异性面不同方向上的泊松比 (王倩等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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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含水饱和度对页岩静态泊松比的影响 (Valès et al. 2004)

王倩等 (2012) 的试验给出了无围压情况下页岩层理倾角对动态和静态泊松比的影
响, 结果显示各向异性面平行层理方向的泊松比最大, 泊松比随角度增大几乎线性减小,
但在垂直层理方向处却增大了, 据分析这可能是一个不准确的测量结果, 如 图 3.12 所示.
与杨氏模量类似, 页岩泊松比的影响因素很多, 例如, Agapito 和 Hardy (1982) 证实
油页岩的泊松比随着有机质含量增大而增大; 刁海燕 (2013) 发现泊松比随石英含量增大
而显著减小, 随方解石含量增大而显著增大; Valès 等 (2004) 表明饱和度对泊松比的影响
很大, 而且饱和度越高泊松比越大, 如 图 3.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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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不同围压压缩时页岩岩芯的断裂方式 (Amann et al. 2012). (a) 围压 < 0.5 MPa,
(b) 0.5 MPa < 围压 < 2 MPa, (c) 2 MPa < 围压 < 4 MPa

综上所述, 页岩杨氏模量和泊松比等弹性参数的影响因素众多, 主要包括矿物组成、
有机质含量、裂隙含量、围压、温度等. 这些因素通常混合在一起, 从岩芯实验中定量研
究单个因素的影响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通常需借助理论和数值模拟等方法来厘清每个因
素的影响.
3.5 页岩的断裂强度
3.5.1 压缩断裂强度

页岩力学行为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关注点: 断裂强度. 如 图 3.14 所示, 在不同围压
情况下压缩, 页岩岩芯最后的断裂形态有不同模式 (Amann et al. 2012).
围压对页岩的断裂强度有显著影响: 高围压情况下, 页岩的延展性有很大提高 (Amann
et al. 2012, 李庆辉等 2012b), 破坏时不再表现为脆性断裂. 将 Ibanez 和 Kronenberg (1993)

和 Niandou 等 (1997) 的三轴压缩实验结果整理到一起可以发现围压越大, 页岩同一方向
上的压缩断裂强度越大, 如 图 3.15 所示. Valès 等 (2004) 对法国 Tournemire 页岩进行
压缩实验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Amann 等 (2012) 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围压增大, 页岩压缩
断裂强度线性增大; 然而, Rybacki 等 (2015) 的研究表明围压增大, 页岩压缩断裂强度非
线性增大.
从 图 3.15 可以看到, 页岩的压缩断裂强度随方向变化, 具体趋势是: 以平行层理方
向的断裂强度为起点, 断裂强度随载荷与层理夹角的增大先减小再增大, 经历一个 U 形
变化过程, 在约 45◦ 角时断裂强度最小, 这说明剪切时页岩最容易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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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层理角度和围压对页岩压缩断裂强度的影响 (Ibanez & Kronenberg 1993, Niandou et al.
1997)

国内, 刁海燕 (2013) 对大庆地区页岩进行了三轴压缩实验, 发现压缩强度随围压增
大而线性增大; 压缩强度也随杨氏模量增大线性显著增大; 另外, 陈天宇等 (2014) 对寒武
统牛泥塘组黑色页岩进行了三轴压缩实验, 发现页岩压缩强度随着围压增大几乎线性显
著增大, 且随着层理与轴向载荷角度的增大先减小再增大, 经历一个 U 形变化过程.
页岩的压缩断裂强度还受其他因素影响, 例如, Agapito 和 Hardy (1982) 指出油页岩
无围压情况下, 有机质含量越高, 压缩断裂强度越低; Eseme 等 (2007)、Rybacki 等 (2015)
发现页岩压缩断裂强度随温度升高按对数曲线规律非线性下降, 而且在 100 MPa 围压
以内, 压缩断裂强度与静态杨氏模量线性相关; Horsrud (2001) 的研究表明, 页岩压缩断
裂强度随孔隙率增大经历一个类似指数衰减规律的急剧减小过程; Ibanez 和 Kronenberg
(1993) 的研究表明温度和含水量对页岩压缩断裂强度也有较大影响, 特别是含水量, 当含

水量从原始重量分数 2.1% 增大到 4.3% 时, 页岩强度下降比例为 79 MPa 每体重百分点,
当含水量从原始重量分数 2.1% 减少到 0 时, 页岩强度下降比例是 45 MPa 每体重百分点.
3.5.2 拉伸断裂强度

对页岩拉伸断裂强度的研究主要采用巴西劈裂实验. Mokhtari 等 (2014) 对 Eagle
Ford 油页岩试件进行巴西劈裂实验, 典型实验结果如 图 3.16 所示.
Mokhtari 等 (2014) 的实验结果表明页岩在垂直层理方向拉伸强度最小, 在平行层理

方向最大, 后者约为前者的 1.6 至 1.9 倍. 实验中当层理与载荷方向的夹角在 15◦ 到 30◦
之间时, 裂缝可能沿层理面扩展或者穿越层理面, 据此他们指出存在一个临界角度, 且这
个角度是判断裂缝是否沿层理扩展的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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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页岩巴西劈裂实验后的典型形态 (Mokhtari et al. 2014). (a) 载荷与层理的夹角为 0◦ ,
(b) 载荷与层理的夹角为 30◦ , (c) 载荷与层理的夹角为 90◦

Chong 等 (1982) 对 Colarado 和 Utah 两地的油页岩进行巴西劈裂实验, 研究有机质

含量对层理方向拉伸断裂强度的影响, 发现有机质体积含量越大, 强度越小, 它们之间的
关系可用线性式拟合. Eseme 等 (2007) 和 Mokhtari 等 (2014) 的实验结果也证实页岩拉
伸强度随着有机质含量增大线性减小.
Closmann 和 Bradley (1979) 和 Eseme 等 (2007) 的研究表明温度越高, 页岩拉伸断

裂强度越低, 而且下降趋势可用对数曲线拟合. 比较页岩的压缩和拉伸断裂强度, 可以发
现页岩的压缩断裂强度比拉伸断裂强度大得多, 而且平行层理方向的压缩或拉伸断裂强
度也分别大于垂直方向的压缩或拉伸断裂强度.
3.6 页岩弹性性能的统计描述

建立页岩这种复杂各向异性复合材料的本构模型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工作, 因为这个
模型不仅需考虑页岩多种组分各自的物性, 而且需考虑这些组分的空间分布情况, 还要考
虑外部载荷条件等. 目前, 页岩本构关系研究集中在相对简单的弹性阶段, 下面首先对现
有宏观弹性模量模型进行梳理, 然后再探讨这些模型在页岩宏观力学性能描述中的应用
情况.
考虑各向同性弹性基质包含完全随机分布直裂缝的情况, 研究者们发展了一些等效
弹性模量的理论近似计算方法. Budiansky 和 O’Connell (1976) 通过自洽法研究了裂缝密
度对杨氏模量、剪切模量、体积模量和泊松比等弹性参数的影响, 给出了它们的计算表达
式. Huang 等 (1994) 采用广义自洽法, Kachanov (1987) 采用非相互作用解法, Zimmerman
(1985) 和 Hashin (1988) 采用微分法也给出了一些等效弹性参数的近似计算公式. 这些公

式由不同的简化和假设得到, 因此由这些公式计算得到的弹性模量存在较大差异. 以杨氏
模量为例, 这些近似公式之间的差异随着裂缝密度增大而增大, 如 图 3.17 所示.
上述研究中裂缝描述参数只有裂缝密度, 因此这些模型不能考虑裂缝角度分布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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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等效杨氏模量近似公式的差异

响. Hoenig (1979) 发展自洽模型研究了平行裂缝的情况. 随后, Thomsen (1995)、Huang 等
(1996)、Zhan 等 (1999)、Wang 等 (2000)、Feng 等 (2003) 发展微分法来考虑平行裂缝的情

况. 除平行裂缝这种特殊情况外, 裂缝角度按某种规律分布是更一般的问题. Sevostianov
(2001, 2004)、Giordano 和 Colombo (2007a, 2007b)、Kushch (2009) 研究了这种情况, 给出

了一些近似计算公式.
当各向同性基质包含完全随机分布的孔洞时, Mackenzie (1950)、Eshelby (1957)、
Zimmerman (1986)、Zhao 等 (1989)、Kachanov 等 (1994) 针对这种情况发展了一些等效弹

性模量的近似计算方法. 这些研究采用的基本方法仍然是裂缝问题中常用的自洽法、广
义自洽法或者 Mori-Tanaka 方法. 对于多相复合材料, Hashin 等 (1962, 1963) 基于同心球
模型和弹性变分原理得到了其有效体积模量和剪切模量上下边界的近似计算公式, 在准
各向同性和准均质情况下, 这些理论结果与两相合金实验测量结果吻合很好; Hill (1963)
发展了 Hashin 的方法, 给出了改进的弹性模量计算公式; Budiansky (1965) 也给出了一套
非均质复合材料弹性模量的估算方法. 这些方法均要求材料的各个组分是连续分布的各
向同性弹性体. 随后几十年, 研究者们在上述方法的框架下给出很多计算复合材料等效模
量的方法, 常用的有稀疏方法、Mari-Tanaka 方法、自洽方法、广义自洽方法和微分法等.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 数值方法被广泛用于计算含裂缝、孔洞或夹杂材料的宏观弹性力
学性能参数, 例如有限元法 (Makarynska et al. 2008, Shen & Li 2004)、边界元法 (Huang
et al. 1996, Renaud et al. 1996)、扩展有限元法 (Zeng & Wei 2016). 对裂缝问题, 数值模

拟研究表明微分法在低裂缝密度时通常能给出最准确的估计值, 而高裂缝密度时广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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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页岩的横观各向同性模型

洽法一般比其他方法更准确. 与理论近似方法相比, 数值方法更容易考虑更加复杂的情
况, 比如三相介质、复杂几何微观结构等, 而且通过增强计算机硬件可以不断提高计算效
率, 但是数值计算结果的通用性显然低于近似方法.
根据页岩的结构观测和力学行为实验结果, 人们普遍将其视为横观各向同性复合材
料. 在沉积平面 (通常为近似水平面) 页岩是各向同性的, 在垂直于沉积平面的剖面 (通
常为近似竖直面) 页岩是各向异性的, 如 图 3.18 所示. 根据横观各向同性假设, 可用 5
个独立弹性刚度常数来描述页岩的弹性行为 (Sayers 2013), 即 C11 , C12 , C13 , C33 , C44 , 且
有 C11 = C22 , C12 = C21 , C13 = C31 = C23 = C32 , C44 = C55 , C66 = (C11 − C12 )/2. 这些
弹性常数与弹性柔度系数的关系是: S11 + S12 = C33 /C, S11 − S12 = 1/(C11 − C12 ), S13 =
2
−C13 /C, S33 = (C11 + C12 )/C, S55 = 1/C55 , S66 = 1/C66 , 其中 C = C33 (C11 + C12 ) − 2C13
.

另外, 常用弹性常数杨氏模量 E 、剪切模量 G 和泊松比 v 与这些柔度常数的关系是:
S11 = 1/E1 , S12 = −v21 /E1 , S13 = −v31 /E3 , S33 = 1/E3 , S55 = 1/G13 , S66 = 1/G12 .

为表征横观各向同性材料的各向异性程度, Thomsen (1986) 定义了 3 个各向异性参
C11 − C33
C66 − C55
(C13 + C55 )2 − (C33 − C55 )2
. 利用弹性横观各
数, 即 ε =
,γ=
,δ=
2C33
2C55
2C33 (C33 − C55 )
向同性假设, Hornby 等 (1994) 基于自洽法和微分有效介质法构建了一个页岩的固液两相
弹性本构模型, 其先建立一个黏土 – 液体椭球混合体, 这个混合体的 5 个弹性常数是含
液量和长细比的函数, 然后根据实际情况给出一个合适的混合体分布, 并根据这个分布构
建一个含多个混合体的大体系, 最后向这个体系加入其他球状粉土矿物颗粒并计算这个
大体系的弹性常数. 这个模型与实际页岩结果比较吻合, 可用于油页岩本构关系模拟, 但
是计算量巨大.
Sayers (2013) 利用横观各项同性模型研究了页岩的黏土颗粒取向、沙土体积含量、

干洛根体积含量和天然裂隙对杨氏模量和泊松比的影响, 发现: 这两种弹性参数对黏土颗
粒取向敏感, 弹性模量随沙土含量增大而增大, 泊松比随之减小, 干洛根含量或孔隙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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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页岩弱面层对宏观材料性质影响的数值模拟模型

杨氏模量和泊松比都随之减小.
Vasin 等 (2013) 基于 Eshelby 模型, 利用自洽法解释了 Kimmeridge 页岩的弹性常数

变化规律, 但与试验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于是采用微分有效介质法, 得到了与实验数据吻
合较好的结果, 但这种方法的物理基础是有疑问的.
Zeng 和 Wei (2016) 利用扩展有限元法研究了裂缝角度分布对页岩杨氏模量、剪切模

量和泊松比的影响, 并给出了这些弹性参数的拟合公式, 但仍需进一步考虑夹杂、黏接天
然裂缝等的影响才能更好预测天然页岩的弹性参数.
Jin 等 (2016) 拓展了弹性微平面法来研究横观各向同性材料的弹性性能. 他们提出

两种办法: 利用刚度张量的频谱分解法定义微平面本构关系或采用方向相关微平面弹性
模量. 之后, Li 等 (2017) 提出一种离散跨尺度数值框架来模拟各向异性页岩的力学行为,
比如断裂. 他们着重考虑了弱面层对材料宏观弹性性质和断裂强度等的影响, 如 图 3.19
所示. 结果显示该方法能成功捕获弹性刚度、强度和断裂模式等对载荷方向的依赖性.
关于页岩的断裂强度, 研究者们总结了实验结果, 给出了一些经验模型, 例如, Eseme
等 (2007) 发现页岩断裂强度随温度按对数规律下降, Gale 和 Holder (2008) 的实验证实
随着天然裂缝密度增大, 页岩断裂强度非线性急剧减小, 并给出了拟合曲线, Zeng 和 Wei
(2016) 通过数值模拟也给出了类似的拉伸强度拟合曲线.

页岩基质本身成分复杂, 其空间分布具有很强的各向异性特征, 且随外部载荷变化发
生变化. 页岩的本构模型构建尚处于起步阶段, 已有的宏观弹性模量理论成果还不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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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用于表征天然页岩的弹性力学性能, 因此构建页岩的本构模型仍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
的待解问题.
3.7 页岩的 I 型断裂

考虑到真实地层应力和孔隙压裂环境的各向异性, 天然裂纹的大量存在, 使得裂纹扩
展不再是能提前知晓的, 研究者因此采用扩展有限元法. 采用孔隙黏结单元模拟水力压
裂, 一般适用于均质环境下的可预见裂纹扩展方向上的研究. 考虑流固耦合, 水力压裂模
拟仍然是一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表 3.3 中列出了目前的一些典型数值工作.

表 3.3

采用扩展有限元法或黏结单元模拟水力压裂的典型工作

作者

特点

Boone 和 Ingraffea (1990)

采用黏结单元描述裂纹扩展, 差分法描述流体流动

Simoni 和 Secchi (2003)

采用重新划分网格方法描述裂纹扩展 + 孔隙介质力学描述压裂液滤失

Peirce 和 Detournay (2008)

采用位移离散单元计算压裂, 验证作者所提出的渐进公式

Taleghani 和 Olson (2009)

在 XFEM 的基础上研究水力压裂的裂纹与天然裂纹的作用关系

Lecampion (2009)

在 XFEM 基础描述水力压裂的裂纹扩展, 但是并没有考虑滤失

Chen 等 (2009)

采用 ABAQUS 内置的黏结单元模拟黏度控制型压裂

Sarris 和 Papanastasiou (2011) 在黏结单元基础上研究破裂区域大小对压裂的影响
Carrier 和 Granet (2012)

建立零厚度的黏结单元, 采用孔隙介质力学整体上描述压裂液的滤失

为研究工程中复杂条件下的压裂问题, 一般将水力压裂的裂纹扩展理论作出较大简
化, 主要是在断裂准则的表达式上, 常常假设为 I 型裂纹, 此时对应的裂纹扩展准则即可
写为 KI = KIC . 针对不同的裂纹面载荷作用的假设, 研究者们给出了 KI 与裂纹作用面
载荷 P , 裂纹高度 w, 以及裂纹位置/长度 a 之间的关系, 总结在表 3.4 中.
通过将裂纹的高度、断裂因子及裂纹内壁流体作用相互联系, 这些作者基于不同的假
设来获取对问题的深刻理解. 单从尺度上来看, 水力压裂一般发生在地下 2 ∼ 4 km, 可以
视为无限大基体, 裂纹的长度一般在数百米, 裂纹的高度则可能是毫米量级, 如此大的几
何尺度跨越下, 裂缝里的流体压力是否均匀分布、裂纹高度是否一致等细节等都无法一一
考虑到.
与理论对应的实验也不断涌现. 目前, 实验观察一般分为室内和室外两类, 室内实验
的研究尺度较小, 同时缺乏相应的观测工具对试样内部的流体流动、裂纹扩展等信息进行
实时跟踪. 现有方法主要有 3 种: 声发射、核磁以及高速摄像机, 在 表 3.5 总结了目前的

力

46
表 3.4

学

进

第 49 卷 : 201901

展

不同的裂纹面载荷作用假设下给出的 I 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表达式

作者

P

Sneddon

沿着裂纹面

(1946)

均匀分布

Rice (1968)

p(r)

Perkins 和

沿着裂纹面

Kern (1961)

均匀分布

Williams 和

沿着裂纹面

Ewing (1984),

均匀分布

w

裂纹位置

表达式

币型裂纹, 保持一致

无限大

√
2p a
KI = √
π

—

无限大

8pa
πE 0

r
1−

³ r ´2
a

·
³ r ´2 ¸2
3pa4
1
−
16πE 0 H 3
a

2
KI = √
πa

Z

a
0

rp(r)dr
√
a2 − r 2

无限大

√
2p a
KI = √
π

较浅

√
2p a
KI = √
π

无限大

³ r ´3
r
√
2p a 1 − 2a + 0.148 a
r
KI = √ ·
r
π
1−
a

无限大

0

Murdoch 等
(2002)
Tada 等

p(r)

(1985),

√
KIc π 3/2
r
E0

Wu 等 (2007)
µ
Spence 和

p(r)

7.2

沿着裂纹面

4K Ic
E0

Sharp 1985
Savitski 和
Detournay

µV r 2
E0

¶1/3

s

均匀分布

2(a − r)
π

无限大

2
KI = √
πa

Z

a
0

rp(r)dr
√
a2 − r 2

(2002)

相关实验研究报告. 由于上述监测设备的各种特点, 造成现有的试验很难全面反映水力
压裂的真实物理背景.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国内的研究者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水力压裂试验, 主要研究
了三轴压力边界条件对裂纹形态的影响 (如 表 3.6 中归纳). 考虑到所使用的试样均为岩
石或者石膏等非透明材料, 所采用的声发射设备并没有获得较为细观的信息. 他们一般是
将试验后岩样割开, 肉眼观察裂纹形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研究者们获得的试验结论基
本上是定性的.
对比国内与国外研究者的水力压裂试验, 容易发现国内的研究者注重应力条件对压
裂的裂纹扩展的影响, 虽然从工程中可知地应力是压裂效果评估的最主要因素, 但缺乏相
应的先进设备, 很难获得较详细的裂纹扩展信息, 这将影响试验效果的评估. 国外的研究
者更加重视裂纹扩展信息的获取, 他们一般通过高速摄像机或者声发射监测裂纹扩展. 考
虑到设备的局限性, 试验所采用的一般是均质透明材料代替岩石以及较为简单的应力边
界条件, 这样设计试验将更加有效获取边界条件与裂纹扩展关系, 但是这就忽略了真实岩
石所带来的力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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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断裂或水力压裂情况的实验 (声发射、核磁及高速摄像机方式)
优点

缺点

适用范围/说明

Ishida 等 (2012),

适用较复杂环境, 迅

技巧性强, 处理海量信

均质岩石/声发射

Rybacki 等 (2011),

速定位裂纹角等

息, 流体、成核等微观

Dresen 等 (2010)
Thiel 等 (2010)

现象难扑捉
可以获取流体注入等

价格昂贵, 不易操作

各类岩石/核磁

适用性差, 不能观测内

PMMA

部裂纹

料/高速摄像机

有效控制流量、应力

缺乏实时监测设备, 间

研究压裂液滤失模型

等边界条件

接获得裂纹扩展信息

Groenenboom 等

半定量表征裂纹面粗

缺乏实时监测设备

(2001)

糙度

Wu 等 (2007)

透明材料, 加载能力

微观信息
Bunger 等 (2008)

De Pater 等 (1994)

裂纹扩展的微观信息

等透明材

定性给出塑性区与裂
纹面粗糙度关系

—

温度对裂纹分叉影响

—

验证裂纹高度与裂纹

较强, 实现复合型裂
纹扩展, 流体流动的
可视化
Bunger 等 (2008)

裂纹监测设备好, 流
体流动可视化

长度有 1/3 或 1/2 幂
指数关系

Makhnenko 等 (2010)

加载能力较强, 裂纹

—

监测设备较好
Bahorich 等 (2012)

透明材料, 实现复合

对裂纹扩展影响
预制各类裂纹

型裂纹扩展
Brenne 等 (2012)

较先进声发射, 加载
能力较强

尺寸效应和岩石种类

天然裂纹对压裂的影
响

预制裂纹

循环注入流体与破裂
压力、裂纹扩展速率

需要提及的是, 这些实验中,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是 Bunger 和 Detournay (2008)
的试验, 他认为前人的理论研究获得了两个重要的渐进表达式: KI > 0, µ = 0 时, w ≈
αx1/2 , 这里 x 表示裂纹位置; 当 KI = 0, µ > 0 时, w ≈ βx2/3 . 通过采用试样尺寸为
200 mm × 200 mm × 150 mm 的 PMMA 材料, 作者验证了两种极端条件下的渐进表达式,

有兴趣的读者可仔细阅读原文.
3.8 页岩天然弱面对裂纹路径的影响

尽管关于页岩断裂的研究中, I 型裂纹的分析最为基础全面, 但通常大部分的裂纹都
可能不是沿直线扩展. 页岩含有大量平行沉积平面的层理面, 这些层理面一般具有比页岩
基质小很多的断裂韧性, 将对水力裂缝的扩展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由于页岩材料性质高度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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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收集到的国内的研究者所开展了一系列的水力压裂试验

作者

缺点

优点

评价

刘建中等 (1994)

肉眼观察

三轴应力加载

三轴压力对破裂压力
等的影响

赵宝虎等 (1999)

肉眼观察

三维应力控制

应力对裂纹数量影响

陈勉等 (2000)

声发射设备简陋,

大尺寸设备, 减少尺寸

讨论节理以及天然裂

裂纹扩展信息较缺乏

效应, 多样化加载条件

缝对裂纹扩展的影响

声发射设备简陋,

大尺寸设备, 减少尺寸

相似试验

裂纹扩展信息较缺乏

效应, 多样化加载条件

肉眼观察

三轴应力加载

柳贡慧等 (2000)

刘迎香等 (2004)

应力边界条件与重复
压裂

王祖文等 (2005)

声发射

三轴应力加载

射孔密度与破裂压力

赵益忠等 (2007)

声发射

三轴应力加载

不同岩性地层的裂纹
扩展比较

彪仿俊等 (2011)

蔺海晓和杜春志

声发射设备简陋,

大尺寸设备, 减少尺寸

研究射孔相位角, 射

裂纹扩展信息较缺乏

效应, 多样化加载条件

孔密度

设备简陋

多样化加载条件

裂纹表面特征与压裂
液流动

(2011)

各向异性, 页岩水力裂缝与层理弱面扩展相遇后的行为变得异常复杂. 目前, 研究人员通
常利用各种数值模拟技术来研究水力裂缝的扩展行为, 例如: Zhang 等 (2007), Taleghani
和 Olson (2011, 2014), Weng 等 (2011), Kresse 等 (2013), Guo 等 (2015) 和 Zou 等 (2016)
模拟了水力裂缝与带摩擦裂缝或与黏结裂缝的相互作用; Lecampion 和 Desroches (2015)
和 Grassl 等 (2015) 发展了一些新数值模型来分析水力裂缝的起裂和扩展过程. 从数值模
拟研究中, 可定性了解弹性性质的各向异性、页岩基质的强度和断裂韧性、页岩中弱面的
强度和断裂韧性、裂缝面的摩擦力、水力裂缝入射角等都将影响水力裂缝的扩展行为.
Zeng 和 Wei (2017) 最近从理论上研究了与弱面相遇时水力裂缝的扩展路径问题. 他

们将沉积界面和天然黏结裂缝面等弱面都视为厚度为零的材料断裂韧性不连续面, 基于
线弹性断裂力学原理和若干假设等给出页岩水力裂缝 – 弱面扩展问题的理论解, 即
当 s̄q > 0 和 s̄τ > f s̄q 时, 水力裂缝的转向扩展条件是

Gdc

³ ´

2
2 α

(1 − 3 cos α) (s̄τ − f s̄q )2
πccos


2


,

4E 0
= Gα =
³ ´


2 α

(5 − 3 cos α) (s̄τ − f s̄q )2
πccos


2

,
2E 0

sin α > 0
(3.1a)
sin α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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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³ ´
2
2 α


3
cos
(1 − 3 cos α) /16,

2

Gdc
Gα
<
=
³ ´

Gmc
Gθ max

 3 cos2 α (5 − 3 cos α) /8,
2

sin α > 0
(3.1b)
sin α 6 0

当 s̄q < 0 时, 水力裂缝的转向扩展条件为
³ ´

2
2 α

[(6 cos α − 2) s̄τ − 2s̄q sin α]
πc
cos


2

,



16E 0







(1 + cos α)s̄q + 3 sin αs̄τ > 0

Gdc = Gα =
³ ´£
¤


2 α

πc
cos
4 sin αs̄τ s̄q + (1 + cos α)s̄2q + (5 − 3 cos α)s̄2τ


2


,


2E 0






(1 + cos α)s̄ + 3 sin αs̄ 6 0
q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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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a)

τ

µ

Gdc
Gα
<
Gmc
Gθ max

¶
³α´
θ0
2
cos2
[(6 cos α − 2)s̄τ − 2 sin αs̄q ]
2
2
=
8[4 sin θ0 s̄τ s̄q + (1 + cos θ0 )s̄2q + (5 − 3 cos θ0 )s̄2τ ]
sec2

(3.2b)

如果 (1 + cos(α))s̄q + 3 sin(α)s̄τ > 0; 或者
µ ¶
³α´
θ0
2
sec
[4 sin αs̄τ s̄q + (cos α + 1)s̄2q + (5 − 3 cos α)s̄2τ ]
cos2
Gdc
Gα
2
2
<
=
Gmc
Gθ max
4s̄τ s̄q sin θ0 + (cos θ0 + 1)s̄2q + (5 − 3 cos θ0 )s̄2τ
(3.2c)
如果 (1 + cos α)s̄q + 3 sin αs̄τ 6 0; 其中, s̄q = σn sin2 β + σv cos2 β − p, s̄τ = (σn −
σv ) sin β cos β, c 为裂缝半长, β 为裂缝与坐标系 x 轴的夹角 (0 6 β 6 π/2), P 为裂缝面

作用水压力, q 为接触压力, τ 为摩擦力, σn 为水平地应力, σv 为垂直地应力, E 为页岩基
质的杨氏模量, v 为泊松比, Gmc 为基质的断裂韧性, Gdc 为弱面的断裂韧性, 最大应变能
释放率对应角度由下式确定

θ0 = ±a cos 

3s̄2τ +

q

s̄2q (s̄2q + 8s̄2τ )

s̄2q + 9s̄2τ

(3.3)

利用上述理论结果, Zeng 和 Wei (2017) 从理论上揭示了三条重要工程规律 (如图
3.20 所示):
(1) 随着水压力增大, 页岩储层将可能依次经历摩擦锁定阶段、II 型 (剪切) 断裂阶段

和混合断裂阶段, 而沿弱面 II 型 (剪切) 断裂是页岩水力压裂时的主要断裂模式;
(2) 裂缝面摩擦系数越小, 水力裂缝沿页岩弱面或基质扩展所需的压裂压力越小, 类

似地, 地应力差越大, 页岩储层也越容易被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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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与弱面相遇时水力裂缝的扩展路径选择模型 (左), 理论结果揭示随着水压力增大, 页岩储
层将依次经历摩擦锁定阶段、II 型 (剪切) 断裂阶段和混合断裂阶段, 而在 II 型 (剪切)
断裂阶段, 裂缝面摩擦和地应力之差对应变能释放率之比, 即裂缝转向没有影响 (Zeng &
Wei 2017)

(3) 在 II 型 (剪切) 断裂阶段, 裂缝面摩擦力和地应力之差不影响裂缝扩展方向, 而

裂缝与弱面之间的入射角是裂缝转向行为的决定因素.
这些理论结果和实验与现场监测反映的情况一致: 水力压裂过程中伴随剪切滑移破
裂. Zoback 等 (2012), Hossain 等 (2000) 通过现场监测和室内试验表明水力压裂过程中
剪切滑移可能是压裂过程中重要因素. Zoback 等 (2011) 还认定剪切滑移是控制水力压裂
的主要因素, 这一方面的研究和观察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尤其是理论分析、边界条件、破
裂形式的现场实验的结合需要更为紧密.
3.9 岩体材料的本构关系

考虑到岩体材料广泛存在页岩油气等非常规能源开采等工程问题 (Atkinson 1987,
Zhang & Wong 2014, Hoek & Bieniawski 1965) 中, 涉及塑性变形、损伤及破坏、各向异

性、渗透性、多场耦合等 (Jaeger et al. 1979, Goodman 1989, Shen et al. 2014). 为了更真
实地描述、解释和预测岩体材料的力学行为, 解决复杂的工程实际岩体力学问题, 构建合
理的岩体本构关系是岩体力学一直以来的重要研究课题. 我们在这一部分介绍目前典型
且受到广泛应用的几类页岩本构关系.
3.9.1 脆性破坏理论

岩体的结构复杂, 在岩体基体中存在缺陷、微裂缝及孔隙等微结构, 这使得岩体在微
观结构上是不连续的. 为了描述材料的固有特性, 建立应力应变之间的关系, 在宏观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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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莫尔 – 库仑准则示意图
上岩体可认为是连续介质. 在工程应用中, 岩体的本构理论最早是从脆性破坏准则的研
究开始. 库仑最早通过岩土力学实验研究提出了岩体脆性剪切破坏准则, 认为岩体抗剪强
度由岩体本身的内聚力和剪切面上法向力产生的内摩擦力组成, 其形式可表示为
τ = σ tan(ϕ) + c

(3.4)

式中, τ 表示材料的抗剪强度, σ 为剪切面上的正应力, ϕ 为材料内摩擦角, c 是材料的内
聚力. 库仑强度准则形式简单, 不仅适用于岩体压剪破坏, 也适用于结构面压剪破坏, 但
不适用于受拉破坏.
莫尔通过实验数据的统计分析提出材料在复杂受力状态下的破坏取决于材料的最大
主应力和最小主应力. 摩尔强度准则的一般形式可表示为
τ = f (σ)

(3.5)

式中, τ 表示破坏面上的剪切应力, σ 表示破坏面上的法向应力. 摩尔强度准则通过一系
列破坏应力极限状态的极限应力圆 (莫尔圆) 及其包络线 (莫尔强度包络线), 表示材料受
到不同应力作用达到极限状态时, 破坏面上法向应力和剪切应力的关系. 运用莫尔强度包
络线即可判断岩体是否发生破坏. 当包络线为直线型时其表达式和库仑准则 (式 (3.4)) 一
致 (见 图 3.21), 因此由库仑公式表示的摩尔包络线强度准则也称为莫尔 – 库仑强度准
则. 莫尔 – 库仑强度准则是目前岩体力学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理论.
格里菲斯强度理论认为脆性材料的破坏是由内部存在的裂缝在外力作用下扩展、连
接和贯通最终形成宏观裂缝所致. 通过对初始长度为 2a 的椭圆形裂缝扩展研究, 格里菲
斯发现裂缝尖端处的有效拉应力 σt 大于新裂缝形成所需的能量时裂缝开始扩展, 其形式
可表达为

r
σt >

2Eγ
πa

(3.6)

式中, E 为非破裂材料的弹性模量, γ 为裂缝单位面积的表面能. 格里菲斯强度准则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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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1 + 3σ3 > 0 
σ1 + 3σ3 6 0




(3.7)

格里菲斯强度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脆性岩体被拉伸破坏的结果, 在任何应力状态下, 裂
缝尖端产生拉应力集中从而导致裂缝扩展. 格里菲斯强度理论只能考虑主要裂缝的张开
扩展, 忽略了压应力作用下裂缝闭合和缝面上的摩擦力, 且不能考虑多裂缝扩展及其相互
影响, 不适用于实际工程应用. 在此基础上, 还发展出修正格里菲斯理论.
此外, 基于大量岩土实验统计分析提出的霍克 – 布朗准则被广泛采用为岩石强度准
则. 脆性破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合理地解释和预测岩体材料破坏的原因、破坏的形
态, 确定岩体破坏时的应力状态等宏观力学行为.
3.9.2 弹塑性理论

在工程条件下, 岩体材料常常表现为脆性, 承受很小的应变就发生破坏. 随着围压、
含水量和温度等因素的变化, 岩体能承受的应变量逐渐增大, 在破坏前常常会产生不可逆
的非线性变形特征, 在宏观上表现出塑性行为. 区别于传统弹塑性理论, 岩体材料的塑性
理论需要考虑屈服对静水压力的敏感性、减胀和扩容、应变软化和弹塑性耦合等现象 (王
仁和殷有泉 1981). 岩体材料屈服函数的一般形式可表示为
f (σ, γ) = 0

(3.8)

式中, σ 表示应力, γ 为描述塑性的内部变量. Drucker-Prager 屈服准则考虑了静水压力
的影响被广泛用于岩土材料, 其表示式为
f = αI1 +

p

J2 − k = 0

(3.9)

式中, ϕ 为应力第一不变量, J2 = Sij Sij /2 (其中 Sij = σij −σkk δij /3) 为应力偏量第二不变
量, α 和 k 为和岩体内聚力 c 及内摩擦角 ϕ 相关的系数. 当参数 α = 0 时, Drucker-Prager
准则退化为 Von-Mises 屈服准则.
岩体材料的体积在塑性变形过程中存在减胀和扩容现象, 非关联性流动准则通过增
大相应的塑性势函数来描述塑性体积变形. 例如, Drucker-Prager 屈服准则相应的塑性势
函数 G 可表示为
G = θαI1 +

p
J2 − k

(3.10)

式中, θ 是材料常数, 通常有 θ ∈ [0, 1], 其中 θ = 1 时表示是关联流动.
弹塑性本构理论能够简单直接地描述准脆性岩体材料的基本力学行为, 被广泛应用
于岩体力学研究和工程应用. 许多学者在弹塑性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理论来不断完善
和补充岩体的本构理论. 例如通过引入强化函数、损伤参数、温度参数、水含量参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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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参数等, 进一步研究了岩体材料的硬化和软化现象、温度、水力耦合行为以及时效性变
形等长短期力学行为 (Adachi & Oka 1995; Lomov et al. 2002; Shao et al. 2006, 2003).
3.9.3 损伤力学理论

岩体在细 (微) 观上存在大量的微裂隙、孔洞、矿物夹杂和层面等微结构, 这些微结
构在外力作用下不断产生、发展形成不可逆变形, 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使材料产生宏观裂
纹导致破坏. 在热力学理论和弹塑性理论的框架内, 通过引入损伤变量和损伤演化方程建
立损伤本构方程, 能更有效地描述岩体材料由内部损伤演化引起的宏观渐进式破坏过程
(陈良森和李长春 1992).

对于准脆性岩体材料, 微裂缝引起的材料劣化可通过引入各向同性损伤变量 d 来描
述材料损伤的程度. d = 0 表示材料无损伤, d = 1 表示完全损伤 (破坏), 介于两者之间的
状态表示损伤过程区. 岩体材料发生损伤后的有效弹性刚度矩阵 D 可表示为损伤参数 d
的函数
D(d) = 2µ(d)K + 3k(d)J

(3.11)

式中, µ (d) 和 k (d) 分别表示损伤材料的剪切模量和体积模量, K = δ ⊗δ −J 和 J = δ ⊗δ/3
分别代表材料的体积四阶张量和偏四阶张量, δ 是二阶单位张量. 损伤的演化方程可由热
力学损伤应变能释放率表示为 (Krajcinovic & Fonseka 1981; Chaboche 1988a, 1988b)
∂ψ
d˙ =
∂Y

(3.12)

式中, ψ 是耗散势能, Y 是广义热力学力. Kachanov 和 Lemaitre 利用有效应力概念和应
变等效假设定义了二阶损伤张量, 更有效地描述了变形的特征 (Lemaitre 1985). Dragon
和 Morz 以及 Kachanov 等定义了裂缝密度张量作为损伤变量, 有效地反映了损伤的程度,
但不能区分损伤演化和损伤本身 (Lubarda & Krajcinovic 1993). 在连续损伤力学理论的
基础上, 许多学者在热力学框架下建立弹塑性 – 损伤耦合模型, 研究了岩体材料矿物成分
及水含量等因素对岩体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 (Lemaitre 1985).
在宏观损伤理论的基础上, 细观损伤模型考虑了损伤的具体形式, 例如微裂纹、微孔
洞等, 损伤变量不再是宏观唯象参数而是具有真实物理意义的参数. Hori 和 Nemat-Nasser
通过实验和理论研究了微裂隙的闭合、摩擦滑移、晶界扩展等现象对岩体材料有效模量
的影响 (Nemat-Nasser & Hori 1993). Bazant 等提出的分布断裂力学理论充分考虑了微裂
隙群的演化特征及其对宏观力学行为的影响 (Bazant 1986).
3.9.4 微平面模型本构理论

微平面模型本构理论的思想由 Taylor 在处理晶体塑性时提出, 经过 Batdorf 和 Budiansky、Zienkiewicz 和 Pande 和 Bazant 等的发展和改进被广泛应用于岩土材料 (Bazant
& Planas 1997). 微平面模型从微观结构入手研究岩体的微平面非弹性变形行为、强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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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微平面模型示意图. 微平面应变向量及其分量, (b) 离散微平面系统, (c) 微平面应变分量

性、微结构 (微裂隙等) 特征及其演化机理, 通过建立微平面上的微观力学本构关系, 从而
推导出合理的宏观本构模型来描述岩体的弹塑性变形行为、损伤演化及各向异性等力学
行为 (Bazant & Oh 1985; Bazant & Prat 1987, 1988).
微平面模型的示意图和流程图如 图 3.22 和 图 3.23 所示, 微平面的方向由单位法
向量 n 来定义 (图 3.22(a)), 通过几何关系将微元体上的宏观应变张量 Eij 投影到相应
微平面上, 然后在各微平面上建立微观应变和微观应力的关系, 通过虚功原理建立这些微
P
观应力分量和宏观应力张量之间的关系, 从而得到宏观应力张量 ij . 在建立微平面非线
性应力应变关系时, 微平面模型引入了应力应变边界的概念. 基于一些合理的假设, 微平
面模型经过几代的发展 (从模型 M0 到 M7) 建立了一套针对于具有复杂微观结构的混凝
土材料的本构模型, 来描述、模拟和预测材料的非线性、破坏和各向异性等力学行为, 并
成功应用到岩土材料, 例如黏土岩及其各向异性特征等 (Bazant & Prat 1987).
3.10 本节小结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页岩油气开采技术研究的热潮, 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
是页岩的力学行为表征研究. 总体来看, 页岩的力学行为主要受层理、矿物组分、有机质
含量、含水饱和度、天然裂隙、围压、温度等因素的影响. 页岩组分种类多样, 含量变化大,
且其天然缝隙等微观结构的形态具有很大随机性, 因此不同地区页岩的力学性能差异很
大. 通过回顾以往研究成果, 有以下基本结论:
(1) 不同地区页岩的裂缝宽度和长度分布差别很大, 人们难以建立一个通用模型去描

述不同地区页岩裂缝的形态分布, 但天然裂缝分布方向的规律比较明显, 因此需对更多地
区页岩储层的裂缝分布形态进行统计和总结, 其中裂缝分布方向应为重点.
(2) 从矿物组成和弹性模量两方面评价页岩储层的脆性在矿场实践中都有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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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微平面模型流程图
脆性是一个综合评价指标, 受自身非均质性和外在测试环境共同影响, 但脆性概念底层的
科学问题及其与断裂韧性等断裂参数的关系仍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3) 页岩具有显著的各向异性特征, 可视为横观各向同性复合材料, 其杨氏模量、泊

松比、断裂强度等在不同方向上差异较大, 且与组分、围压、温度等因素有关. 通过实验
分析各个因素对页岩某个力学性能参数的影响是困难的, 可通过数值方法对各因素的影
响进行单独分析, 然后根据各结果来组合构建页岩的本构模型.
(4) 页岩中弱面的强度和断裂韧性对水力裂缝的扩展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另外页岩宏

观弹性性质的各向异性、页岩基质的强度和断裂韧性、裂缝面的摩擦力、水力裂缝入射角
等都将影响水力裂缝的扩展行为.
(5) 岩体材料在微观结构上的不均匀性、不连续性和各向异性等特征使得岩体的力学

行为非常复杂, 单一的本构理论很难全面的反映岩体材料的力学行为.
(6) 温度影响是另一个值得深入的方向. 尽管研究者在模拟中将水力压裂过程中温度

因素忽略, 但是在高温油气藏或者干热岩是应该考虑的 (彪仿骏等 2011).
尽管岩体脆性破坏理论在工程应用中能有效地解释和预测岩体破坏等现象, 但忽略
了材料内部特征及其物理机理. 目前的微观损伤力学理论、分布式断裂力学理论能充分
考虑微观结构对宏观力学行为的影响; 而微平面模型通过结合材料微观特征建立最优化
的微观本构模型, 可有效描述岩体材料非线性、破坏、各向异性和时效变形等力学行为.
如何进一步完善从岩体材料微观特性、变形物理机理出发的宏观本构理论, 使其能准确、
真实地反映岩体在不同载荷历程和不同观察窗口下的力学行为, 为水力压裂设计方案提
供充分的理论依据, 可能是页岩本构模型发展的方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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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引言

页岩气藏为自生自储的非常规气藏, 具有独特的储层特征, 基质孔隙度低、发育多类
型微纳米级孔隙; 页岩基质渗透率极低, 主要靠扩散和裂缝渗流形成有效导流能力 (杨峰
等 2013, Gensterblum et al. 2015). 因此需要针对页岩储层特征和渗流特征进行一些特殊
的实验和理论研究, 目前室内实验能够得到孔隙大小分布、渗透率以及扩散系数等特征
系数, 但是对页岩纳微米级孔隙的研究深入程度以及气体在页岩中的流动能力研究较少,
本文在大量调研国内外页岩实验方法和测试技术的基础上, 总结了页岩储层评价技术、
开发模拟实验技术和含气量计算方法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结合中国科学院渗流研究所非
常规实验室的研究成果, 探讨了页岩的孔隙结构特征、气体赋存与扩散机理、储层吸水特
征、耦合流动规律和含气量计算方法. 研究结果表明, 页岩储层渗透率和孔隙度极低, 大
量发育纳米级有机质孔, 以介孔 (2 ∼ 50 nm) 和微孔 (< 2 nm) 为主, 为吸附气赋存的主要
空间; 目前常规测试的低压吸附等温实验难以完全表征储层条件下的页岩气等温吸附过
程, 需要针对性研究高压等温吸附实验和模型. 针对性设计的页岩流动与开发模拟实验
有效揭示了页岩传质输运和衰竭开发规律, 建立的流态辨识图版、基质压力传播规律图版
和解吸区域分析方法, 为明确压力传播规律及建立数学模型奠定基础. 建立的 3 种计算
页岩含气量方法能够充分利用孔径分布、等温吸附曲线及测井数据等基础资料表征含气
特征, 还原页岩气的原始赋存状态, 从而更为准确的计算含气量. 论文对于全面认识页岩
气储层特征、开发机理、开发动态及储量评价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实践意义, 是页岩气有效
开发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
4.2 页岩储层评价技术

页岩的孔隙结构特征是影响气体在页岩中流动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 孔隙结构研究
与页岩气的赋存状态以及资源量的评价密切相关 (张琴等 2015). 由于页岩孔隙结构复杂,
孔隙非常微小, 常规的孔隙结构研究方法不再适用, 超高压压汞、BET 比表面法、核磁共
振法、超高倍电子显微镜、氩离子抛光电子显微镜、CT 扫描等方法被运用到页岩孔隙结
构研究 (Wang et al. 2009). 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通过这些手段对页岩气藏的孔隙结构进
行了研究, 发现页岩中各种不同的孔隙主要分布在 0.38 ∼ 150 nm 之间 (Josh et al. 2012).
4.2.1 微观结构测试技术

页岩的矿物组成和孔隙结构复杂, 在研究页岩的微孔结构时, 用常规扫描电子显微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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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孔隙、裂缝、有机质等结构时, 往往会出现相同的图像效果, 不能反映页岩的微观结
构. 目前使用的射线探测法包括光学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透射电子显微镜、小角度
X 射线和中子散射 (Josh et al. 2012). 光学显微镜仅仅能够观察到非常规储层的最大孔

隙, 对于了解埋藏条件和孔隙度类型 (如粒间空隙、粒内孔隙、裂隙) 效果不大 (Perdomo
et al. 2010). 样品表面经氩离子抛光处理后, 场发射扫描电镜照片能较好地观察样品的形

貌、孔隙率、有机质等矿物晶体, 甚至填充形貌. 一些研究人员运用 3D 技术建立孔隙体
积的立体结构 (Sondergeld et al. 2010), 但是这些孔隙体积都是微米级的, 在工程实际中
很难增大. 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 (STEM) 最近也用于泥页岩的研究, 能够观察到更小的孔
隙结构, 但是随着样品体积的增大, 这种方法不再适用 (Passey et al. 2010).
聚焦离子束扫描电镜 (FIB-SEM) 用聚焦离子束代替扫描电镜及透射电镜中所用的
质量很小的电子对样品进行连续切割, 同时在电子束下成像, 不仅具有较高的分辨率, 还
避免了制样过程中产生的人造孔隙, 能够真实地还原页岩中孔隙的三维结构特征, 提供了
一种研究页岩纳米级孔隙结构的新方法 (Curtis et al. 2010, Holzer et al. 2004). 成像扫
描技术 (CT) 也是一种很好的无损检测方法, 通过 X 射线获得样品的密度, 同时对基质
和孔隙流体进行成像, 根据成像材料的密度在三维空间中可以清楚地分辨出页岩孔隙空
间的连通性、流体分布. 而高分辨率的 Micro-CT 技术则可以观察更小的岩样并且可以得
到更高分辨率的成像 (Elgmati et al. 2011, Grochau et al. 2010). Josh 等 (2012) 使用
Micro-CT 扫描和 FIB-SEM 方法对页岩进行了三维重构 (图 4.1), 图 4.1(a) 可以清晰地

看出岩样裂缝的几何形状, 即使在很小的体积就可以很清楚的辨别出有几个较窄且细长
的裂纹, 这些裂纹几乎是相互平行的. 页岩内部三维结构是通过许多单个的图像堆砌而
成的 (图 4.1(b)), 其中蓝色的表面代表低长宽比的裂纹, 红色的部分是黄铁矿颗粒. 在三
维空间中对裂隙几何形态和分布的构建对解释储层的各向异性和预测页岩的力学性质及
压裂情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室采用聚焦离子束扫描电镜 (FIB-SEM) 对四川盆地龙马溪组的页岩样品进行
了大量的分析, 部分扫描结果如 图 4.2. 图中可以清晰看出页岩岩心的孔隙结构特征, 页
岩内部普遍发育有机质孔隙、粒间孔、粒内孔等孔隙, 有机质中发育大量孔隙, 因此比较
集中; 有机质孔隙大小往往与有机质成熟度相关, 成熟度较低的有机质的孔径较大, 而成
熟度较高的有机质的孔径较小 (Kuila et al. 2011). 有机质孔发育程度差异性较大, 有机质
孔与非有机质孔隙的相对比例也存在较大差异. 基质储集空间主要为有机质孔隙、无机粒
内孔隙 (黄铁矿、黏土)、粒间孔隙及微裂缝. 孔隙尺度分布广泛, 主要分布在 0.5 ∼ 500 nm
之间; 通过扫描图片不难发现页岩中存在很多微孔 (孔隙直径小于 2 nm), 这正是页岩具
有吸附特性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4.2.2 孔径分布测试技术

页岩储层的孔隙尺寸分布从纳米到微米尺度, 常规的单一孔隙结构研究方法难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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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页岩样品及三维重构图片. (a) Micro-CT 扫描的页岩样品图, (b) 样品中的黄铁矿 (红色)
以及孔隙空间 (蓝色) 分布, (c) FIB/SEM 三维重构图, (d) 由图 (c) 得到的孔隙分布图
(Josh et al. 2012)

取页岩的全尺度孔隙尺度分布, 目前常采用超高压压汞法、气体吸附法、NMR 弛豫谱方
法和小角度中子探测方法来获取页岩的孔径分布 (蒲泊伶等 2010). 高压压汞的压力可以
达到 418 MPa, 最高压力下对应的孔隙半径大约为 4 nm (谢晓永等 2006), 低温吸附法测
定固体比表面和孔径分布是依据气体在固体表面的吸附规律, 氮气等温吸 (脱) 附线按照
毛细凝聚理论, 利用 BJH 法可测定的孔径范围是 2 ∼ 50 nm. 而对于孔隙小于 2 nm 的微
孔隙, 比表面法采用 CO2 气体在 0◦ C (冰水浴) 等温吸附法测定, 这是因为 CO2 气体可
以进入 0.35 nm 的孔隙, 进而通过 D-R 理论模型可以计算微孔分布 (杨峰等 2013).
NMR 弛豫谱方法是一种非直接、宏观测量孔隙大小分布的方法 (李军等 2016), Sondergeld 等 (2010) 测量了 Barnett 页岩的 NMR 弛豫谱图, 通过 T2 弛豫时间, 算的孔隙

半径在 5 ∼ 150 nm 的范围. NMR 方法的 T2 谱分布能够将自由水 (FFI) 和束缚水 (BVI)
的体积分开, 还可以用来测量页岩中的可动流体饱和度. 小角度中子探测 (SANS) 和超小
角度中子探测 (USANS) 已经用于测定煤层气储层样品的基质孔隙大小分布 (夏庆中等
2005). 这种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可在高温和高压条件 (模拟地层条件) 下开展实验, 能够

观察到孔隙度作为压力的函数随压力变化的过程, 确定孔隙连通和闭合的临界条件 (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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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龙马溪组页岩样品 FIB-SEM 扫描电镜图片

et al. 2009).

高压压汞法、液氮吸附法以及低温 CO2 吸附法是目前最常用的测试方法, 其所测量
的范围不同, 因此在页岩孔隙大小分布测量中, 将这 3 种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可以得到完整
的孔隙分布. 采用 Poremaster 高压压汞仪器研究龙马溪组页岩样品的微观孔隙结构分析
(图 4.3(a)), 可以看出孔径分布差异较明显, 孔径分布呈双峰形态, 最大峰值出现在 6 nm

左右, 第二峰值出现在 700 ∼ 1 000 nm 左右. 采用 Autosorb-6B 液氮吸附仪测试同一组
页岩样品, 测量结果 (图 4.3(b)) 发现直径为 10 nm 及以下的孔隙的总体积占总孔隙体
积的 30% ∼ 50%, 而且平均孔隙半径越小, 10 nm 及以下的孔隙所占的孔隙体积越大, 说
明小孔及微孔对孔隙体积贡献较大. 采用 CO2 吸附法测试的更小范围的孔隙半径如 图
4.3(c), 由于二氧化碳分子的平均动能比液氮分子的平均动能大, 可以进入孔径小于 2 nm

的孔隙, 测量的孔隙尺寸也更精确.
根据各种方法的最佳测量范围, 大于 50 nm 孔径选择高压压汞的测量结果, 液氮吸
附的适用范围为 2 ∼ 50 nm, 低于 2 nm 选择 CO2 吸附的测试结果, 将不同尺度范围的测
试结果通过有效拼接的方式可获取页岩全尺度孔径分布曲线 (图 4.4), 从所获取的全尺
度孔径分布曲线可以看出, 该方法充分利用了不同仪器的最佳测试范围, 获取了从纳米到
微米级的孔径分布特征. 可以看出, 该样品的微孔和介孔占有比例孔隙的最高, 其中介孔
(2 ∼ 50 nm) 所占比例高达 60% 以上, 微孔的比例约为 30%, 宏孔最少.
4.2.3 物性测试技术

页岩孔隙度是游离气储集空间及含气量最主要的控制因素, 由于页岩具有一定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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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龙马溪组页岩样品孔径分布测试曲线. (a) 高压压汞, (b) 氮气吸附, (c) CO2 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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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龙马溪组页岩样品孔径分布曲线

微孔和大量中孔, 故常规的充气式测定方法难以测到全部孔隙空间, 因此需要更高充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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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孔隙度测试方法及结果对比. (a) 不同测试方法对比, (b) 龙马溪组页岩样品测试结果

力的氦孔隙度仪, 或者在原有测试压力条件下延长测试时间 (Ross et al. 2009). 采用气体
膨胀方法测量页岩孔隙度时, 由于页岩的渗透率极低, 气体流动缓慢, 需要准确测量孔隙
度所需要的时间长, 为此 Soeder 等 (1988) 提出利用气体膨胀法测量压碎后的页岩样品孔
隙度的方法, 该方法的问题在于页岩被压碎后使得原本不连通的死孔隙变得连通, 因此压
碎后测量得到的孔隙度属于绝对孔隙度, 而用岩心柱测量得到的孔隙度为有效孔隙度, 柱
体内部颗粒完整, 气体不能充入岩样内的死孔隙. 采用不同方法测量的孔隙度值对比结果
如 图 4.5(a), 可以看出, 采用柱体测得的孔隙度介于吸附法和密度法中间, 采用低温氮气
吸附法测定的孔体积和颗粒密度计算的孔隙度值不确定性较大, 颗粒密度法由于对样品
的微孔和大孔体积的测定存在偏差, 偏差大小与样品中发育的孔隙情况和样品粉碎程度
有关. 吸附法同样测试的是粉碎样品, 测试原始孔隙度的结果略高. 本研究室通过大量实
验, 建立了通过合理延长测试时间获取有效孔隙度的方法, 使用氦气膨胀法测量了龙马溪
组页岩岩心柱的孔隙度 (图 4.5(b)), 实验结果表明该地区样品的孔隙度较小, 基本上在
2% ∼ 4% 的范围.

页岩的渗透率极低, 目前测试渗透率的方法一般为稳态法和非稳态法, 采用稳态法测
试渗透率时, 由于页岩流体流动速率很小, 通过岩样的微小流量难以直接测量, 而且达到
稳态流动需要时间很长, 测试难度大 (Wang et al. 2009). Rushing 等 (2004) 研究表明采用
非稳态法测量的气测渗透率值 (考虑滑移修正) 要高于稳态法测量的渗透率值. Freeman
和 Bush (1983) 的研究表明稳态法和非稳态法测量的渗透率值误差小于 5%, 渗透率越低,
这种差异越明显.
压力剖面衰减法、脉冲衰减法、压力衰减 – 破碎法和孔隙压力震荡法 (流动) 是实验
室常用的非稳态测量岩石渗透率的方法. Brace 等 (1968) 提出利用岩心柱脉冲衰减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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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页岩渗透率测试方法及结果对比. (a) 不同岩心渗透率测试结果, (b) 不同渗透率测试结
果对比

率测试法测量页岩渗透率, 缺点是如果页岩样品存在天然裂缝或者人工诱导裂缝, 测试渗
透率为样品基质和裂缝渗透率的合成, 难以区分基质和裂缝的性质. 岩屑脉冲衰减法通
过测量岩心切片或钻井岩屑在原始含水饱和度条件下的渗透率可以准确获得页岩基质渗
透率, 但是这种方法的弊端在于该方法只能在没有围压的条件下进行测试, 不能反映地层
条件下基质渗透率情况, 其次页岩中本来发育的天然裂缝的渗透率也无法获得 (Loucks et
al. 2012). Ghanizadeh 等 (2014) 研究 Duvernay 地层的岩样发现, 干燥岩样剖面衰减法测

量的渗透率高于脉冲衰减法渗透率和破碎法测量渗透率. 脉冲渗透率可能高于或者等于
破碎渗透率, 这取决于脉冲法的岩性和有效应力状态, 脉冲渗透率更多测量的是流动方向
上的渗透率, 而破碎渗透率则是测量多个方向上的渗透率 (Clarkson et al. 2012, 卓仁燕
等 2016). 采用 PoroPerm-200 型孔渗仪和流动法测得岩心柱脉冲渗透率如 图 4.6. 可以
看出, 该地区的渗透率大部分在 0.001 ∼ 0.1 mD 的渗透率范围, 脉冲渗透率稍高于克氏渗
透率, 二者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图 4.6(b)), 由于氦气脉冲渗透率测试速度较快, 经过脉冲
渗透率测试后可利用其与克式渗透率之间的关系得出相应的克氏 (绝对) 渗透率.
4.2.4 吸附气测量技术

据统计, 吸附态页岩气含量占页岩气总含量的 20% ∼ 85%, 美国沃思堡盆地 Barnett
页岩气吸附量在 38% ∼ 72% (Curtis et al. 2011), 当油藏压力很高时, 吸附气对气体的采
收率影响不大 (Jarvie et al. 2007), 然而在油田生产的后期, 吸附气的解吸对产量和储量
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测量吸附气的等温吸附曲线可分为静态法和动态法两种. 静态法测
试精度较高, 包括经典的容积法 (volumetric method) 和重量法 (gravimetric method)(Zuo
et al. 2014), 其实验方法和实验设备已经非常成熟, 目前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这两种方法.

a 2.5

b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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䖛࠽䰘䞣/(m3.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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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低压和高压下的等温吸附曲线. (a) 低压测试结果, (b) 高压测试结果
近年来开发的电磁法 (electro-magneticmethod) 和振荡法 (oscillometric method) 虽然测试
精度较高, 但由于价格昂贵, 尚未得到普遍的应用 (Keller et al. 2011). 动态法中包括穿透
法和色谱法, 穿透法是在进口浓度保持一定的条件下, 同时测量出口气体浓度来计算吸附
量, 色谱法是通过注入一个脉冲气体量, 测量其保留时间. 动态法获得数据较快, 但其测
试精度没有静态法好, 实验过程中影响因素较多, 对仪器的依赖性较强 (Zuo et al. 2015).
目前页岩气的吸附规律通常沿用煤层气的测试方法和理论, 等温吸附曲线的测试温
度、压力偏低 (15 MPa), 远远低于目前开发储层的温度和压力 (长宁 – 威远: 30 ∼ 60 MPa),
不能真实反映储层气体的吸附和解吸规律. 为获取储层的吸附气量, 通常的做法是采用
低压的测试结果, 然后利用 Langmuir 模型获得高压等温吸附曲线, 近几年的研究表明
(Gasparik et al. 2015, Alexej et al. 2016), 高压下页岩的等温吸附曲线与低压规律具有不

同的趋势, 采用常规的 Langmuir 模型也无法描述高压下的等温吸附曲线, 如 图 4.7(b).
为研究储层压力的等温吸附规律, 采用美国 CORELAB 公司的 GAI-100 高压气体等
温吸附仪 (图 4.8(a)) 最大工作压力为 69 MPa, 其压力传感器精度达到最大量程的 0.05%,
恒温油浴最高可达 177◦ C, 控制精度为 0.1◦ ; 整个仪器有 3 个独立的测试单元, 可以单独
或同时进行测试.
威远地区测试最大过剩吸附量为 1 ∼ 2 m3 /t, 样品的吸附量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虽然
取样样品都来自于龙马溪组, 但是样品的 TOC、黏土矿物、温度等因素都会对吸附气量
产生影响. 从页岩等温吸附曲线可以看出, 随着压力的增大, 吸附量曲线先上升后下降, 等
温吸附曲线具有超临界高压等温吸附曲线的典型特征, 这与低压下页岩等温吸附曲线单
调递增的形态不同, 说明实验室直接测得的吸附量是过剩吸附量而不是绝对吸附量 (真实
吸附量), Gibbs 所定义的过剩吸附量为
nexc = nabs − Va ρg = Va (ρa − ρg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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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GAI-100 吸附仪实物图和高压等温吸附测试曲线. (a) 实物图, (b) 等温吸附测试曲线

式中, nexc 为过剩吸附量, nabs 为绝对吸附量, Va 为吸附相的体积, ρa 与 ρg 分别为吸附
相与体相气体的密度. 超临界条件下的吸附量不再随着压力的增大单调递增, 当游离相密
度和吸附相密度的增大速率相同时, 会出现一个最大值, 之后随着压力继续升高, 吸附量
反而下降, 这是由于吸附相密度与体相密度之差导致的. 事实上页岩的绝对吸附量会随着
压力的增加而增加直到饱和, 即绝对等温吸附曲线是压力的单调递增函数, 所以即使实验
的温度、压力达到储层条件直接测出的吸附量也无法作为储层条件下页岩的真实吸附量.
选取吸附曲线的最大值所对应的压力为页岩的临界解吸压力, 因为当系统压力大于这个
压力值时过剩吸附量随压力增加而降低. 当系统压力小于这个压力时页岩会发生大量的
解吸, 所以当页岩气藏压力高于临界解吸压力时, 页岩气井基本不会产出吸附气.
目前普遍利用亚临界吸附模型及其改进形式来描述页岩超临界等温吸附数据, 但这
些模型与页岩超临界吸附背景相悖, 缺乏明确的物理意义, 如采用常规的 Langmuir 理论
来拟合往往出现偏差, Rexer 等 (2013) 用修正的 DR 方程和 Langmuir 方程模拟了超临界
吸附. Clarkson 等 (2013) 讨论了扩展的 Langmuir 方程及 DR 方程模拟超临界单组分吸
附, Heller 等 (2014) 研究 Langmuir 模型拟合所获取的等温吸附曲线, 侯晓伟等 (2015) 结
合 D-A 和 Langmuir-Freundlich 模型建立了一个可以描述 0 ∼ 20 MPa 下页岩超临界等温
吸附曲线的模型. Chareonsuppanimit 等 (2012) 用简化局部函数理论对页岩的吸附等温
曲线进行了模拟, 认为该方法可以用来模拟高压条件下页岩等温吸附曲线. 不同模型在不
同程度上都可以对页岩等温吸附曲线有一定的拟合精度, 但是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4.2.5 扩散能力测试技术

气藏中平流是气体运移的主要模式, 它是由压力梯度引起的, 由于气体的压缩性, 气
体的压力梯度直接导致了气体浓度梯度, 所以扩散和平流运移两者共同存在. 在常规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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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扩散系数测量实验装置图 (Harpalani et al. 1995)

中由于浓度差异造成的扩散运移不是很重要, 但是页岩的基质渗透率低到只有数纳达西,
在如此低的渗透率下, 气体扩散对运移能力的贡献就显得尤为重要 (王瑞等 2013).
页岩气体的扩散包括 Fick 扩散、Knudsen 扩散、过渡型扩散和表面扩散 (Keller et al.
1995). 表面扩散与体相气体的黏性流动和努森扩散共存, 在页岩微孔 (< 2 nm) 和强吸附

的条件下, 气体传输以表面扩散为主 (Harpalani et al. 1996), Shi 等 (2013) 通过实验和理
论模型研究表明, 纳米孔气体传输机理主要包括体相传输和表面扩散. 表面扩散是吸附气
分子的活化过程, 在低温或者低压条件下, 表面扩散甚至更为重要, 表面扩散量是体相传
输量的 20 ∼ 30 倍. 李武广等 (2016) 认为基质岩块中不存在达西渗流, 渗透率和扩散系
数的意义一致, 因此采用压力脉冲测渗透率的方法测量扩散系数.
采用游离烃浓度法 (黄志龙等 1996) 测试页岩有效扩散系数时, 首先需要在岩心两端
的扩散室中充入不同类型的气体 (甲烷和氮气), 并保持两端的气体总压相等 (无压差). 在
浓度梯度作用下, 组分气体将逐渐从岩心一端扩散到另一端. 通过监测不同时间段两扩
散室中气体组分的浓度变化, 代入计算模型即可得到相应的有效扩散系数. Harpalani 等
(1995) 研究了煤层甲烷气体扩散系数 (图 4.9), 首先装有煤层岩心样本的容器 (SC) 中充

入高压甲烷浸入岩心, 然后氦气以同样的压力注入到样本容器中, 同时周期性将混合气体
排入固定容器 (FV) 中, 保持样本容器压力不变, 因此建立样品内外的甲烷气浓度差, 因
此得到甲烷的分压差随着时间的变化关系. 该方法的优点是岩心内外无压力差, 流动为纯
扩散, 但是无法估算氦气的存在对甲烷流动产生的影响.
时滞法要求将天然气由入口端不断注入, 让其从很薄的岩样 (厚约 2 mm) 经扩散后
进入出口端, 用氮气或空气不断地将其扩散过来的天然气带走, 使此端烃浓度保持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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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近平衡态扩散实验流程图和实验结果. (a) 流程图, (b) 实验结果

用色谱仪测定扩散的烃物质总量, 并记下相应的时间. 重复多次记录后, 可得到时间与烃
总量曲线图, 将曲线后半部 (近似直线部分) 延长, 交于时间轴上一点 to , 称为滞迟时间,
然后通过公式计算扩散系数 (Krooss et al. 1988).
为研究页岩中甲烷的扩散能力, 本研究室建立了近平衡态扩散流量实验装置 (图
4.10(a)) 采用微压差的方法降低总流量中的达西流量, 在岩心两侧分别接上充满甲烷的

中间容器, 然后在初始时刻两侧中间容器保持微小压差, 随着甲烷在流过岩心的过程中,
两侧中间容器的压差逐渐减小, 直至压差趋于零. 在近平衡条件下采用了体相相减法和
达西公式计算了总流量和达西流量, 获得的黏性流量和扩散流量结果如 图 4.10(b).
近平衡态实验结果 (图 4.10(b)) 可以看出, 随着时间的延长, 入口和出口的岩心压差
越小, 达西流量所占的比重越小, 扩散流量比重越大. 微压差条件下实验流量远大于达西
理论流量, 压差越小扩散比重越大, 可以达到 50% 以上, 因此扩散是页岩开发主要的传质
机理, 以常规测试方法获得的渗透率不足以表达储层流动能力, 储层真实流动能力被严重
低估.
4.2.6 储层吸水特征测试技术

页岩储层开发时必须依靠大规模压裂来获得可观的工业气流, 但是与致密砂岩气藏
相比, 页岩储层普遍存在压裂液返排率低的现象. 国外页岩气井生产一年后压裂液返排率
平均仅为 35% ∼ 62% (高树生等 2013), 这说明有大量的压裂液依旧残留在地层中. 残
留的压裂液去向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由于页岩压裂的压裂液中水含量一般都大
于 90%, 水的存在对于页岩气的流动以及页岩气的解吸都会有影响, 因此从机理上认识
水在页岩中的存在方式对提高压裂液返排率以及提高页岩气的产气能力提供理论依据
(Willberg et al. 1998).
Chenevert 等 (1970) 利用 Mancos 页岩、Willington 页岩及 Pierre 页岩岩心, 对泥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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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页岩吸水膨胀实验装置图和实验结果. (a) 装置图, (b) 实验结果
岩在不同水活动度溶液中的膨胀动力学过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实验证明, 泥页岩的
膨胀百分比与其所吸的水分重量百分比成正比. 页岩膨胀是水化的结果, 故可以用膨胀的
程度来说明水化程度. 先测干页岩的体积, 再测页岩与试液接触一定时间后的体积, 膨胀
率的大小表征页岩水化的强弱, 膨胀率愈大说明水化愈严重, 因此通过页岩膨胀性实验可
以定性研究页岩在不同液体中的吸水能力.
实验使用瓦氏 WZ-1 型膨胀仪 (图 4.11(a)), 由于该仪器在径向上受到刚性约束, 那
么体积的变化只呈现在轴线方向. 因此用它可以测得一定精度的轴向线膨胀量和线膨胀
百分数 (即膨胀率, 膨胀高度与原始样品高度之比). 测得 QJ 某井段岩心粉碎后的实验结
果可以看出 (图 4.11(b)), 页岩在蒸馏水中的膨胀率最高, 接近 20%; 而压裂液中页岩的
膨胀率比地层水和蒸馏水的明显低很多, 说明了压裂液在抑制页岩吸水膨胀方面有不错
的效果.
由于页岩的吸水膨胀实验是在页岩粉末压实后的样品上进行的, 因此它反映的是页
岩在不同液体中整体吸水的能力. 而在实际地层情况下, 页岩是以致密岩石的形状存在
的, 因此进行页岩储层岩心吸水能力实验是研究页岩储层吸水能力的必要条件.
因此改进的实验方法如下: 为了统一实验标准, 将页岩磨成如 图 4.12(a) 所示的大
小均匀的薄片, 薄片的厚度为 3.45 mm; 然后将小薄片烘干 (100◦ C) 48 h 后冷却, 将页岩
块悬挂在天平上, 沉入需要测试的液体中, 记录页岩吸水后质量随时间的变化.
实验过程中使用的液体分别为蒸馏水、地层水、压裂液 A 和压裂液 B. 实验结果如 图
4.12(b) 所示, 页岩在蒸馏水中的吸水能力最大, 最大单位面积吸液量为 0.015 8 cm3 /cm2 ;

在地层水中的吸水能力次之, 最大单位面积吸液量为 0.011 4 cm3 /cm2 ; 在压裂液 B 中的
吸水能力最弱, 最大单位面积吸液量为 0.009 cm3 /cm2 . 这与页岩粉末样品吸水膨胀能力
测试的结果一致, 说明所用压裂液能够有效抑制页岩的吸水. 从页岩吸水的力学机制来看,

力

68

学
b
ऩԡ䴶⿃⎆䞣/(cm3.cm-2)

a

进

第 49 卷 : 201901

展

0.018
0.016
0.014
0.012
0.010
0.008

ഄሖ∈

0.006

㪌佣∈

0.004

य़㺖⎆A

0.002
0

य़㺖⎆B

0

5

10

15

ᯊ䯈/min

20
Τ103

图 4.12
页岩吸水膨胀实验所用页岩小薄片及其在不同液体中吸水能力. (a) 页岩平薄片, (b) 吸
水能力

由氢键力、范德华力、渗透水化力以及表面水化力作用的页岩吸水很难返排, 而在本实验
中, 综合考虑了氢键力、范德华力以及表面水化力的作用影响, 实验结果可以定量反映由
于这几个因素所造成不能返排的液量.
4.3 开发模拟实验技术

页岩气藏开采中, 气体在页岩中的渗流机理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直接影响着页岩气
开采方式的制定以及页岩产气量的预测. 气体在孔隙中的渗流过程包括吸附气的解吸、
微孔表面至基质孔隙中的扩散、基质孔隙中游离气的扩散和滑脱渗流, 以及天然裂缝中的
达西渗流. 研究页岩中气体生产的物理过程对页岩气藏的评价以及产量优化是非常重要
的, 建立的物理模型可对其运移机理进行模拟, 并为建立数学模型提供有效参数 (郭为等
2015).

与常规流动相比, 页岩孔隙中的微纳米尺度流动具有其独特的方面, 首先由于纳米流
动的临界尺度与流体的分子尺度相当, 流体与固体表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流体流动影响
很大, 不能忽略, 因而连续性假设理论在微纳尺度能否适用也值得商榷. 目前页岩的流动
模型大多基于纳米孔隙的流动规律, 如 Javadpour 等 (2009) 提出了一个基于努森扩散和
滑移流动叠加来描述页岩纳米孔隙气体流动的公式, 并且给出表观渗透率的表达式, 指出
表观渗透率和达西渗透率的比值在孔隙小于 100 nm 时随着孔隙的减小迅速增加.
Swami 等 (2012) 为模拟真实的气流, 用纳米圆管建立了纳米级孔隙流动实验模型 (图
4.13), 模型中有一个被干酪根包围的纳米孔, 纳米孔中存在自由 (压缩) 气体、吸附在孔

隙壁面的气体分子及干酪根中的溶解气. 初始时整个系统在原始气藏压力下. 孔隙的左
边界是一个开放的定压边界 (井底或者裂缝), 右边界是无渗透边界. 生产时最开始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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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纳米级孔隙流动实验模型 (Swami et al. 2012)

由气的流动. 随着压力的下降, 气体分子从孔隙壁面解吸并从干酪根开始扩散, 并通过实
验建立了考虑真实气体努森扩散、滑脱效应、解吸及干酪根扩散下的微分方程.
4.3.1 流态实验

页岩微纳米级孔隙发育, 当解吸到基质孔隙中的气体流动时, 由于尺度远小于常规
的空间尺度, 流动机理也发生了变化. 通常依据努森数划分流动形态, 对于孔隙半径小于
10 nm 的页岩气流动基本上为滑脱流和过渡流 (Wu et al. 2014). 单相气体滑脱效应主要

受到压力、温度、岩石孔隙结构及气体种类等因素的影响 (姚约东等 2004). 温度越高, 平
均压力越小, 滑脱效应就越明显, 而岩心致密, 气体相对分子量小, 也会使滑脱效应显著
(Turgay et al. 1986). 高树生等 (2011) 通过实验研究提出孔隙压力较低 (小于 10 MPa) 时

存在滑脱效应, 且浅层储层中滑脱效应显著, 对气井产能的影响很大. 杨正明等 (2006) 认
为产生滑脱效应的必要条件是低孔压而非低流速. 王勇杰等 (2006) 提出随着岩心渗透率
降低, 滑脱因子增大, 滑脱现象更明显.
由于页岩渗透率低, 物理模拟实验难度非常大, 因此本研究室建立了流态测试系统
(图 4.14) 来获取流态曲线, 用来评价页岩气在真实储层条件下的流动状态. 由于实验压

差范围很大, 实验系统需要使用不同压力测量仪器来实现精准地压力控制. 较低压力条件
下 (如 1 MPa 以下), 高压气瓶通过精密气压控制调节阀与岩心夹持器相连. 实验气体经
过调压阀, 保持在所需压力范围内流向岩心. 较高压力条件下 (如 1 MPa 以上), 由 ISCO
泵提供稳定压力, 实验气体从中间容器流向岩心. 当流动稳定后, 通过排水法多次测量流
量. 由于页岩样品中有大量微纳米孔隙, 因此气体流动出现滑脱效应或过渡流、努森扩散
等流态. 计算不同进口表压下岩心的表观渗透率, 得到氮气流态曲线, 如 图 4.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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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页岩气稳态流动实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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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岩心样品氮气流态曲线. (a) 流态曲线, (b) 渗透率曲线

图 4.15(a)可以看出, 当平均压力高于 2 MPa 时, 气体流动均为滑移流, 表观渗透率
随压力降低近似线性缓慢增大, 滑移区表观渗透率总体增幅小于 1 个量级. 平均压力小于
0.5 MPa 时, 流态为过渡流, 在极小的压力变幅内, 表观渗透率迅速增大, 渗透率较低的岩

心表观渗透率可增大 1 个量级以上. 岩心渗透率越低, 滑移流过程表观渗透率也越低, 在
产生过渡流后, 低渗岩心的表观渗透率增幅更大. 这是由于过渡流存在努森扩散, 气体流
动不再符合连续介质假设, 低渗岩心的流动通道尺度较小, 努森扩散作用相应地更强. 当
使用表观渗透率反映岩心流动能力时, 由于低压条件下扩散作用的影响, 低渗岩心的流动
能力增大更明显. 由于努森数由压力和孔径共同决定, 除上述的压力界限可以判断岩心
样品的气体流态, 当压力水平相同时, 孔隙特征尺度成为划分流态的关键参数 (Wu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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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多岩心耦合流动实验流程图

2015).

平均压力倒数曲线 (图 4.15(b)) 可以看出, 渗透率随着平均压力的不同呈现三段式,
在低压段、高压段均会出现非达西渗流, 低压段滑脱效应明显. 与致密砂岩相比, 致密砂
岩的平均压力倒数与渗透率为直线关系, 符合气体滑脱流动规律, 而页岩的平均压力倒数
与渗透率出现了弯曲段, 可能为吸附/解吸作用引起的.
4.3.2 多测压点耦合传质实验

为模拟甲烷在页岩中的流动状态, 自主研发了解吸 – 扩散 – 渗流耦合流动实验装置
(图 4.16), 该装置主要包括 ISCO 泵、高压中间容器、高压甲烷体积流量计、高压氦气体

积流量计、高精度压力传感器、岩心夹持器、环压泵、计算机、恒温箱、甲烷监测防爆装
置等. 实验采用同一块页岩样品, 等距切三段, 中间布测压点, 进行流态曲线测试实验.
由于这 3 个样品的渗透率较低, 气体在岩心中的流动相对缓慢, 实验时间更久, 在时
间尺度上与开发实际更为类似, 更有利于获取长时间下的压力剖面, 有助于分析吸附解吸
对页岩气在基质中流动的影响规律, 测得不同段的渗透率值如图 4.17.
从 图 4.17(a) 可以看出, 同样物性的岩心在不同的压力水平下, 呈现出不同的渗透
率, 越靠近出口段, 压力越低, 岩心的渗透率越高, 但是其压力降落也越快, 由于压力水平
低, 分子自由程越大, 扩散越强导致. 说明平均压力不能完美表征岩心内部压力水平, 在高
压段岩心流态表明储层压力条件下, 扩散仍是传质的重要机制, 可能数倍于渗流.
选取相同时间下各测压点的压力, 作出了相应的压力剖面图 (图 4.17(b)), 从剖面图
上可明显看出同一时刻甲烷组实验的压力剖面比氦气组实验的压力剖面陡峭, 越到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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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不同段渗透率与平均压力的关系 (a) 和不同时刻的压降剖面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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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
(a) 全直径岩心实验模型, (b) 生产曲线

后期两压降漏斗相差也越大, 说明越到实验后期吸附解吸作用对压降的延缓作用越大. 在
此类实验的基础上, 可以通过建立数值模型计算页岩基质压力传播规律、基质供气能力,
形成了页岩气压力传播的部分图版.
4.3.3 全直径岩心地层模拟开发实验

为真实模拟页岩气在地层中的流动, 采用现场取心的全直径岩心, 实验岩心长度 40 cm,
直径 10 cm, 孔隙度低于 2.5%、渗透率低于 1 mD(图 4.18(a)). 在密闭取心之后在实验室
补充甲烷至储层压力, 恢复吸附气原始赋存状态至 200 d, 然后采用与现场相同的衰竭开
发模式开始放压生产, 实验持续 1100 多天, 目前仍有少量气体产出.
从产出曲线可以看出 (见 图 4.18(b)), 初期产气量大, 递减速度快, 后迅速进入稳产
期, 产量递减曲线与单井产量递减曲线相似度很高, 成典型 L 形递减, 前期产量高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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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
(a) 临界解吸压力, (b) 不同时刻的压力传播距离

游离气动用, 随后吸附气动用, 实验进入稳产期, 长达 1 000 d, 实验产气量变化曲线和实际
产气量曲线的变化规律一致, 物理模拟很好反映了页岩气初期产气量大、递减速度快、后
期稳产期长的特点 (李立 2010).
通过实验数据建立数值模型可计算耦合传质实验岩心的压力传播距离, 如 图 4.19 所
示, 可以看出, 基质的压力传播距离很慢, 根据等温吸附曲线可以确定临界解吸压力, 再结
合基质压力传播距离模型, 就可以研究发生解吸附的区域, 进而计算基质压降漏斗图版.
4.4 含气量计算方法

由于页岩生成与赋存状态的复杂性, 导致其含气量预测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准确
估算页岩储层的含气量是页岩气藏合理有效开发的基础与前提, 但是如何获取合理有效
的含气量, 选择正确的计算方法与评价参数是关键. 由于在页岩气藏中溶解气所占比例非
常小, 一般忽略溶解气对页岩含气量的贡献, 只考虑吸附气和游离气. 页岩含气量可以通
过分析实验 (取心现场解吸和实验室等温吸附实验) 和测井解释等两种方法获得. 现场解
吸法通过取心后解吸罐现场解吸的数据来反求页岩的含气量, 但岩心在放入解吸罐之前
气体会有所损失, 并且无法确认这种损失规律. 此外, 取心方式、测定方法及估算方法等
诸多因素都会影响损失气量的大小及损失规律, 因此该方法的工作量较大、成本较高而且
得出的含气量与真实含气量存在较大差异 (刘洪林等 2010). 等温吸附实验和测井解释计
算吸附气量目前大多数采用 Langmuir 模型计算, 无法反应储层条件下的真实吸附气量,
目前实验室获取页岩含气量的方法有很多, 如董谦等 (2012) 提出的直接法和间接法、左
罗等 (2015) 提出的利用绝对吸附量计算含气量的可行方法、李武广等 (2015) 提出的考虑
地层温压的吸附气含量计算新模型, 还有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储层条件下页岩
含气量获取的新方法, 其实每种方法都存在各自的优缺点. 下面结合本研究室的研究工
作提出了 3 种计算含气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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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
页岩孔隙中游离相与吸附相分布示意图
4.4.1 等温吸附法

页岩气的储量来自于游离气与吸附气两部分, 且二者都随孔隙压力增大而增大. 由于
页岩孔隙表面的吸附气体积测试的不确定性, 因此很难准确获取特定地层压力下的吸附
相体积, 当然也就难以确定游离相体积, 因此直接用游离相体积气量加上吸附相体积气量
来获得页岩气储量就变得不再可行. 根据页岩孔隙中游离相与吸附相模型 (图 4.20), 页
岩含气量的计算方法为
n = (ρa Va + ρf Vf )

RTsc Zsc
Mr mc psc

(4.2)

式中, n 为页岩含气量, m3 /t; ρa 为吸附相平均密度, g/mL; ρf 为游离相密度, g/ml; Va 为
吸附相体积, mL; Vf 为游离相体积, mL; R 为通用气体常数, R = 8.314 J/(mol · K); Tsc 为
标准状况下温度, K; Zsc 为标况下甲烷压缩因子; Mr 为页岩质量, t; mc 为甲烷分子质量,
g/mol; psc 为标准状况下压力, Pa.

因为在实验中获取的吸附量是 Gibbs 过剩吸附量, 可知过剩吸附量计算式为
Z
[ρ (r) − ρf ]dr
0.022 4 (ρa − ρf ) Va
Va
nex =
=
Mr
mc Mr

(4.3)

式中 nex 为过剩吸附量, m3 /t; ρ(r) 为页岩孔隙中甲烷密度分布, g/mL; r 为坐标, m, 则
含气量可以通过过剩吸附量获得
n = [nex Mr + ρf (Va + Vf )]

RTsc Zsc
Mr mc psc

(4.4)

从上式可看出, 绝对吸附量的获取通常需要知道吸附相体积, 由于其不确定性, 实验
中很难准确测试吸附相体积. 而本文运用的高温高压等温吸附仪可以方便、准确测试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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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甲烷分子在孔道中的密度分布 (a) 及计算的等温吸附曲线 (b)

层压力温度下页岩的过剩吸附量, 再运用室内实验技术可以准确测到页岩样品不含吸附
气时的孔隙度 (Va + Vf ), 此时孔隙度内的游离气加上测试的过剩吸附气即可得到页岩样
品的准确含气量.
4.4.2 微观孔隙结构法

该方法采用孔径测试方法, 利用高压压汞、氮气吸附和 CO2 吸附获得页岩的全尺度
孔径分布, 然后结合分子动力学模拟, 根据简化局部函数理论, 假设页岩中的孔隙为狭缝
型孔隙, 根据模型可以计算出不同温度下特定大小孔隙中壁面分子对其中甲烷分子的作
用势能在孔道中的分布, 进而得到甲烷在孔径中的密度分布, 如 图 4.21(a) 所示. 可以看
出, 壁面甲烷的密度远高于体相密度, 随着压力升高, 吸附的厚度增大, 从而使得吸附体积
增大. 通过气体在孔径中的密度分布可以计算得到等温吸附曲线 (图 4.21(b)), 从而计算
得到该孔径对应的含气量.
根据黔江 1 井的全尺度孔径分布特征和分子动力学模拟计算不同孔隙中的含气量
(图 4.22), 通过耦合叠加可以获得页岩样品的总含气量.
4.4.3 测井资料法

目前测井含气量的计算方法通过获得页岩孔隙度、渗透率、含气饱和度和矿物组成,
利用含气饱和度和孔隙度计算游离气量, 利用等温吸附模型来计算吸附气量, 经过修正相
加后得到地层总含气量 (郑伟等 2013). 但是目前各方法还是采用 Langmuir 模型来模拟
和预测吸附等温线, 与前文提到一样, 采用 Langmuir 等温吸附模型, 在高压和地层条件
下 Langmuir 拟合的精度并不准确, 因此这些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左罗等 2015).
本文提供一种利用高压吸附等温模型结合测井资料的含气量计算方法, 首先根据测
井曲线获取的全岩及黏土组成及含量与孔隙度, 再结合 SLD 模型预测高压吸附等温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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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不同深度含气量计算算例

获取井剖面的含气量, 进而获取页岩气开发区块内各井剖面的含气量, 结果如 图 4.23 所
示. 该方法优点在于利用分子动力学的高压等温吸附模型拟合, 能够获取地层条件下的较
为准确的吸附气量.
现场含气量测试时取心方式、测定方法及估算方法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损失气量的
大小及损失规律, 而且工作量大、成本较高; 该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使用常规方法获取的
孔隙度、TOC 含量、矿物组分等参数来计算含气量, 而且基本能还原页岩气的原始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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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以此得出的含气量更为准确; 其结果还可以与页岩等温曲线预测方法、测井曲线结
合快速计算页岩气井剖面上的含气量分布, 在时间及财力消耗方面远低于现场测试.
4.5 本节小结
(1) 采用超高压压汞、气体吸附法、核磁共振法、聚焦离子束扫描电镜、CT 扫描等方

法研究页岩孔隙结构, 能够清楚表征页岩的储层特征. 页岩储层渗透率和孔隙度极低, 大
量发育纳米级有机质孔, 以中孔 (2 ∼ 50 nm) 和微孔 (< 2 nm) 为主, 为吸附气赋存的主要
场所.
(2) 等温吸附曲线测试存在测试温度、压力偏低 (15 MPa), 高压段吸附规律依靠 Langmuir 理论拟合不准等问题, 高压下的页岩气的过剩吸附量并不是单调递增的关系, 因此

需要针对高压、超临界条件下的页岩气吸附等温展开实验和模型研究. 近平衡态扩散实验
表明扩散是页岩开发主要的传质机理, 以常规测试方法获得的渗透率不足以表达储层流
动能力, 储层真实流动能力被低估.
(3) 开发模拟实验从宏观上得到了页岩气的流动规律, 通过实验数据建立宏观的流态

图版、基质压力传播规律图版和解吸区域分析方法, 可以实现页岩岩心生产过程的全真模
拟, 进而反演到单井的流动规律和产量分析, 为页岩气藏的研究提供关键参数.
(4) 等温吸附法、孔隙结构法和测井资料法来计算页岩含气量的优点在于充分利用孔

径分布、等温吸附曲线及测井数据等基础资料来计算含气量, 能还原页岩气的原始赋存状
态, 以此得出的含气量更为准确, 在时间及财力消耗方面远低于现场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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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引言

页岩气藏是特低孔、特低渗且存在吸附解吸特性的非常规气藏, 其储渗空间介于纳微
米数量级之间并具有很强的多尺度性, 页岩气渗流涵盖了分子尺度、微观尺度及宏观尺度
等范围. 气体在纳米孔隙中的流动不同于在常规孔隙中的流动, 其存在微尺度效应, 因此
基于连续介质假设的达西方程不再适用. 由于页岩气藏一般处于高压环境, 气体比较稠
密,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也不再适用. 在页岩气微观运移过程中, 页岩气解吸与扩散、渗流
为一个整体过程, 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 页岩气的产出过程是在微观孔喉、微裂缝、宏观
裂缝以及水力裂缝等孔渗空间中多场耦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裂缝中的自由气在压力差
作用下流入井筒; 而后随着压力波的传播, 吸附在基质表面的吸附气在压降作用、浓度差
作用的综合作用下发生解吸, 并与原有的自由气体混合后一起运移至裂缝, 最后由裂缝流
到井筒. 开展页岩气微观渗流机理研究, 有助于揭示页岩气藏中流体运移机制, 为后期开
展产能评价与预测奠定理论基础.
5.2 页岩气微观流动机制
5.2.1 微观尺度渗流机理研究
5.2.1.1 流动的分区

为了科学区分稀薄气体动力学和经典气体动力学各自研究的区域, 定义了一个努森
数 (Kn) 的无量纲参数来加以区分, 努森数的定义为
Kn =

λ
d

(5.1)

其中, λ 表示气体分子平均自由程, m. 对于气体来说平均分子自由程表示的是分子两次
碰撞之间通过的平均距离; d 表示流场的特征长度, m.
根据气体流动和换热机理的不同, 可将流动与传热划分为几个区域 (如 图 5.1), 在不
同区域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按照 Kn 的大小, 可将气体的流动区域划分如下:
(1) Kn < 0.001, 为连续介质区. 此时气体分子之间的碰撞概率远比气体分子与物体

之间的碰撞概率高得多, N-S 方程和傅里叶导热定律适用, 并且在气体与固体的交界处不
存在速度滑移和温度跳跃. 通常的传热学和流体力学研究的正是这种情形.
(2) 0.001 < Kn < 0.1, 为滑移区. 此时气体分子之间的碰撞频率仍然比气体分子与

物体表面之间的碰撞概率高很多, 但是稀薄气体效应已不能忽略. 通常采用以下方法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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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流动区域划分图

该区域的流动与传热问题: 在广大的气体区域仍采用 N-S 方程和傅里叶导热定律, 而边
界条件需考虑气体与固体交界处的速度滑移和温度跳跃.
(3) 0.1 < Kn < 10, 为过渡区. 此时气体分子之间的碰撞概率与气体分子同物体表面

之间的碰撞概率大致相当, 都不能认为小到可以忽略, 从而不能应用以气体分子之间的碰
撞占支配地位为前提的连续介质的处理方法, 也不能沿用以气体分子之间碰撞可以忽略
为前提的自由分子流区的处理方法.
(4) Kn > 10, 为自由分子区. 此时气体分子之间的碰撞概率比气体分子与物体表面

之间的碰撞概率小的多, 可以忽略不计, 问题的处理较过渡区大为简化, 该区域内流动与
传热问题的求解需依靠动理论方法.
5.2.1.2 微观流动过程

页岩基质中含有大量有机质, 而且页岩孔隙大多以纳米孔存在于有机质中 (Javadpour 2009). 国际理论与应用化学联合会按纳米孔尺度, 将纳米孔分为微孔 (孔隙直径
< 2 nm)、介孔 (2 ∼ 50 nm) 和宏孔 (> 50 nm). 在页岩气开发降压过程中, 吸附气部分解

吸, 有效水动力传输通道增大, 同时气体分子平均自由程增加, 气体在孔隙壁面滑脱更加
明显, 页岩体相气体传输能力大幅度提高. 吸附气除了解吸附, 在浓度梯度作用下还发生
表面扩散, 其对纳米孔气体传输也起着重要作用. 与气体分子之间碰撞相比, 气体分子和
纳米孔隙壁面碰撞不可忽略, 当努森数较大时, 努森扩散是纳米孔气体的主要传输机理.
页岩纳米孔气体传输机制依次如 图 5.2(a) ∼ 图 5.2(d) 所示.
(1) 连续流动

当页岩纳米孔为宏孔, 或气相压力大, 气体平均分子自由程小, 努森数 Kn < 10−3
时, 气体分子间碰撞占主导地位, 气体流动满足连续性条件, 为连续流动, 可用 H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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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页岩纳米孔气体传输机制 (Wu et al. 2016)

Poiseuille 方程表达如下
JV = −ζmb

r2 p dp
8µg RT dl

(5.2)

其中, JV 为气体连续流流量, mol/(m2 · s); r 为孔隙半径, m; µg 为气体黏度, Pa · s; R 为
气体常数, J/(mol · K); T 为地层温度, K; p 为地层压力, Pa; l 为气体传输方向的距离, m;
ζmb 为气体在多孔介质中流动时的修正系数.

当气体为连续流动时, 纳米孔隙结构特征对气体传输能力具有显著影响, 气体传输能
力与孔隙半径平方成正比, 随孔隙度增大而增大, 随迂曲度增大而降低; 气体传输能力还
与压力成正比, 当压力降低, 气体连续流动逐渐过渡到努森扩散, 气体连续流量很低; 由
于气体黏度是温度 T 0.5 的函数, 因此气体传输能力与温度 T 1.5 成反比, 说明其对温度很
敏感.
(2) 滑脱流动

当努森数 10−3 < Kn < 10−1 , 气体分子间碰撞和气体与微裂缝壁面的碰撞均不可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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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气体分子在壁面发生滑脱, 通过修正滑脱边界条件, 则气体滑脱流动可表达为
¶
µ
r2 p
dp
4Kn
JVS = −ζmb
(1 + αKn) 1 +
8ηRT µg
1 − bKn dl

81

(5.3)

其中, JVS 为气体滑脱流动流量, mol/(m2 · s); b 为气体滑脱常数, 无因次. 边界为一阶滑
脱条件则 b = 0; 边界为二阶滑脱条件, 则 b = −1; Kn 为努森数, 是气体平均分子自由程
与孔隙半径之比, 无因次. α 为稀薄效应系数, 无因次.
随着努森数的增大, 滑脱效应更加明显, 气体传输量持续增大; 但即使努森数很大,
式 (5.3) 也无法退化成努森扩散方程, 无法描述气体的努森扩散过程.
(3) 努森扩散

当页岩纳米孔为介 – 微孔、或气相压力小、气体平均分子自由程大以致努森数 Kn À
1 时, 气体分子运动过程中, 与孔隙壁面碰撞占主导地位, 为努森扩散, 可用努森方程表达
2
JK = − ζmb r
3

µ

8
πRT M

¶0.5

dp
dl

(5.4)

其中, JK 为气体努森扩散量, mol/(m2 · s); M 为气体摩尔质量, kg/mol.
努森扩散量随着气体分子量减小而增大, 即同样的压力梯度下, 分子量越小的气体传
输速度更快. 与连续流动和滑脱流动相比, 努森扩散能力与气体压力和黏度无关, 与温度
T 0.5 成反比, 因此其对温度相对不敏感.
5.2.1.3 微纳尺度流动特点

微纳尺度中的流动由于空间的细化而有其独特的性质, 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 稀
薄气体效应和低马赫数下的可压缩效应,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 黏性加热效应和
热蠕变效应. 微纳尺度流动由于有较大的努森数, 连续性假设不再成立而具有气体稀薄效
应是很容易理解的. 但对于可压缩效应, 则完全不同于宏观流动. 有观点认为微流动中较
小的横向尺度导致了较高的黏性耗散, 压降很大而且不同于典型流动的线性分布, 气体密
度的变化相当剧烈, 引起了低马赫数流动的可压缩效应.
在微纳尺度流动中, 当特征尺度还远大于流体分子的平均自由程时, 连续介质假设仍
能成立, 但由于特征尺度的变小, 使得各种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变化, 从而导致
流动规律的变化; 而当特征尺度小到与流体分子的平均自由程在同一量级时, 基于连续介
质的一些宏观概念和规律就不再适用, 黏性系数等概念也需重新讨论. 微纳系统里的小尺
度可能引起连续性假设的失败, 滑移现象、热蠕动效应、稀薄效应、黏性加热效应、可压
缩性、分子间作用力和一些其他的非常规效应可能要考虑进来.
(1) 尺度效应

在流体运动中, 作用于流体上的力主要为体积力和表面力. 长度尺度是表征作用力
的基本特征量, 体积力以特征长度的三次幂标度, 而表面力则依赖于特征尺度的一次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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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幂. 随着流动尺度的减小, 表面积与体积之比值增大, 可达百万倍之巨, 这更强化了表
面力和其他表面效应的作用, 表面力的作用不断加强.
在微纳尺度流动中, 表面力和其他表面效应将起主要作用. 表面积体积比的增大影
响到通过表面的质量、动量和能量的传输.
(2) 表面力

微纳系统中的流动因一些表面力的作用而出现了一些新现象, 这些表面力在宏观尺
度流动中通常可以忽略. 在讨论不同的表面力之前, 重要的是应清楚这些力都来源于分子
间的相互作用力. 分子间基本作用力本质上是短程力 (< 1 nm), 但累积效果可导致大于
0.1 µm 的长程作用, 如液体的表面张力效应等. 另外, 所有分子间相互作用力基本上都是

静电力 (库仑力), 一旦薛定愕方程确定了空间电子分布, 所有分子间相互作用力就能从经
典静电理论算出, 而实际上通常利用作用力的经验或半经验定律.
(3) 相对表面粗糙度

在常规流动中, 管壁的表面形状对层流流动无影响, 仅对湍流流动及由层流向湍流的
过渡区有一定的影响. 而在微纳流动中, 虽然管内流动几乎为层流, 但由于尺寸微小, 使得
相对表面粗糙度 (管壁粗糙度与管径之比) 增大, 从而对微流动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
微小管道内, 即使粗糙度较小, 但由此引起的微小扰动也能渗入主流区而影响整个通道内
的流动, 而且表面粗糙度还可使流体的流动阻力增大. 在微流动中, 不仅粗糙度单元的大
小对流动有影响, 单元的分布情况也对流动有一定的影响.
(4) 流体极性

流体在总体上虽不呈现极性, 但流体中是否含有极性离子, 对流动特性有显著影响.
对于极性流体, 由于极性离子的吸附作用, 其流动阻力将大于非极性流体. 即使对非极性
流体, 其流动阻力也各不相同. 例如, 在 0.2 µm 管道内蒸馏水的流动阻力仅是酒精的 1/3.
虽然关于极性流体与非极性流体对流动的影响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但流体的极性对
其流动的影响非常明显.
5.2.2 微观流动的研究方法

经典的流体力学控制方程 (N-S 方程和傅里叶传热定理) 只适用于小 Kn 数的流场,
当气体的流动进入滑移区开始, 采用 N-S 方程进行求解将与实验结果或实际情况出现偏
差. 微纳系统中的气体流动一般处于滑移过渡区, 如果按照连续介质流动处理会导致较
大的误差, 所以需要寻找新的研究方法.
流体运动可以从宏观或者微观尺度来模拟. 宏观尺度的模拟认为流体介质连续地无
间隙地分布于物质所占有的整个空间, 流体宏观物理量 (比如速度、密度、压力和温度等)
是空间点和时间的连续函数, 而通过质量、动量和能量守恒, 可以推导出一组非线性偏微
分方程. 微观尺度的模拟把流体看成是分子的集合, 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许多基于分子的
模型, 这些模型可以分为确定性方法和统计性方法两大类. 流体的模拟可以通过 图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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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微观流动模拟技术图

来表示.
5.2.2.1 分子动力学方法

分子动力学 (molecular dynamics, MD) 方法是用于计算经典的多体系统平衡及传递
的模拟方法, 基本原理是首先通过分子系统 (或粒子系统) 的势能求解作用在分子上的
力, 然后根据牛顿运动定律求解分子的运动参数如速度和加速度等, 最后由统计得到分
子系统的相关性质. 系统的势能为分子中各个原子所处位置的函数 (Alder & Wainwright
1957).

一般地, 势能可分为分子或原子间的非键势能与分子内部势能两大部分, 非键作用一
般可近似为是各原子对间的非键作用的合成. 根据经典力学原理, 系统内任一分子受力为
势能的梯度, 由此可求得任意分子受到的力. 求得分子受力之后,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可
以求得分子的加速度、速度和位置. 通过重复以上过程, 可以求得不同时刻作用在各分子
上的势能、作用力、加速度、速度等, 即分子系统随时间的演化过程. 由统计力学相关原
可以得到所需的物理量 (林缅等 2015).
通过 MD 方法可以获得许多实验中无法获得的微观细节, 解释疑难实验现象, 揭示
发生机制. 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 MD 方法在物理、化学、材料科学等领域中发挥着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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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在认识微纳米孔隙中油气分子的运动细节、吸附机理、流动特性修正等方面, 近几
年人们逐渐开始利用分子动力学方法开展相关的研究. 如隋宏光和姚军 (2016) 和郑莲慧
等 (2014) 利用分子动力学方法模拟了压力、温度、狭缝宽度和形态等因素对甲烷和二氧
化碳在页岩孔隙中的吸附行为. 欧志鹏 (2014) 利用分子动力学模拟方法研究了甲烷在页
岩储层纳米孔隙中的赋存状态和扩散规律. Ambrose 等 (2012) 利用分子动力学方法分析
了干酪根中甲烷气体的吸附及密度分布特点, 表明大多数干酪根中解吸附满足 Langmuir
等温吸附理论, 只有孔径足够小时不适用.
分子动力学模型是一种较为流行的微观动力学模型, 对于页岩储层的微纳米级孔隙
系统及其复杂的天然赋存状态和渗流扩散行为的研究, 具有明显的优势. 但是, 在利用该
模型来研究微孔隙流体运动时, 需要跟踪系统当中的每个粒子的运动, 确定每个粒子在各
个时刻的速度和位置, 因此该模型所需的计算量以及所需的计算资源都非常巨大. 尽管该
模型在原则上可以用来模拟任意的流体系统, 但巨大的计算量使得该方法目前只能用来
研究微米或纳米尺度下的一些流动问题.
5.2.2.2 直接蒙特卡洛模拟方法

直接蒙特卡洛模拟 (direct simulation of Monte Carlo, DSMC) 方法是由 Graeme 在计
算单一气体的松弛问题时最先采用的. 其实质就是用适当数目的模拟分子代表大量真实
气体分子, 用计算机模拟气体分子运动、碰撞引起的动量和能量的输运、交换, 产生气动
力和气动热这一宏观物理过程.
在 DSMC 方法中, 宏观速度从热速度统计平均得到, 热运动速度由平衡态 Maxwell
速度分布函数如下

µ
f

(0)

= f0 = n

m
2πkB T

¶3/2

µ
exp

mV 2
2kB T

¶
(5.5)

其中, R 是气体常数, T 为温度. 从而分子热运动速率为 V 的几率 ψ(V ) = 4πV 2 f0 , 热运
√
动的最大速率为 Vm = 2RT .
√
由此可知对于一般气体, V 略大于声速 C = γRT . 因此对于亚声速流动, 特别是在
马赫数小于 0.1 的微系统中, DSMC 要得到收敛解比较困难, 需要计算的宏观速度很容易
被背景噪声淹没. 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如稀薄气体动力学问题、空间平台的污染等研
究中.
DSMC 方法主要用于高速稀薄气体流动的研究, 对于低流速的气体运动, 由于统计噪

声的原因, 需要大量的计算时间和空间. 近年来, DSMC 方法也被用来模拟微纳尺度里的
低速气体流动. 但是, Karniadakis 等指出 DSMC 方法用于微纳尺度低速气体流动还有一
些缺点:
(1) 收敛慢. DSMC 方法的误差与模拟分子数目的平方根成反比, 误差降低二分之一

需要模拟分子数增大 4 倍. 与使用二阶或更高阶空间精度的连续介质模型相比, 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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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很低的收敛速度. 因此, 如果连续介质方程有效, 使用连续介质模型比使用 DSMC 方法
的计算效率更高.
(2) 统计噪声大. 微纳尺度流动是低速流的, 宏观流体速度通过长时间平均分子速度

得到. 分子速度与平均速度值之间 5 到 2 个数量级的差异导致大的统计噪声, 且需要对
气体微流动模拟结果进行长时间的平均.
(3) 需很长时间达到稳定状态. 对低速微纳尺度流动, 达到稳定状态所需的时间通常

由对流时间尺度而不是扩散时间尺度确定, 在 DSMC 方法中时间步长一般小于 10−10 s,
因此在微通道达到稳态之前, 至少需要运行 1010 步. 事实上, 对于简单的几何形状, 稳定
状态可能发生早得多. 然而, 在 MEMS 装置中, 外形复杂的几何形状非常普遍, 上述量级
分析是有效的.
(4) 缺少确定的表面效应. 分子 – 壁面相互作用由切向速度和温度协调系数 K 确定.

如果存在漫反射, K = 1, 被反射的分子失去其入射切向速度, 以壁面的切向速度被反射.
对于 K = 0 的情况, 入射分子的切向速度没有改变. 对 K 取其他任何值的情况, 可以结
合使用上面两种情况. 这个壁面和边界相互作用的处理方法比滑移条件更基本, 然而, 仍
然缺乏最基本的, 包括壁面分子结构的方法来模拟分子壁面相互作用.
5.2.2.3 格子玻尔兹曼方法

格子玻尔兹曼方法 (LBM) 也可看作是从统计物理的 Boltzmann 方程发展而来的一
种介观模拟方法, 该方法一方面没有连续介质假设的要求使其可模拟微尺度问题, 一方面
不关心单分子运动细节而可模拟较大尺度的宏观问题. 这个特性使其在页岩气赋存和开
采模拟中能发挥特别的作用 (MeNamara & Zannetti 1988). 一般认为, 流体的宏观运动是
流体分子微观热运动的统计平均结果, 因而宏观流体的运动对单个分子的运动的具体细
节是不敏感的. 宏观层次的 N-S 方程所描述的守恒定律与微观分子所遵循的运动规律是
一致的, 流体分子内部相互作用的差别仅仅反映在 N-S 方程中的一些输运系数上. 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讲, 人们可以设想构造一个微观模型或介观模型, 使其在遵循宏观的一些基
本守恒律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简洁, 这也正是 LBM 的构造原理. 流体的微观动力学模型是
LBM 诞生的理论基础, 并进一步指导着 LBM 的发展与完善. LBM 同时也为理解宏观现

象和揭示物理机理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 以常用的 BGK 模型为例, LBM 的演化方程一
般可写为
1
(fi (r, t) − fieq (r, t))
(5.6)
τ0
其中, fi 为实变量, i 指对应的某个节点号, τ0 为松弛时间, fieq 随时间和空间变化, 称为
fi (r + ei ∆t, t + ∆t) = fi (r, t) −

局部平衡态分布函数.
在利用 LBM 进行多孔介质渗流模拟时, 提出了多种 LBM 模型以模拟不同的情况.
一般根据模拟尺度的不同可分为孔隙尺度 LBM 模型和表征体元 (REV) 尺度 LBM 模型.
孔隙尺度 LBM 模型就是通常 LBM 模型, 可模拟孔隙中流体流动. REV 尺度 LBM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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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察孔隙内流体流动的详细信息, 只关注体积平均后的宏观物理参数, 该模型主要优点
是可以模拟比孔隙尺度 LBM 模型范围大的情况.
Dardis 和 McCloskey (1998) 率先在 LBM 中考虑了流固之间的相互作用, 从而能有

效模拟多孔介质中流体的流动. Chen 等 (2015) 利用考虑 Klinkenberg 效应的 LBM 模型
分析了页岩中气体的流动, 其中气体被视为理想气体. 他们研究得到了在非均匀含不同尺
度孔隙条件下, Klinkenberg 效应在致密页岩介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裂隙的存在将强
化渗流等结论. 任俊杰 (2015) 利用非理想气体条件下 LBM 研究了页岩中不同尺度孔隙
中的气体流动, 重点分析了干酪根中纳米尺度孔隙中的流动, 考虑不同格子形状、努森数,
以及表面扩散和滑移的影响. 王华龙等 (2009) 利用二维格式模型, 分析了气体在致密孔
隙介质中渗流的滑脱效应, 同时分析了渗透率、努森数及平均压力这些渗流参数之间的关
系; 孙海等 (2014) 利用三维格子模型计算了三维页岩岩心的孔隙度及固有渗透率, 分析
了表观渗透率、固有渗透率和努森数之间的关系.
总的来说, LBM 具有如下优点: LBM 是一种具有二阶精度的显式差分格式, 并且该
方法中的对流项是线性的, 而宏观 N-S 方程中的对流项却是非线性的. 在宏观的流体力
学方程中, 压力作为速度的源项用运动方程式来表示, 因此在用有限差分方法求解 N-S 方
程时, 必需采用反复计算. LBM 方程中压力则是用状态方程式来表示的, 无需反复计算;
边界条件易于处理. LBM 的上述特点, 使得该方法在流体动力学、燃烧、渗流力学、磁流
体力学、多相多组分系统、界面动力学、化学反应、微尺度流动与传热、血液流动以及颗
粒悬浮流等众多领域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页岩气的流动分析中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5.2.2.4 Burnett 方程
Burnett 方程是采用 Chapman-Enskog 展开对 Boltzmann 方程取二阶近似所得到, 能

够描述气体在轻微偏离平衡态时应力和应变之间非线性的本构关系, 适合于描述 Kn < 1
时的稀薄气体运动, 但是由于其对小扰动反应的不稳定性, 在最初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 Zhong 为了增大方程的稳定性, 在应力张量和热通量上增大了部
分 Chapman-Enskog 展开的线性三阶项, 得到增广 Burnett 方程.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
来, 许多学者采用 Burnett 方程来研究超音速稀薄气体流动. 研究发现, 采用 Burnett 方
程的结果与 DSMC 方法的结果符合得较好, 并且要优于 N-S 方程的结果.
直到近几年, Burnett 方程才被用来模拟微通道里的流动, 平板间的 Couette 流最开
始被关注, 有研究采用 Burnett 方程研究了 Couette 流的流动和传热特性, 并与 DSMC 方
法的结果作了比较, 由于稳定性问题, 他们只能在粗糙的网格上获得收敛解, 计算不能应
用到过渡区. 通过在边界上引入松弛技术, Lockerby 和 Reese 成功的获得了 Kn < 1 时
Couette 流的收敛解, 在计算中他们采用一阶滑移边界条件, 得到的结果在 Kn < 0.1 时

与 DSMC 结果符合得较好, 但是在 Kn > 0.1 时, Burnett 方程的结果开始偏离 DSMC 的
结果, 只能定性的符合. 平板间压力驱动的 Poiseuille 流是另一种基本流动, 最近也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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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采用 Burnett 方程来模拟. 同样的由于稳定性的问题, Poiseuille 流的最大收敛解只
能达到 Kn = 0.2, 后来通过在 Burnett 方程源项的处理中添加松弛因子的方法, 成功的
把解题范围扩展到 Kn < 0.4. 也有人采用 Burnett 方程来模拟 Poiseuilie 流的流动和传
热问题. Uribe 等模拟得到的速度剖面等计算结果与 DSMC 结果符合得很好. 但是, 由于
Burnett 方程的稳定性问题, Poiseuille 流动的收敛解只有在小 Kn 数才能得到. Fang 采

用增广 Burnett 方程模拟了微通道里的气体流动, 在他的计算中能获得收敛解. Burnett
方程的稳定性问题成了该方程在微纳尺度流动中应用的瓶颈, 寻找导致 Burnett 方程稳
定性问题的根源, 拓宽 Burnett 方程的使用范围至关重要.
5.2.2.5 逾渗理论

逾渗 (percolation) 理论最早由 Broadbent 和 Hammersley 于 1957 年提出, 用以研究
无序孔隙介质中流体的流动等随机物理过程, 这种随机性不是源于流体流动本身, 而是源
于介质结构的随机性. 其基本思想是: 介质内部有许多 “节点”, 节点称为 “座”, 节点之间
通过所谓的 “键相连”, 这样整个介质的流通通道可视为一种由 “座” 和 “键” 构成的网络
结构. 任意两个座之间的连通概率设为 p, 则不连通的概率为 1 − p. 当 p 较小时, 只有座
之间经由许多 “路径” 连接在一起, 形成多个尺度较小的独立的连接集团, 称为 “节点集
团”, 不能贯通整个网络. 当 p 增大到某一值时, 则会演化出贯通整个孔隙介质的 “节点集
团”, 这种发生连通性的突然转变称为逾渗的临界现象, 对应的概率 p 称为逾渗阈值.
逾渗理论从本质上讲是属于概率论的一个分支, 其所研究的模型不仅限于渗流的模
拟, 也是处理强无序随机几何结构的重要模型. 在逾渗理论中, 流体可以是电流、热流、
蒸汽流甚至可以是传染性的病毒, 而随机介质也可以是岩体、煤体、复合材料、树林、社
会群体、交通网络等等. 逾渗理论的突出特点是能够用来研究事物从量变向质变的转换
过程, 模拟相变现象如: 孔隙介质由不渗透变为可渗透, 由导体和绝缘体所构成的复合材
料由绝缘体转变为导体等. 在这些相变的过程中存在一个临界点, 即逾渗阈值.
在构成 “节点集团” 的过程中, 根据各个 “座” 和 “键” 形成连通的方式不同, 形成
了逾渗理论中两种最基本的逾渗形式 —— 键逾渗和座逾渗. 键逾渗是指模型中所有的
“座” 都是连通的, 而 “键” 则有些连通有些不连通, “座” 通过连通的 “键” 联系在一起构

成 “连通集团”, 进而构成贯穿整个区域的 “逾渗集团”; 座逾渗正好相反, 模型中所有的
“键” 都是连通的, 而 “座” 则有些连通有些不连通, “键” 通过连通的 “座” 联系在一起构

成 “连通集团”, 进而构成贯穿整个区域的 “逾渗集团”. 在实际应用中, 网络结构是多种
多样的, 比如在二维情况下, 就有正方形、三角形、蜂窝形等, 对应地, 就有各种各样的逾
渗模型. 在不同类型的网格模型中, 逾渗阈值是不同的. 在相同构型下, 键的逾渗阈值要
小于座的逾渗阈值. 三维模型的逾渗阈值小于二维模型的逾渗阈值, 这是因为三维网络中
的座和键比二维网络的连接多, 键比座有更多的连接. 通过理论计算可得到各种逾渗模
型的逾渗阈值, 比如正方形网格的键逾渗阈值为 0.5, 座逾渗阈值为 0.593 7, 三角形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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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键逾渗阈值为 0.347 3, 座逾渗阈值为 0.5. 键逾渗和座逾渗两种模型通过变化、组合生
成很多更加复杂模型.
孔隙介质与逾渗模型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多孔介质中的孔隙和孔道、裂隙和裂隙交
点可以直接映射到逾渗模型中的 “座” 和 “键”, 从而构成逾渗模型. 在岩土力学领域, 逾
渗模型有可分为孔隙逾渗模型、裂隙逾渗模型和孔隙 – 裂隙逾渗模型, 前两种模型分别
认为岩土介质中只存在孔隙或只存在裂隙, 第 3 种模型则认为介质中同时存在孔隙和裂
隙, 且需同时考虑, 因此又称为孔隙裂隙双重逾渗模型.
Torelli 等 (1971) 根据逾渗理论建立了一套等径管道网络系统, 通过该系统模拟了多

孔介质中的扩散问题. Simon 等 (1971) 利用逾渗网络管道模型研究了石油开采中的注水
采油过程. Robinson (1983) 结合逾渗理论计算了简单二维裂隙网络的连通性. Stephan 等
(1985) 研究了法国 Auriat 地区花岗岩地层中的两口异常水井, 它们位置临近而水位的变

化却完全相互独立, Stephan 等 (1985) 认为这种现象可以用逾渗理论中不同连通集团相
互独立来解释, 他们还建立了三维的逾渗网格, 计算了逾渗阈值与网格密度的关联, 证实
了逾渗理论可以用于实际地层中研究区域的连通性.
裂隙逾渗网络的构成有很多种构型, 每条裂隙延伸出多条 “键”, 连接相邻裂隙. 这些
“键” 的连通与否由一个概率 P 随机给定; 同时还需要考察任意两条裂隙之间是否存在相

互搭接的情况. 只要存在上述两种连通情况中的任意一种, 则认为两条裂隙是相互贯通
的. 然后推广至整个区域, 考察整个区域内是否会形成贯通性的裂隙系统. 对于裂隙网络,
只考虑细小裂隙间的直接相互搭接, 不考虑裂隙的发展和裂隙间潜在的连接通道. 因此,
关注点在于区域内的裂隙是否会形成经由几何搭接而形成的贯穿性裂缝系统, 以及在何
种参数组合下出现这种贯穿性裂缝系统. 裂隙模型规模在处理问题时变化可以很大, 即单
位区域内裂隙的条数变化很大. 而当裂隙条数变动时, 其对裂隙系统是否出现贯通还需要
考虑引入裂隙长度, 因此需要引入一个参量, 能够同时考虑裂隙条数和裂隙长度的影响.
孔隙裂隙双重逾渗模型是由裂隙网络与基质孔隙逾渗网络相互映射而得到, 裂隙中
心点与基质逾渗网络 “点座” 之间相互映射, 裂隙间潜在联系与基质逾渗网络 “键” 之间
相互映射. 裂隙网络用以模拟岩石中存在的大量的微小裂隙, 而基质逾渗网络则用以模
拟岩石中除去微小裂隙以外, 还存在的较大孔隙以及在一定应力应变状态下潜在的缺陷.
两种网络的相互映射与相互关联, 则模拟了岩石中的小裂隙通过裂隙间直接连接作用和
基质孔道的潜在连接作用形成窜通通道情况.
冯增朝等 (2005) 建立了孔隙裂隙双重逾渗模型, 采用座逾渗原理模拟孔隙介质, 并
在此基础上叠加随机裂隙, 对这种裂隙 – 孔隙二元多孔介质的渗流连通性进行了研究. 郑
委 (2010) 使用双重逾渗模型展开了网络连通性和渗透性的研究. 首先构建裂隙逾渗网络,
设裂隙长度服从正态分布, 裂隙中心点的位置和裂隙倾角服从均匀分布, 根据实际情况
将分析区域划分为一定数目的裂隙网格; 然后在裂隙逾渗网络基础上构建孔隙逾渗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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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不同尺度的孔隙网络模型 (姚军 2013). (a) 大孔隙网络模型; (b) 微孔隙网络模型; (c) 双
孔隙网络模型

将整条裂隙抽象为键逾渗中的 “点座”, 裂隙之间潜在连通的孔隙通道对应为键逾渗中的
“键”. 连键表示两条裂隙之间发生了通过孔隙通道连通的情况; 反之, 断键表示两条裂隙

之间的孔隙通道是堵塞的. 通过分析, 找到了能够量化反映裂隙多孔介质连通性的参数.
页岩是典型的孔隙裂隙双重网络结构, 其连通程度决定了页岩气的赋存状态、含气性
以及采收率. 在这方面需要针对页岩储层的孔隙裂隙特点, 如层厚、有机质含量、埋深等
因素与裂隙长度、宽度等的关系, 孔喉分布等, 利用逾渗理论分析页岩的连通性、以及达
到可生产必须的人工压裂程度等问题.
5.2.2.6 孔隙网络模型

孔隙网络模型 (pore-scale network model) 属于逾渗模型的一种, 其优点是: 模型理论
相对简单, 空间孔隙分布、微观流动机制易于理解和引入. 当前对孔隙网络模型的大概定
义是: 孔隙网络模型将多孔介质 (通过压汞实验或者微观三维成像技术获得真实孔隙结
构的数据表述) 抽象为理想的几何形状, 模型中相互连通的喉道和孔隙组成了复杂的孔隙
空间, 模型中的孔隙代表真实多孔介质中较大的孔隙空间, 模型中的喉道代表真实多孔介
质中相对狭长的孔隙空间. 这样模型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真实岩心的孔隙特征, 然后基
于统计物理中逾渗理论的基本思路以及孔隙介质中的微观渗流物理机制赋予模型以流动
机制, 最后通过微观水平的具有蒙特卡罗性质的随机模拟来研究孔隙介质中的渗流及驱
替规律, 从而定量预测一些渗流参数、模拟渗流过程, 不同尺度的孔隙网络模型如 图 5.4
所示.
孔隙网络模型作为研究渗流的有效工具, 近年来在石油工业中当任了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 孔隙网络模型由 Fatt 在 1956 年首先提出, 他用一些二维网络系统研究了多孔介
质的动静态性质; 该系统以圆柱形毛管为模型单元, 毛管通过相互联结形成正方形、六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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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Blunt 等用孔隙网络模型模拟得到的水驱油过程相渗曲线

形、双重六边形甚至三重六边形等; 同时认为毛管与毛管的接合点或节点是没有大小的数
学意义上的点; 将毛管依次编号, 毛管半径以及任意半径的毛管数目均按随机数表以随机
方式分布; 假设驱替开始时网络完全被湿相流体所饱和, 网络周围是非湿相; 当驱替压力
增全网络中最大管径所对应的入口压力时, 非湿相就进入网络边界上的最大毛管, 而该毛
管内的润湿相则逸出. Koplik (1981) 利用孔隙网络模型对多元球填充层的毛管压力曲线
进行预测. 该网络模型用一个规则的二维毛管组来表示孔隙结构, 毛管和毛管间的接合点
处假设为球形空穴; 毛管和球形空穴的尺寸按提出的堆积不等径球的四面体模型来计算;
模拟结果在经过水力半径模型校正后, 和实测毛管压力曲线有非常高的一致性. 20 世纪
七、八十年代, 滑铁卢大学的 Chatzis 和 Dullien (1983) 对前人关于孔隙网络模型的研究
作了系统化的梳理, 整理出了毛管压力、饱和度等宏观参数的计算公式. 他们的工作对孔
隙网络模型的推广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自此, 从事油层物理研究的人员开始逐渐接受
孔隙网络模型作为一种模拟工具. 近年来对孔隙网络模型研究较为活跃的小组之一就是
Heriot-Watt 大学的 Dixit 等 (1997). 他们主要应用孔隙网络模型对具有不均匀润湿性的

孔隙介质中的驱替特征进行了模拟研究, 同时在模拟的基础上还提出了采收率与不均匀
润湿性的关系. 英国帝国理工的 Blunt (1997) 主要对非均匀性孔隙网络模型开展了研究,
分析了相渗曲线等渗流参数 (如 图 5.5). 同时对于孔隙网络模型吸入过程中孔穴的不同
充填机制, 也做过详细的论述.
国内近几年也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的刘庆杰和王金勋
(2001) 提出了一种新的孔隙网络模型相对渗透率计算方法, 针对砂岩得到了很好的模拟

结果. 他同时考虑滑脱效应, 对致密岩石中的气体渗流进行了模拟.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张旭辉等 (2011) 利用编制的三维动态孔隙网络模型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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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微小喉道对驱油特征的影响

微小喉道对岩心驱油特征的影响, 得到了与实验结果相符的模拟结果 (如 图 5.6), 即大庆
岩心峰值半径小, 峰值半径含量高, 喉道的分布比较集中均匀, 而长庆峰值半径含量显著
较小, 喉道半径分布范围宽. 随着微小喉道份额的增多, 水相相对渗透率减小, 交点饱和
度增大, 共流区减小.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的汲广胜 (2013) 对重建真实孔隙结构有系统
性的研究.
孔隙网络模型的特点在于其可以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建立桥梁, 由微观结构高效地模
拟宏观的特性. 同时孔隙网络模型模拟和微观物理模拟一样, 也能够提供较为直观的微
观驱替过程的静态或动态显示. 因为这些特点, 孔隙网络模型作为联系微观与宏观的重
要桥梁在不均匀湿润性、非达西渗流、三相渗流、泡沫在孔隙介质中流动、地层伤害等问
题中有重要应用. 但孔隙网络模型也存在运算量较大、在模拟复杂渗流时缺乏有效机制
等缺点.
目前孔隙网络模型大多只考虑了孔隙级别尺度这一单一尺度. 孔隙级网络模型针对
均质性较强的岩心, 例如砂岩, 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模拟预测效果; 但对于双重介质, 例如
砾岩、碳酸盐岩, 孔隙级网络模型并不能进行准确的模拟. 这就需要拓宽研究工具, 编制
考虑多种尺度的网络模型.
近年来, 国内外的学者在多尺度网络模型上已有一些研究成果. Pillai 等 (2009) 利用
网络模型展开了关于双重介质中液体蒸发研究, 该研究建立了二维网络模型, 将网络模型
划分为大孔区域和小孔区域. 研究大孔区域在上小孔区域在下, 小孔区域在上大孔区域在
下时的液体蒸发异同. Noetinger 等 (2013) 建立了一种多尺度离散裂隙网络模型. 基于一
系列假设, 该模型在几何上忽略了基质网络, 并将裂隙进行最简管网化; 同时在渗流理论
上将 Barenblatt 的经典公式进行了简化. 该研究者使用该模型进行了一系列的算例计算,

力

92

学

进

展

第 49 卷 : 201901

a
ᅣ㾖ሎᑺ
(⊍㮣)

b

ҟ㾖ሎᑺ
(ᖂ㾖ᮁ㺖㔥㒰)

c
ᖂ㾖ሎᑺ
(㒇㉇ᄨ㔥㒰)

d
㒇㉇ሎᑺ
(⇨ԧҢ㒇㉇ᄨЁ㾷)

e
ߚᄤሎᑺ
(Ң⊍义ች/⏫䗣㟇ᄨ㸼䴶)

图 5.7
页岩气中的流动尺度

结果表明该模型计算结果与理论结果拟合情况好, 并具有尺度灵活性强、计算速度快等特
点. 姚军、王晨晨等 (2013) 使用两种方法建立了双重尺度数字岩心, 同时研究了不同类
型孔隙的拓扑结构和渗流特征, 用建立的网络模型研究了不同网络结构和润湿性参数对
水驱油过程相对渗透率曲线的影响.
可以看到现有的双重介质网络模型研究中建立的多为考虑双孔隙度的网络模型, 或
者直接忽略基质仅考虑多尺度裂隙的网络模型. 针对裂隙和基质相互作用比较强的介质,
此类网络模型不能进行很好的模拟. 需要建立新型的网络模型来拓宽研究手段.
5.2.3 微观尺度向宏观尺度过渡问题

页岩气藏中的流体流动是一个多尺度流动问题, 主要包含了 5 个不同尺度的状况, 如
图 5.7 所示. 其尺度的跨越在 12 个量级, 具体尺度及用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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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宏观尺度: 尺度的量级为米至千米, 主要用于实际工程中页岩气储层评价、数值

模拟、储量计算和产能预算等.
(2) 介观尺度: 尺度的量级为毫米至米, 主要用于页岩气裂缝描述和压裂机理研究.
(3) 微观尺度: 尺度的量级为微米至毫米, 主要用于页岩气微观渗流机理研究和渗流

规律的实验模拟.
(4) 纳米尺度: 尺度的量级为纳米至微米, 主要用于页岩气流动机理研究和分析.
(5) 分子尺度/纳米以下尺度: 尺度的量级为纳米级以下, 主要用页岩气流动机理研究

和分析.
根据 Javadpour (2009) 相关研究结果, 页岩气纳米孔气体传输机理包括连续流动、
滑脱流动和努森扩散, 可通过２类概念模型描述纳米孔气体传输机理: (1) 考虑气体分子
属性的分子模型; (2) 考虑气体宏观属性的宏观模型. 描述页岩气纳米孔气体传输机理的
分子模拟, 其考虑了气体分子属性, 能够准确地描述各种物理机制. 然而, 分子模拟技术
应用于页岩气模拟, 需要巨大的计算机资源和计算时间, 其应用性受限. 常规水动力连续
性模型达西定律无法合理描述页岩气纳米孔中的气体传输机理. 目前, 描述页岩气纳米
孔气体传输机理宏观模型有 2 类: (1) 基于水动力连续性模型, 修正边界滑脱条件来考虑
多种传输机理; (2) 基于多种传输机理, 按一定的贡献权重系数进行叠加.
结合气体通量守恒原理, 纳米级基质孔隙表观渗透率表达式为
Km = (1 − α) K∞ + αDk µcg

(5.7)

Wu 等 (2015, 2016, 2017) 基于滑脱流动与努森扩散两种传输机理, 分别以分子之间

的碰撞频率和分子与壁面的碰撞频率占碰撞总频率的比值作为滑脱流动和努森扩散的权
重系数, 建立纳米孔综合气体传输数学模型. 气体滑脱流动和努森扩散占总传输的份额,
分别根据气体分子之间的碰撞频率和气体分子与壁面的碰撞频率占碰撞总频率的比值来
确定, 则纳米孔综合气体总传输量为
Jb =

λr
λT
JVS +
JK
λ
2r

(5.8)

其中, Jb 为纳米孔气体总传输量, mol/(m2 · s); JVS 为气体滑脱流动流量, mol/(m2 · s); JK
为气体努森扩散量, mol/(m2 · s); λT 为整体气体分子平均自由程, m; λ 为气体平均分子自
由程, m.
根据滑脱流动、努森扩散等流动机制的表达式, 可进一步推导出纳米孔气体表观渗透
率为

µ

¶
4Kn
r (1 + αKn) 1 +
1
1 − bKn
Kb =
ζmb
+
1 + Kn
8
µ
¶0.5
1
2
8RT
η
Df −2
ζmb rδ
(1 + 1/Kn) 3
πM
p
2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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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 为孔隙半径, m; µg 为气体黏度, Pa · s; R 为气体常数, J/(mol · K); T 为地层温度,
K; p 为地层压力, Pa; l 为气体传输方向的距离, m; ζmb 为气体在多孔介质中流动时的修

正系数; b 为气体滑脱常数, 无因次. 边界为一阶滑脱条件则 b = 0; 边界为二阶滑脱条件,
则 b = −1; Kn 为努森数, 是气体平均分子自由程与孔隙半径之比, 无因次; α 为稀薄效应
系数, 无因次; M 为气体摩尔质量, kg/mol.
综合以上模型建立考虑应力敏感和非达西效应、页岩气吸附和解吸的产能模型, 进
而从微观运移机制出发认识宏观流动规律. 运用数值方法绘制典型曲线, 并对其产能影响
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 页岩气流动共分为 4 个阶段: 人工裂缝中的线性流阶段、人工裂缝
和天然裂缝中的双线性流阶段、基质向天然裂缝中的窜流阶段和气藏边界控制流动阶段.
考虑天然裂缝中的应力敏感效应后, 由于页岩气解吸, 窜流以及边界控制的影响, 天然裂
缝中发生应力敏感效应, 其中在天然裂缝双线性阶段, 窜流前期阶段以及后期边界控制流
阶段, 应力敏感影响显著发生, 并且应力敏感系数越大, 无因次产量导数曲线下移量越多,
产能降低越显著.
目前, 对于微观向宏观过渡的研究仅是探索性的工作, 有许多影响因素没有得到考虑,
这是在实际工程中要做出努力的主要方向之一.
5.3 解吸附条件下的渗流力学规律
5.3.1 吸附动力学问题

美国在页岩气勘探和开发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成藏理论的进步和勘探技术的
迅速发展, 其中最主要的是认识到吸附气的赋存特点. 页岩气的吸附作用又分为物理吸附
和化学吸附, 以物理吸附为主. 物理吸附是由范德华力引起的可逆反应, 需要消耗的吸附
热量较少. 当被吸附时, 气体失去 3 个自由度中的一个, 运动能量的损失转换成与吸附作
用有关的热量. 而化学吸附作用更强, 主要以离子键吸附, 反应更慢且不可逆, 一般只限
在单层, 需要很大的能量才能把离子键打开而使甲烷解吸.
5.3.1.1 页岩吸附特征的影响因素

关于页岩气吸附特征的实例研究较多, 页岩的吸附能力与总有机碳含量、矿物成分、
储层温度、地层压力、页岩含水量、天然气组分和孔隙结构等因素有关. 有机质越多吸附
气含量越高, 图 5.8 描述了干酪根中的页岩气的吸附和流动状态.
Lu 等 (1993) 利用 Langmuir 等温吸附模型通过实验研究了美国多个盆地泥盆系页

岩的吸附作用和温度压力之间的关系, 证实吸附能力随着压力增高而增高, 随着温度升高
而降低. 在低压情况下, 吸附气含量随压力升高迅速增大, 而达到一定压力后增大缓慢.
Raut 等 (2007) 指出在压力较低的情况下, 气体吸附需达到较高的结合能, 当压力不断增

大, 所需结合能不断减少, 气体的吸附量增大速度随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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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干酪根中的页岩气的吸附和流动状态

Martini 等通过实验研究发现, 乙烷、丙烷等碳氢化合物对活性炭吸附存储甲烷能力

有显著的影响, 当混合气体中含有乙烷 (4.1%) 和丙烷 (2%) 时, 甲烷的吸附能力分别下降
了 25% 和 27%. 在页岩层中, 含水量越高, 水占据的孔隙空间就越大, 从而减少了游离态
烃类气体的容留体积和矿物表面吸附气体的表面位置, 因此含水量相对较高的页岩, 其气
体吸附能力较小. Ross 和 Bustin (2007, 2008) 发现仅在含水量较大 (大于 4%) 时, 页岩
对气体的吸附能力才有显著的降低, 饱和水的样品的气体吸附量比干燥样品低 40%. 此
外, 页岩层中含水量的增大, 可能会导致天然气相态的改变, 因为当页岩层中孔隙水增大
时, 天然气溶解于孔隙水中的量就会增大, 从而使一定数量的游离态和吸附态页岩气溶于
水, 呈溶解态存在.
5.3.1.2 吸附理论及模型

目前主要吸附理论有分子层吸附、吸附势及格子理论等, 吸附理论模型主要包括: 亚
临界吸附模型 (如 Langmuir 模型) 及超临界吸附模型 (如吸附势理论模型、格子理论模
型及密度泛函等分子模型). 这些方法一般都具有特定假设, 如 Langmuir 的 4 个特定假
设为: 单分子层吸附; 固体表面均一, 吸附热不变; 吸附质分子间无横向力作用; 动态吸附
平衡. 一般认为超临界态吸附质为多分子层吸附, 分子间具有一定作用势, 吸附使固体表
面维持能量最低, 因此与以上假设多有不符. 多分子层吸附方程其假设表面均一、忽视分
子间作用力及第１吸附层吸附热为常数也与实际不符. 吸附势理论假设分子吸附服从高
斯分布, 同时其参数定义不甚明确.
(1) 分子层吸附 Langmuir 模型

目前 Langmuir 模型 (式 (5.10)) 在表征较低平衡压力条件下甲烷 – 页岩的气 – 固吸
附方面具有较多应用. 但当测试温压超过临界条件之后, 一般认为吸附原理及吸附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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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会发生一定变化, 分子吸附状态也会从简单单层吸附逐渐变得复杂. 此时该模型假设
的吸附分子呈单层吸附、吸附热不变、吸附分子间无横向作用及吸附满足动态平衡等假
设与实际情况往往不符
qads =

ρs M g V L p m
ρs M g
qstd =
Vstd
Vtd pL + pm

(5.10)

式中, qads 为页岩单位面积的吸附量, kg/m3 ; Vstd 为标准状况下的摩尔体积, m3 /mol;
qstd 为标准状况下页岩单位质量的吸附体积, m3 /kg; VL 为 Langmuir 体积, m3 /kg; pL 为
Langmuir 压力, Pa; ρs 为页岩岩心密度, kg/m3 .
Langmuir 方程适用于埋藏浅 (小于 1000 m) 的煤层, 可能在本质上还是不适用于页

岩气, 因为页岩气藏的深度一般高于 3000 m, 随着地层深度的增大地层温度也在增大, 而
有机质的吸附量是会随温度增高而降低. 已有实验结果显示出, 1500 m 以下页岩气的存
在状态有以游离气为主的趋势. Hildenbrand 等 (2006) 提出了煤的吸附量随温度压力变
化的模型, 国内有学者根据它建立了地质条件温度和压力协同变化下的有机质吸附甲烷
气模型, 并且研究发现温度与压力对气体吸附量的控制存在竞争关系, 在埋深约 1000 m
处出现甲烷的最大吸附量, 而后开始降低, 这与 Langmuir 方程所获的单调结果是不相符
的. 同时因为甲烷在真实页岩储层中是超临界状态的, 特性异常, Langmuir 方程完全没有
考虑这一点, 崔永君等 (2005) 就认为因甲烷在储层中是处于超临界状态的, 其体积不能
简单使用状态方程来求取.
(2) 吸附势理论模型

吸附势理论又称微孔填充理论, 通过 Ruthven, Dubinin 等学者 (Ruthven 1984, Dubinin 1966) 的深入研究, 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热力学理论, 通过不断发展最终扩展应用到超

临界领域, 在确定吸附剂微观结构及孔隙等级划分等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一般认为在
相对较大的孔隙中, 孔隙尺寸及曲率等对气体分子的吸附特征影响不大; 而在纳微级孔隙
中, 存在巨大势能, 距离吸附剂表面越近势能越大, 如仅能容纳单分子的孔壁之间吸附势
约为距离单孔壁 2 个分子直径时吸附势的 3.5 倍. 因此在较高平衡压力及超过临界值点
条件下, 气体分子会发生 “毛细凝聚”, 显然若此时假设气体分子在吸附剂表面呈单层或
多层分布则与实际不符. 微孔填充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代表吸附质分子真实存在状态
(Jaycock & Parfit 1981), 相比 Langmuir 模型来说该模型具有重要发展, 其重要意义主要

体现在可以帮助人们进行吸附机理正确推断及吸附性能合理评价, 进一步了解吸附分子
真实赋存状态及气 – 固作用机理.
Dubinin 和 Astakhov (1971) 等对该理论概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周理和周亚平 (1996)

利用吸附势理论探讨了超临界条件下氢在富含纳微孔活性炭中的吸附行为; 李明等 (2003)
对甲烷在微孔活性炭中吸附行为进行了吸附势理论分析, 重点对吸附相密度和虚拟饱和
蒸汽压进行了讨论; Kaneko 和 Murata (1997) 对超临界条件下不同气体分子 (如 N2 , CH4 ,
CO 及 H2 O) 在石墨微晶狭缝型孔隙中势能计算方法进行了研究, 发现纳米空间特异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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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可使吸附气体分子呈高压态.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 吸附势理论能确定不同类型吸附
剂 – 吸附质分子间吸附能力, 在纳微孔吸附剂及超临界条件下具有特殊优势, 但该模型仍
存在一些不足: 即假设分子吸附服从高斯分布, 同时部分参数的指示意义不够明确.
(3) 格子理论模型
Ono-Kondo 格子理论 (1960) 根据吸附位的格子模型对分子吸附进行表征, Aranovich

等 (1995) 最先将该理论应用到气体在富含纳米级微孔的多孔炭中的吸附, 并发现该理论
在表征超临界态气体分子吸附及以平板狭缝类型为主的纳米级微孔时优势较大.
利用格子理论模型探讨甲烷在页岩中的吸附特征, 该模型基于不同假设可发生一定
转变, 利用该理论预测甲烷吸附量的精度较高, 预测精度随着温度的升高而略升; 模型中
确定的理论单层饱和吸附密度及吸附质分子与微孔表面之间的接触势能等参数可用来指
示温压对甲烷吸附特征的影响及页岩中纳米级微孔发育程度. 随着温度的升高吸附质分
子与微孔表面之间的接触势能减小, 吸附质分子与微孔表面之间的接触势能与温度间的
变化近乎线性; 理论单层饱和吸附密度可以大体表征分子吸附状态, 甲烷在页岩中吸附的
理论单层饱和吸附密度和吸附质分子与微孔表面之间的接触势能比富含纳米级微孔的多
孔活性炭小得多. 利用该理论对不同地区及不同类型页岩在更宽尺度温压范围内对页岩
微观结构表征或真实含气量关系研究具参考价值.
5.3.2 解吸附与流动耦合问题

在页岩气含气量分析和渗流机理研究中都涉及页岩气的吸附和解吸附, 只不过前者
是求静态吸附气量, 后者分析的是动态气体解吸过程. 页岩气开采中, 气体产出过程一
般认为要经历 3 个阶段: (1) 在钻井、完井降压的作用下, 裂缝系统中的页岩气流向生
产井筒, 基质系统中的页岩气在基质表面进行解吸; (2) 在浓度差的作用下, 页岩气由基
质系统向裂缝系统进行扩散; (3) 在流动势的作用下, 页岩气通过裂缝系统流向生产井筒.
Javadpour (2007) 还认为, 在气体从干酪根 (或黏土) 表面的解吸完成后, 这种不平衡状态

还会驱动气体分子从干酪根主体到干酪根表面的扩散, 然后才是气体跨过吸附界面到孔
隙网络的扩散. 页岩气的解吸, 也就是页岩气开采后气体由吸附态向游离态的转化. 解吸
是指吸附质离开界面使吸附量减少的现象, 为吸附的逆过程, 所以可通过先分析吸附, 一
定程度上来研究气体解吸过程.
由于吸附状态和机理并不完全清楚, 目前解吸附与页岩气流动的耦合多采用 Langmuir 等温吸附来描述, 包括目前使用的商业化软件如 CMG, Eclips, Saphir 等都采用
Langmuir 等温吸附进行数值模拟和页岩气储层评价. Wan 等 (2015) 提出了源汇项理

论来进行解吸附与页岩气流动的耦合分析, 主要理论公式如下
∂ 2 pD
kz ∂ 2 pD
1 ∂pD
∂ 2 pD
+
+
2
2 + α1D + α2D (pD − psD ) = C e2S ∂T
∂x2D
∂yD
kr ∂zD
D
D

(5.11)

对于页岩气的解吸过程, 页岩气与煤层气的解吸过程存有差异, 对比观察煤样和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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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样在水中气体的解吸过程发现, 煤样中仅仅是单纯的气泡放出, 页岩岩样中气体的析出
则有由气相转化为气 - 固两相的趋势, 这可能因为岩样是放在水中解吸, 页岩矿物成份、
气、水相互间做用的缘故. 他还认为页岩气解吸模型中高斯分布模型优于常用于煤层气
脱气的球形扩散模型. 在同一温度压力条件下, 页岩气体解吸过程相对吸附过程有滞后
现象, 且解吸不够彻底. 页岩气解吸时间和解吸速度不是一个均质过程, 需要使用高精度
传感器再进行测量分析. 页岩岩心解吸附实验有一个从地下取芯到地面岩心放入解吸筒
的不可测阶段, 等温吸附实验使用的是取出相当时间并粉碎后的页岩样品, 这两者从对象
到环境条件与真实地下页岩气的吸附与解吸附过程有本质的区别, 早已不是地层原始状
态, 所以这两种研究手段都有一定局限性. 值得关注的是类似于煤层气的成藏模拟, 国内
已有将页岩气成藏模拟与解吸相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报道.
经典模型如 BET 模型、D-R 模型在拟合超临界状态的页岩气以及对多组分的拟合
下都有各自的优越之处, 同时在这些模型的实际拟合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例如有些模
型计算过程复杂以及不适应某些状态下的拟合等. 还有一些认识不清或未解决的问题, 值
得深入研究, 总结如下:
(1) 页岩气的主体赋存状态存有争议, 对固溶态的页岩气的研究还很少.
(2) 页岩气含气量测试中损失气量的准确获得, 从实测到模型估算都有问题. 页岩气

等温吸附实验和其数学解释模型可靠程度有待提高, 如: 实验中使用气体的类型、地层温
度和压力下的校正、实验样品的种类等诸多测试对象和环境与页岩气地层原始状态的差
异.
(3) 页岩气在超临界状态下的吸附规律研究较少, 相关吸附模型对此鲜有涉及.
(4) 单一矿物和有机质的吸附特性关注较少, 多组分气体中各气体间竞吸机理还未有

详细研究.
5.4 人工压裂过程裂缝起裂及流固耦合机理

页岩气井水力压裂过程中, 通过高压压裂液的压裂, 使页岩储层产生新的裂缝, 连通
原有的天然裂缝, 进而形成复杂的裂缝网络. 页岩储层中人工裂缝与天然裂缝、以及天然
裂缝相互之间的连通性对于储层产能有着重大影响.
常规油气藏压裂假设形成平面对称双翼裂缝, 而页岩气藏压裂页岩储层改造一般采
用大量低黏度压裂液和低浓度小颗粒支撑剂, 往往形成非平面、非对称、多分支的复杂裂
缝网络, 即非常规油气藏的体积压裂, 储层改造体积的大小直接关乎页岩气产量的高低.
体积压裂裂缝几何形态主要由岩石力学性质、地应力、压裂液的流变性质和局部非均质
性 (天然裂缝和软弱层面) 决定, 有必要对页岩体积压裂如何形成以及形成怎样的裂缝形
态进行研究, 这归结于页岩人工压裂裂缝的扩展力学问题, 涉及岩石力学、断裂力学和流
体力学等多学科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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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页岩裂缝起裂及扩展机理

页岩人工压裂裂缝扩展力学耦合了地层岩石力学变形、裂缝网络流体流动以及断裂
扩展等过程, 国外学者根据不同的假设使用不同的理论对这些过程进行了分析, 典型研究
包括: 使用线弹性理论、弹塑性理论和多孔弹性理论来描述岩石变形; 使用 Reynolds 润
滑理论和 Carter 滤失模型来模拟裂缝流体流动; 使用线弹性断裂力学理论和内聚区模型
来描述断裂扩展过程. 中国页岩储层破裂具有许多新的特性: (1) 页岩储层为层叠沉积岩,
每一叠层属性各不相同, 具有明显的各向异性, 如水平面内弹性模量和渗透系数与竖直方
向有很大差别, 是典型的横观各向同性材料; (2) 受层间界面阻碍, 裂缝很难沿竖直方向扩
展, 造成油气沿竖直方向渗透困难; (3) 由于层间黏接弱面、节理及天然裂缝的存在, 页岩
断裂后具有复杂的几何形态, 大量裂缝分支的存在给压裂液的设计及对裂缝网渗透性及
连通性的评估带来了困难. 由于页岩是多孔、各向异性缝、节理等弱面的非均质材料, 建
立合适的页岩本构模型及其起裂、扩展准则是进行裂缝扩展研究的基础.
5.4.1.1 页岩各向异性多孔本构

现有理论和数值软件中多把页岩简化成无孔、各向同性材料处理. 而在开采页岩气
时, 由于油气流动改变页岩气储层的应力分布, 导致页岩储层变形, 使其孔隙体积发生变
化, 进一步影响孔隙气体的压力变化. 当页岩气的压力分布发生变化时, 会反过来影响页
岩储层基体的应力分布. 因此研究页岩储层的力学特性时, 不能忽略页岩孔隙压力变化的
影响. Terzaghi (1925) 最早开始研究多孔介质的变形与流体流动的耦合作用, 提出了有效
应力公式并建立了一维固结模型. 后来 Biot (1941) 将固结模型推广到三维空间, 提出了
相应的本构模型, 首次在岩土研究中引入达西定律, 考虑了多孔介质孔隙气体压力与介质
变形互相影响, 从此 Biot 本构模型便成为岩土流固耦合研究的常用本构模型. Detournay
和 Cheng (1993) 从等效应力本构出发, 基于弹性力学系统推导了多孔介质流固耦合的理
论基础, 并给出了几种问题的解析解. Zhang 等 (2008) 在 Biot 本构模型中增大了考虑解
吸附过程引起的体积应变项. Dmitry 等 (2011) 又基于 Biot 本构导出了在压裂液黏性和
岩石断裂韧性主导下的裂尖应力场奇异性, 对理解页岩起裂具有重要意义.
Thompson 和 Willis (1991) 使用增量形式重新考察了 Biot 所描述的各向异性多孔介

质本构, 它用张量形式重写了 Biot 的方程, 并将 Biot 的系数表达为实验更容易测量的系
数 (全渗、无渗), 相当于使用了 Rice 与 Cleary (1976) 参数定义方法. 同时还给出了各向
异性下的 Biot 等效应力的定义, 总结了横向各向同性时的应变 – 应力关系; Abousleiman
和 Cui (1998) 进一步将 Thompson 和 Wills 在横观各向同性下的结果, 转写为应力 – 应
变关系, 至此将 Biot 本构推广到各向异性.
5.4.1.2 页岩各向异性强度和断裂准则

由于层理和天然裂缝等弱面的存在, 使得页岩不仅在弹性和渗流参数上具有各向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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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裂缝扩展方向同时受应力驱动与弱面驱动的影响 (Jaeger 2009). (a) 应力驱动裂缝扩展方
向, (b) 弱面驱动裂缝扩展方向, (c) 应力和弱面综合驱动裂缝扩展方向

性和随机性, 在断裂和强度上也具有明显的各向异性和随机性. 因此需要充分结合含损
伤本构理论和断裂理论的优势才能描述裂缝在页岩这种复杂介质中的扩展问题. 在分析
水力压裂造成的岩石断裂时, 最常见的判断准则是最大拉应力准则. 实验研究表明在页岩
水力压裂中应考虑页岩中孔隙压力对岩石开裂准则的影响. Terzaghi 认为应将岩石中的
应力与孔隙压力求和, 称为 Terzaghi 等效应力, 再与岩石的抗拉强度比较作为岩石的断
裂准则. 另一方面, 当页岩的抗拉强度和断裂韧性具有各向异性特征时, 最大拉应力准则
显然不再适用, 需要引入新的准则判断起裂应力及裂缝扩展方向. 在剪切破坏时, 各向异
性岩石应当同时校核弱面准则与 Mohr-Coulomb 准则, 在弱面附近方向上破坏所需的应
力更小, 因而强度的各向异性导致岩石更易破坏.
岩石沿某个方向因弱面或天然裂缝存在而具有较低临界能量释放率时, 会形成应力驱
动和弱面驱动的竞争, 裂缝最终在弱面方向和最大压应力方向之间选择扩展路径 (Jaeger
2009), 如 图 5.9 所示. Erdogan 和 Sih (1963) 提出基于最大能量释放率或局部最大能量

释放率准则判断各向异性材料中的裂纹扩展路径, Hakim 和 Karma 等 (2005) 在此基础
上提出力平衡原则作为扩展方向判断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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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相互作用过程

5.4.1.3 水压裂缝和天然裂缝相互作用规律

当水压裂缝与天然裂缝、断层等弱面相遇时会出现多种情况: (1) 压裂裂缝终止, 天
然裂缝扩展; (2) 压裂裂缝穿过天然裂纹扩展, 天然裂缝保持静止; (3) 压裂裂缝和天然裂
缝同时扩展等, 其中天然裂缝的扩展路径选择对复杂裂缝网的形成非常重要．国内外学
者对穿越界面的裂纹扩展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Renshaw 和 Pollard (1995) 利用线弹性断
裂力学分析水力裂缝垂直逼近天然裂缝时的力学作用, 提出了水力裂缝贯穿天然裂缝的
准则; Gu (2010) 将其扩展到任意角度, 得到贯穿天然裂缝的解析隐式解; Taleghani (2009)
提出了比较水力裂缝贯穿天然裂缝与开启天然裂缝所需要的能量释放率来确定水力裂缝
的走向的方法, 如 图 5.10 所示.
页岩储层水平井压裂主要采用数十米至百米量级的间隔区域微爆致裂、然后注入高
压水力产生裂缝网络. 这里有两点需重点考虑: (1) 微爆形成的主裂缝在水力压裂过程中
不断形成多尺度或多层次裂纹, 为难以解吸附的页岩气提供更多的自由表面积, 即产生具
有损伤意义的弥散裂缝网; (2) 各层次的裂纹均能够稳定性扩展, 尽量平行扩展致远, 而非
长裂纹对短裂纹形成屏蔽效应, 这种裂纹扩展的局部化称其为失去稳定性, 如何创造这种
多尺度稳定裂缝网体系是页岩水力压裂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5.4.2 页岩裂缝扩展数值模拟方法

针对页岩压裂的复杂特点, 在页岩压裂领域急需发展符合真实物理状况的水力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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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模拟工具.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发展复杂裂缝网扩展的数值模拟方法, 同时还要考
虑裂缝扩展和气体渗流及裂缝内流体流动的耦合作用.
针对页岩水力压裂过程的多物理场耦合特征, 一般的耦合计算流程是首先通过求解
固体平衡方程得到岩石变形和裂缝几何信息, 然后把位移场和裂缝张开宽度等信息传递
给流体求解器, 求出全场流场压力 (包括页岩基质孔隙压力和缝内压力) 分布, 再返回给
固体求解器用于更新当前压力载荷下的位移和裂缝信息, 如此循环下去实现流体驱动下
的多孔介质中裂缝扩展的模拟. 目前主要基于润滑理论和 Poiseuille’s Law 来求解缝内的
流动, 得到裂缝内的流体压力分布, 然后将求得的压力作用在裂缝面上驱动裂缝张开、扩
展. 缝内流动的控制方程主要有缝内流动的连续方程、润滑方程以及滤失方程. 国内外对
裂缝扩展的数值模拟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通过网格对裂缝几何进行描述, 典型
的有网格重剖分方法、边界元法、内聚力单元法等; 一类是不需要通过网格对裂缝几何进
行描述, 而是通过增大单元自由度或引入独立损伤变量对断裂过程进行描述, 典型代表为
扩展有限元方法和相场法.
下面对几种代表性方法予以介绍: 基于边界元的位移间断方法 (DDM), 当裂纹扩展
时需要重新剖分网格, 以求解裂纹面处位移间断在岩体内部产生的变形场; 基于有限元和
非连续变形分析的流形元方法 (NMM), 该方法很容易处理岩体内断层、节理、裂纹等不
连续面, 但扩展到三维有一定困难; 基于单位分解的扩展有限单元法 (XFEM), 在传统有
限单元法的基础上进行了重要的改进, 无需重划网格即可实现裂纹在规则网格中的任意
扩展; 基于解析或半解析裂缝模型的离散裂缝网方法 (DFN), 该方法求解效率高, 在商业
软件中广泛采用, 但其基于简单的平面裂缝模型, 难以考虑天然裂纹、材料各向异性、孔
隙压力等对裂缝网形貌的影响. 这些方法各有千秋, 目前在岩体压裂裂缝扩展数值模拟研
究中都已经得到有效应用,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5.5 页岩复杂介质的非均质特征

由于不同类型富有机质页岩形成环境的差异性, 页岩储层在纵向上具有多重非均质
性, 包括岩性的纵向非均质性、储层物性的纵向非均质性、岩石力学参数的纵向非均质
性、地应力的纵向非均质性以及含气性特征的纵向非均质性等, 这造成了页岩油气储层的
纵向非均质性明显强于横向非均质性, 有机质丰度、孔隙度、渗透率、储层的可压裂性、
地应力、含气性及吸游比等参数在纵向上的变化均较大, 并且直接影响了后期页岩油气开
发过程中的渗流规律.
5.5.1 横纵向各向异性

页岩储层的横向渗透率与纵向渗透率的差异巨大, 必须考虑横纵向各向异性对渗流
规律的影响. 针对页岩气渗流的各向异性, 可对比研究储层各向同性和局部异性基质内页
岩气的渗流规律, 并给出了精确描述渗透率变化的数学模型, 充分考虑了局部孔隙结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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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化分布和基质组份含量, 采用小扰动理论研究储层内页岩气的吸附和运移, 研究发现与
各向同性的基质相比, 孔隙系统局部渗透率变化将影响页岩气的运移效率. 通过研究异质
性岩层中井筒周围基质对二氧化碳的束缚和控制, 也证明了异质性岩层对储层气体渗流
效率的明显影响. 页岩气基质的各向异性对页岩气渗流控制的机理尚未研究清楚, 这也是
以后重点研究的内容之一.
5.5.2 基质本身的非均质性

陆相页岩气储层岩石组成相对复杂, 除泥粒级岩石矿物组分外, 还有粉砂质、细砂质
等粒级较粗的岩石矿物, 以及灰质等; 岩性组合在纵向上的变化相对海相页岩更为迅速且
复杂. 海相页岩岩性组合以厚层泥页岩夹海相砂质岩、碳酸盐岩等为主要特征, 而陆相泥
页岩岩性组合以大套巨厚泥页岩夹薄层砂质岩或多层厚层泥页岩夹薄层砂质岩组合为主
要特征. 含油气页岩层段的矿物成分在剖面上的变化也较明显.
含油气页岩储层的非均页岩储层基质孔隙度一般小于 10%; 孔隙空间类型多样, 包括
粒间孔、粒内孔、有机质孔隙和裂隙质性强, 纵向非均质性明显, 这点与致密油气储层有
明显的差异. 上扬子地区龙马溪组的基质孔隙主要有黄铁矿粒内孔、黏土矿物层间孔隙、
残余原生孔隙、不稳定矿物溶蚀孔及有机质微孔隙等. 龙马溪组页岩中较为常见的是莓
状黄铁矿粒内孔, 孔隙形状常不规则, 大小在 50 ∼ 300 nm, 孔隙之间的连通性较差, 这种
孔隙类型对页岩气储集与渗流意义不大 (图 5.11(a)), 而残余原生孔隙、不稳定矿物溶蚀
孔在页岩中有少量发育, 有机质在生烃过程中常会产生一部分有机酸, 这些有机酸会对邻
近的不稳定矿物 (如方解石与长石矿物) 产生局部溶蚀, 形成溶蚀孔, 形状常不规则, 有时
可见溶蚀港湾或锯齿状, 大小在 1 µm 左右 (图 5.11(b)), 另外, 龙马溪组页岩有机质内普
遍发育有蜂窝状、线状、串珠状孔、复杂网状等多种形态孔隙, 该类孔隙的形成常与有机
质的生烃作用有关, 通常在低成熟度页岩样品中缺乏该类纳米级孔隙, 而在较高成熟度页
岩样品中普遍发育这类孔隙, 孔径大小一般在 0.1 ∼ 1 µm.
由于岩性的纵向变化, 页岩气储层的岩石力学参数也发生变化. 其中岩石弹性模量和
泊松比的大小与岩石的脆性直接相关, 是岩石脆性的直接反映. 同时, 由于不同岩性层的
强度不同, 其应力特征在剖面上的分布也不同. 黏土矿物和有机碳含量较高的岩性层泊松
比相对较大、最小主应力相对较小, 黏土矿物和有机质含量较低岩性层泊松比相对较小,
最小主应力相对较大. 如果在页岩气储层中部为低应力, 上、下部为高应力时, 上、下部的
高应力层可以起到屏蔽作用, 控制缝高, 这对体积压裂缝网的形成十分有利.
5.5.3 天然裂缝引发的非均质性

地应力状态、地层力学性质、层理和裂缝等控制了压裂裂缝的形态和空间展布. 随
着埋深的增大, 垂向应力逐步增大, 由近地表和浅部的最小主应力、逐步过渡到中间主应
力、最大主应力. 由于岩石的抗张强度一般较小, 当应力差达到一定值时, 压裂裂缝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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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川南地区下志留统龙马溪组页岩储集空间扫描电镜图

上会沿最大主应力和中间主应力平面形成, 随着埋深的增大, 压裂裂缝的总体形态也从近
水平变为近垂直; 随着应力差的增大, 压裂裂缝的形态也越来越平直. 因此, 在应力差较大
的地区, 需要采用相关技术, 对压裂裂缝的延伸方向进行干预, 并缩短压裂段的长度和射
孔间距, 尽量增大压裂裂缝的影响范围. 可见页岩储层水平方向上的层理性结构导致了页
岩较强的非均质性和各向异性. 采用常规的弹性各向同性地层的裂缝起裂预测模型已不
能满足页岩气井水力压裂工程实际需求, 需要考虑层理性页岩的横向各向异性特性, 开展
页岩弹性各向异性以及地应力各向异性对水平井裂缝起裂的敏感性研究, 根据岩石横向
各向异性本构关系, 最终建立渗流与变形的耦合数值模拟方法. 为层理性页岩气井水力压
裂优化设计提供指导意见.
5.5.4 页岩储层的变形规律

页岩气藏开发过程中, 压力不断降低, 应力敏感增强, 导致孔隙减小, 从而降低绝对
渗透率, 但同时滑脱效应和自由分子流动效应会增强. 随着压力进一步降低, 吸附气解吸,
基质产生收缩, 导致孔隙增大, 绝对渗透率升高, 但同时滑脱效应和自由分子流动效应会
减弱; 应力敏感和基质收缩共同影响着绝对渗透率. 页岩基质渗透率变化是一个多因素影
响的复杂过程. 页岩气藏孔渗结构具有强烈的多尺度性, 渗流机理复杂, 纳米级基质孔隙
克努森扩散效应、裂缝应力敏感效应, 以及气体解吸收缩效应等多重机制对页岩气多尺度
流动特征及页岩气产能模型都有一定影响. 建立考虑纳米级基质孔隙努森扩散流、裂缝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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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敏感变形、基质解吸收缩效应协同作用的非线性渗流数学模型.
页岩气生产过程中随着孔隙压力的下降, 天然裂缝可能逐渐闭合, 天然裂缝表现出较
强的应力敏感特征, 基于 Ozkan 和 Raghavan (2009, 2011) 的研究成果得到天然裂缝随孔
隙压力变化的渗透率方程如下
Kf = Kfi exp [−df (pfi − pf )]

(5.12)

式中, Kf 为考虑应力敏感的天然裂缝渗透率, mD; Kfi 为原始天然裂缝渗透率, mD; df 为
天然裂缝应力敏感系数, MPa−1 .
随着地层压力下降, 页岩储层中的吸附气体开始解吸, 页岩基质收缩引起渗流通道的
增大对渗透率有重要影响. 采用 Bangham 固体变形理论描述压力下降时吸附气解吸对页
岩气渗透率影响, 页岩收缩程度采用式 (5.13) 计算
Z ψm
RT
V
∆ε = ρs
dψ
EVb ψi ψ

(5.13)

式中, ∆ε 为有效应力下的页岩收缩程度, 无量纲; ρs 为岩石密度, kg/m3 ; R 为气体
常数, MPa · L/(mol · k); T 为绝对温度, K; E 为杨氏模量, MPa; Vb 为气体摩尔体积,
10−3 m3 /mol; ψ 为地层拟压力, MPa2 /(mPa · s); ψm 为基质孔隙拟压力, MPa2 / (mPa · s);
V 为吸附气含量, m3 /t.

结合兰格缪尔方程, 将式 (5.8) 积分得到基质收缩量百分数. 随着储层压力的降低,
吸附气体开始解吸导致基质收缩, 同时裂隙内的有效应力增大, 岩体也产生膨胀变形, 得
到岩体的总变形量. 进一步根据理想毛管束模型, 得到基质直径.
为了准确刻画储层改造体积对页岩气藏渗流规律的影响, 可针对页岩气藏中水平井
结合体积压裂开采、吸附气和游离气共存的方式, 建立考虑储层改造体积的页岩气藏复合
模型. 将储层分为人工主裂缝区域、储层改造区域和未改造区域, 其中人工主裂缝基于离
散裂缝模型降维处理, 储层改造区域为双孔双渗模型, 未改造区域为单孔隙介质模型; 模
型采用有限元方法进行求解. 姚军等 (2013) 研究结果表明: 页岩气藏水平井体积压裂复
合模型主要存在主裂缝周围线性流、过渡区域拟稳态、窜流阶段、未改造区域的拟径向流
动和到达边界后的拟稳态等 5 个主要流动阶段, 且考虑吸附解吸后, 定产量生产所需压差
小, 压力波传播到边界时间长, 压力导数曲线凹槽更加明显, 定井底流压生产时压裂水平
井产量更大, 稳产时间更长; 储层改造体积越大, 到达区域拟稳态流越晚, 可判定储层改
造体积; 吸附体积越大, 压力波传播越慢, 所需压差越小, 压力导数曲线凹槽越深, 页岩气
藏稳产时间越长, 产量越大, 但产量的增幅越来越小.
5.6 本节小结
(1) 微观流动机理需要更多手段进行分析验证, 重要的发展方向是微观机理向宏观流

动规律的过渡方法的研究, 实现多尺度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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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页岩气的吸附及解吸附机理研究结果较少, 如何寻求微观解吸机理与宏观流动的

耦合应是发展的重要方向.
(3) 页岩气藏人工压裂后形成复杂的裂缝网络, 通过建立页岩各向异性的多孔本构,

形成页岩各向异性强度和断裂准则, 进而分析水压裂缝和天然裂缝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
深入探究页岩裂缝的扩展理论. 利用双重介质模型、离散裂缝模型和嵌入裂缝模型表征复
杂裂缝网络, 耦合天然、人工裂缝和页岩基质内的流体流动, 分析页岩气井的生产规律.
(4) 由于不同类型富有机质页岩形成环境的差异性, 页岩储层在纵向上具有多重非均

质性, 表现为孔喉结构类型丰富、岩性差异大、地应力各向异性. 由于地应力状态、地层
力学性质、层理和裂缝等控制了压裂裂缝的形态和空间展布, 需要开展页岩弹性各向异性
以及地应力各向异性对水平井裂缝起裂的敏感性研究.
(5) 页岩气藏孔渗结构具有强烈的多尺度性, 渗流机理复杂, 纳米级基质孔隙努森扩

散效应、裂缝应力敏感效应以及气体解吸收缩效应等多重机制对页岩气多尺度流动特征
及页岩气产能模型都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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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前言

目前页岩储层压裂主要是以水力压裂为主. 水力压裂研究和设计中所涉及的现场和
物模实验成本高昂, 能捕获的信息也相对有限, 因此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 数值模拟逐渐
成为研究压裂过程的重要手段. 目前国际上已形成了一些水力压裂的软件体系, 从整体区
块的压裂设计, 到单井压裂设计和实时监测分析等方面, 都有相应的软件, 代表性的主要
有 FracpropPT, Meyer, TerraFrac, E-StimPlan 等, 这些软件的开发和使用大大促进了水
力压裂技术的发展. 但总体而言, 目前的商用软件大多采用简化的力学模型, 采用解析或
半解析的裂缝模型, 把裂缝简化成对称平面裂纹, 忽略了裂缝复杂的几何形态及多个裂缝
之间的相互作用, 很难处理裂纹交汇、分叉和裂纹网络等问题. 而压裂数值模拟技术本身
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日趋成熟, 可以较好的分析压裂过程中的复杂裂缝扩展问题. 本章将对
页岩压裂中可能用到的水力压裂计算模型和数值模拟方法作简单介绍.
6.2 理论计算模型

水力压裂的理论计算模型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中期. 1946 年, Sneddon (1946) 率先
研究了圆形裂纹 (penny-shaped fracture) 的扩展问题, 给出了圆形裂纹在静压作用下的开
度公式. 到 20 世纪 70 年代, 关于水力压裂计算的研究大多是二维理论模型方面的研究.
这个阶段发展了几个著名的理论计算模型, 包括 PK 模型 (Perkins & Kern 1961)、PKN
模型 (Nordgren 1972)、KGD 模型 (Khristianovich & Zheltov 1955, Geertsma & de Klerk
1969) 等. 这类模型可通过加入滤失系数 (Carter 1957) 来考虑滤失效应, 但均是二维 (2D)

模型, 无法同时模拟裂缝高度和长度两个方向上的扩展. 20 世纪 80 年代, 发展出了拟三
维 (pseudo 3D, P3D) 模型 (Settari & Cleary 1986). 拟三维模型可以模拟裂缝高度和长
度方向上的共同扩展, 但是裂缝的形状和方位是固定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有学者发展
出三维模型, 但这些模型大多数是平面三维 (planar 3D, PL3D) 模型 (Siebrits & Peirce
2002). PL3D 模型中的裂缝宽度和长度是可以任意扩展的, 并且裂缝可以沿任意方位扩

展, 但裂缝只能是平面的. 上述模型通常被称为常规计算模型, Rahman (2010) 和 Adachi
等 (2007) 的文章对这些模型作了综述, 它们的特点是: 计算量小、计算效率高, 但受假设
条件限制导致计算精度不足. 21 世纪, 非常规计算模型得到了发展, 如线网模型 (Xu et
al. 2010)、非常规裂缝模型 (Weng et al. 2011) 等. 这些模型的特点是将理论模型与现场

监测数据有机结合起来, 模型做了一定简化, 计算量小, 跟实际结合也更紧密. 现对几类
经典的水力压裂计算模型进行简单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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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PKN 模型 (Gidley et al. 1989)
6.2.1 传统水力压裂模型
6.2.1.1 PKN 模型
Perkins 和 Kern (1961) 根据 图 6.1 所示模型通过做出以下假设, 建立了二维水力压

裂模型:
(1) 裂缝高度 hf 固定, 与缝长无关.
(2) 与裂缝扩展方向垂直的横截面中的液体压力 p 为常数.
(3) 每一个垂直截面独立变形, 不受邻近截面影响.
(4) 横截面形状为椭圆形, 模型中心截面的宽度为
w(x, t) =

(1 − ν)hf (p − σh )
G

(6.1)

(5) 流体在椭圆形通道中符合牛顿流动
∂(p − σh )
64 qµ
=−
∂x
π w 3 hf

(6.2)

(6) 缝内流体在缝端逐步下降, 在缝长 L 处, 压力 p = σh .

在最初始的理论中, 忽略裂缝宽度增长对流量的影响. 后来, Nordgren(1972) 考虑了
裂缝宽度增长的影响, 连续性方程为
∂q
πhf ∂w
=−
∂x
4 ∂t

(6.3)

通过引入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
w(x, t) = 0;

w(x, t) = 0

for x > L(t)m,

(0, t) = q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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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解得 PKN 模型裂缝长度与宽度的解为
·

Gq03
L(t) = 0.605
(1 − ν)µh3f
·
w(0, t) = 2.104

¸1/5
t

4/5

¸1/5
ν)q02 µ
1/5

(1 −
Ghf

t















(6.5)

6.2.1.2 KGD 模型
Khristianovich 和 Zheltov(1955), 以及 Geertsma 和 de Klerk(1969) 推导了 KGD 模

型, 如 图 6.2 所示, 其假设为:
(1) 假设缝高固定.
(2) 仅在水平面考虑岩石刚度.
(3) 裂缝截面为矩形, 裂缝中流体的流动满足立方定律
Z
12µq0 x dx
pnet = p(0, t) − p(x, t) =
3
hf
0 w (x, t)

应用 Barenblatt 缝端条件

Z
0

L

p (x, t)
√net
dx = 0
L2 − x2

(6.6)

(6.7)

式 (6.1) 中令 hf = L/2, 得到缝宽为
w(x, t) =

2(1 − ν)Lpnet
G

(6.8)

根据式 (6.6) ∼ 式 (6.8) 得出缝长和缝宽的理论解为
·

Gq03
L(t) = 0.68
µ(1 − ν)h3f
·
w(0, t) = 1.87

(1

¸1/6
t2/3

¸1/6
− ν)µq03
t1/3
Gh3f















(6.9)

6.2.1.3 P3D 模型

图 6.3 所示为一种 P3D 模型, 该模型把储层分为多层, 裂缝在不同层中长度存在分
布, 裂缝所在层的位置即表示裂缝高度. 该模型可分别计算裂缝长度、高度和宽度的分布.
流体在每一层中均服从一维裂隙渗流, 裂缝尖端流体压力与地应力的差的大小决定裂缝
的开裂. 与 PKN 模型的假设相似的是, 垂直于裂缝平面的各层位移是相互独立的.
从以上 3 个模型的假设可以看出, 上述水力压裂模型局限性在于: (1) 模型仅限于单
裂缝的扩展, 无法模拟复杂裂缝网络的交叉问题; (2) 裂缝在某一假定的空间域内进行扩
展, 无法真实模拟裂缝的开裂; (3) 不考虑滤失或者是凭借经验以滤失系数的形式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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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KGD 模型 (Gidley et al.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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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一种 P3D 模型 (Petro 2015)

6.2.2 非常规水力压裂模型
6.2.2.1 线网模型 (wire-mesh model)
Xu (2010) 以及 Meyer 和 Bazan (2011) 提出了线网模型 (wire-mesh model), 该模型

中水力裂缝网络用一个由预设的两组正交均匀分布的垂直裂缝构成的椭圆体代表.
线网模型固体计算应用岩石力学方法考虑了压裂过程中裂缝椭球体的实时扩展, 考
虑了施工参数的影响, 并计算了支撑剂在页岩裂缝中的分布情况 (Xu et al. 2010, Meyer
& Bazan 2011). 线网模型流体计算基于常规的拟三维模型的裂缝高度延伸方程和整体的

质量守恒. 线网模型分析水力压裂的过程如 图 6.4 所示, 该模型通过与微震监测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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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线网模型分析过程 (Cipolla et al. 2012)

行对比以修正模型预测的裂缝网络.
线网模型的局限在于: (1) 必须将储层改造区域近似为沿井筒注入点对称分布的椭球
体, 不能模拟不规则的裂缝形态, 限制了与微地震数据的拟合; (2) 裂缝间距和改造体积由
微地震监测结果确定, 仅限于本段压裂施工模拟, 计算结果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3) 没有建
立判断准则, 直接认为天然裂缝与人工裂缝相连接; (4) 没有考虑人工裂缝之间相互干扰
对裂缝形态的影响.
6.2.2.2 非常规裂缝模型
Weng (2011) 和 Kresse 等 (2013) 提出了非常规裂缝模型 (unconventional fracture
model, UFM), 该模型做了很多同常规拟三维模型相似的假设, 但考虑了复杂裂缝网络扩

展及水力裂缝尖端与天然裂缝相交时的相互作用, 考虑了压裂液的一维流动、支撑剂的输
送和裂缝宽度的弹性变形, 通过计算应力阴影考虑相邻人工裂缝间的相互作用. 该模型
采用三层模型模拟支撑剂输送, 分别为支撑剂、混砂液和压裂液.
非常规裂缝模型比线网模型提供了一种更为精确预测裂缝分布、几何形态和支撑剂
分布的方法, 综合考虑了地层天然裂缝、应力分布和力学性质的非均质性, 能够模拟裂缝
网络的非对称和不规则形态, 计算结果可以很好的与微地震数据拟合和校正. 非常规裂
缝模型分析水力压裂的过程, 如 图 6.5 所示, 可看出其裂缝网络更加复杂化, 而不是像线
网模型中使用一个椭圆代替整个压裂区域.
非常规模型的不足之处是：做了同常规拟三维模型相似的假设, 单条水力裂缝仍为平
面缝, 扩展路径受限, 不能模拟裂缝的随机弯曲转向; 裂缝的分布依赖于离散裂缝地质建
模的结果; 人工裂缝的模型依赖于计算参数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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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非常规裂缝模型分析过程 (Cipolla et al. 2012)

6.3 水力压裂数值计算

为了克服水力压裂模型中的不足, 各国学者纷纷开始研究使用数值计算方法模拟水
力压裂问题. 使用数值方法的优势是, 可以考虑任意情况下的压裂过程, 包括任意路径的
裂缝扩展、真实的流体流动过程、各种复杂模型条件等.
6.3.1 数值计算模型
6.3.1.1 固体破裂计算模型
(1) 线弹性断裂力学模型

线弹性断裂力学认为, 裂纹扩展前裂纹尖端无塑性区, 或塑性区尺寸远远小于裂纹
长度 (Broek 1982). 研究裂纹扩展包括两种观点: 一种是能量平衡观点, 如 Griffith 理
论 (Griffith 1921), 认为当应变能大于断裂能时发生断裂; 另一种是应力场强度的观点, 如
Irwin 理论 (Irwin 1968), 该理论认为应力强度因子大于临界值时发生断裂.
(2) 损伤模型

根据不同的力学行为, 很多学者发展出不同的损伤模型, 如 Lubliner 等 (1989) 的塑
性损伤模型, Simo (1987) 的黏弹性损伤模型, Meschke 等 (1998) 的各向异性弹塑性损伤
模型等. Li 和 Zhou (2013) 发展出一种新型损伤模型, 称为应变强度分布模型. 该模型认
为材料的强度在代表性体积元 (RVE) 上存在一定分布, 材料微观发生拉伸、剪切以及拉
剪三种破坏行为. RVE 的宏观强度由材料的三种微观破坏行为所体现. 该模型建立了材
料微观破坏到宏观损伤的对应, 可以刻画材料的渐进破坏过程.
(3) 强度模型

最经典的强度模型即四大强度理论 (刘鸿文 1997), 包括最大拉应力准则、最大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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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渗流模型对比. (a) 实际裂缝网络, (b) 离散裂隙网络模型, (c) 双重孔隙介质模型, (d) 等
效连续介质模型 (Samardzioska & Popov 2005)

线应变理论、最大剪应力理论、形状改变比能理论. 此外, 还包括内聚力模型 (Nguyen et
al. 2001)、Mohr-Coulomb 模型 (Hoek 1990) 等.
6.3.1.2 渗流计算模型

压裂改造的油气藏储层是一种节理化孔隙介质, 针对这种介质发展的渗流计算模型
主要包括 3 个: 双重孔隙介质模型、等效连续介质模型和离散裂隙网络模型. 这 3 种模型
的对比, 如 图 6.6 所示.
Barenblatt 等 (1960) 于 1960 年率先提出均质、各向同性的双重孔隙介质模型; Warren

和 Root 在 1963 年也独立提出该模型. 该模型假定节理化孔隙介质是一种包含两种物性
的连续介质, 其几何区域是交叠的. 两种介质之间的物质交换, 以窜流项表示. 1982 年
Long 等 (1982) 把强节理化孔隙介质, 等效为一种连续介质来处理, 提出等效连续介质模

型. 该模型中介质的渗透率和孔隙度通过平均化获得, 这种简化使得等效连续介质模型
中不包含裂隙, 因此计算精度较低. 1992 年, Dverstorp 等 (1992) 通过提取介质中的主导
裂隙, 建立了离散裂隙网络模型. 由于该模型的简化条件较少, 因此该模型最为精确,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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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该模型将导致计算量巨大.
6.3.2 数值计算方法
6.3.2.1 有限单元法

早在 1982 年, Advani 和 Lee (1982) 就使用有限单元法 (finite element method, FEM)
模拟水力压裂过程, 开启了水力压裂数值模拟的时代. 该模型考虑岩体压裂后的响应, 提
供了一个用于评价裂缝扩展范围的统一框架. 在此框架下, 可分别求解层状储层、不同地
应力、相交化节理、裂纹分叉等工况. 后来, Lee (1990) 专门研究了层状储层的水力压裂
问题.
Boone 和 Ingraffea (1990) 开发了一个二维水力压裂程序, 用于模拟弹性多孔介质的

水力压裂问题. 该程序使用有限元法计算固体应力场, 使用有限差分法计算裂缝中水的
流动. 有限元求解中使用矩阵分解法, 进行了并行化. Sousa 等 (1993) 分别研究了牛顿
流体和幂律流体对水力压裂效果的影响. 为了描述水力裂缝中支撑剂的分布, Ouyang 等
(1997) 发展了一种自适应的二维有限元模型. 模型中考虑水力压裂过程中, 非牛顿流体对

支撑剂浓度影响. 通过增加网格点或改变网格点的分布, 实现求解支撑剂浓度过程中的网
格自适应.
到了 2000 年以后, 三维有限元水力压裂程序开始发展. Carter 等 (2000) 发展了全耦
合的三维有限元水力压裂求解器. 该求解器中固体计算和裂隙流体渗流均采用有限元法,
可以模拟多裂缝、任意裂缝、非平面裂缝等情况. 固体采用线弹性断裂力学模型, 裂隙渗
流采用立方定律模型, 滤失采用 Carter 滤失系数模型. 通过与理论解对比, 验证了算法的
有效性. Devloo 等 (2006) 也发展了一个三维有限元水力压裂求解器. 该求解器考虑裂隙
渗流、滤失效应以及周围孔隙介质的弹性响应. 使用有限元法, 求解流体流量守恒方程、
边界力 – 裂隙开度耦合奇异积分方程 (singular integral equation). 该奇异积分方程是一
个非线性方程, 通过牛顿法进行求解. Pak 和 Chan (2008) 使用隐式有限元法, 模拟了砂
岩的三维水力压裂耦合过程, 并与现场数据进行对比. 通常模拟水力压裂的模型, 并不适
用于砂岩的模拟, 这是由于砂岩的渗透率高, 滤失效应显著. Pak 和 Chan (2008) 所发展
的热 – 流 – 固全耦合三维隐式有限元方法, 适用于砂岩水力压裂模拟, 并且通过与试验
数据进行对比, 验证了模型的可靠性.
2008 年以后, 各种新的有限元模型开始发展. Chen 等 (2009) 发展了一种三维全耦合

内聚力有限元模型 (其示意图如 图 6.7 所示), 通过与 Penny-shaped 理论模型进行对比,
验证了该模型的有效性. Chen (2012) 将验证过的三维有限元内聚力模型, 用于研究黏性
主导的水力压裂问题. 研究中, Chen 还推导了基于内聚力模型的 KGD 理论模型, 并将数
值模型与之对比, 结果符合较好. Carrier 和 Granet (2012) 同样使用内聚力模型, 研究了
可渗透的水力压裂问题. 他们发展一种零厚度的有限单元来模拟裂隙单元, 裂缝扩展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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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内聚力水力压裂模型示意图 (Che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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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裂缝化单元水力压裂模型示意图 (Wangen 2011)
聚力模型和光滑平板流方程控制. 模型求解为全耦合形式, 通过与渐进理论解对比, 验证
模型的正确性.
Wangen (2011) 应用有限元法, 使用裂缝化单元模型 (fractured element model), 模拟

了二维水力压裂过程. Wangen(2013) 又将该模型推广到三维情况. 该模型示意图如 图
6.8 所示. 该模型中, 通过强度准则判断裂缝的扩展: 如果一个孔隙单元达到强度准则, 那

么该单元将变成裂隙单元, 通过裂隙孔隙度 (fracture porosity) 表征裂隙单元的流量守恒,
即
φF = φ +

VF
VE

(6.10)

裂缝化单元模型得到的裂纹如 图 6.9 所示, 从中可看出裂缝呈现网状分布, 但是裂缝宽
度较宽, 显得不够真实.
此外, Zhang 和 Ghassemi (2011) 以及 Huang 等 (2013) 使用多维度内部虚连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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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裂缝化单元法模拟得到的水力裂缝图 (Wangen 2011). (a) 均质情况, (b) 非均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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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损伤模型计算得到的水力压裂图 (Li et al. 2012)

(virtual multidimensional internal bond, VMIB), 应用有限元法求解天然裂缝附近的水力

压裂问题. VMIB 模型中, 单元内部通过虚拟的连杆连接, 通过断裂力学准则判断连杆是
否进行断裂, 从而实现水力裂缝的扩展.
Li 等 (2012) 提出一种渗流 – 应力 – 损伤模型 (flow-stress-damage model, FSDM), 用

于有限元求解水力压裂过程, 通过与试验进行对比验证了该模型. FSDM 模型中, 对岩体
弹性模量进行损伤演化, 求解弹性模量的损伤系数 D. 如果 D = 0, 那么认为单元即发生
断裂, 从而进行渗流计算, 以此实现水力压裂过程. 使用损伤模型得到的水力压裂效果图,
如 图 6.10 所示. 从图中可看出, 该模型与微震监测得到的结果具有相似性. Shojaei 等
(2014) 使用基于连续介质损伤模型 (continuum damage model, CDM) 的有限元法分析了

孔隙介质的水力压裂问题, 并与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 验证了该模型分析的可靠性. CDM
模型中考虑了塑性损伤对孔隙介质的裂缝扩展影响.
Hunsweck 等 (2012) 考虑了流体在裂缝中流动的滞后特性, 使用有限元分析了平面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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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
有限元模拟带有流体滞后的水力压裂 (Hunsweck et al. 2013)

变情况下单条直裂缝在不透水弹性介质中的扩展问题 (如 图 6.11). 考虑流体压力与裂
纹开度之间的非线性耦合关系, 并且追踪了裂纹尖端和流体锋面, 因此该算法允许流体流
动中存在滞后. 流体锋面由显式算法求得, 但对于裂纹尖端需要使用隐式算法, 确保满足
Griffith 裂纹扩展条件. 通过与相似解进行对比, 验证了算法的正确性.
Fu 等 (2013) 使用显式有限元求解了二维水力压裂问题. 求解中有限元求解器调用网

格划分程序, 并使用断裂力学强度因子进行裂纹扩展判断. 该方法实现了任意路径的裂
纹扩展, 但计算量非常大, 即使一个简单的算例也要计算很长时间. 通过与 KGD 理论解
进行对比, 验证显式有限元算法的正确性. 此外, 还推导了应力强度占主导的 KGD 模型,
并进行了数值验证.
有限元法模拟水力压裂的主要特点是: 相比较水力模型来讲, 计算更加精细化, 可考
虑复杂条件下的计算工况, 因此计算精度高; 多数是隐式求解压力和裂缝开度之间的耦合
方程, 也有少数学者使用显式迭代求解算法; 裂纹扩展大多假定扩展路径, 并且裂缝扩展
多为简单缝, 很少考虑复杂裂缝网络的情况, 也有学者通过调用网格程序进行网格重划分
的; 边界条件是定压边界或固定流量边界; 判断准则多是断裂力学准则, 也有通过强度准
则或损伤准则进行开裂判断; 滤失效应多数是以滤失系数的形式考虑, 很少有学者考虑裂
隙与孔隙基质之间的渗流效应; 有限元数值算法通常与 KGD 解、Penny-shaped 解、相似
解等理论解进行对比, 或者与简单缝水力压裂试验数据进行对比.
6.3.2.2 有限差分法

使用有限差分法 (finite differencemethod, FDM) 模拟水力压裂问题的文章相对较少,
最早可查到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Chouet(1986) 使用有限差分法研究三维注水裂纹

力

118

学

进

展

第 49 卷 : 201901

0.343 m

ϰ㽓

m
0.273 m

图 6.12
FLAC3D 模拟的水力压裂区域与试验对比 (Zhou & Hou 2013)

的动力响应问题. Groenenboom 和 Falk(2000) 通过有限差分法计算裂缝产生的波动效应,
并与现场微震监测数据进行对比, 从而反分析裂缝形态. Zhou 和 Hou(2013) 使用基于有
限差分的数值计算软件 FLAC3D, 加入裂隙 – 孔隙耦合渗流模型, 模拟了三维水力压裂
问题. 为验证该模型, 将数值解与试验解 (试样来自 Northern German Basin 砂岩区) 进行
了对比, 如 图 6.12 所示.
6.3.2.3 边界单元法

边界单元法 (boundary element method, BEM) 适合求解裂纹扩展问题, 在断裂力学
中经常用到 (Crouch & Starfield 1990, Aliabadi 1997). 20 世纪 80 年代末, 开始有学者用
边界元法研究水力压裂问题. Vandamme 和 Curran (1989) 使用边界元法研究了非平面水
力裂缝的扩展问题, 阐述了数值方法中所使用的各个模型构件 (应力位移、渗流以及裂缝
扩展准则), 并且计算了几个非平面裂缝的算例.
Dong 和 de Pater (2001) 应用位移不连续法 (displacement discontinuity method,
DDM) 研究水力裂缝的扩展问题. DDM 是早期模拟水力压裂流行的方法, 它属于边界

元法的一种. Hossain 和 Rahman (2008) 使用边界元法研究了致密储层的复杂裂缝扩展
问题.
Olson (2008) 以及 Olson 和 Taleghani(2009, 2010) 基于边界元法提出了一个拟三维

复杂裂缝网络模型 (如 图 6.13), 多裂缝延伸遵守亚临界幂律扩展定律, 同时考虑了裂缝
的张性破裂和剪切破裂, 但是模型假设缝内压力恒定, 没有考虑压裂液的流体耦合效应.
Olson 和 Wu (2012) 对模型进行了改进, 加入了非牛顿流体注入、卡特滤失、随机非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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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
边界元模拟的水力裂缝 (Olson & Taleghani 2010)

扩展和三层介质中缝高延伸模型.
Behnia 等 (2012) 基于位移不连续法, 提出一种新的边界元求解模型. 该模型使用高

阶边界位移拼接技术 (boundary displacement collocation technique) 以及裂纹尖端单元进
行裂缝扩展计算. 分别使用最大剪应力准则和应变能密度准则作为裂缝扩展准则, 并进行
了对比研究.
边界元法模拟水力压裂的主要特点是: (1) 将体运算转化为边界运算, 计算效率较高;
(2) 裂缝扩展路径受到限制, 难以做到任意路径下水力压裂模拟; (3) 不能在缝面上施加变

化的水力压力; (4) 难以考虑孔隙基质渗流.
6.3.2.4 扩展有限元法

扩展有限元法 (extended finite element method, XFEM) 是 1999 年提出的一种求解
不连续力学问题的数值方法, 在模拟裂纹扩展等不连续问题时特别有效, 它所使用的网格
与结构内部的几何或物理界面无关, 从而克服了在诸如裂纹尖端等高应力和变形集中区
进行高密度网格剖分所带来的困难, 模拟裂纹扩展时无需对网格进行重新剖分 (李录贤等
2005).
Lecampion (2009) 率先使用扩展有限元法模拟水力压裂问题, 考虑裂纹内部水压力

的影响. 模型分别计算断裂强度、流体黏度主导机制下的裂纹扩展, 与这两者的渐进理论
解进行了对比, 数值解符合渐进解 t2/3 幂次的扩展规律. 对单位分解法中缺乏转变区进
行了修正, 并说明这一项的重要性. Ren 等 (2009) 也使用扩展有限元法研究水力压裂问
题, 同样考虑裂纹内部水压力的影响, 并对算法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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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
扩展有限元模拟的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交叉. (a) 简单裂缝相交 (Taleghani 2009), (b) 复
杂缝网相交 (Taleghani 2010)

Dahi-Taleghani (2009, 2010) 以及 Dahi-Taleghani 和 Olson (2011) 基于二维平面应变

弹性理论, 应用扩展有限元法模拟了复杂裂缝问题, 考虑人工裂缝与天然裂缝的相交问题
(如 图 6.14 所示). 该模型的缺点是: 水力裂缝面上施加均匀、恒定的净压力, 不考虑流

体滤失或渗流作用.
Khoei 和 Haghighat (2011) 使用扩展有限元法模拟了具有任意破裂面的孔隙介质的

水力裂纹扩展问题. Khoei 等 (2012) 又模拟了孔隙介质在热 – 流 – 固耦合作用下的裂纹
扩展问题. 通过给出裂缝扩展的实际案例, 说明了扩展有限元法的效率.
Shakib 等 (2012) 以及 Shakib (2013) 使用扩展有限元法研究了储层中含有天然裂缝

的水力压裂问题. 计算结果表明, 裂缝形态的复杂性受控于应力各向异性、天然裂缝的胶
结强度、天然裂缝与人工裂缝之间的方位. 人工裂缝的发展会导致天然裂缝开启, 原岩应
力的各向异性会增加这一开启的可能性, 并降低裂缝闭合的可能性.
Gholami 等 (2013) 基于扩展有限元法, 考虑流 – 固全耦合过程, 模拟了孔隙介质的

水力压裂问题. 使用内聚力裂缝概念, 用于描述准脆性材料的非线性裂纹扩展过程. Mohammadnejad 和 Khoei (2013) 同样使用内聚力裂缝模型, 用扩展有限元模拟了孔隙介质

的水力压裂问题.
Weber 等 (2013) 及 Weber 和 Fries (2013) 把显式 – 隐式裂缝描述方式引入到扩展有

限元中, 用于模拟水力压裂过程. Gordeliy 和 Peirce (2013) 提出一种耦合扩展有限元算
法. Fries 等 (2014) 考虑了应力强度因子对水力压裂的影响.
庄茁等 (2012, 2015) 以及王涛等 (2014) 发展了一系列新的模型, 用以研究人工裂缝
与天然裂缝的复杂相互作用规律及多孔岩石中的水力压裂过程等, 包括利用新的水平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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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描述裂缝的交汇、分叉等拓扑, 同时具备扩展有限元单元和内聚力单元特点的混合单
元, 耦合变形 – 流动 – 扩散的断裂模拟程序等. 这些模型实现了固体场和流体场的完全
耦合, 可以很好的捕捉裂缝的扩展路径, 可以方便的描述水压裂缝穿过层理弱面扩展的行
为.
扩展有限元法模拟水力压裂的特点是: (1) 可以考虑任意路径的裂缝扩展; (2) 裂纹
扩展需要隐式迭代, 很难计算大规模问题; (3) 裂缝中的压力常为静态压力; (4) 算法条件
数高, 容易导致发散; (5) 由于增加了节点自由度, 导致计算量很大; (6) 三维裂纹扩展难
以实现.
6.3.2.5 离散单元法

离散单元法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DEM) 由 Cundall (1971) 在 1971 年提出, 1979
年经 Cundall 和 Strack (1979) 发展, 适用于计算离散类物质, 如块体和颗粒等.
Al-Busaidi 和 Hazzard (2005) 率先使用二维离散元法模拟 Lac du Bonnet 花岗岩试

样的水力压裂问题. 将不连续介质当作一堆带有连接的颗粒物质来处理, 通过断开颗粒物
质的连接, 实现裂缝扩展. 该模型与实验室所做试验进行了对比验证, 试验获得的声发射
数据佐证了该模型. Torres 和 Castaño (2007) 也使用二维离散元法模拟了水力压裂过程,
不过他们用的离散元几何模型是 Voronoi 多边形. 通过 Mohr-Coulomb 准则判断多边形
之间的断裂问题, 实现裂缝扩展. Wang (2008) 使用颗粒离散元法模拟了二维水力压裂问
题. Damjanac 等 (2010) 使用颗粒离散元结合离散裂隙网络模型模拟了二维水力压裂问
题.
Zhao (2009) 应用二维颗粒离散元法 (PFC2D) (图 6.15) 模拟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的

相遇行为, 模型由黏结颗粒和粒间孔隙空间构成, 流体注入提高孔隙压力使得颗粒间黏结
破裂, 天然裂缝没有黏结或弱黏结, 其他黏结颗粒的破裂可以形成新的水力裂缝. Nagel
(2011) 应用三维离散元法 (3DEC) (如 图 6.16) 研究了裂缝性储层中排量和压裂液黏度

对破裂类型的影响. 模型中储层由离散的刚性或可变形块体构成, 块体大小、形状、方向
可由真实统计的三维离散裂缝网络 (DFN) 确定. Zangeneh 等 (2012) 应用二维离散元法
(UDEC) (如 图 6.17) 模拟了水力裂缝网络. 模型中岩体被多组节理所分割, 节理之间为

可变形的岩块, 压裂液流动和裂缝破裂仅能沿着预设的节理网络, 除了初始天然裂缝外不
能有新的裂缝扩展. Hamidi 和 Mortazavi (2014) 使用 3DEC, 模拟了有天然节理情况下的
水力压裂过程, 分析了各个影响因素的敏感性.
Shimizu 等 (2011) 考虑流体黏度和颗粒尺寸的影响, 使用离散元模拟了井筒附近区

域的水力压裂问题. Deng 等 (2014) 使用离散元法模拟了水力压裂过程中支撑剂和裂缝之
间的相互影响. Wang 等 (2014) 结合颗粒流与离散元法, 模拟水力压裂问题, 用于煤矿中
的水力压裂.
离散元法模拟裂缝网络的特点是: (1) 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随机网格实现水力裂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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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5
PFC2D 水力压裂模拟结果 (Zhao & Paul 2011)
3DEC DP 4.20

ൖⳈܹᇘѩ

图 6.16
3DEC 水力压裂模拟结果 (Nagel et al. 2011)

意路径扩展; (2) 计算精度不如有限元精度高; (3) 由于模拟非连续物质时比较灵活, 更适
用于模拟非连续介质.
6.3.2.6 连续非连续单元法

连续非连续单元法 (continuum-discontinuum element method, CDEM) 是由 Li 等
(2008) 提出一种连续 – 非连续耦合计算方法, 结合水力压裂问题, 在原有算法框架下形成

了的大量新计算模型, 包括单元破裂模型 (王杰等 2015)、基于中心型有限体积的三维孔
隙 – 裂隙耦合渗流模型以及渗流 – 应力 – 破裂耦合计算模型 (王理想等 2015). 该方法结
合了有限元、离散元和有限体积法的优势, 可有效的解决在缝面上施加变化压力、孔隙渗
流与裂隙渗流的耦合、裂缝沿任意路径扩展等难题, 适合页岩等非常规储层压裂中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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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7
UDEC 水力压裂模拟结果 (Zangeneh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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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8
CDEM 水力压裂模拟结果

缝网动态扩展问题模拟.
王理想 (2015) 利用该算法对页岩水力压裂的裂缝扩展规律开展了大量模拟, 分析了
页岩储层压裂人工缝网形成的主控因素及水力裂缝扩展的力学机理.
连续非连续单元法模拟水力压裂的主要特点是: (1) 可以考虑孔隙 – 裂隙 – 应力
场 – 破裂场的耦合; (2) 裂缝可沿任意路径扩展, 可模拟多缝同时扩展问题; (3) 显式求解,
集成了有限元、离散元和有限体积在精度和功能上的优势, 但计算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6.4 页岩裂缝网扩展的数值模拟研究

大物模实验研究能获得重要的页岩裂缝扩展数据, 如岩石本构参数、3 个主应力与水
力致裂的关系、裂纹扩展形貌, 但其成本高昂, 一次实验动辄几万至几十万元, 需耗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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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人力、物力; 另外, 再大的物模也是从页岩露头样品采集的, 不能完全表现地下几千
米的地层形态和状态, 只能对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技术给予参数标定和方法验证. 近年
来随着数值模拟技术的发展, 水力压裂的数值模拟已成为研究压裂过程的有效手段, 对理
解页岩复杂裂缝网形成机理、指导改进压裂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页岩压裂的复杂特点, 在页岩压裂领域急需发展符合真实物理状况的水力压裂
数值模拟工具.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一方面要发展复杂裂缝网扩展的数值模拟方法, 一方
面更要考虑裂缝扩展和气体渗流及裂缝内流体流动的耦合作用.
6.4.1 页岩压裂数值模拟研究现状

针对页岩水力压裂过程的多物理场耦合特征, 一般的耦合计算流程是首先通过求解
固体平衡方程得到岩石变形和裂缝几何信息, 然后把位移场和裂缝张开宽度等信息传递
给流体求解器, 求出全场流场压力（包括页岩基质孔隙压力和缝内压力）分布, 再返回给
固体求解器用于更新当前压力载荷下的位移和裂缝信息, 如此循环下去实现流体驱动下
的多孔介质中裂缝扩展的模拟. 其中固体和流体的求解可以是强耦合也可以是松耦合, 下
面将分别介绍流体和固体求解方法.
目前主要基于润滑理论和 Poiseuille’s Law 来求解缝内的流动, 得到裂缝内的流体压
力分布, 然后将求得的压力作用在裂缝面上驱动裂缝张开、扩展. 缝内流动的控制方程主
要有以下几个, 分别是缝内流动的连续方程
∂w
+∇·q+g =0
∂t

润滑方程
q=−

w3
∇pf
12µ

(6.11)

(6.12)

以及滤失模型
2Cl

g (x, t) = p

t − t0 (x)

(6.13)

页岩基质内的渗流可以近似为达西流动, 分别满足达西定律
qi = −κ (p,i − fi )

(6.14)

∂ζ
+ qi,i = γ
∂t

(6.15)

和连续方程

目前大多采用有限体积方法求解润滑方程和连续方程, 这里不再详细介绍.
国内外对裂缝扩展的数值模拟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网格对裂缝几何
进行描述, 典型的有网格重剖分方法, 边界元法, 内聚力单元法等; 一类是不需要通过网
格对裂缝几何进行描述, 而是通过增加单元自由度或引入独立损伤变量对断裂过程进行
描述, 典型代表为扩展有限元方法和相场法. 下面对两类描述中的几种代表性方法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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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介绍：基于边界元的位移间断方法 DDM (Crouch et al. 1990), 当裂纹扩展时需要重
新剖分网格, 以求解裂纹面处位移间断在岩体内部产生的变形场; 基于有限元和非连续变
形分析的流行元方法 NMM (石根华 1997), 该方法很容易处理岩体内断层、节理、裂纹等
不连续面, 但扩展到三维有一定困难; 基于单位分解的扩展有限单元法 XFEM (Moes et
al. 1999), 在传统有限单元法的基础上进行了重要的改进, 无需重划网格即可实现裂纹在

规则网格中的任意扩展; 基于解析或半解析裂缝模型的离散裂缝网方法 DFN (Dverstorp
& Andersson 1989), 该方法求解效率高, 在商业软件中广泛采用, 但其基于简单的平面裂

缝模型, 难以考虑天然裂纹、材料各向异性、孔隙压力等对裂缝网形貌的影响. 这些方法
各有千秋, 目前在岩体压裂裂缝扩展数值模拟研究中都已经得到有效应用, 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
Chen 等 (2009) 使用内聚力模型求解了无限大不可渗弹性介质中的含液钱币型裂纹

扩展问题, 其计算结果与的断裂韧性主导的理论解 K- 顶点解吻合得很好. 作者重点分析
了内聚力模型中不同的参数对于计算结果的影响, 指出内聚力模型中分离比 α 影响较
大. 该工作没有考虑流体的泄露, 也只假设了裂纹中流体为轴对称一维流动. Gordeliy 和
Detournay (2011) 使用位移不连续法 (DDM) 求解了轴对称的钱币型裂缝中的压裂问题.

他们跟踪了全过程的 lag 区域变化, 指出早期裂缝内大部分区域都为 lag, 只有靠近注入
点的部分含有液体, 裂缝形貌为中部鼓起; 在时间较长后, 裂缝大部分区域都有液体, 裂纹
形貌较为圆润; 这分别对应两种不同的能量耗散模式. Garagash 等 (2011) 也采用位移不
连续法 (DDM) 模拟水力压裂中的多场耦合问题, 他在缝内采用 Poiseuille 流动假设, 通
过滤失模型来模拟基质渗流. Weng 等 (2011) 基于 DFN 模型提出了非常规裂缝扩展模
型 (UFM), 该模型能够模拟天然裂缝和人工裂缝之间的相互作用, 建立了裂缝端部扩展
准则, 考虑了压裂液的一维流动、支撑剂的输送和裂缝宽度的弹性变形. 孙海成 (2011) 使
用 DFN 数值方法模拟了页岩气储层的基质渗透率、裂缝连通性、裂缝密度 (改造体积)、
页岩气储层主裂缝与次裂缝对产量的影响, 指出只有相互连通的有效裂缝对页岩气产出
有贡献, 并分析了页岩气压后产量递减的规律.
潘鹏志等 (2011) 将 XFEM 和流体模拟软件 TOUGH 结合, 实现了固体变形和裂缝
内流体流动的耦合分析. Watanabe 等 (2012) 在 XFEM 框架下发展了界面单元来表示岩
石中如节理、天然裂缝等已经存在的不连续弱面, 该方法可以模拟多个交叉的裂缝, 但目
前还只能处理二维问题, 并且不能模拟非连续面的扩展. Chen 等 (2013) 在把压力自由度
引入到 XFEM 单元中模拟水力压裂, 既利用了 XFEM 模拟任意裂纹扩展的优点, 又引入
了压力自由度模拟裂缝中的压裂液, 实现了二者的耦合, 但目前只研究了单裂纹扩展问题.
Elizaveta 等耦合扩展有限元 (XFEM) 与润滑方程分析水力裂缝的扩展, 指出断裂韧性主

导时, 都可以用 1/2 奇异性, 但对于无 lag 的黏性主导时, 应当使用 2/3 奇异性. Miehe 等
(2015) 在 JMPS 的一篇文章中采用相场法来模拟裂缝演化, 他将裂缝看做是一种含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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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9
多水平集函数示意图

的连续介质, 可以很容易的捕捉到复杂裂缝的演化过程, 另外, 他将基质内的渗流和缝内
流动统一求解, 实现了完全的耦合过程, 但是由于网格精度要求导致相场法计算裂缝的演
化需要很大的计算量.
目前多场耦合水力压裂模拟的主要问题有: (1) 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二维问题, 难以
处理复杂的三维裂缝网络; (2) 大多数研究忽略基质内渗流, 缝内流动 – 基质渗流 – 裂缝
扩展的耦合求解在求解效率及稳定性上都还面临问题.
6.4.2 基于 XFEM 的耦合变形 – 扩散 – 流动的水力压裂数值模拟研究

近十年来, XFEM 被不断完善并发展, 逐渐成为了一种处理非连续场、局部变形和断
裂等复杂力学问题的功能强大、极具应用前景的新方法 (庄茁等 2012, 2014), 在岩土工程
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国内外课题组近年来基于扩展有限元发展多物理场耦合断裂模拟
方法, 对页岩水力压裂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王涛等 2014).
(1) 发展新的水平集理论描述裂缝的交汇、分叉等拓扑, 研究人工裂缝与天然裂缝的

复杂相互作用规律.
对于每个裂缝面, 分别有裂缝面水平集函数和裂前水平集函数来描述, 如图 6.19 所
示.
对于每一个裂缝面, 有
{X : φi (X) = 0

and ψi (X) 6 0,

i = 1, 2, · · · , n}

(6.16)

and ψi (X) = 0,

i = 1, 2, · · · , n}

(6.17)

对于每一个裂缝前端, 有
{X : φi (X)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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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
水压裂缝被天然裂缝阻止或穿过天然裂缝

上面两个公式结合可以准确地捕捉裂缝面的位置. 在裂缝扩展的过程中, 水平集函数
会实时更新, 从而捕捉裂缝的扩展路径.
通过该方法研究了水压裂缝和天然裂缝间夹角、地应力、天然裂缝摩擦力及水压分
布等因素对水压裂缝和天然裂缝相互作用结果的影响, 模拟结果如图 6.20 所示.
(2) 发展同时具备扩展有限元单元和内聚力单元特点的混合单元研究水压裂缝和岩

石节理、层理等弱面的相互作用.
内聚力单元适合模拟粘接的节理、层理弱面的力学行为, 扩展有限元单元适合模拟裂
缝扩展, 我们将内聚力单元和扩展有限元单元通过共节点法结合起来, 两个单元占据相同
的位置, 共享相同的节点, 如图 6.21 所示, 使得混合单元同时具备扩展有限元和内聚力
单元优势, 便于描述水压裂缝穿过层理弱面扩展的行为.
应用该混合单元我们研究了如图 6.22 所示的水力裂缝与节理弱面的相互作用. 水
力裂缝在扩展的过程中会遇到 3 个胶结强度不同的节理弱面, 其中中间的弱面胶结强度
最强. 模拟结果如图 6.23 所示, 分别是不同时刻水压裂缝扩展的示意图. 可以发现, 水力
裂缝穿过了胶结较强的弱面, 而沿着胶结较弱的面扩展, 形成了工字形裂缝.
(3) 发展耦合变形 – 流动 – 扩散的断裂模拟程序, 研究多孔岩石中的水力压裂过

程.
利用扩展有限元模拟裂缝的任意扩展, 在裂缝面上显式施加流体压力, 同时应用 Biot
本构模型模拟多孔岩石的力学行为, 另外将裂缝看做一种多孔介质, 在有限元格式上将介
质渗流和缝内流动统一起来进行求解, 耦合框架如图 6.24 所示. 该方法的优势是将固
体场与流体场同时求解, 实现完全的耦合过程, 又便于考虑压裂液在复杂缝网内的流量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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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扩展有限元方法与内聚力单元结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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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2
水力裂缝与节理弱面相互作用模型示意图

为了验证耦合方法的正确性, 模拟了基本的水力压裂平面应变 KGD 模型, 并将数值
结果和解析解进行了比较. 模拟的结果见图 6.25 所示. 在该模型中, KGD 模型的控制参
数 M = 0.084 5, 远小于 1, 可近似认为是断裂韧性控制的解. 将数值模拟结果和解析解中
的 K 解进行比较, 可以发现数值模拟结果和解析解吻合较好.
通过耦合程序又进一步研究了水力压裂中流体黏性和岩石断裂韧性分别主导压裂过
程时的裂尖 lag 区长度. 图 6.26 给出了黏性主导时的裂缝尖端 lag 区及裂缝压力分布, 可
以发现压裂液黏性偏高时, 流体无法到达裂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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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3
不同时刻水压裂缝扩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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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4
断裂 – 渗流 – 流动耦合示意图
如前面介绍, 页岩水力压裂中缝网的形成对提高页岩气产量至关重要, 而通过水压裂
缝沟通天然裂缝被认为是形成缝网的主要因素之一. 应用耦合方法, 模拟了压裂液由水压
裂缝进入天然裂缝后, 裂缝网系统的流量分配和裂缝扩展过程, 如图 6.27 所示, 模拟结
果表明地应力、天然裂缝间距、流量分配等都对裂缝网络系统的稳定扩展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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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5
数值模拟结果和平面应变 KGD 模型的解析解（K 解）进行对比. (a) 裂缝扩展长度随时
间的变化, (b) 不同时刻裂缝的宽度, (c) 缝口压力随时间的变化, (d) 沿裂缝长度的净压
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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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性主导时的裂尖 lag 区及裂缝面上压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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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7
水压作用下不同时刻裂缝网形态演化. (a) t = 0 s, (b) t = 0.2 s, (c) t = 0.4 s, (d) t = 0.6 s
6.5 本节小结

传统水力压裂模型通常仅限于单裂缝的扩展, 无法计算多缝或复杂缝网问题, 渗流滤
失系数等也基本是通过经验公式确定, 因此不适于页岩等非常规储层的压裂分析. 非常规
模型可以刻画复杂裂缝, 克服了传统模型只能计算单缝扩展的局限, 但扩展路径依赖于地
质建模, 其精度有待提高. 数值计算可以考虑任意路径的裂缝扩展、真实的流体流动过程
以及各种复杂模型条件等, 但不同的数值方法存在各自的不足: 现有的有限元法、扩展有
限元法和边界元法不能在缝面上施加变化的水力压力, 很少考虑孔隙基质渗流; 离散元法
模拟裂缝网络时, 一定程度上限定了水力裂缝扩展路径, 并不是完全随机的; 连续非连续
单元法可以有效模拟水力压裂缝网扩展的全过程, 但适用于工程尺度模拟的计算效率还
需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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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引言

随着世界天然气资源利用和开采的发展, 产量有限的常规天然气开始无法满足生产
建设的大量需求, 人们开始开发和开采非常规天然气. 通常, 非常规天然气一般指不能用
传统石油地质理论来解释, 地下赋存状态和聚集方式与常规天然气藏具有明显差异的天
然气聚集, 非常规气藏包括致密气、煤层气、页岩气等. 其中页岩气储存于富含有机质的
泥页岩中, 以吸附和游离状态为主要赋存方式, 具有自生自储、高伽马射线 (80 ∼ 140 单
位)、黏土含量低 (25% ∼ 40%)、低孔隙率、高 TOC (total organic carbon) 含量等特点, 因
为其优异的气质条件 (甲烷含量高达 98%, 且不含硫化氢), 被认为是与常规天然气同等质
量、甚至更优的清洁高效能源 (Arogundade et al. 2012).
由于页岩气储层比一般致密油气储层更致密, 实现对其有效开发难度很大. 尽管页岩
气开采在北美 (主要是美国) 已经有几十年历史, 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被称为 “game
changer”, 但是在其他国家, 相关基础设施尚未成熟, 钻完井的成本仍然较高. 中国的页岩

气可采储量丰富, 自 2005 年以来开始地质条件评价和勘探开发的先导性试验, 中石化和
中石油等已经在西南地区的长宁 – 威远、涪陵等地取得了突破, 2014 年中石化宣布涪陵
页岩气田进入商业开发阶段, 累计产量 11.4 亿立方米. 但是总体而言, 我国页岩气开采仍
为起步阶段, 还没有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完备自主技术体系, 不具备大规模商业化生产能
力. 此外, 中国地质条件复杂 (尤其是构造演变、沉积环境、热演化过程等), 不同区域的
页岩气形成和富集存在较大差异. 加强对页岩气开采的关键科学问题, 例如, 页岩储层的
产能预测, 页岩气的解吸附和流体在低渗透率介质中的非达西流动, 水力压裂的岩石破坏
机理和预测模型 (高围压和压裂液作用下页岩的裂纹网络模型、天然裂纹和新生裂纹的
相互作用), 水力压裂过程的微地震实时监测和震源解释等的研究, 需要建立页岩气开采
的详尽标准化规范 (郑哲敏 2016, 张东晓等 2013, 谢和平等 2016, 刘振武等 2011, 庄茁等
2016, 卢德唐等 2016).

页岩气得以成功开采的关键为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技术的应用, 其中水平钻井技术
已经应用于海洋油气开发, 而水力压裂技术却与常规油气开发中的有很大不同, 有 “万吨
水, 千方砂” 之说, 即使用大量滑溜水 (或清水) 并携带细砂 (或陶瓷) 支撑剂, 在页岩中形
成 “为数众多的、相对密集的、网络状的开放型裂纹, 从而有效克服页岩渗透率低的核心
困难”(郑哲敏 2016). 诸多因素例如地层应力状态、岩石力学性质、天然裂缝等都会影响
水力压裂的裂缝发展, 进而影响油气产量, 为了能实时而确定地了解水力压裂过程中的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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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基于微地震监测、P 波和 S 波的速度模型、结合测井内排布的检波器对微地震事件进行
定位. 微地震事件的距离通过 P 波与 S 波的到达时差计算, 方向通过 P 波与 S 波能量的
极化 (矢量图) 确定, 深度可以通过各检波器的时差计算

缝发展, 给出裂纹位置、尺度、网络联通情况、甚至震源的破坏机理, 需要引入微地震监
测技术 (Arogundade et al. 2012).
微地震事件普遍发生在裂隙断面上, 通常情况下这些断裂面是稳定的 (赵博雄等 2014),
然而, 当原来的应力受到大量液体泵入干扰时, 岩石中原来存在的或新产生的裂缝周围地
区出现应力集中; 当外力增加到一定程度时, 原有裂缝的缺陷地区发生微观屈服或变形,
裂缝扩展使应力松弛, 储藏能量的一部分以弹性波 (声波) 的形式释放出来产生小的地
震, 即微地震. 微地震监测 (micro-seismic monitoring ) 通过观测和分析微弱地震事件来
监测地下岩层的活动状态, 涉及声发射学、地震学、信号处理、岩石力学等学科 (吴有亮
2007). 微地震监测技术能较完整地呈现裂缝的位置、几何尺寸以及裂缝类型, 利用测井

中或地表的检波器接收到微地震信号, 通过数据处理对微地震事件进行定位或进一步分
析 (见 图 7.1), 一般在垂直测井排列多个 (通常多于 8 个, 每个垂直间距在 91.4 ∼ 304.8 m
之间) 检波器, 微地震事件由于信号微弱在地面不容易监测, 而在地下测井 (通常距离压
裂井 304.8 ∼ 914.4 m) 中可以收集到较好的信号 (Cipolla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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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微地震监测的作用除了实时描绘水力压裂过程中的地下裂纹网络, 还有很多
其他方面的作用 (Warpinski et al. 2012, Bonnet et al. 2001, Blackwood et al. 2008, Cipolla
et al. 2010, Grieser et al. 2008, 李君辉 2015, 伍藏原等 2005, 张山等 2002, Warpinski
2009), 例如, 对于裂缝为主的储层, 微地震事件可以作为位于储层内部的有效纵波和横波

震源, 用于速度成像和横波各向异性分析, 对裂缝性储层有关的流动各向异性进行成像;
根据储层微地震资料, 反演分析岩石物理参数, 预测油气 “甜点” 指导钻井部署; 通过对
压裂过程和后期产量数据的总结分析, 可以得到非常规气藏钻井和开采经验. 研究表明
(Warpinski et al. 2012, 伍藏原等 2005, 张山等 2002, Warpinski 2009) 对微地震波形和震

源机制的分析, 可提供有关油藏内部变形机制、传导性裂缝和再活动断裂构造形态的信
息, 以及流体流动的分布和压力前缘的移动情况. 对微地震信号的合理分析和震源解释
是微地震监测技术的关键问题之一, 涉及声发射学、弹性波传播和散射理论、地震学、非
平稳信号分析、岩石力学等多学科 (Sicking et al. 2013, 余同希等 1992, Achenbach et al.
1973, Hudson 1981), 尽管在美国的页岩气开采中微地震监测已经普遍使用, 但是我国使

用还不够普遍, 目前主要还是依靠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 微地震监测中的先进技术和相关
基础理论的研究有待加强.
7.2 微地震监测技术的发展现状
7.2.1 微地震监测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7.2.1.1 国外微地震监测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20 世纪 40 年代微地震监测首次使用, 用于勘探危害严重的地下矿井冲击地压, 但由

于所需仪器价格昂贵且精度不够高、监测结果不明显而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和推广.
1956 年, 德国学者 J. Kaiser 发现, 材料在受到极限载荷时会出现微小的声发射活动, 又

称为 Kaiser 效应, 证明了微地震监测的合理性. 1962 年, 微地震监测技术被正式提出, 以
Kaiser 效应为基础, 利用岩石破裂的声学传播进行监测, 估算地下岩层地应力状态, 应用

在油气藏动态、地热状态、煤田动态和工程动态等监测.
1973 年, 美国 AMOCO (现为英国 BP, British Petroleum) 对科罗拉多州的 Wattenberg

油气田进行致密气开采, 试图记录和分析水力压裂的裂缝, 但是由于地面噪声太高、记录
仪器及数据处理水平不高, 试验没有成功. 1976 年,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在 Wattenberg 油田进行试验, 考察了水力压裂诱发的微地震幅值

和频率以及水力裂缝的定位; 之后, 微地震监测成功的例子越来越多, 主要用于油气开发
井的目标确认、辅助断层描述.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计算机的广泛使用, 基于挪威 AMOCO 公司、Phillips 公司、美

国能源部 Sandia 国家实验室、日本 Japex 研究中心等发展的相关理论和实验基础 (张山
等 2002), 微地震监测技术有了实质性的进步. 1997 年, 在美国德州东部的棉花谷 (Co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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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ley) 成功进行了水力压裂微地震成像现场试验, 验证了微地震成像技术的工程价值, 相

比其他技术, 其具有分辨率高、覆盖范围广、经济实用、可操作性强等优势. 1999—2000
年, 澳大利亚在 Alpin 对由采矿引起的微地震进行布网监测, 效果显著, 为其后工作提供
了丰富指导信息.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 世界几大石油公司, 其中包括加拿大 ESG, 美国 Microseismic、
Spectraseis、Schlumberger 和 Pinnacle(已被 Halliburton 收购), 法国 Magnitude 等公司都

相继提供了专业的微地震监测服务; 英国 Applied Seismology Consultants (ASC) 公司开
发了微地震、声发射、声波测试数据的专用软件 (徐刚 2013); 美国 Tranform 公司提供了
多学科联合协同可视化工作平台.
7.2.1.2 国内微地震监测技术的发展现状

国内的微地震监测技术发展起步晚, 目前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基础理论研究, 尚需开发
具有自主产权的仪器设备和成熟定型的微地震监测系统. 2004 年, 国内首次在大庆油田
和南泥湾油田使用微地震监测技术进行裂缝监测; 2005 年, 伍藏原等在轧哈凝析气田利
用气驱前缘技术直观反应气驱状态, 为挖潜及注采井网的调整提供了科学依据 (伍藏原等
2014).

北京科技大学姜福兴等与澳大利亚联邦科学院采矿局合作研究开发了微地震监测系
统; 中国石油大学王爱国等研发了有自主产权的三份量检波器; 北京京援伟达公司进行
了微破裂地面监测及处理技术、相关软件开发、三分量采集仪器制造以及油气田裂缝监
测、构造解释和储层分布等工作; 南京捷诺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工程勘探、微地震监测、
VSP (vertical seismic profiling) 数据处理分析等项目研究. 另外, 国内两大石油公司中石

化和中石油也在发展微地震监测技术, 微地震监测技术将为未来国内油气尤其是页岩气
开采提供有益帮助 (徐刚 2013).
由于微地震监测技术涉及不同的研究领域, 需要声发射学、地震学、信号分析、岩石力
学、测井等多学科的专家共同参与, 也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给予长期资助. 美国的微地震监
测已经在页岩气开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美国最大的陆地天然气生产气田的德州 Barnett
Shale Play 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 他们的水力压裂微地震监测技术发展先后经历了 20 多

年, 期间美国能源部在相关技术研究给予的必要资助起到了关键作用. 英国的能源部与
欧洲经济共同体也曾长期补贴地热项目的微地震的裂缝监测测试等, 日本的政府部门亦
补贴了储层描述的微地震裂缝监测方法测试 (Daniels et al. 2007, Rutledge et al. 2004).
7.2.2 微地震监测在低渗透率气藏开发中的应用

微地震监测在前期的油气藏勘探/产量估测、中期的开采和后期的经验总结等多方面
都有应用, 尤其在近年来的非常规、低渗透率气藏的勘探和压裂开采的各个阶段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利用微地震监测可以得到水力压裂过程中产生的裂缝的具体位置、尺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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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某压裂微地震事件俯视图

走向, 通过后期的数据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到裂纹类型 (拉张型或剪切型) 和震源发生机理
(天然裂纹张开、新裂纹萌生、局部断层滑移) 等, 从而对水力压裂过程进行设计和优化、

防范裂纹发展到附近的断层或含水层; 最后, 通过对压裂过程和后期产量数据的总结分
析, 得到非常规气藏的钻井、开采、生产的经验、理论和数据, 从而指导今后的工作. 归纳
起来, 微地震监测有以下作用：
(1) 实时识别水力压裂裂缝几何特性, 监测并控制水力压裂发展过程

一方面, 通过微地震监测可以识别水力压裂生成的裂缝几何特性 (位置、尺寸和方
向). 微地震事件的距离可以通过 P 波与 S 波的到达时差计算, 方向通过 P 波与 S 波能
量的极化 (矢量图) 确定, 深度通过不同检波器的时差计算. 图 7.2 为我国西南某页岩气
田利用微地震成像观察到的微地震事件在压裂井周围的分布, 图中的黑线是压裂井的方
向, 在井的两侧进行水力压裂, 红色和绿色的圆点是不同压裂阶段的微地震事件 (共监测
到 272 起事件), 该水平井的西侧主裂缝长 231 m、东侧主裂缝长 142 m, 裂缝网络的高度
(井轨迹上 5 m, 井轨迹下 42 m) 和宽度分别为 57 m 和 66 m, 裂缝方向为北偏东 71◦ .

另一方面, 通过实时监测水力压裂的发展情况, 可以确定裂缝网络的覆盖面积, 针对
没有被 (充分) 压裂的区域, 及时修改压裂方案, 例如进行重复压裂或者采用纤维转移技
术等引导裂缝的发展方向和位置, 图 7.3 左上图为最初水力压裂的微地震事件分布, 黑色
和红色框内的区域分别为压裂不充分和尚未压裂的部分, 在进行了重复水力压裂 (图 7.3
中的第一级至第三级) 并引入分步纤维转移技术后, 增大了有效压裂面积 (左上角图为压
裂面积), 微地震事件的数量也相应增加 (右上角图) (Cipolla et al. 2010).
从优化压裂之后的产量曲线 (图 7.4) 可以看出, 多次重复水力压裂之后的产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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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微地震实时监测水力压裂生成的裂纹分布. 左上图为微地震监测给出的初次水力压裂效
果 (Batnett 页岩). 第一级水力压裂 (黄色点) 在同样的地方进行重复水力压裂; 第二级水
力压裂 (蓝色点) 并引入纤维转移技术; 第三级水力压裂 (红色点) 使用更多纤维转移有效
地引导裂缝发展到希望区域 (Cipolla et al. 2010)

了一倍, 其中一段时间内产量提高了 60%. 这表明微地震监测可以为水力压裂提供实时
监测, 通过控制水力压裂裂缝发展, 优化水力压裂设计可以提高产量.
另外, 这种实时监控能帮助识别断层、防范灾害 (断层滑移、泛水等) (Cipolla et al.
2010), 通过对微地震事件的数量、发生的位置、时间及其变化趋势的监测和实时控制, 可

以防止裂纹延伸至断层或含水层造成破坏或灾害.
Wrpinski (2009) 通过确定微地震事件的位置和等级判断出断层, 图 7.5 为美国不同

页岩气田的微地震事件量级, 其中 Barnett 和 West Texas 页岩在压裂过程中产生了高量
级微地震事件 (力矩的量级达到 −1.0 ∼ −1.5, 高于常规的 −3.0 ∼ −4.0 量级), 其附近有
断层. 图 7.6(a) 表明某水平井的四级水力压裂过程, 前两次 (红色和浅蓝色的点) 受气藏
区域结构约束, 后两次受到了断层的影响 (深蓝色和黄色的点) (Cipolla et al. 2010), 通常
微地震事件数量和事件等级成正比, 如果在水力压裂主要深度以下有密集的高强度事件,
则表明那里可能有断层 (图 7.6(a) 中红色框内); 类似地, 在我国中石油西南页岩气开采
中, 通过微地震监测发现在两口水平井中间有大量高量级的微地震事件 (图 7.6(b) 红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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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在重复水力压裂之后产量明显提高 (Cipolla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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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利用微地震事件的空间分布和等级识别断层 (1 ft = 0.304 8 m) (密集高量级事件表明附近
可能有断层 (Warpinski 2009))
内), 表明有可能存在天然裂缝或者断层, 后来的地质勘探证明了该地区确实存在断层. 水
力压裂的设计需要避开断层, 以免影响压裂效果.
(2) 给出地层的地球物理参数, 包括岩层的矿物组份、地应力状态等

根据地震波信号到达时刻可以推算波在地层介质中的传播速度, 进而得到地层的地
球物理特性, 包括质量密度、矿物组成、含砂量、孔隙度等参数. 页岩储层以小粒径物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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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微地震监测发现水力压裂过程中出现断层活动. (a) 空间上密集分布的大量级事件表明水
力压裂的裂纹已经接近断层 (Cipolla et al. 2010); (b) 我国西南某水平井 (蓝色线) 的水
力压裂过程中的微地震事件分布, 在两口水平井中间发现有大量高量级微地震事件 (红色
圈内), 后经地质监测表明该地区存在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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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根据主裂缝方向进而推算主应力方向

主, 一般以黏土 (粒径 < 5 µm) 和泥质 (粒径 5 ∼ 63 µm) 为主要组分, 而砂 (粒径 > 63 µm)
所占组分相对较小; 页岩气储层孔隙率低 (一般为 4% ∼ 6%)、渗透率极低 (低至 10 mD);
而且, 页岩成分不仅有无机矿物, 还有有机质, 并且页岩气储层中存在大量吸附气; 裂缝
或裂隙是页岩气重要的储集空间和渗流通道, 对页岩有效矿物组分评估很重要 (Liu et al.
2011). 通过微地震监测分析主裂缝走向, 判断储层最大/最小主应力方向, 为储层后续水

平井的造斜点、射孔位置以及压裂过程优化设计给出依据, 如图 7.7、图 7.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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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根据井 A 压裂监测结果优化指导井 B/C 的压裂

(3) 优化配置钻井数量和位置

钻井阶段如果能够优化配置钻井数量和位置, 可以显著降低开采成本, 使用微地震监
测可以为非常规油气开采的经验累积提供更加完善的数据, 经验表明尽管整个微地震监
测系统的建立和实施需要前期投入, 但是引入微地震监测后, 通过优化钻完井和水力压裂
过程, 前期成本较容易收回并较快实现盈利.
通常, 两个相近测井之间的数据具有一定相关性, 通过微地震监测数据得到的非常
规、低渗透率和常规气藏中两井间距相关性见 图 7.9 (Cipolla 2010), 与常规气藏不同, 由
于低渗透率或非常规气藏的沉积环境复杂、世代交替、天然裂缝分布等因素, 当井间距大
于一定距离之后, 其相关性快速下降接近零. Grieser (2006) 和 Blackwood(2008) 的测井
结果表明两个相近的测井数据有时候会有较大差异. 图 7.10 为 Barnett 页岩气田测井得
到的产量数据 (Cipolla et al. 2010), 虽然大多数情况下相近区域的井产量相近, 但是有些
区域 (图中黑圈内) 相邻两井之间却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 需要通过微地震监测标定裂缝
计算模型, 估计高产井的具体位置, 再根据油气藏模型选择钻井数量和位置, 因为井距太
远可能会错过有利资源, 而井距太近会增加井密度导致成本增加且由于邻井排采重叠区
域的井间干扰导致减产.
(4) 优化水力压裂和完井方式, 提高页岩气产量

气藏质量的多样性、不易预测性和水利压裂裂缝发展的复杂性导致了页岩气开采中
较难总结规律、累积经验、制定统一的规则. 图 7.11 为近年来北美页岩气的产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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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非常规气藏、低渗透率气藏和常规气藏中油气井距离之间的相关性 (1 ft = 0.304 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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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0
Barnett 页岩的井产量分布图 (红色的点表示产量位居前 20% 的区域, 绿色的点表示产

量位居后 20% 的区域, 黑色圈表示该区域内虽然距离近但是产量有较大) (Grieser et al.
2008)

(Arogundade et al. 2012), 图中纵坐标表示 6 个月的累计产量, 横坐标表示井的数量, 斜

率为单井产量. Operator1 是第一次钻井 950 口, 其中初期阶段有垂直和水平井两种钻井
方式, 后续阶段借助微地震监测进行了完井优化和压裂优化设计, 可见第四阶段优化完井
后的单井产量明显比第一阶段增高. Operator2 和 Operator3&4 是利用微地震监测对第
一次水力压裂 (Operator1) 进行了优化设计, 改进后的的曲线斜率都比初始曲线斜率大,
说明微地震监测优化了水力压裂使单井产量明显提高.
当然, 目前还很难量化微地震监测对于产量到底有多大影响, 但很多工程实例都证明

力

142

学

进

第 49 卷 : 201901

展

6њᴸ㍟䇑ӗ䟿/BCF

240
220
а:ㅜа⅑䇴ՠ
200
180
ㅜഋ⇥ᨀ儈≤ᒣӅ㻲, ᴤབྷⲴ
160
㻲փ〟/ᴤվⲴ⎸㙇(0.35BCF/Ӆ)
140
120
100
ㅜй⇥ᨀ儈≤ᒣӅ㻲, ᤱ㔝ՈॆᆼӅᢰᵟ,
Ҽ:0.2 BCF/Ӆ
ᔰՈॆ㻲䇮䇑(0.3 BCF/Ӆ)
80
60 й和四
ㅜҼ⇥ᨀ儈≤ᒣӅ㻲, ᴤབྷח䶒㻲,
ᔰՈॆᆼӅ䇮䇑(0.2 BCF/Ӆ)
400.1 BCF/Ӆ
ㅜа⇥ᨀ儈≤ᒣӅ(0.1 BCF/Ӆ)
20
ई᧒઼ՠ⍻ⴤӅ઼≤ᒣӅ㻲(0.05 BCF/Ӆ)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Ӆᮠ/њ

图 7.11
北美页岩气近年来的产量数据 (Hove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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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
微地震监测加速了页岩气中水力压裂和完井设计的经验累积 (Cipolla 2010)

了微地震监测可以提高完井技术和水力压裂设计. 图 7.12 为基于微地震监测的产量数据
和分析, 最初的 100 口井增加产量 9BCF、经济收益 4500 万; 利用经验累积加速后开展的
勘探和测井, 前 20 口井提高产量 50% ∼ 100%, 并且为接下来的完井和水力压裂方式的选
取提供帮助.
总之, 微地震监测虽然前期投入较大, 尤其在起步阶段, 没有现成的测井可以利用需
要较高的成本, 但是微地震监测减少了工程风险加速了经验累积, 总体和长期收益远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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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投入.
7.3 微地震监测中的关键问题

常规气藏可以通过井产量来估测水力压裂效果, 而页岩气等非常规气藏还需要了解
完井有效性和水力压裂的裂缝生成情况, 以便于后续优化, 并且校正裂缝计算模型. 换句
话说, 了解水力压裂裂缝分布和完井方式是经济、成功地开发页岩气的关键. 在页岩气藏
开采中, 微地震监测可以帮助判断完井质量、找出影响水力压裂和完井方式的因素, 在北
美的页岩气开采中, 微地震监测技术已经被广泛用于水力压裂的裂缝监测, 了解裂缝几何
性和提高气藏导气能力, 从而提高了产量, 取得了很大成功.
然而, 由于水力压裂期间生成的微地震波其波形种类繁多, 而且不同的波形对应的地
层、岩石的活动机理各有不同, 有天然裂纹延伸、新裂纹生成、断层滑移等各种活动产生
的弹性波在地层中传播和反射; 水力压裂过程中会产生多种干扰噪声, 例如大型液压机等
仪器设备的操作运转带来的背景噪声、临近井眼的异常地震波的衰减、附近地层反射波
的混入等因素, 因此微地震监测依然面临着一些挑战, 例如：
(1) 微地震事件的有效识别, 包括初至时间拾取、多震源定位等. 微地震本身的信号

幅值低而且事件发生密集, 而水力压裂过程中机组操作等环境噪声大, 因此这种低信噪比
信号的有效识别和多震源事件的定位比较困难.
(2) 岩层中的三维裂纹网络的准确反演. 水力压裂生成的裂缝并不是单条大裂纹, 而

是不同尺寸、纵横交错的复杂裂纹网络, 根据微地震记录数据, 准确地反演出岩层中的三
维裂纹网络非常困难.
(3) 微地震信号的全波形记录以及震源解释. 水力压裂期间生成的微地震波形种类繁

多, 机理各有不同而且错综复杂, 不容易区分和识别出不同活动事件; 微地震信号频谱是
随着时间变化的, 用常规的傅里叶变换不能得到每一时刻的频谱, 需要其他频谱分析方法
(如小波变换、匹配追踪瞬时谱分解等), 而且要保证分析结果的稳定性和合理性; 由于目

前对震源机制的了解不够充分, 震源类型和破坏机理还不能被准确反演和解释.
(4) 微地震监测数据的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尚存在不自洽、不能合理解释的现象. 例

如泵入流动液体携带的能量、岩层破裂的释放能量、检波器监测到的能量之间的关系不
匹配; 水力压裂的致裂面积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 有时候即致裂面积大而产量未必
高 (有可能存在其他的未被识别出的裂缝); 理论上预计不会发生微地震的时间 (例如停
止泵压或者完井之后), 却也会监测到微地震; 从破坏机理上看水力压裂过程是拉伸破坏,
但是微地震监测到的多数是剪切破坏等 (Daniels et al. 2007).
7.3.1 事件有效识别

起初微地震信号分析主要借鉴地震波分析方法, 后来针对微地震的发生及其信号特
点, 发展了有针对性的方法. 微地震监测主要是利用收集到的微地震波信号进行分析, 判

力

144

学

进

展

第 49 卷 : 201901

断事件发生的位置和时间, 事件识别的核心问题主要有: (1) 初至时间的拾取. 这是地震
信号拾取常见的问题, 由于微地震事件信噪比太低, 使很多微地震事件淹没在噪声中, 很
难被分离出来; (2) 震源定位. 这是水力压裂中的特殊问题, 由于整个过程收集的数据量大
且水力压裂期间是多震源, 目前多震源定位还缺乏通用方法. 在以往的地震定位方法 (纵
横波时差法、三圆相交定位法、偏振分析定位法等 (Jurkevics 1988) 基础上, 针对水力压
裂微地震的震源能量微弱、多震源同时发生、信噪比低的特点, 发展了新的定位方法如三
分量空间点集法、交叉相关台阵法和震源扫描法等 (Kao & Shan 2004, Kummerow 2010),
这些方法不需要提前收集噪声样本、初至波绝对时刻, 而是通过找出最高亮度 (或相关系
数) 或者根据多地震道的波形来识别出分散震源的位置和发生时刻, 以减少人为因素引入
的误差.
7.3.1.1 初至时间拾取

微地震能量微弱, 找出微地震直达波初至时间并拾取有一定难度. 对微地震信号的自
动拾取技术主要借鉴了天然地震的自动拾取方法, 初至拾取是地震勘探中的一个基础问
题, 对地震初至拾取有帮助的主要是瞬时属性和时窗属性, 由于噪声对瞬时属性特征拾取
的干扰, 目前多使用地震时窗属性特征, 例如振幅比法、曲线长度法和能量比法等, 当对
同一地震记录进行初至拾取时, 时窗内后、前能量比法在处理低信噪比的地震记录时有较
大优势, 并能快速和有效地提高计算效率和计算精度. 目前地震信号自动拾取或震相识别
方法有：能量比法、AIC 算法、神经网络法、分形维法、极化分析法以及卡尔曼估计等方
法 (周基阳 2011, 王建华 2007).
(1) 能量比法. 能量比法是最为快捷、最为广泛应用的一种自动拾取方法, 为了更好

地适用于地震数据, 先后有多种改进的能量比算法. Kannasewich (1981) 提出将地震数据
的绝对值、能量以及包络面的长时窗 (LTA) 与短时窗 (STA) 作为识别有效事件的特征
参数, 这种方法通过计算长短时窗的比值, 默认发生地震时这个比值会大于预先设定的阈
值. 目前这种方法已成为微地震监测的常用方法, 不过该方法受短时窗的影响不能准确拾
取初至, 当信号的信噪比较高时, 不容易分辨出地震信号.
能量比法主要运用地震波初至信号波形能量信息完成初至拾取. 地震记录上的初至
点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点, 在初至点之前不存在有效地震信号只有噪声, 在初至点之后开始
有地震信号, 故初至点前后的波形能量会有较大差别, 因此一般认定初至点为能量的突变
点, 也就是说, 能够用某点前后时窗的能量比值来判定该点是否为初至点. 时窗能量比法
的步骤是沿时间轴得到两个不同的滑动时窗, 分别计算两个时窗内的能量值, 二者的比值
存在一个极值, 根据这个极值能够确定微地震的初至时间点, 具体时窗的取法可以是前、
后两个时窗, 或者长、短两个时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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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短时窗能量比法示意图

(1) 前后时窗能量比
ÃZ

ÁZ

T2

A=

2

!1/2

T0

2

x (t)dt

x (t)dt

(7.1)

T1

T0

式中, x(t) 为地震记录的振幅值, T1 为时窗起点, T0 为时窗中点, T2 为时窗终点. 图 7.13
为能量比法示意图, 从图中可看出, 在初至点前只有噪声、信号能量较弱, 而在初至点后
突然有地震信号、能量突然增强, 能量比达到最大. 在实际问题中只要求得前后能量比最
大的时刻即为地震信号的初时刻.
(2) 长短时窗能量比
Z

Á

i

ST A/LT A(i) = NLT A

X(t)dt
i−NST A

Z

i

NST A

Y (t)dt

(7.2)

i−NLT A

其中长时窗大小为 NLT A , 短时窗大小为 NST A , i 为时间轴上的第 i 个采样点 X(t), Y (t)
为地震记录的振幅绝对值. 长短时窗能量比法 (STA/LTA) 所取的时窗位置和大小如图
7.14 所示. 在初至时间点之后, 长时窗内能量缓慢变化, 而短时窗内的能量突然变大, 二

者比值瞬间变大, 通过给定一个阈值, 当二者比值的突变点大于该阈值时, 就可以得到微
地震事件的波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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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小波分析的 AIC 方法. 自回归 (AR) 方法假设微地震初至前后的地震记录

是两个不同的稳态过程, Sleeman (1999) 提出了自回归模型下的 Akaike 信息准则 (autoregressive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a, AR–AIC), 该方法将地震波形数据分成依据自回归过

程确定的两个局部统计时段, 检测震相前的时段 (噪声模型) 和被检测震相到达后的时段
(信号模型)(段建华 2014, 刘劲松等 2013, 周银兴 2009), 在微地震事件的初至时间位置,

因为噪声信号和微地震信号统计性质会有较大差别, 故在最小平方统计下这两种信号的
拟合度最差, 对应的 AIC 值最小, 由此确定初至时刻.
若存在时间序列 xt = {x1 , x2 , · · · , xN }, 其中包括噪声和地震信号, 对检测震相的初始
到时估计, 那么以检测震相到时为界, 将地震记录分为两个时段: 检测震相前的时段 (噪
声模型) 和被检测震相到达后的时段 (信号模型). 对每一个时段内的数据 xt 分别用 M
阶的系数为 aim (m = 1, 2, · · · , M ) 自回归模型来匹配
Xt =

M
X

aim Xt−m + eit

(7.3)

m=1

式中, 被检测震相前的 t = 1, 2, · · · , M , 被检测震相后的 t = N − M + 1, 2, · · · , N . 将位
于模型窗口内的时间序列分为确定性部分和非确定性部分, 非确定性的时间序列 eit 看作
噪声, 若均值 E[eit ] = 0 且有方差 E[eit ]2 = σi2 , 它与确定性的部分可看作是不相关的, 即
E[ei xit−m ]2 = 0.

若把 K 作为分割点, 使用 AR 系数 aim 提取时间序列 [M + 1, K] 和 [K + 1, N − M ]
中非确定性部分. 假设非确定性部分是高斯型的, 对这两个时段的非确定性部分用似然
函数表示


¶ni /2
qi
2 µ
M
Y
X
X
1
1
L(X; K, M, θ1 , θ2 ) =
aim Xj−m 
Xj −
· exp − 2
σ
2π
2σ
i
i
m=1
i=1
j=p

(7.4)

i

式中, θi 代表了时段 i 的模型参数, p1 = M +1, p2 = k+1, q1 = k, q2 = N −M , n1 = K −M ,
n2 = N − M − K 对上式取对数及偏导数
∂ lg(L(X; K, M, θ1 , θ2 ))
=0
∂θi

(7.5)

可得到求模型参数的最大似然估计的解为
σi2max

qi
1 X
=
n j=p

Ã

i

Xj −

M
X

!2
aim Xj−m

(7.6)

m−1

模型对于 K 的对数似然函数的最大值为
2
2
AIC(K) = (K − M ) lg(σ1,max
) + (L − M − K) lg(σ2,max
) + C2

(7.7)

刘曰武, 高大鹏, 李奇, 等 : 页岩气开采中的若干力学前沿问题

147

2
2
式中 M 是 AR 过程的阶数; L 是地震记录的长度; σ1,max
和 σ2,max
是两个时段中 AR 过

程的拟合误差; C2 是一个常数.
在微地震事件波至时间处, 由于噪声信号和微地震信号统计性质差别较大, 因此在最
小平方意义下这两种信号的拟合度最差, 对应的 AIC 值最小. 基于这点, 很多研究者通
过计算 AIC 并选择最小 AIC 值对应的点作为两种不同平稳序列的分界点.
每一个微地震事件对应的 AIC 位置处均会出现一个局部极小值, 通过拾取这些局部
极小值对应的时间, 即可得到微地震事件的波至时间. 需要注意的是, AIC 值出现局部极
小值的位置却不一定就是微地震事件, 比如在不含微地震事件的纯噪声记录中也总会出
现一个最小的 AIC 值, 因此 AIC 方法不适用于微地震事件的识别, 仅适用于微地震事件
波至时间的拾取.
新提出的方法是将小波变换和 AIC 方法结合使用, 即在运用 AIC 法来拾取微地震事
件的波至时间时, 首先用小波变换对微地震数据进行多尺度分解, 然后分别对各尺度分解
后的数据计算 AIC 函数, 并记录 AIC 函数的最小值, 最后对各尺度对应的最小 AIC 值
计算中值, 就得到拾取时间. 左边是某个尺度下分解后的微地震数据, 右边是对应的 AIC
曲线. AIC 方法的主要缺陷在于无论所选的数据段中是否存在地震事件, 总会在数据段中
找到一个 AIC 的最小值, 这使得无法单一利用 AIC 算法进行有效事件的自动识别 (如图
7.15).
(3) 分形维法及其他方法. 分形维数法 (fractal-dimension, FD) 判断初至时刻的原理

是, 在初至波到来前、后地震道上的分形维数值的改变 (段建华 2014). 初至波到达之前,
地震记录的主要成分是随机噪声, 其能量较弱幅值也较小; 当初至到达时, 地震记录是噪
声和初至波的叠加, 能量较强幅值也较大; 基于对比初至到达前、后分形维的改变, 能够
定量地描述时间序列的变化, 此时分形维的突变表示了地震波初至的时刻.
对于地震道的抽样序列, 将其作无量纲图形化处理能够得到一条自仿射曲线. 故地震
信号能够用分形维来描绘其不规则程度. 在地震波初至波前后时刻, 分形维发生了改变,
可以用分形维的这种改变来拾取地震波的初至. 分形维的基本过程是用边长为 ε, 分形维
数等于分形体拓扑分形维的超立体对分形体进行覆盖 (覆盖单元可有多种, 这里统一称为
超立方体), 分形维
DH = lim (−ln N (ε)/ln ε)
ε→0

(7.8)

其中 N (ε) 为包覆边长 ε 的超立方体数. 测量平面曲线时可以单元盒作为超立方体, 公式
形式同于盒分形维数.
先选定一个具有一定长度工作窗, 计算该工作窗内地震道采样序列的分形维, 并将
该值标记在此工作窗的右边界采样点上. 把该工作窗在地震道上从道头到道尾以一个采
样间隔向前移动, 直到覆盖整个地震道, 计算每个工作窗的分形维, 从而可以得到一个分
形维的变化曲线. 分析轨线的总体形状, 随着初至逐渐进入工作窗, 局部曲线呈现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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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5
利用 AIC 法拾取到达时刻. (a) 小波尺度 1 信号, (b) 小波尺度 1 信号对应的 AIC 曲线,
(c) 小波尺度 2 信号, (d) 小波尺度 2 信号对应的 AIC 曲线, (e) 小波尺度 3 信号, (f) 小

波尺度 3 信号对应的 AIC 曲线

“V” 字形状. 把此 “V” 字形状的区域部分扩大, 第一个突降点就是初至开始进入工作窗

的标志, 亦即对应的初至到达. 上述基于 “初至的到达会引起分形维突变” 原则的初至拾
取方法, 在 “V” 字形状的区域部分扩大的情况下, 自动拾取第一个突降点. 该方法计算工
作量较大, 需要依靠计算机编程实现.
弹性波初至时间拾取其他方法还有波形互相关、人工神经网络等多种方法. 微地震
射孔信号是震源已知的稳定的信号, 各道地震信号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特别在初至信
号附近主要为透射直达波, 因此更具相关性 (吕鹏等 2011, 黄媛 2008). 基于此特征, 可以
利用互相关算法来对微地震射孔信号的初至进行拾取. 波形相关法初至拾取的结果只为
各道初至时差, 并不能确定初至具体时间, 所以要想得到各道初至波的时间就必须已知某
一道的初至时间.
人工神经网络法作为一种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方法, 被 Wang 等 (2005) 引入地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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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6
分形维法示意图

进行实时地震监测, 他将时间序列的长短时窗能量与滑动时窗谱比作为系统的输入进行
系统的训练, 将这个系统应用于其他地震数据进行地震信号的检测. 张范民等 (1998) 根
据地震信号的初动特征与震源位置和地震波传播方向有关的性质, 将瞬时矢量模作为系
统的输入来进行地震信号的拾取, 对确定地震震相和到时比较有效.
比较各种初至时间拾取方法可以看出, 能量比法、AIC 法、分形维 (图 7.16) 等, 通过
拾取地震波形特征, 来识别初至时刻, 对于振幅和信噪比较高的地震波形, 能量比法比较
适用, 但是当信噪比很低, 需要做一些预处理例如降噪等. 能量比算法基于地震时窗属性
特征, 初至到达时刻前地震波的有效信号为零只有噪声, 之后才有我们关注的地震信号,
由于窗长度设定后, 不可以随意改变, 这样就可能出现较大的误差, 会出现第 1 个时窗内
的能量和与它前一个时窗内的能量和的比值, 小于第 2 个时窗内的能量和与第 1 个时窗
的能量和比值, 从而误认为地震波的初至在第 2 个时窗内, 出现错误判断, 因此, 时窗选
取非常重要, 如果选取不当很可能造成较大的误差. 分形维法能够较稳定地拾取地震波的
初至到达时刻, 但是原理复杂、计算量比较大, 而且对工作窗口宽度、度量 (覆盖) 尺度、
地震道时间序列图形沿两个坐标方向变化的协调性等较敏感. AIC 方法的缺陷是 AIC 值
出现局部极小值的位置不一定对应微地震事件, 比如在不含微地震事件的纯噪声记录中
也总会出现一个最小的 AIC 值, 因此 AIC 方法不适于微地震事件识别, 可用于波至时间
拾取.
针对于水力压裂的微地震问题, 由于信噪比较低, 建议的拾取方法是先进行降噪等预
处理, 然后利用能量比法初步确定大概位置, 再利用 AIC 法进行自动拾取, 从而得到较为
精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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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x3,y3,z3)
P2(x2,y2,z2)
P4(x4,y4,z4)
S3

S2
P1(x1,y1,z1)

S4
S1
Q(x0,y0,z0)

图 7.17
P 波定位法示意图

7.3.1.2 震源定位

震源定位问题的实质即求观测到时和理论到时之差所构造的以假想位置为函数的目
标函数的极小值, 不同定位方法在于对目标函数的构造、处理、求极小值方法的不同. 微
地震监测的最终目的是对震源的反演, 通过采集和处理纵、横波地震记录, 来确定由水力
压裂所导致的岩石破裂位置, 从而描绘裂缝延伸方位和长度. 目前震源位置确定方法主要
沿用天然地震的反演方法, 常用的有 P 波定位法、射线法等, 以及近几年发展起来的针对
水力压裂微地震的三分量定位法、震源扫描法、交叉相关法等 (黄今, 采动过程中微地震
方位方法研究).
(1) P 波定位法

由于地震波中 P 波传播速度最快, 可对 P 波到达事件进行拾取, 因而在一般情况下
宜于采用 P 波定位 (赵博雄等 2014). 假设已知 P 波在岩层传播的均匀速度模型, 在 4 个
以上不同地点布置监测台站 (如图 7.17). P1 , P2 , P3 , P4 为 4 个监测点, Q 点为震源位置,
S1 , S2 , S3 , S4 为震源点和监测点之间的距离. 建立 4 个距离和速度方程, 可解 4 个未知

数
Si = V (ti − t0 )
Si =

p

(Zi − Z0 )2 + (Yi − Y0 )2 + (Xi − X0 )2 ,

(7.9)
i = 1, 2, 3, 4

(7.10)

方程中已知接收时间和传播速度 V , 求出震源、起震时刻和震源坐标 (x0 , y0 , z0 ). 实
际应用中, 通常有多个地震观测站, 传感器的个数通常大于 4 个, 为了得到更加精确的定
位值, 可通过最小二乘法求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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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射线法

如果微地震事件的监测台站只有 1 台, 可通过地震波射线法得到震源位置 (赵博雄
等 2014). 首先, 根据 P 波和 S 波的走时差和速度差求出监测台站与震源之间的距离, 设
震源发震时刻为 t0 , 震源至台站距离为 L, P 波到达台站时刻为 TP 、传播速度为 VP 、传
播时间为 tP , S 波到达时间为 TS 、传播速度为 VS 、传播时间为 tS , P 波和 S 波时差为 ∆t,
则得到
V P · tP = V S · tS = L
tS = tP + V t ,

t P = TP − T0 ,

t S = TS − T0

(7.11)
(7.12)

已知 VP , VS , TP , TS , 则
L = V P · tP = V P

VS ∆t
V P VS
=
(TS − TP )
VP − VS
VP − V S

(7.13)

从而求出震源至监测台站的距离. 然后根据台站接受的地震波测出东西、南北、垂直
方向 P 波初动振幅, 再根据公式求出震源方位角 α0 , AµE 为东西方向 P 波位移, AµN 为
南北方向 P 波位移, αµE 为初至 p 波东西方向振幅, αµN 为初至 P 波南北方向振幅, VE
和 VN 分别为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放大倍数, 则 P 波传播 (震源) 方向满足
tan α =

αµE /VE
AµE
=
AµN
αµN /VN

(7.14)

就可以得到震源的方位角和距离.
(3) P 波射线交汇点法

当微地震监测台超过 2 个而少于 4 个时, 可用 P 波射线交汇点法进行定位, 该方法
可对震源做出快速评估具有较好的时效性 (赵博雄等 2014). 根据式 (14) 求出每个监测
台站的震源方位角, 从而作出每个台站的 P 波射线传播方向. 两个监测台站的 P 波射线
相交点即为震源位置 (图 7.18).
精确定位地震发生时刻和震源一直是地震学的基本难题, 通常情况下用 P 波和 S 波
的到达时差定位, 尽管计算机技术和地震学一直在发展, 但是以上 3 种传统地震定位方
法停留在利用时段拾取定位震源, 其缺点是: (1) 时间拾取困难, 特别在信噪比低的情况;
(2) 实际情况复杂, 当多震源在同一地区发生且时刻相近, 同一震源在不同地区收集的信

号不同. 因此, 传统方法适用于单震源且信噪比高的情况, 近年来相继发展了新的地震定
位方法如三分量空间法、台阵法、扫描法等.
(4) 基于三分量的空间点集法

基于三分量的空间点集法 (何惺华 2013) 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水力压裂造成的岩石破
裂的微地震通常能量微弱, 要找到震源直达波初至时间并加以拾取具有一定的难度, 且反
演误差大且多解. 因此, 基于三分量的微地震反演法被经常用在水力压裂的微地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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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8
P 波射线传播方向交汇点法示意图

首先, 利用定点射孔资料中三分量的水平分量的直达纵波来标定水平检波器的方位角 (如
图 7.19(a))
Ψ=

1
2x0 y 0
tan−1 0 2
2
x − y0 2

(7.15)

对于三维空间的每个格点, 逐点计算直达纵波时距方程, 再根据某一时刻沿直达纵波
初至后给定时窗内 3 个分量能量叠加的极大值
Es =

w
N X
X
¡

2
2
Ax2i,j + Ayi,j
+ Azi,j

¢

(7.16)

i=1 j=0

其中, N 为检波器道数, Ax, Ay, Az 分别为 3 个分量上的样点振幅值, 确定震源距离, 避
免了因能量微弱而不易拾取初至时间的问题.
再利用微地震直达纵波水平分量的坐标变换得到微地震纵波矢量方位角 (如图
7.19(b)), 结合震 – 检震源和检波器地震方位角, 当 β 和 ψ 差值最小时, 限定方位角,

确定震源的位置, 最后采取能量重心法和平均点距法等空间点集统计方法, 确定震源的精
确位置.
基于三分量的空间点集法解决了传统方法反演误差大且存在多解的问题; 但是适用
范围较窄, 相对误差受介质反演速度影响较大, 一旦反演速度脱离阈值, 相对误差会增加.
(5) 交叉相关台阵法

相比于传统的初至时间拾取只能识别出少量到时, 该方法利用不同事件的波形相关
性定位震源, 适用于信号微弱、密集发生的微地震事件.
传统的地震定位理论中, 相关系数被用来衡量地震事件是否是密集发生或是重复的
地震, 交叉相关法的基础是相关系数和事件间距存在一定的关系, 例如, 指数衰减关系, 那
么就可以用这个关系反推事件的间距. La Rocca 等 (2005) 首先通过已知的微地震事件,
建立相关系数和震源之间距离的经验公式 (指数衰减); 然后, 通过在整个事件可能发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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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9
射孔记录水平分量检波器的方位角. (a) 射孔记录水平分量检波器的方位角, (b) 微地震
直达纵波水平分量变换
域的网格点的逐点搜索, 找出 P 波和 S 波的走时时差, 以及参考事件和需要定位的微弱
事件的距离 (相关系数 – 间距的指数关系), 满足误差最小 (经验模型预测值与现场实测值
之间的误差) 的空间点即为震源点. 交叉相关法最大的优势是能够在微地震密度大的区
域, 精确定位较小的微地震事件, 提高事件分辨率. 但是, 其受限制于参考事件 (reference
events) 的标定和列阵中检波器的数量.
Kummerow (2010) 利用在一个区域内分布三组以上列阵, 在每组列阵的 150 ∼ 300 m

附近配置 6 ∼ 7 个检波器, 采用小范围排列能收集到信号的细节, 再分析各检波器上地震波
到达的细节, 区分波形和方向, 在时间领域利用零滞后互相关法 (zero lag cross correlation,
ZLCC), (Del Pezzo et al. 1997, Frankel et al. 1991) 和极化分析 (Jurkevics 1988) 求解波

形的反位角、慢值、颤动波局部特性.
首先, 利用已知地点和发生时刻的射孔事件来标定速度模型. 通过对射孔事件的到达
时刻拾取和相关性分析标定速度模型, 应用各站台空间关系精确定位射孔事件 (图 7.20)
标定检波器以及定位参考事件 (reference events, 即传统方法定位的能量比较大的微地震
事件).
然后, 进行不同通道地震波信号的交叉相关性 (cross-correlation) 分析 (如图 7.21), i,
j 通道的信号相关性为
N
X

ui (n)uj (n + τ )

n=1

v
(ui ∗ uj )(τ ) = v
uN
uN
uX
uX
2
t
u (n)t
u2 (n)
i

n=1

(7.17)

j

n=1

ui (n), uj (n) 代表两个离散的信号波时间历程, n 表示时间, N 是时窗长度, ∗ 代表卷积. 进

行相关性最大值正则化并考虑噪声后的交叉相关系数 cc (cross-correlation coefficient)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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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
已知微地震事件的绝对定位. (a) 拾取到达时刻计算不同到达时刻的相关性, (b) 利用 P/S
波速度信息建立合理的速度模型, (c) 精确定位射孔事件的绝对位置
(Snieder et al. 2005)
ccij = s
µ

nccij
v
!
¶uÃ
2
hn
i
hn2i i u
j
1− 2 t 1− 2
hui i
huj i

(7.18)

hn2i i, hn2j i 表噪声平均能量 (在 P 波拾取之前计算得到), hu2i i, hu2j i 代表信号平均能量, 使
hn2j i
hn2 i
用条件: 2 < 1, 2i < 1.
huj i
hui i
根据相关系数的分布 (cc, ∆r), ∆r 表示事件的间隔距离, 得到最佳拟合的指数函数
√
cc = e− ∆r/s , 其中 s 是相关长度. 再利用已知的参考事件 i 定位信号微弱的微地震

事 j 件 (图 7.21(c)), 即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逐点网格搜索, 寻找 P 波和 S 波的走时差
Tijobs = (VS−1 − VP−1 ) · s · [In(ccij )]2 , 使下式最小值的网格点, 从而定位出事件 j.
ÃN +j−1
X

¯
¯
wccij · ¯∆Tijobs − ∆Tijcal ¯

!

¯
¯
+ wttj · ¯∆Tjobs − ∆Tjcal ¯

(7.19)

i=1

上式中 N 代表定位事件的数量, wccij 代表 cc 权重因子, ∆Tijcal 理论上事件 i, j 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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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1
建立微地震事件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并根据相关性 cc 进行定位. (a) 所有事件的计算相关
性系数, (b) 采用指数方程拟合相关系数, (c) 根据自己的 cc 矩阵进行定位
P 波和 S 波走时差, ∆Tjobs 是实际上从检波器上得到的, ∆Tjcal 是从检波器位置和事件 j

的位置计算得到的. 权重因子反映了 ∆r 和 cc 非线性增长的关系, 一般取 0.3.
(5) 震源扫描法 (Kao 和 Shan 2004)

源点扫描计算法 (source scanning algorithm, SSA), (见图 7.22) 通过统计所有检波器
观测到的到达时间和振幅, 利用 “亮度” 描绘时间 – 空间场中分散的地震震源. 某一空间
点 η 的亮度表达式为
br(η, τ ) =

N
1 X
|un (τ + tηn )|
N n=1

(7.20)

un 是正则化之后监测站台 n 的地震图, tηn 是预测从点到达监测站台 n 的预测到达时间,
τ 是点对应的发生时刻.

修正后的亮度方程




M
X

Wm |un (τ + tηn + mδt)| 

N

1 X

 m=−M
br(η, τ ) =


M

N n=1 
X


W

(7.21)

m

m=−M

δt 表示附近时窗, Wm 是权重因子, tηn 表示能量到达时刻和预测到达时刻的距离, 2M 表

示预测到达时刻附近时窗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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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2
SSA 法震源定位示意图. 通过正则化之后各站台信号计算亮度点其对应时刻和预测到达

时刻 (τ + tηn ). 通过计算每个站台到达最大振幅得到亮点 η 的位置 (白色星星位置), 同
样的方法计算非震源点 η 0 (黑色星星), 其亮度低

通过在整个空间上逐点扫描, 找出最高亮度来识别出分散震源的位置和发生时刻. 该
方法不需要提前知道震源的几何性, 也不需要提前收集噪声样本. 只需要研究波形 (振幅
和到达时刻) 以确认某一时刻的震源位置, 减少人为因素引入的误差. 通过系统扫描走时,
确定震源位置和发生时刻而不需要拾取到达时间和计算震动曲线, 还充分利用了已知 3D
速度模型, 减少了横向速度不均匀的影响. 但是, 虽然 SSA 可以在监测范围内成功定位震
源位置和发生时刻, 但是如果震源位置与监测站点相距太远或不在网格划分范围内则无
法定位; 而且需要精确的 3D 速度模型. SSA 基于走时去定位亮度, 如果没有精确速度模
型, 会产生较大误差.
总结上述几种震源定位方法, 传统的地震定位方法适用于单震源且信噪比高的情况,
主要通过 P 波和 S 波的走时差和速度差、初至时间的拾取, 来确定震源位置, 当信噪比
低而且多震源在同一地区且发生时刻相近时, 传统方法对微地震的识别就变得困难了.
针对水力压裂的微地震信号微弱, 事件分布密集的特点, 后来相继发展的三分量微地
震反演法、地震台阵法、震源扫描法等, 通过在整个事件可能发生区域的格网点的逐点搜
索, 或者是找出满足某一判定准则的空间点源, 例如, P 波和 S 波的走时时差以及参考事
件和需要定位的微弱事件的距离, 满足误差最小的空间点; 或找出最高亮度来识别出分散
震源的位置和发生时刻. 这类方法不需要精确的初至时间拾取或者提前收集噪声样本, 只
需要研究波形 (振幅和到达时刻) 以确认震源位置, 可以减少人为因素引入的误差; 当然
如果震源位置与监测站点相距太远或不在网格划分范围内, 或者地层的 3D 速度模型不
够准确, 会产生较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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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3
水力压裂过程中平均井眼压力、支撑剂注入率、裂纹发展等参数随时间的变化 (Carl et al.
2012)

7.3.2 水力压裂微地震发生及其信号特点
7.3.2.1 水力压裂 “慢” 过程伴随岩石破裂声发射的 “快” 过程

水力压裂是在低渗透率油气藏开发中, 利用高压泵机组将大量压裂液泵入井内, 泵压
可达几十、一百兆帕, 液体泵入率可达 10 m3 /min, 随着大量高压液体持续进入地下岩层,
当外力增加到一定程度时, 页岩中原有的天然裂缝的缺陷地区就会发生微观屈服或变形,
裂缝重新挤开或发展; 或者由于外力超过最小地应力和岩石抗拉应力之和, 在结构的薄弱
缺陷处就会产生新的裂纹. 随着压裂时间的持续延长, 通常为几个小时, 和压裂液的注入
以及支撑剂的到位, 在页岩储层中造成了大范围的体积破坏, 最后液体反排, 支撑剂在裂
缝中留下, 形成通道扩大渗流面积 (见图 7.23). 通常水平主裂缝半展长可达 150 ∼ 250 m,
缝高几十米 (接近页岩储层的厚度), 众多的微裂纹尺度范围从微米至厘米量级 (Maxwell
& Cipolla 2011, White et al. 1975), 许多实践结果证明水力压裂的微地震事件是大批生

成的, 一般能造成每个小时有数百次事件 (赵博雄等 2014, Maxwell et al. 2011, Maxwell
2010).

如果观察压裂液的频谱, 图 7.24 为某一现场操作过程中的注入液体平均压力的时间
历程, 及其对应的时间平均能量频谱, 可见压裂液的注入能量随着频率的增大而减小,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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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4
水力压裂的注入压力时间历程 (a) 和对应的傅里叶变换能量频谱 (b) (Maxwell et al. 2011)

果考虑实际地震的频率范围 (通常高于 1 Hz), 相比最低频率处的能量, 能量已经衰减了 8
个量级, 也就是说, 水力压裂是一个低频率过程 (长时间), 大多数压力的频率远低于 1 Hz,
在 10−4 ∼ 10−2 Hz 范围 (Maxwell & Cipolla 2011).
图 7.25 为实际观测到的微地震频谱, 其微地震信号频率基本都大于 100 Hz, 考虑实
际检波器的频带范围 (通常为 1 ∼ 1 000 Hz), 可以说微地震的频率范围 (高频) 远高于水
力压裂的注入能量的频带范围 (低频). 大多数微地震事件频率范围为 100 ∼ 1 500 Hz, 持
续时间小于 1 s, 能量介于里氏 −3 ∼ +1 (Cai et al. 2007). 在地震记录仪上的微地震事件,
理想情况下一般表现为清晰的脉冲, 微地震事件越弱, 其频率越高、持续时间越短、能量
越小、破裂长度也就越短. 因此, 从水力压裂致使岩石破裂, 并且产生微地震的整个过程
看, 水力压裂本身是一个慢过程, 注入压裂液携带的能量在低频范围较大, 微地震是发生
在这样一个慢过程中的一系列不同裂纹尺度量级岩石断裂而释放微地震波的 “快” 过程.
7.3.2.2 岩石破坏机理复杂, 微地震的波形多样

页岩储层在高压液体的作用下的破坏机理和类型复杂多样, 破坏包括天然裂纹被激
活、重新张开和发展, 非均匀岩石的应力集中 (或薄弱) 处的新裂纹的萌生和发展, 诱发的
井筒周围地层的局部活动 (如断层缓慢滑移) 等 (谢和平等 2016, 庄茁等 2016, White et
al. 1975, Das & Zoback 2013a, 赵博雄等 2014); 从岩石断裂的破坏类型看, 目前的微地震

记录表明有拉伸、剪切以及拉剪混合破坏等 (Maxwell et al. 2011), 如图 7.26 中可以看出
在同一口井中, 震源发生破坏的方式不同, 有拉伸剪切破坏 (tensile crack closure)、剪切破
坏 (compensated linear vector dipole, CLVD, linear dipole) 等多种形式. 另外, 从近几年
对地震记录数据的深入分析看, 整个水力压裂过程中的微地震信号不但包括一系列短时
脉冲信号、还有一些长周期的持续一段时间的子波信号, 这些子波信号的频率、幅值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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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5
微地震频谱 (Maxwell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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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6
同一页岩两口不同井测得的源类型图

差异, 而且波形也不尽相同 (Das & Zoback 2013a, Maxwell et al. 2011).
如果进一步分析微地震记录过程的波形特点, 可以看出, 除了常规的脉冲信号, 还有
一些其他形状的子波. 例如, 图 7.27 为 Barnett 页岩开采过程中的微地震记录, 可以看
出微地震信号会夹杂其他事件, 比如断层滑移引起的长时长周期事件 (Long-period longduration event, LPLD 事件); 图 7.28 为 Barnett 页岩的水力压裂过程中的微地震记录
(经过滤波), 也可以清楚看到微地震脉冲波形和 LPLD 波形并存. 图 7.29 为一段持续的

微地震波形 (频率范围 40 ∼ 80 Hz), LPLD 事件前期有一段 10 ∼ 15 s 的小振幅的波动; 接
着因为 S 波的到达有大幅度的波动, 也持续了 10 ∼ 15 s; 随后又削减到之前的低振幅波
动, 这些变化在对应的频谱图中也可观察到. 地震学家对这种波形的解释是, 水力压裂过
程中出了常规的裂纹萌生和发展造成的微地震, 还有断层发生缓慢滑移 – 快速断裂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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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7
Barnett 页岩开采过程中的微地震记录. (a) 经过 10 ∼ 80 Hz 滤波后的波形, (b) 某一段的

时窗放大 (LPLD 事件中混杂着微地震事件), (c) 经过小波变换和重组之后的图 (a) 红色

䗳ᑺ/(m.s-1)

圈表示两种方法 (滤波和小波变换) 的效果不同 (Das & Zoback 20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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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8
其他 Barnett 页岩的微地震记录 (Das & Zoback 2013b)
他复杂地层活动释放能量, 产生的复杂波形. 从频谱范围看 (图 7.30), 整个水力压裂过程
中的各种微地震事件的频率范围跨越了至少两个量级, 从 10 Hz 到 100 Hz 甚至更高.
另外, 不同的微地震事件本身, 或者微地震与其他事件 (例如断层滑移) 之间存在相
互干涉. 在 Barnett 数据的收集过程中发现有些微地震事件 (低振幅脉冲信号) 和 LPLD
事件 (图 7.31) 同时出现; 同时, 在一些 LPLD 事件内几乎没有微地震事件 (图 7.31). 微
地震和 LPLD 有可能同源, 但是微地震事件量级小, 容易被忽略.
7.3.2.3 水力压裂过程的信号干扰

一方面我国页岩目的层埋深差异较大, 构造形态多变 (褶皱多、隔槽式构造), 地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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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9
水力压裂微地震的波形图和频谱图. (上部为滤波之后的时间历程, 下部为对应的频谱图)
(Das & Zoback 2013a)

场复杂成像难度大; 另一方面, 由于水力压裂微地震监测期间, 为了保证油气田持续的生
产, 往往邻井生产设备没有关闭, 因此微地震信号常常淹没在机械噪声中, 利用常规处理
解释方法很难见到明显的微地震事件. 微地震信号收集的干扰因素还有临近井眼地震波
的异常衰减、附近地层反射波的混入和多相位等. 液压机组运行和操作的背景噪声、临近
井眼的异常、地震波的衰减、附近地层反射波的混入等给微地震事件的识别带来困难.
井中能观测的微地震波型主要有体波 (包括纵波和横波两种) 和导波, 体波包含反射
波、直达波、折射波及沿套管滑行的套管折射波等. 微地震记录的主要是直达波, 即从震
源出发, 透过一些地层的分界面后传播至检波器, 这在记录的微地震事件总数中占了绝大
部分, 直达波的三分量检波器上记载的所有波的波至时间都是一致的; 同时, 微地震的反
射波从震源出发先传播至地层分界面上, 再经反射传递到井中也会被检波器被记录, 反射
波也能用于微地震的定位, 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水力压裂的裂缝; 折射波是由于地层中出现
地震折射界面, 震源所产生的波由临界角入射至其折射界面, 最终被井中检波器记录; 套
管的折射波是由于套管中的波速明显地高于地层中的波速, 从微地震源发出的波以临界
角入射至套管上时, 产生了沿套管的滑行的波, 也称为套管的折射波.
由于水力压裂整个过程中微地震产生和波传播的上述特点, 可以看出微地震信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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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0
Barnett 数据 2 在持续 50 s 内 LPLD 事件的速度谱, 对比了微震级-0.5 (蓝色点线) 和矩

震级-1.0 (绿色点线) 微地震事件, 棕色点线代表背景噪声, 黑色点线代表 15 Hz 监测器的
频率响应 (Das & Zoback 2013b)

一种特殊的非平稳过程 (Maxwell et al. 2011, 陆基孟 1993, White et al. 1975, Das &
Zoback 2013a), 包含多种不同频率、幅值和波形的子波, 而且各个子波的发生时刻不尽相

同但是又存在一定的关联, 信号的频谱在不同的时刻是不一样的, 仅仅进行初至时刻拾取
来定位震源还不够, 需要描述微地震信号在不同的时间和频率位置处的能量密度和强度,
还需要分析信号的波形特征, 区分和识别出水力压裂过程中不同破坏机理造成的微地震
事件, 也就是说, 需要在频域 – 时域二维空间中进行震源信号的全波形分析.
7.3.3 水力压裂微地震信号的时域 – 频域二维全波形分析

由于水力压裂工程中微地震监测的数据量大、波形种类繁多、环境噪声复杂, 信号
的频谱具有时变特性, 所以微地震波的全波形分析难度大. 用常规的傅里叶变换 (Fourier
transform) 不能得到每一时刻的频谱, 需要引入其他频谱分析方法, 地震波的时频分析

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新技术, 在地震学里又称之为地震子波分解, 其主要思想借鉴了
信号分析中短时傅里叶变换 (short time Fourier transform, STFT)、小波变换 (wavelets
transform)、S 变换以及近年来引起人们关注的匹配追踪法 (matching pursuit, MP) 等
(Hunt et al. 1993; Stockwell et al. 1996; Mallat et al. 1993; Liu et al. 2004, 2005; Wang
2007; Neff 1997; 陈发宇等 2007; 张海燕等 2007), 这些时频分解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无损

探伤、医学超声扫描、地球物理的储层预测和流体识别等领域.
常规傅里叶变换只能对地震波动图做简单的一维变化 (时间域变换到频率域), 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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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1
某 Barnett 井的微地震记录分析给出的不同事件的发生情况. (a) 滤波处理记录; (b) 红色
点表示低频脉冲信号的角度, 蓝色的点表示微地震事件的角度; (c) b 图中一个 60 s 时窗
(Das & Zoback 2013a)

分析整个时间段里信号的平均频谱, 没有办法分析信号细节变化. 短时傅里叶变换虽然受
限制于时间 – 频率的分辨率, 但是已经可以做到基本的二维变换. 之后小波分析的出现,
打破出了常规方法分辨率的限制, 提供了高精度的频谱分解法, 因此, 小波变换 (wavelet
transform) 和能够进行基函数优化的匹配追踪法 (matching pursuit) 成为将地震波动图转

化到时间 – 频率二维空间再进行全波形分析的有利工具.
短时傅里叶变换 假设信号在足够小的窗内是准平稳的, 利用移动时窗在短时段内进
行傅里叶变换, 该方法实现了把一维信号转变成二维空间的时间 - 频率域信号. 但是窗函
数时频窗宽度决定了时频分辨率, 由测不准原理可知, 不可能同时得到任意小的时间窗和
频率窗, 也就是说要想得到较高时间分辨率必然要牺牲频率分辨率, 要想得到较高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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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就必然要牺牲时间分辨率, 二者不可兼得.
虽然, Okaya 等 (Okaya et al. 1992, Okaya 1995) 在时频域内通过抑制能量, 分离不相
关波动数据在时 – 频图中来分辨低频率表面波和高频率反射波, 基波和谐波的到达时刻
以及人为因素产生的能量, 但是微地震信号一般不稳定, 没有标准化的分解方法, 短时傅
里叶变换定位时 – 频精确度不高, 且受时间带宽的分辨率限制, 当时间窗窄时, 只对高频
信号有较好的分辨率, 对低频信号分辨率较差, 反之亦然.
小波变换 是一种分解信号识别其 “频率分布 ∼ 时间” 的方法. 该方法继承了 STFT
的时频局部分析的思想, 通过改变伸缩因子变更小波基函数时频窗口, 实现了窗口性质随
着信号特征的变化而变化, 在信号低频处有较高的频率分辨率, 在信号高频处有较高的时
间分辨率, 小波变换具有 “变焦” 功能, 因此小波变换具有多尺度多分辨率的特性. 该方
法与短时傅里叶变换最大的不同是后者选用固定的时窗而小波变换的时窗是随尺度 (频
率) 变化. 目前, 小波分析已经在多个领域应用, 如一维信号分析、时间尺度重现、滤波频
带理论、数码成像边缘处理、数值分析和地震波数据分析.
Hunt 等 (1993) 指出小波分析就像数学显微镜, 当窗函数是具有一定宽度的时, 就

可以得到全部的信号结构, 随着时窗宽度的变化, 用于分析的基函数越来越窄, 细节特征
就越来越明显. 连续小波变换 (continuous wavelets transform, CWT) 首先被 Morlet 等
(1982) 和 Goupillaud 等 (1984) 提出, 真正开始受到关注是在 Daubechies (1988) 和 Mallat
(1989) 利用小波分析分解信号过程. 分析小波函数 Ψ (t) 方程定义如下
µ
¶
Z
1
t−b
∗
Ψ
f (t)dt
W (a, b) = √
a
a

(7.22)

窗函数 Ψ (t) 为基本小波, 参数 a 和 b 分别表示尺度因子和平移因子. 在每个时窗内
(每个 a 值) 基本小波伸缩变换 1/a 或平移 b 后得到新的小波函数系列. 一般情况下, a 取
2j 是尺度因子.

虽然小波变换的窗函数的时间窗和频率窗均可改变, 但是这种时频分析方法将伸缩
因子和频率直接对应起来, 尺度代替了频率, 小波变换对高频成分的频率估计不精确, 对
低频信号的时间分辨率不够精确. 因为一旦小波基函数确定, 其时间窗口宽度与频率窗
口宽度的面积即为定值, 在低频区域时间窗口宽度大, 窗口读取的信号时间范围长, 换句
话说远离窗口中心时刻的信号也被包含进来, 即使时间窗口中心无信号, 由于滑动窗口边
缘也可能包含信号成份, 就会在该时间中心点产生不期望的信号谱, 从而造成较大的时间
误差, 反之亦然.
匹配追踪(Chakraborty et al. 1995) 在近年来引起了人们关注, 该方法最早由 Mallat
(1993) 等提出, 其原始算法是基于 Gabor 函数组成的超完备子波库的 “贪婪” 寻优匹配

算法, 并以子波库中各匹配子波的 Wigner-Ville 分布之和对原信号进行时频表征. 通过投
影最大把信号分解成与其局部层次结构尽可能一致的时频原子的组合, 求取这些原子的
时频分布的线性组合就可得到信号的时频表达, 每次迭代都是选取子波库中与信号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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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子波 (原子), 从信号中减去此匹配子波在信号上的投影, 再对残余信号递推迭代直
至残余能量满足收敛要求. 由于匹配原子不要求互相正交, 可灵活地从过完备库上进行
选取, 这样选取的原子与信号更能趋近最佳匹配 (Mallat et al. 1993; Liu et al. 2004, 2005;
Wang 2007; Neff 1997), 信号 (尤其是对频谱随时间变化的非平稳信号) 的时间和频率分

辨率有明显提高.
匹配追踪分解通过调制和平移控制窗函数
µ
¶
1
t−τ
Ψ(s,ξ,τ ) (t) = √ Ψ
e−iξt
s
s

(7.23)

s 是尺度因子, τ 是平移因子, ξ 是频率调制因子. 正如 Mallat 和 Zhang (1993) 所说的, 该

方法提供率极佳的时频分辨率, 是一个迭代过程, 基本方程包含了所有可能的时频宽度,
所有构造波的子集
f (t) =

N
−1
X

aj gj + R(N ) f

(7.24)

j=0

其中, f (t) 是地震记录信号, gj 为自适应寻找的原子核, R(N ) f 为拟合后的残差. 一旦基
本方程 (时频原) 被确定, 则信号和这些原之间最好的匹配可以通过把该原带入信号, 计
算最大值找到. 残差是原始信号减去原的乘积和被选择的原和信号的叉积. 继续上述的分
解过程, 直到剩余能量低于阈值.
事实上, 该思想方法已经在地质勘探领域地球物理信号处理方面得到应用, 被用于分
辨空间预测目的层段的储层, 给出含油气性展布规律识别薄互层储层, 检测油气储层的低
频阴影, 刻画油气储层的岩性边界和空间展布 (Liu et al. 2006, 周忠根 2006, 张繁昌等
2010, 何胡军等 2010). 但是, 目前该思想方法用于页岩气开采水力压裂的微地震数据解

释的还不多见, 针水力压裂中对微地震信号的频谱随时间变化、信号发生不连续且持续时
间长、包含有多种不同频率/幅值和波形的子波的特点, 结合岩石破坏的力学分析和弹性
波传播规律分析, 我们应该发展专门的基于时域 – 频域二维优化谱分解的全波形分析方
法,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震源机制进行合理的解释.
对比连续小波变换、短时傅里叶变换匹配追踪法, 可以看出这 3 种变换都能把一维
空间 (时间历程) 的信号转化成二维空间 (时间 – 频率域) 信号, 而常规傅里叶变换只能
把一维信号转化成一维频谱. 连续小波变换相比于短时傅里叶变化最大的优点是, 其在低
频区域信号对于频率分辨率高, 在高频区域事件分辨率高, 但是小波变换在低频率时间分
辨率不足, 在高频率区频率分辨率不足. 匹配追踪法正好解决了小波分析这一缺点. 如图
7.32 同样的信号, 分别进行短时傅里叶变换, 小波变换和匹配追踪法, 匹配追踪法有最好

的频率和时间分辨率, 而小波分析在低频率段时间分辨率不足 (图 7.32(a) 中 D 段), 短
时傅里叶变换在时间分辨率不足 (图 7.32(a) 中 A 段). 不同时频瞬时谱分析法的比较见
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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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2
合成地震信号的时频瞬时谱分解结果. (a) 合成地震信号, (b) STFT 分解结果, (c) CWTS
时频变换结果, (d) MPD 的时频能量分布
表 7.1

不同时频瞬时谱分析法的比较

原理

适用范围

优点

缺点

傅里叶变换

用基本三角函数拟

平稳信号

方便快捷

信息量少, 适用范围

(FFT)

合信号, 时域变成

有限, 无局部特征

频域
短时傅里叶

把信号划分成多个

一定程度解决了傅

适用范围窄, 事件和

变换 (STFT)

短时窗, 每个小窗

平稳信号

里叶变换无局部特

频率分辨率不兼备

进行傅里叶变换

征的问题

小波变换

用一个基本小波函

非平稳信

有良好的局部特

事件和频率分辨率不

(CWT)

数变换信号

号、提取信

征, 适用范围广

兼备, 只能有一个小

号局部特征

波基造成信号能量的
丢失

匹配追踪

用一个变形后的原

非平稳信

兼备高时间和频率

产生许多子集, 工作

算法 (MP)

子函数拟合信号

号、提取信

分辨率, 自适应

效率低

号局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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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3
地震中能量分配示意图. (a) 连续的摩擦模型, 断层应力立刻下降到最终值, 所有的可释
放的能量都以地震能量辐射出去; (b) 滑移弱化模型, 在该模型中, 一部分释放能量被用
于破坏的传播, 剩下的才用于地震能量辐射; (c) 准静态模型, 破裂非常缓慢, 几乎没有地
震波的辐射 (Das & Zoback 2013b)

7.3.4 微地震的数据解释

尽管近年来相关理论技术的提高已经为上述很多问题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 但是微
地震监测技术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 (Daniels et al. 2007) 和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微地震
监测数据的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不自洽或者尚无公认的合理解释. 例如泵入流动液体携
带的能量、岩层破裂的释放能量、检波器监测到的能量之间的关系尚存在不匹配; 水力压
裂的致裂面积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 有时候即致裂面积大而产量未必高 (有可能存
在其他的未被识别出的裂缝); 理论上预计不会发生微地震的时间 (例如停止泵压或者完
井之后), 却也会监测到微地震; 从破坏机理上看水力压裂过程是拉伸破坏, 但是微地震监
测到的多数是剪切破坏; 水力压裂过程是慢过程而微地震发生是快过程.
7.3.4.1 能量的匹配

具体指微地震和水力压裂能量不匹配; 泵入的能量、裂纹的能量、岩石储存的能量不
匹配; 岩石的应变能、检波器接收到的能量、微地震的能量和泵入总能量不匹配. Kanamori
和 Rivera (2006) 列举了水力压裂过程中的 3 种能量分配模型 (图 7.33). EF 是界面摩擦
能量 (interface frictional energy) 等价于转换的热量; EG 是断裂能量, 它是除了界面摩擦
之外, 所有和断层作用相关的能量总和, 包括了裂缝能量、由弹塑性消耗的能量、产生断
层裂缝的能量和流体增压的热量; ER 是地震辐射的能量.
地震力矩 Mo (断层的平均位移、断层面积、剪切模量的乘积) 是一种表征微地震量级
的方法 (静态地、有绝对值的), 不管微地震发生快或者慢, 地震力矩是唯一能从低频率振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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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4
(a) LPLD 滤波速度震动图, (b) 未滤波的 Mw-1 地震速度震动图, (c) 黑色点框表示 1 s 时

窗被选择出来作为位移谱, (d) LPLD 和微地震的位移谱分离的结果 (Das & Zoback 2013a)
(Meq: 微地震)
Mo σ̄
,
µ
其中, ∆W 是微地震释放的弹性能, Mo 是地震力矩, σ̄ 是主应力 (3 个主应力), µ 是岩石

谱中得到的参数, Kanamori 和 Rivera (2006) 给出了弹性能和力矩的关系为 ∆W =

材料的弹性模量. 如果在相同的气藏中, σ̄ 和 µ 的值在相同范围. 图 7.34 为 Barnett 页
岩水力压裂微地震的记录时间历程和频谱.
可以看出其中的 LPLD 事件 (水力压裂过程中振幅量级较大的地震事件) 对应的力
矩小于 2.5 × 108 N · m/s (图 7.34(d)), 取 1 s 时窗内计算频谱得到累计力矩. 如果震级的
定义使用 Hanks (1979) 公式 (Mw = 2/3(lg Mo − 9.1), 可以得到 LPLD 事件的量级约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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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的微地震. 在 Barnett 页岩的例子中 (Das & Zoback 2013a), σ̄ 和 µ 的量级分别是兆

帕和 GPa 量级, 则弹性能量级大约是地震力矩的千分之一.
Maxwell 等 (Maxwell et al. 2008, Maxwell 2010)、Cipolla 等 (2012)、Warpinski 等
(2012) 均指出微地震的累计能量仅占压裂液注入能量的一小部分, 水力压裂缓慢的拉伸

开裂和扩张仅占约 15% ∼ 20% 的注入能量. 那么, 水力压裂期间发生的各种微地震占到
总弹性能能量的多少呢? 如果岩石中水力压裂激发的弹性能的总量通过偏应力计算, 即
1 2
(s + s32 + s23 ), 其中 Ed 表示偏应变能, G 是岩石剪切模量, s1 , s2 , s3 是偏应力.
Ed =
4G 1
表 7.2 给出了微地震能量、LPLD 事件能量和总弹性能量的量级估算结果, 可见不管
是普通的微地震能量或是量级较大的 LPLD 事件, 其能量都仅占总能量的不到千分之一,
那么大部分能量到哪里去了呢? 摩擦消耗、继续储存在岩层中还是渗透和反排的液体携
带走了? 有待进一步考证.
表 7.2

水力压裂中各种微地震事件和总弹性能的能量估算

微 地 震 力 微地震

LPLD 力

矩/(GN·m) 能量/MJ
数据 1

3.5

数据 2

2.0

Barnett

总偏应

LPLD 占总

微地震占总

矩/(GN·m) 能量/MJ

变能/GJ

能量的比/%

能量的比/%

3.5

150

150

335

0.05

0.001

2.0

85

85

285

0.03

0.006

LPLD

7.3.4.2 致裂面积与产量之间的关系

虽然钻井和水力压裂技术已经成功用于低渗透率气藏的勘探和开采, 但是我们对低
渗透岩石的变形机理还不完全清楚. 此外, 虽然多次水力压裂之后, 地震记录图显示在水
力压裂之后出现了新的裂缝和天然裂缝发生了滑移, 但是微地震显示的致裂面积与产量
之间的关系并未被证实, 即致裂面积大的岩层, 其产量不一定高 (Moos et al. 2011, Sicking
et al. 2013).
7.3.4.3 微地震事件的发生时间

结合微地震记录和井压记录, 会发现原本预计不会发生微地震的时间, 如停止泵压的
时候或完井之后, 却出现微地震事件 (Dos & Zoback 2013). 图 7.35 给出了水力压裂过
程中的井底压力和微地震频谱, 图中黑色线代表井底压力, 细长条带状信号表示微地震事
件, 低频宽带信号表示 LPLD 事件, 可以看出在第 7 段水力压裂和第 8 段水力压裂之间,
尽管已经停止泵压, 却出现了微地震事件.
7.3.4.4 水力压裂的岩石破坏机理

从水力压裂的岩石变形机理看, 岩石因为注入液体压力提高到结构的破坏压力而开
裂, 因为裂隙网络压力和流体的不断注入, 岩石体积持续被压裂, 裂缝持续增长, 因此, 有
人认为岩石开裂属于拉伸破坏 (Fredd et al. 2001, Maxwell & Cipolla 2011). 然而,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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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5
水力压裂过程中的井底压力和微地震时频谱. (a) 第 7, 8 级水力压裂的地震频谱, 颜色对
应振幅, 图中黑色线表示水力压裂期间的井底压力; (b) 放大时窗 (c) 滤波之后微地震记
录 (Dos & Zoback 2013)

微地震信号反演出的岩石变形却不尽相同, 往往观测到的 S 波具有较大振幅 (Warpinski
2004), 明显的 S 波是剪切变形震源的特征. Rutledge 等 (2004) 分析了不同地区水力压裂

中微地震的数据 (图 7.36), 发现只有剪切变形具有高 SH/P 波振幅比, 而拉伸开裂变形
对应较低的 SH/P 振幅比, 所以他认为水力压裂中微地震一般是剪切变形. 水力压裂中导
致微地震的岩石破坏机理目前尚未有统一定论, 理论上认为剪切变形、拉伸开裂变形、亦
或是两种方式同时存在 (Baig & Urbancic 2010) 均有可能, 而对于大多数气藏岩石是否具
有足够强大拉伸力和内聚力足够强, 以至于可以产生足够的地震能量, 使得观测到的微地
震是拉伸破坏模式, 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
7.4 本节小结

随着页岩气开采技术的进步, 微地震监测在页岩气开采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例如前期的油气藏勘探、地层的地球物理参数判断 (矿物含量、地应力状态等)、钻
井数量和位置的优化配置等, 中期的水力压裂的裂缝监测、控制压裂范围 (避开含水层、
断层滑移带), 后期的产量总结、经验积累等多方面都有应用. 尤其是在水力压裂过程监
测中的应用非常突出, 它能给出裂缝的具体位置、尺寸和走向, 通过后期的进一步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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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6
不同气藏中 P 波与 SH 波的振幅比率 (Maxwell 2010)
析可以得到裂纹类型 (拉张型或剪切型)、震源发生机理 (天然裂纹张开、新裂纹萌生、地
层中断层的微小滑移) 等更深刻的信息, 从而对水力压裂过程进行设计和优化, 通过对压
裂过程和后期产量数据的总结分析, 得到非常规气藏的钻井、开采、生产的宝贵经验.
然而, 微地震监测技术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 (Daniels et al. 2007) 和尚未完全解决的
问题, 尽管近年来相关理论技术的提高已经为一些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近年来, 水力压
裂微地震监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裂缝成像的数据处理方法, 资料解释方法以及相关理论
上 (Cipolla et al. 2012, Maxwell & Cipolla 2011, 刘振武等 2013, Warpinski et al. 2001, 李
君辉 2015, Sicking et al. 2013), 从而使利用诱发微地震裂缝成像技术有了不少重要进展,
这不仅能让我们听到压裂的声音, 更能准确地判断裂缝的方位与形态, 提供水力压裂的裂
缝发育过程等更加详细的资料, 还可以提供在储层中流体的通道图像、渗透率参数、地层
应力等等. 从发展趋势来看:
(1) 微地震监测正在从早期借鉴传统大范围地震监测方法向局部小范围微地震监测

过度, 从地面设站或者地下测井设站, 到现在以地下测井设站为主、地面设站为辅, 两者
结合共同监测.
(2) 微地震的信号处理由单纯的微地震序列的实时辨识, 向全波形记录、自动分析并

对事件进行预测、震源机制进行反演等方向发展. 水力压裂期间生成的微地震波的波形种
类繁多、机理错综复杂, 不容易区分和识别出各种活动事件; 而且环境噪声大而且干扰因
素多, 微地震信号的频谱随着时间变化, 而常规傅里叶变换不能得到每一时刻的频谱, 需
要更新的频谱分析手段如小波变换、匹配追踪等优化分解方法. 水力压裂生成的裂缝网
格复杂, 准确地反演出岩层中的三维裂纹网络非常困难, 对震源机制的了解尚不充分,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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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类型和破坏机理还不能被精确反演和解释.
(3) 后期的微地震数据分析更注重对实测数据的理论分析, 以得到适用于具体地质环

境的可靠监测结论. 目前, 微地震监测数据的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仍然存在一些不易解释
的问题, 例如泵入流动液体携带的能量、岩层破裂的释放能量、检波器监测到的能量之间
的关系尚不匹配, 水力压裂的致裂面积与产量之间的关系还并不确定, 有时候致裂面积大
而产量未必高 (有可能存在其他的未被识别出的裂缝), 理论上预计不会发生微地震的时
间 (例如停止泵压或者完井之后), 却也会监测到微地震, 从破坏机理上看水力压裂过程是
拉伸破坏, 但是微地震监测到的多数是剪切破坏.
(4) 微地震监测基于的理论和方法, 从沿用以往的地震理论和信号处理技术, 向关注水

力压裂微地震的发生和信号特点的针对性方法发展. 从震源定位方法看, 在以往的地震定
位方法 (纵横波时差法、三圆相交定位法、偏振分析定位法等 (Jurkevics 1988) 基础上, 针
对水力压裂微地震的震源能量微弱、多震源同时发生、信噪比低的特点, 新的微地震定位
方法如三分量空间点集法、交叉相关台阵法和震源扫描法等 (Kao et al. 2004, Kummerow
2010) 等正在发展. 这些新方法不需要提前收集噪声样本、初至时刻, 而是通过找出最高

亮度、相关系数或研究多地震道的波形来识别出分散震源的位置和发生时刻, 以减少人为
因素引起的误差.
另外, 由于页岩气开采水力压裂过程中的岩石破坏机理复杂多样, 包含天然裂纹张
开、新裂纹生成/发展以及周围地层的断层局部滑移等多种活动; 而且微地震波在含裂缝
缺陷的地下介质传播时受到地层反射、散射和吸收衰减等因素影响, 频率成分随着时间变
化; 与常规的短时地震不同, 整个水力压裂过程持续时间长, 微地震事件发生密集、振幅
量级低, 而且信号受到邻井生产以及液压操作设备等的机械噪声的干扰, 因此, 微地震信
号是一种特殊的非平稳信号, 其频谱随时间变化, 信号发生不连续且持续时间长, 包含有
多种不同频率/幅值和波形的子波且信噪比低.
针水力压裂中微地震的发生环境、机理和其信号的特点, 需要发展针高时频分辨率的
瞬时谱分析方法, 以描述微地震信号在不同时间和频率位置处的能量密度和强度, 对微地
震全波形进行合理的子波分解和事件识别; 并结合岩石破坏的力学机理, 对水力压裂的致
裂和震源特征给予合理的解释. 微地震监测作为近年来被广泛研究和应用的一种地球物
理技术, 尽管起步晚但是发展迅速, 其前缘技术包括全波形记录和分析、优化子波分解和
重构、低信噪比滤波、微地震震源机制反演、基于微震信息的压裂优化设计等, 尚处于探
索应用中需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理论和工程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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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前言

自 1935 年水力压裂作为常用油气田增产措施以来, 水力压裂技术已在油气开发工程
上获得巨大成功, 但是水力压裂会引发许多环境问题. Darrah 等 (2014) 认为为了减少水
资源的使用和降低环境风险, 有必要探索无水压裂技术来替代水力压裂技术.
纵观无水压裂技术的发展, 无水压裂技术与水力压裂技术相比, 它是一种采用非水基
液作为压裂介质进行岩石压裂、实现油气开发或者增产的技术. 总体来说, 无水压裂技术
具有缓解水资源压力、环境风险小、储层伤害小、地面风险低等特点. 根据压裂液类型的
不同, 无水压裂技术可分为二氧化碳 (CO2 ) 压裂、氮气压裂、爆炸压裂、液化石油气压
裂、高能气体压裂等.
下面将主要分析这些无水压裂技术的特征、优势与不足以及目前的研发进展, 并且探
讨了无水压裂技术的发展方向, 为我国研发页岩气无水压裂技术提供建议和对策.
8.2 二氧化碳压裂技术
CO2 压裂技术是指在油气开采中, 将液态 CO2 作为压裂介质注入储层, 形成裂缝, 增

加溶解气的能量, 从而达到开发或增产的目的. CO2 压裂包含 CO2 泡沫压裂和 CO2 干
法压裂 2 种. CO2 压裂技术主要适用于水敏感地层的干性压裂, 主要是将天然砂粒、树
脂涂敷砂或高强度陶瓷材料等支撑剂和液态 CO2 一同注入储层, 同时 CO2 需要增加黏
度来携带支撑剂的方法. 20 世纪 80 年代, 加拿大和前苏联的 CO2 压裂技术取得巨大成
功 (Luk & Grisdale 1996), 仅加拿大就已有超过 1200 次成功的 CO2 压裂. 这项技术也被
用于美国东肯塔基、西宾夕法尼亚州、德克赛斯和科罗拉多的泥盆纪页岩 (Arnold 1998).
CO2 压裂技术的优点在于:
(1) 对地层伤害小 (Arnold 1998). CO2 压裂液不含水, 压裂过程中受热膨胀, 全部气

化并回流到井筒, 对裂缝周围的相对渗透率和毛细管压力伤害最小;
(2) 减少流体阻塞, 对地下环境污染少. CO2 压裂液在井筒和储层中压裂后气化膨胀,

洗井排液, 对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较少;
(3) 能提高压裂和裂缝扩展的效率 (Meng et al. 2016). 美国东肯塔基、宾夕法尼亚州

等地泥盆纪页岩的压裂结果表明, CO2 压裂井的平均产气量是传统水力压裂方法的 5 倍;
(4) 能增加页岩中吸附甲烷气的解吸. 使用 CO2 压裂技术, 污染问题和微地震问题

将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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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无水压裂的施工工艺设计按施工顺序排列, 主要由系统增压、循环预冷、施工作

业和系统放空 4 个子流程组成 (Meng et al. 2016).
(1) 系统增压: 系统增压流程主要是通过液态 CO2 储罐中的气相 CO2 (2.00 MPa 左

右) 在全部地面管汇和设备通道内建立 0.52 MPa 以上的基本压力.
(2) 循环预冷: 当系统增压流程结束后, 需要开启循环预冷流程. 该过程是通过储罐

中的液态 CO2 对所有的地面管汇和专用设备进行循环预冷, 与此同时将液态 CO2 注入
到支撑剂低温储罐中, 对支撑剂进行预冷, 可以将管线和设备的温度降低到 −20.0◦ C 左
右. 循环预冷流程的重点是专用带压混砂设备储罐中的支撑剂和压裂泵液力端的预冷.
(3) 施工作业: 循环预冷流程结束后进入施工作业流程. CO2 无水压裂施工流程与常

规压裂流程一致, 包括地面管线试压、泵送前置液、泵送携砂液和泵送顶替液 4 个过程.
(4) 系统放空: 施工作业完成以后依次关井口并开启高压放空端口, 全部地面设备内

剩余的液态 CO2 全部从高压放空端口统一放空.
8.2.1 二氧化碳干法压裂
CO2 干法压裂技术使用 100% 液态 CO2 作为压裂介质, 首先将支撑剂加压降温到液

态 CO2 的储罐压力和温度, 在专用混砂机内与液态 CO2 混合, 然后用高压压裂泵泵入井
筒进行压裂 (才博等 2007).
CO2 干法压裂工艺按如下步骤进行 (刘合等 2014, 宋振云等 2014): (1) 将若干 CO2

储罐并联, 并依次与 CO2 增压泵车、密闭混砂车、压裂泵车、井口装置连通, 将仪表车与
上述各车辆连通并监控工作状态; (2) 将支撑剂装入密闭混砂罐中, 并注入液态 CO2 预
冷; (3) 对高压管线、井口试泵, 对低压供液管线试压, 若试压结果符合要求则继续进行后
续步骤; (4) 液态 CO2 以 −25◦ C ∼ −15◦ C 温度注入地层, 压开地层并使裂缝延伸, 然后打
开密闭混砂设备注入支撑剂, 支撑剂注完后进行顶替, 直到支撑剂刚好完全进入地层, 停
泵; (5) 压裂施工结束后, 关井 1.5 ∼ 2.5 h; (6) 压后放喷返排, 既要控制返排速度以防吐
砂, 又要最大限度地利用 CO2 能量快速返排, 可以先使用小口径油嘴控制放喷速度, 随后
逐渐加大油嘴口径, 并使用 CO2 检测仪监测出口 CO2 浓度变化.
CO2 干法压裂是以 CO2 代替常规水力压裂液的一种新型无水压裂技术. 其诸多优

点主要体现在: (1) 无水相, 完全消除水敏、水锁伤害; (2) 压裂液具有极低的界面张力, 受
热气化后能够从储层中完全、迅速返出; (3) 压裂液无残渣, 对支撑裂缝导流床具有较好
的清洁作用, 保持了较高的裂缝导流能力和较长的有效裂缝长度; (4) CO2 在地层原油中
具有较高的溶解度, 能够降低地层原油黏度, 改善原油流动性; (5) 超临界 CO2 具有极低
的界面张力, 理论上, 对非常规天然气储层中吸附气的解吸具有促进作用.
二氧化碳干法压裂存在的问题:
(1) 携砂及降滤失性能

液态二氧化碳本身黏度较低, 通常只有 0.02 ∼ 0.17 mPa·s, 携砂能力弱, 只能使用低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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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CO2 压裂施工地面流程图

度支撑剂; 滤失量较大, 不适合高渗透油藏. 在液态二氧化碳中添加增稠剂可以大幅度提
高黏度, 通常能够达到百倍以上, 是增强二氧化碳携砂能力及降滤失能力的有效方法.
(2) 摩擦阻力

液态二氧化碳是一种牛顿流体, 在管柱中有较高的流动摩擦阻力. 目前国内外对液
态二氧化碳减阻剂的研究较少, 而在水溶液中适用的常规聚合物减阻剂则不适于液态二
氧化碳, 因而必须开发出一种能大幅降低液态二氧化碳在管柱中流动阻力的高效减阻剂.
(3) 压裂施工设备

二氧化碳压裂技术的主要设备包括增压泵、混砂设备和压裂车组等, 其中混砂设备
是制约该技术发展的主要因素. 液态二氧化碳黏度低, 携砂性能差, 这就要求混砂设备能
够高效混砂; 液态二氧化碳若接触空气一部分气化吸收大量热, 一部分会冻结为干冰, 造
成管线堵塞, 这就要求混砂设备有较高的密闭性与防冻性, 同时能够排出气态二氧化碳;
混砂设备需要对支撑剂进行预冷却, 若支撑剂含有水分会冻结成块, 造成混砂不均甚至砂
堵; 混砂设备还必须预留增稠剂接口.
CO2 干法压裂目前仅适用于低渗气井 (Gupta & Bobier 1998). 若开展相关研究, 该

技术将是适用于低渗、低压、高水敏油层的最经济有效的改造方法. 例如:
(1) 将 CO2 干法压裂与 CO2 吞吐、CO2 驱替结合起来, 形成压裂 – 吞吐 – 驱替一体

化工艺. 可在压裂前注入液态 CO2 , 焖井憋压一段时间, 待充分汽化和混相后, 再实施压
裂改造; 也可以延长压裂操作后的焖井时间, 充分发挥 CO2 补充低压油层能量、降低原
油黏度的作用. CO2 压裂施工地面流程图见图 8.1;
(2) 开展碳酸盐岩储集层的盐酸 – 液态 CO2 混合液酸化工艺试验, 并在更加广阔的

领域内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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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二氧化碳泡沫压裂技术
CO2 泡沫压裂就是把液态 CO2 与常规水基压裂液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后形成以气

相为内相、液相为外相的稳定泡沫体系从而用于压裂施工的一种压裂方式. CO2 干法压
裂是以液态 CO2 代替常规水力压裂液的一种无水压裂体系. CO2 压裂的使用可以大大降
低或者消除压裂施工中水与地层的接触机会, 从而大大降低了水锁和水敏造成的地层伤
害. 对于广大低渗、低压、强水敏和水锁性油气藏的压裂改造展示出巨大的技术优势, 具
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CO2 泡沫压裂的关键技术包括起泡、酸性交联和提高砂液比三方面. 压裂前需针对

储层埋深、地温梯度、裂缝温度场和地层压力的动态变化, 分析 CO2 起泡时间和深度范
围, 保证正常起泡. 液化 CO2 呈弱酸性, 只适合选用酸性羟丙基瓜胶类作增黏剂, 酸性条
件下的有效交联是 CO2 泡沫压裂设计、施工的核心. 国外研究发现, 采用恒定内相技术
可提高砂液比, 保证压裂液黏度 (郑新权和靳志霞 2003). 作业时, 先将加压泵、管线、阀
门、接头等组成的压裂系统用低温气态 CO2 冷却至相态变化, 防止管材热损 (以系统表
面凝霜为标志), 然后开始泵入预先汽化、混配好的 CO2 , 井下起泡, 也可直接注入汽化好
的 CO2 泡沫 (谢平等 2005).
CO2 泡沫压裂的优点是清水用量少, 抗滤失和携砂能力强, 泡沫黏度高, 储层伤害和

返排问题少. 但由于水基压裂液用量少, 难以实现高砂比, 施工压力对设备有较高要求.
二氧化碳泡沫压裂液体系的增产效果好, 其机理如下:
(1) 黏度高: 二氧化碳泡沫压裂液体系中通常要加入适当的稠化剂, 加上二氧化碳本

身的结构特点, 其黏度较高. 高黏度使得二氧化碳泡沫压裂液的造缝能力强, 能产生更宽
更长的裂缝.
(2) 滤失低: 泡沫的独特结构使得体系的滤失量较低. 在体系中通常加有增稠剂, 增

加了体系的造壁性能, 使得滤失更容易得到控制. 所以二氧化碳泡沫压裂液体系的滤失系
数很低, 滤失量很小, 液体几乎都用于造缝上, 效率很高.
(3) 悬砂性好: 在没有加二氧化碳的普通压裂液中, 悬砂能力主要靠体系的黏度大小

决定. 而在二氧化碳泡沫压裂液体系中, 由于泡沫的独特结构使得高砂比的情况下, 砂在
体系中的沉降速度非常小. 在室内实验中发现, 10 ∼ 20 目大小的砂在二氧化碳泡沫压裂
液体系中沉降速度几乎为 0. 这种好的悬砂能力使得形成的裂缝中的支撑层十分均匀, 大
大提高了裂缝的导流能力.
(4) 摩阻小: 由于泡沫结构的存在, 二氧化碳泡沫压裂液体系的摩阻小, 使得井口施

工压力较低, 给大排量施工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 以便产生较大的裂缝面积. 其摩阻仅
仅相当于清水摩阻的一半左右.
(5) 返排能力强: 返排是压裂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特别是在含气致密砂岩压裂时,

返排的好坏相当关键. 如果返排不彻底, 会降低气体的相对渗透率, 降低产量. 因为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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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碳具有较大的压缩性, 所以其具有较强的储能能力.
压裂改造是通过在近井地带形成压裂裂缝, 沟通更多的油气层, 提高压裂层的导流能
力, 恢复并提高油井产量, 提高油气藏的开发效果. 为了确保压裂施工的有效性, 选井选层
是关键. 二氧化碳泡沫压裂选井选层中, 应重点研究 3 个方面的问题, 一般原则概括如下:
(1) 构造优越. ①压力较高; ②油层均质情况相对较好, 隔层发育; ③所选措施层位与

周围水井连通, 确保后续能量充足; ④井况良好, 能分层有针对性的进行施工; ⑤剩余油
分布较高的地区.
(2) 储层条件好. 二氧化碳压裂适用范围很广, 不存在严格的限制条件, 既可适用于高

渗透率的油气藏, 更适用于低渗透率的油藏 (小于 1.0 × 104 µm2 ), 既可用于稀油, 也可用
于稠油的油藏. ①低含水井; ②所选措施层段油层发育好, 厚度大, 剩余油饱和度高, 最好
是新层; ③产液量相对较好的地区; ④选择地层能量充足井.
(3) 油气井井况好. ①对于新投产层, 应选在主力区块的主力油层或非主力区块的主

力油层; ②对于已开发区块, 在主力油层已动用的情况下, 应选择主力区块的接替层, 即
厚度大, 砂体发育连片的地区;
8.2.3 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

目前, 成熟的页岩气开采技术一般采用水力压裂, 该技术动辄需要数万立方米的淡水
资源, 并且淡水资源可重复利用率较低, 消耗量大. 同时, 页岩气所在区域有时淡水资源
短缺, 难以远距离输送, 限制了水力压裂技术的应用. 采用超临界 CO2 替代水应用于压
裂技术, 是目前页岩气开采的研究热点之一. 页岩气开采地区可以采用燃烧、空气分离或
工业废气提纯等办法获得 CO2 .
超临界 CO2 是一种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的流体, 它的密度接近液体, 而黏度约为水
的 5%, 接近于气体; 它的表面张力很低, 扩散系数较液体高, 将 CO2 加温加压至临界点以
上时, 称为超临 CO2 流体. 超临界 CO2 流体既不同于气体, 也不同于液体, 但有着比水力
压裂更高的效率, 中国石油大学沈忠厚院士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如何将其应用到页岩气压
裂中. 研究表明, 在储层原有的微裂缝中, 高黏压裂液无法进入, 而超临界 CO2 流体却可
以随意流动, 使得储层产生更多的微裂缝. 由于裂缝的多少直接决定了产量的大小, 所以
超临界 CO2 压裂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单井产量和采收率. 更为重要的是, 超临 CO2 压裂
是一种更清洁的压裂技术, 在压裂过程中不需要水的介入, 也无需添加其他化学物质, 对
储层没有污染, 也无需处理返排液, 压裂完毕后可直接投产.
超临界 CO2 压裂是重要的无水压裂技术之一, 在压裂改造中, 使用超临界 CO2 作为
压裂介质进行施工, 其增产机理主要为:
(1) 由于超临界 CO2 压裂流体黏度低、扩散性能强、表面张力接近零. 因此, 容易渗

入较小的孔隙和微裂缝中, 有利于微裂缝网络的形成, 较大程度地增大渗流面积, 有效地
驱替储层中的油气, 进而提高油气藏采收率 (刘合等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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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气井, CO2 和天然气主要成份 CH4 一样, 能够被页岩层以及煤层等储层吸

附. 但 CO2 分子与储层的吸附能力比 CH4 分子与储层的吸附能力强, 再加上超临界 CO2
在储层孔隙裂缝中非常容易流动, 它能够置换出被吸附 CH4 分子, 使吸附态的 CH4 变为
游离态, 从而使气井投产后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高的产量 (Gupta et al. 2005).
对于油井, 压裂使 CO2 进入储层后, 在地层温度下快速汽化, 溶于原油中而大幅度降
低其黏度, 并且增加了溶解气驱的能量. 同时, CO2 与储层中的水生成碳酸, 饱和 CO2 水
溶液的 pH 值为 3.3 ∼ 3.7, 腐蚀性小; 当 pH 值为 4.5 以上时, 能够降低黏土矿物水化膨
胀, 保持储层的渗透性, 有利于解除裂缝内的堵塞.
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Wang et al.
2012, 孙张涛等 2014, Gupta et al. 2005): (1) 在压裂施工时, CO2 在井筒中随温度和压力

的改变存在相态变化, 压裂设计复杂; (2) 对于浅井, 地面需要安装加热设备, 并且存在不
均匀加热的问题; (3) 由于 CO2 的穿透性强, 对压裂设备的密封性与防穿刺性能要求高;
(4) 超临界 CO2 的黏度低, 导致其携砂能力差, 同时, 超临界 CO2 流动性能好, 在地层中

的滤失速度快, 因此需要较多的压裂设备进行大排量泵入.
目前, 纯液态 CO2 压裂已在长庆油田有了成功案例, 超临界 CO2 压裂正是在这个基
础上所做的创新. 超临界 CO2 压裂技术还处在试验阶段, 还有一些技术难点有待克服, 进
入现场应用尚需时日.
8.2.3.1 CO2 物性
CO2 临界温度为 31◦ C, 临界压力为 7.38 MPa. 当 CO2 的压力和温度同时超过它的

临界压力和临界温度时, CO2 达到超临界状态. 表 8.1 给出了 CO2 气体、超临界流体和
液体的物理性能. CO2 相图如 图 8.2 所示.
表 8.1
物理性能

CO2 气体、超临界流体和液体的物理性能
气体

超临界流体

液体

T, P

Tc , Pc

Tc , 4Pc

T, P

密度/(kg · m−3 )

0.6 ∼ 2

200 ∼ 500

400 ∼ 900

600 ∼ 1600

黏度/(10−5 Pa · s)

1∼3

1∼3

3∼9

20 ∼ 300

扩散系数/(10−2 m2 · s−1 )

100 ∼ 400

0.7

0.2

0.002 ∼ 0.030

超临界状态是一种特殊的流体, 图 8.3 给出了超临界 CO2 物性随压力和温度的变化
规律 (Cheng et al. 2008). 在临界点附近, 它有很大的可压缩性, 适当增大压力, 可使其密
度接近一般液体的密度, 而且具有很好的溶解能力. 超临界 CO2 具有低黏度、高扩散系
数、零表面张力的特性. 超临界 CO2 的黏度在 10−4 Pa · s 量级, 比液体黏度 10−3 Pa · s 低
一个数量级, 扩散系数为 10−4 cm2 /s, 比一般液体的扩散系数 10−5 cm2 /s 高一个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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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超临界 CO2 物性随压力和温度的变化规律. (a) 密度, (b) 黏度

超临界 CO2 的这些性质使其非常容易进入任何大于其分子的空间.
超临界 CO2 在岩石缝隙中的吸附能力比 CH4 气体更强, 从而进入岩石缝隙的超临
界 CO2 有助于 CH4 气体的置换, 从而进一步提高页岩气的采收率和单井产量 (贾虎等
2010, 蔚宝华等 2010).

另一方面, 采用超临界 CO2 压裂技术也存在难点: (1) 当有水存在的环境时, CO2 对
钢材具有极强的腐蚀性, 为防止 CO2 腐蚀, 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整套压裂工具需选用防
CO2 腐蚀的材料 (杨涛等 2007, 李淑华等 2008); (2) 超临界 CO2 黏度远低于水的黏度, 因

此压裂设备密封较难, 工具连接需采用可靠的密封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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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定压比热随参数的变化 (Dordain et al. 1995)

前人已对较低参数 CO2 热物理性质开展了大量的实验研究, Dordain 等 (1995) 报导
了温度在 323 ∼ 423 K 范围, 压强达 25 MPa 时 CO2 的定压比热 (如 图 8.4 所示), 根据实
验数据、经验公式和热力学理论建立了热物理性质计算软件, 如 REFPROP. 然而, 由于现
有实验数据工况范围的限制 (一般在 30 MPa 以下, 523 K 以下), REFPROP 仅在 30 MPa
以下, 523 K (约 250◦ C) 以下保持较高的计算精度 (密度: 0.03% ∼ 0.05%; 定压比热: 0.15%
(气态) ∼ 1.5% (液态))(Lemmon et al. 2010, Span & Wagner 1996). 若超出上述范围, 虽然

可以采用软件计算得到相应物性, 但由于实验数据匮乏, 并不能判断其精度, 或者说不能
得到足够精确的数据.
8.2.3.2 超临界 CO2 在微细流道中的流动与换热

采用超临界 CO2 进行页岩压裂和 CH4 驱替时, CO2 在微细页岩裂缝中流动并与页
岩进行了热量交换, 影响着 CO2 流动阻力和 CO2 物性参数. 流体在微细流道中的流动及
换热特性显著区别于常规尺度流道, 尤其是处于超临界状态的流体.
在 CO2 微细流道对流流动及换热特性方面, 已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 CO2 制冷循环,
大多聚焦在亚临界 CO2 的蒸发与冷凝, 少数研究超临界 CO2 的流动及对流换热特性. 淮
秀兰等 (2004) 指出, 当远离临界温度时, 超临界 CO2 温度越高, 流动产生的压降越大, 对
流换热系数与所处压力成正相关关系, 与所处温度成负相关关系 (如 图 8.5 所示).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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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 考察压力范围均在 12 MPa 以下, 并且流道尺寸均在 0.5 mm 以上 (Yoon et al.
2003, Dang & Hihara 2004, Son & Park 2006, Pettersen et al. 2000, Kuang et al. 2004,
Huai et al. 2005, Huai et al. 2007, Liao & Zhao 2002) (如 表 8.2 所示). 然而, 压裂工艺一

般要求超临界 CO2 达到 50 MPa 以上的压力, 并且页岩裂缝宽度尺寸一般非常低 (陈叶
等 2015) (如 表 8.3 所示), 因此需要开展高压超临界 CO2 在微细流道中的流动及对流换
热特性研究.
表 8.2
流道结构

材质

CO2 微细流道对流换热及流动特性研究情况

管径/mm 进口温度/(◦ C) 进口压
力/MPa

质量通量/

热流通量/

(kg · m−2 s−1 )

(kW · m−2 )

文献

单环路管

铜

7.73

50 ∼ 80

7.5 ∼ 8.8 225 ∼ 450

—

Yoon 等 (2003)

单环路管

铜

1∼6

30 ∼ 70

8 ∼ 10

6 ∼ 33

Dang &

200 ∼ 1200

Hihara (2004)

单环路管 不锈钢

7.75

90 ∼ 100

7.5 ∼ 10

200 ∼ 400

—

Son & Park
(2006)

多环路挤

铝

0.79

15 ∼ 70

8.1 ∼ 10.1 600 ∼ 1200

10 ∼ 20

压成型管
多环路挤

(2000)

铝

0.79

25 ∼ 55

8 ∼ 10

300 ∼ 1200

—

压成型管
多环路挤

Pettersen 等

Kuang 等
(2004)

铝

1.31

22 ∼ 53

7.4 ∼ 8.5 113.7 ∼ 418.6

0.8 ∼ 9

压成型管

Huai 等 (2005),
Huai 等 (2007)

单环路管 不锈钢 0.5 ∼ 2.16

20 ∼ 110

7.4 ∼ 12

236 ∼ 1179

—

Liao & Zhao
(2002)

表 8.3
盆地类型

裂缝宽度

页岩裂缝宽度发育情况统计 (陈叶等 2015)

柴达木盆地

松辽盆地古龙

济 阳 凹 陷 /沾

东浦凹陷文

阿拉巴契亚盆

茫崖凹陷

凹陷青山口组

化凹陷

留地区

地布朗页岩

0.5 ∼ 10 mm

0.05 ∼ 0.1 mm

0.1 ∼ 0.3 mm

0.01 ∼ 0.04 mm < 1 mm

8.2.3.3 CO2 射流破岩研究

与水射流破岩相比, 采用超临界 CO2 射流对页岩、花岗岩及大理石进行破碎时, 需
要的门限压力更低, 但达到的钻井速度更高. 这两个特点可以显著缩短钻井周期, 降低设
备系统工作压力, 降低钻井设备功率, 减少能源消耗, 最终降低钻井成本. 例如, 对大理石
样品进行射流破岩实验, 采用超临界 CO2 时的门限压力仅为水射流破岩门限压力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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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压降和对流换热系数所处状态的影响. (a) 压降, (b) 传热系数 (淮秀兰等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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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不同介质喷射钻井对比试验结果 (Kolle 2000)

在页岩中为 1/2 或更小. 图 8.6 为超临界 CO2 射流破岩钻井速度与水射流破岩钻井速
度的对比, 钻井设备功率为 100 kW, 直径为 50 mm, 岩石样品为曼柯斯页岩, 可以看出超
临界 CO2 射流破岩速度优势非常明显, 同时还可以看出超临界 CO2 射流破岩的有效压
力为 55 MPa, 远低于水射流破岩的 124 MPa (Kolle 2000).
两种破岩后的岩石断面形式也存在差异, 如 图 8.7 所示, 采用花岗岩和曼柯斯页岩
为岩石样品, 对比两种破岩方式造成的断面形式. 采用水射流破岩形成的断面, 射流流经
区域留下轮廓清晰的小沟槽, 岩石破碎程度较小, 而采用超临界 CO2 喷射破岩形成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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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
不同岩石水射流和超临界 CO2 射流破岩试验结果 (Kolle & Marvin 2000)

面, 射流流经区域留下轮廓不明显的大面积崩裂坑道, 岩石破碎程度大 (Kolle & Marvin
2000). 此外, 由于不含水, 采用超临界 CO2 射流破岩技术, 还具有降低缩径、卡钻等风险

的优点.
由于目前 CO2 压裂还主要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 为了早日实现应用, 还需要进一步
开展较大规模的压裂中试研究以及现场示范, 解决 CO2 压裂大型化的关键科学问题与共
性技术.
8.2.3.4 CO2 压裂后的地下封存

采用超临界 CO2 对页岩气进行强化开采, 不仅可以达到很好的开采效果, 而且还可
以将大量 CO2 永久封存在地质结构当中, 实现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减少, 并可获取碳收益.
CO2 在地下含盐蓄水层的封存主要受地质结构、毛细力作用、溶解度和矿物质等因

素影响, 但在页岩气田中的封存机理完全不同, 有机物和黏土矿物质的吸附作用非常关键
(Liu et al. 2013). Godec 等 (2013) 采用理论方法分析了美国东部马塞卢斯页岩, 915 m 以

下, 每平方千米的页岩可封存 112 万吨 CO2 , 其中被吸附了 72 万吨, 处于岩石缝隙中的
游离 CO2 为 40 万吨. 全球页岩气田封存 CO2 潜力可达 740 Gt (Godec M L et al. 2013).
图 8.8 给出了 CO2 封存与 CH4 开采效果随 CO2 注入压力和时间的变化规律 (Sun et al.
2013). 在页岩中封存 CO2 的成本中, CO2 的运输与注入是主要因素, 而 CO2 分离, 孔隙

的获得和后期监测则对总成本影响不大. 运输并将 CO2 封存在马塞卢斯页岩中的成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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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
CO2 封存与 CH4 开采效果随注入 CO2 压力和时间的变化规律 (Sun et al. 2013)

概在 40 ∼ 80 美元/吨 (Tayari et al. 2015).
从发展与环保的双重观点看: 如果将页岩气的压裂开采与 CO2 的地下封存相结合,
可能会获得更好的经济与环境效益, 但是封存在地下的 CO2 是否能够稳定存在, 是否污
染地下水以及地质特征, 都是需要开展研究的课题.
8.2.4 小结

国内外的成功应用表明, 二氧化碳干法压裂技术是可行的, 二氧化碳压裂技术使用无
水的液态二氧化碳作为压裂介质, 相比水基压裂体系具有优势. 目前干法二氧化碳压力
技术也存在一些问题, 包括携砂及降滤失性能差, 需要研制高效增稠剂、减阻剂等; 该技
术对混砂设备要求较高, 是制约技术发展的问题之一.
二氧化碳泡沫压裂液由于具有滤失量低, 返排能力强、与地层流体配伍性良好等优
点, 减小了压裂液对地层的伤害, 比普通压裂液更适合于低渗低压、水敏性地层的压裂改
造. 目前已经得到普遍应用. 压裂工艺技术和选井选层技术是取得良好增产效果的保证,
所以合适的选井选层和正确的压裂工艺十分重要. 以后应该更进一步优化二氧化碳泡沫
压裂设计, 提高压裂液体系和压裂对不同储层特征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进一步提高单井产
量, 改善压裂增产效果.
超临界 CO2 黏度低, 扩散系数高, 流动性能强, 用其作为压裂液进行压裂改造具有对
储层伤害小, 返排快等特点; 超临界 CO2 在储层中不仅能大幅度降低原油黏度, 而且能置
换出被吸附的 CH4 分子, 有利于提高产量. 但由于携砂能力差, 对压裂设备要求高, 在应
用上受到了一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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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
氮气压裂施工流程图

超临界 CO2 压裂开采页岩气的研究现状表明, 超高压状态下超临界 CO2 的热物理
性质研究、微细流道中的流动及换热特性研究非常匮乏. 并且由于压裂过程中系统会混
入空气、水等成分, 实际工作介质将是一种成分复杂的混合工质, 其性质与纯质 CO2 有较
大差别, 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 从应用角度出发, 还需开展较大规模的压裂中试以及 CH4
开采与 CO2 地下封存结合的相关研究.
8.3 氮气压裂技术
8.3.1 氮气干压裂技术

氮气干压裂技术是指将氮气作为主要的压裂液体, 携带支撑剂注入井下, 形成裂缝,
开发油气资源的技术. 氮气压裂技术的发展分为 3 个阶段: 第 1 阶段是在 1960 年, 氮气
作为辅助流体注入; 第 2 阶段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 将氮气和 CO2 加入水力压裂中, 形
成泡沫压裂; 第 3 个阶段是 90 年代以后, 采用高浓度氮气 (体积浓度可达 60%) 携带支撑
剂作为压裂液用于石油天然气增采. 第 3 个阶段才真正属于无水压裂的范畴.
氮气干压裂技术具有经济和环保的优点 (Tanmay 2014): (1) 氮气作为可广泛获取的
气体, 价格相对较低, 能减少地层开发的成本; (2) 氮气是惰性气体, 不会对岩层造成伤
害; (3) 整个系统不使用水, 排除了岩石膨胀的可能性; (4) 不使用水还可以消除地层油水
(w/o) 乳状液, 否则需要使用额外的化学剂; (5) 清除气体过程简单, 气体能轻易移除, 清

理过程快速.
氮气压裂技术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高速率气流中如何置放支撑剂、如何避免侵蚀、如
何避免首次压裂产生的裂隙的大小和几何形状会导致支撑剂沉淀问题、氮气运输费用高
昂.
氮气压裂施工流程图见图 8.9.
8.3.2 氮气泡沫压裂技术

氮气泡沫压裂技术是采用氮气为内相, 压裂基液 (水) 为外相, 加入增稠剂及多种化学
添加剂形成泡沫液体, 结合压裂工艺, 达到改造油气层的目的. 页岩储层使用泡沫 (foams)
压裂已超过 30 年的时间 (Harris et al. 1983). 该方法是水力压裂的修正, 是通过氮气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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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造不同速率的泡沫.
氮气泡沫压裂施工一般由两组设备进行, 一组负责泵注压裂液和支撑剂, 另一组泵注
氮气, 在井口前端的高压管线汇合, 通过压裂井口进入井筒. 地面氮气以液态存储在罐内,
压裂施工时通过液氮泵车将氮气打入高压管汇与压裂液混合进入井内. 这时氮气通过了
泵车的高压泵和蒸发器, 变成了温度为 15◦ C 以上的氮气气体, 即在地面就已形成了泡沫.
因为液柱压力低, 造成对井底的回压低, 导致地面施工压力相对较高, 为有效地降低管柱
摩阻, 通常采用光套管注入方式.
泡沫压裂施工有三种施工控制技术: 恒定内相、恒定泡沫质量和恒定井底总排量. 泡
沫液加入支撑剂后, 泡沫压裂液的外相仍为液相, 内相变为支撑剂和气相. 采用恒定内相
和恒定泡沫质量的控制方式, 在操作上较为困难, 氮气泵车挡位的排量变化难以达到设计
要求的变化值, 因此常采用恒定井底总排量方式进行施工.
与水力压裂相比, 泡沫压裂技术的优点是 (Wamock et al. 1985): (1) 降低蒙脱石扩
大和伊利石膨胀的程度, 但不能完全消除黏土胀大现象; (2) 黏度较高; (3) 返排效果好;
(4) 使用较少的水, 对岩石伤害较低; (5) 泡沫压裂液可在裂缝壁面形成阻挡层, 极大降低

了压裂液向地层内的滤失速度和滤失量.
泡沫压裂技术的缺点主要有: (1) 流体中支撑剂浓度低; (2) 泡沫系统成本较高, 与水
基和油基压裂液相比, 经济性较低; (3) 泡沫流变性较难; (4) 需要在地表提供较高的泵注
压力.
8.3.3 小结

氮气压裂使用液体氮气作为携砂载体, 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储层伤害. 氮气泡沫压裂液
携砂能力强, 实现了支撑剂远端有效铺置, 提高了裂缝导流能力, 解决了高排量带来的控
缝高难以及近井脱砂的问题. 总之, 我国氮气泡沫压裂方面的研究和应用还在起步阶段,
从压裂液体系到工艺技术目前还存在不足. 但对于我国煤层气储层低压、易伤害、应力敏
感强等特征, 泡沫压裂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8.4 液化石油气 (LPG) 无水压裂技术

液化石油气压裂技术也称丙烷/丁烷压裂, 由加拿大 Gasfrac Energy Service 研发, 荣
获第一、二届世界页岩气技术创新奖. 该技术采用液化丙烷、丁烷二者混合液进行储层压
裂. 液化石油气压裂相对清水压裂的突破在于使用液态烃类 (丙烷和丁烷等) 作为压裂介
质而非清水基液, 液态烃纯度常高于 90%, 若压裂成功液态烃低密、低黏和可溶的优势将
非常突出, 洗井迅速且 100% 返排, 可消除多相流问题, 压后获得更长的裂缝, 从而大幅提
高产量.
LPG 原料气体积组成如 表 8.4 所示, 其混合物成分是可控的. 目前, HD-5 丙烷是最

常用的 LPG 原材料, 100%HD-5 丙烷制备的 LPG 压裂液可应用到 96◦ C 的储层; 当储层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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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

原料气体积组成

成分

标准 HD-5LPG

典型 HD-5LPG

乙烷体积分数/%

—

1.40

丙烷体积分数/%

> 90.00

96.10

丙烯体积分数/%

6 5.0

0.41

丁烷和 C+
5 体积分数/%

6 2.50

1.80

硫质量分数/(µg · g−1 )

6 120

0

度超过 96◦ C 后, 需要与商业丁烷混合使用; 100% 商业丁烷制备的 LPG 压裂液可应用到
150◦ C 的储层 (见 图 8.10) (刘鹏 2015)).

液化石油气压裂系统由气体凝胶系统、氮气密闭系统、混配系统 (凝胶与支撑剂)、
压裂注入系统、远程监控系统 (风险控制)、气体回收系统组成. 施工时全程封闭, 先将气
体液化, 加入支撑剂完成混配后以远程红外监控压裂 (图 8.11).
低碳烃压裂液的优点是: (1) 表面张力低、低黏度和密度, 与储层流体的配伍性好,
不会造成水相圈闭伤害和黏土膨胀效应, 对储层几乎无伤害等多项优良属性, 从而获得
更多的有效裂缝、更大的初始产量、更优的环保效果和更长的油气生产寿命 (表 8.5);
(2) 压裂液在压裂施工后由于高温、高压而汽化, 在形成的缝隙中只留下支撑剂, 无压裂液

残留, 使裂缝长期具有良好的导流能力, 而且压裂后的有效裂缝面积更大 (Freeman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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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1
液化石油气压裂系统作业流程

(3) 压裂后可与天然气一同被抽回地面, 其返排率、回收率可达 100%, 且经过简单的分离

处理后即可循环再利用; (4) 低碳烃压裂液几乎不需要用水, 能尽可能地缓解对环境和水
资源造成的压力, 同时也省去了压裂液废液处理的成本. 其缺点包括: (1) 其短期成本比
水基压裂液高; (2) 目前低碳烃压裂技术还不够成熟,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3) LPG 压裂
过程中的物理特性决定它与水的破岩机理存在着明显差异, 因而, 需开展高温高压条件下
LPG 相态变化的研究工作; (4) 对压裂设备的要求较高.
表 8.5
项目

常规水力压裂液和 LPG 无水压裂液属性比较
常规水力压裂液

LPG 无水压裂液

黏度 (105◦ F)/(mPa · s)

0.66

0.08

相对密度

1.02

0.51

72

7.6

对地层具有潜在危害, 与地

对地层无害, 与地层黏土

层泥岩和矿化物发生反应

和矿化物不发生反应

表面张力/(10−5 N · cm−1 )
对地层影响

作为一项发展中的新技术, LPG 无水压裂技术的推广应用正在逐渐由部分单井向大
盆地或区块发展, 并有可能成为众多石油公司的优选方案. 即便不能完全主导压裂开发市
场, 它也将在有特定需求的油气区块发挥重要作用. 虽然油基压裂液成本高出水基压裂
液 20 倍, 但一直持续应用至今, 该技术对特殊地层的应用效果是不可替代的. 两种压裂
方式的有效裂缝长度对比图见图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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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2
两种压裂方式的有效裂缝长度对比图 (韩烈祥等 2009)

图 8.13
爆炸动载压裂试验系统 (张晓春等 2009)
8.5 爆炸压裂技术

爆炸压裂包括井内爆炸法、核爆炸法、层内爆炸法. 该类技术施工简单, 不受水敏和
酸敏地层的限制. 此外, 即使在压裂过程中不加入支撑剂, 压裂裂缝在高闭合应力下仍保
持张开. 这主要是爆炸的压力在微秒级迅速上升, 上升速度要比水力压裂的压力上升速
度快得多, 致使所产生的多条径向裂缝的方位偏离最小主应力方向, 产生偏轴效应, 使剪
切应力作用于偏轴裂缝, 发生剪切错动, 形成不闭合的裂缝. 爆炸动载压裂试验系统见图
8.13.
8.5.1 井内爆炸

井内爆炸包括固态、液态和气态炸药在井筒内的爆轰和爆燃, 目的是使井筒周围地层
产生多条裂缝, 既消除在钻井过程中造成的表皮损害, 又使天然裂缝体系与井筒连通.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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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4
爆炸压裂物理模型示意图. (a) 前视图, (b) 俯视图

国 Dennis (1860) 首先在油井中使用黑火药爆炸方法激励了油井; 美国 Robert (1864) 申
请了以枪用火药使油井增产的专利, 1867 年用效果更好的液态硝化甘油取代了黑火药; 后
来, 杜邦公司研制了低感度的硝化甘油炸药、固态硝化甘油炸药、凝胶炸药和油井特种炸
药等 (朱华良 1997). 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 50 年代, 井内爆炸法被广泛应用. 爆
炸压裂物理模型示意图见图 8.14.
20 世纪 40—50 年代, 水力压裂兴起, 逐渐取代了古老的爆炸法. 其主要原因是井内

爆炸造成的压缩应力波使井周岩石发生不可恢复的塑性变形, 爆炸初期形成的大量裂缝
或因残余应力场 (称为应力笼) 的作用而重新闭合, 或被爆炸残余物堵塞, 有时反而使岩
层渗透率下降, 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可能提高产量. 另外, 井内爆炸易损毁井筒, 硝化甘
油类药剂过于敏感, 这也是古老的爆炸法压裂失败的原因. 我国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多
次试验井内爆炸法, 未获成功, 由于人身及井身安全等原因停止试验. 要将井内爆炸法再
应用于油气田开采, 就必须解决爆炸增产效果不稳定和井筒损害.
该方法存在的问题是裂缝区域半径小, 一般只有井筒半径的 10 倍左右; 另外, 压力
过高, 会造成永久性压实. 该法在前苏联应用较多, 我国长庆油田也曾采用.
8.5.2 核爆法

美国和前苏联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进行过用核装置激励油气层的地下试验, 未获
商业化应用; 我国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也曾进行核爆炸采油的规划和现场试验设计, 由
于多方面原因未付诸实施.
井筒核爆炸会造成并沟通各种空洞, 从而增加井筒周围岩石渗透率. 美国和前苏联的
试验结果显示, 用核爆炸来提高采收率是可行的. 美国在 1967 年 12 月施爆的 Gasbuggy
项目的核装置 TNT 当量为 3 × 104 t, 产生的爆穴半径约 27 m, 由岩石崩落而形成的筒状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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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本身就是导流能力极好的区域) 高约 100 m, 极高温和极高压以及极强大的压缩激波,
使囱道周围大范围岩石产生复杂的裂缝网络. 一般认为油层渗透率低于 0.1 × 10−3 µm2 的
超低渗透油田不再有商业价值, 但 Gasbgugy 项目储集层地下渗透率小于 0.01 × 10−3 µm2 ,
仍获得一定天然气流. 所以, 用核爆促产的优势使可开发油气田的范围大大加宽.
核爆能量巨大, 储集层要有一定厚度才能实施核爆而形成一定格局和规模的裂缝, 同
时, 核装置既要有足够的埋深以防止发生放射性泄漏, 又不能太深, 以防岩石静压使产生
的裂缝重新闭合. Atkinson 和 Jhoansen 建议, 产层净厚度至少要 60 m, 安全的最小深度
为 300 m, 最大深度约为 2500 m, 他们还指出, 从较长时间尺度来看, 在破裂半径内平均升
温不到 1◦ C, 破碎带升温仅 5◦ C, 温度对提高采收率的作用不大.
核爆法产生的地震危害和核污染可以控制在可接受的程度. Rdoaen 认为, 地下核爆
炸释放的巨大能量中一般只有 0.01% 到 1% 转化为地震能. 如果 3 × 104 TNT 当量的核
爆炸有 0.1% 的能量转化为地震能, 只相当于大约 3.7 级地震. 放射性是人们十分关注的
问题. 据有关资料显示, 在一次封闭的核爆之后, 所有的在熔岩温度 (1500◦ C ∼ 2000◦ C) 下
不是气体的放射性元素都会被封存在空穴 “锅底” 熔体中, 几乎完全不会泄漏. Rulison 项
目中所用的弹体, 在裂变装置周围用碳化硼屏蔽, 可使氖减少为原来的 1/3 ∼ 1/4. 如果把
实施核爆井产出气和普通气井产出气均匀混合构成可控的稀释系统, 人们遭受辐射的增
量只不过是天然背景下放射性的 1%. 从经济方面考虑, 可以通过稀释或送往远处的发电
站将其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能源.
丁雁生等 (2001) 利用 Gasbuggy 项目的数据, 取 6 倍囱道半径为核爆沿横向的影响
范围, 估算核爆破碎每立方米岩石消耗约 4 kg 的 TNT (当量). 这比一般岩土爆破单位体
积岩石所需药量大得多, 因此核爆效率较低.
核爆法是否经济还在争论. 也许有一天, 技术进步和大量作业能使其成本下降到商业
化应用的水平.
8.5.3 层内爆炸

层内爆炸压裂是在水力压裂在油气层中形成一定长度的人工裂缝的基础上, 通过压
裂车把液体炸药泵送到人工裂缝中的预定位置, 随后引爆人工裂缝内的液体炸药, 利用爆
炸破碎裂缝壁面岩石产生的岩石碎屑支撑水力裂缝, 产生的爆生气体在水力裂缝附近产
生多条微裂缝, 在油气层内形成一个高渗透带, 从而改进储层渗流条件的一种新型油气藏
改造技术.
丁雁生等 (2001) 研究了层内爆炸压裂的可行性, 林英松等 (2006) 研究了爆炸载荷对
水泥式样的损伤破坏规律, 通过实验分析了爆炸对岩石的破坏作用. 20 世纪 40—70 年代
进行的类似爆炸压裂现场应用, 取得了一定的增产效果 (李传乐等 2001). 潘兆科等 (2004)
对地面爆破形成的岩石破碎块度分布预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为了加深对层内爆炸压裂
改造储层效果的认识, 赵志红等 (2011) 深入研究爆炸对地层岩石的破坏作用和对储层改

力

192

学

进

第 49 卷 : 201901

展

造的影响, 建立爆炸后岩石颗粒粒径的预测模型.
层内爆炸增产技术是一项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创新技术, 要将该技术实际应用于低
渗透油气田, 今后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工作需要开展: (1) 实验室放大试验与相关理论研
究; (2) 安全技术研究; (3) 现场试验用工艺设备研制; (4) 现场井下试验.
8.5.3 小结

爆炸压裂技术作为一种潜在的开发低渗低丰度油气田的新方法, 是一项具有巨大增
产潜力的油藏改造技术. 对该技术的研究涉及到岩石爆破、现代石油钻采技术、岩石力学
等多门学科, 必须将这些学科紧密结合起来, 才有可能获得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鉴于
目前低渗透油田在石油工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建议对该技术展开更为全面、深入的研
究.
8.6 高能气体压裂 (HEGF)

高能气体压裂又称可控脉冲压裂是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80 年代迅速发展的一种
增产、增注技术. 它利用火药或火箭推进剂快速燃烧, 产生的大量高温、高压气体, 在机
械、热化学和振动脉冲等综合作用下, 在井壁附近产生不受地应力约束的多条径向垂直裂
缝, 改善导流能力、增加沟通天然裂缝的机会, 从而达到增产、增注的目的. 它具有工艺
简单、不依赖水源、成本低廉、增产效果显著等特点.
目前高能气体压裂在长庆油田应用较多, 效果也比较明显, 但是由于该技术所产生的
裂缝较短、对油井状况的要求较高, 应用不是很好. 最近, 西安石油大学实现了使用液体炸
药对低渗油藏进行压裂改造, 该技术具有成本低、原料广、药量大和燃时长等优点, 且该
炸药在冲击摩擦感度、静电和压力感度等方面均比固体炸药安全. 缝长可达到 25 ∼ 30 m,
增产比为 2.55, 该技术是唯一可以和水力压裂相媲美的高能压裂增产技术. 2000 年以来,
研究人员又对高能气体压裂进行了全面的改进, 开发了双级高能气体压裂技术, 该技术使
得高能气体压裂既可以在浅井中应用也可以在深井中应用, 既可以用油管方式作业也可
以用电缆作业, 对于重堵塞井的解堵也具有较好的效果. 3 种压裂技术 P -t 曲线和主要参
数分别见图 8.15 和表 8.6.

表 8.6

三种压裂方法的主要参数

压裂方式

峰值压力/MPa

升压时间/s

加载速度/(MPa · s−1 )

总过程/s

爆炸压裂

> 104

10−7

> 106

> 10−6

高能气体压裂

102

10−3

102 ∼ 105

10−2 ∼ 101

水力压力

101

102

< 10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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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5
三种压裂 P -t 曲线的对比图
目前国内外基本认为, 高能气体压裂过程中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1) 机械作用 (生成裂缝): 高能气体压裂一般能形成 3 ∼ 5 条裂缝. 据报道, 加载速率

为 102 ∼ 104 MPa/s 时, 可形成 3 ∼ 8 条径向裂缝 (王安仕等 1998)、径向长 3 ∼ 5 m、高度
为装药段长的 1.2 ∼ 1.4 倍、不受地应力控制的多裂缝体系, 裂缝可自行支撑. 由于裂缝的
随机性, 一方面增大了与天然裂缝连通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能有效地穿透污染带, 提高近
井地带油层导流能力, 可解除钻井、完井、作业及正常生产过程中造成的近井地带的污染
和堵塞, 对中低渗透油层亦能起到一定的改造作用.
(2) 脉冲冲击波作用: 在高能气体压裂的动态过程中, 压力的变化是脉冲式的逐渐衰

减过程, 形成的高压把井筒内液柱举升 10 ∼ 25 m; 压力降低后回落, 在井筒附近形成较强
的水力冲击波, 对油层的机械杂质堵塞起到一定的解堵作用.
(3) 热效应: 爆压时火药燃烧时释放出大量热量, 一般能达到 600◦ C ∼ 800◦ C, 在绝热

条件下使气体温度达千摄氏度以上, 而且相对集中, 这些热量可溶解近井地带的蜡质和沥
青质, 解除油层孔道的堵塞, 改善地层流体的物性和流态, 加快原油向井底的流动速度, 提
高储层的驱油效率.
(4) 化学作用: 火药燃烧后产生一定量的 CO2 , CO, N2 , NO 及 HCl 气体. NO 及 HCl

溶于水生成腐蚀性较强的酸液, 对油层能起到一定程度的酸化解堵作用.
高能气体压裂工艺优点 (薄其众等 2003):
(1) 地面无承受高压部分, 设备投入少, 施工简单, 不必加砂支撑, 不受场地限制, 作

业时间短、费用低, 经济效益高.
(2) 增产机理独特, 可形成 3 ∼ 5 条不受地应力限制、以井筒为中心的径向裂缝, 纵向

上延伸小.
(3) 适用范围广, 既可用来解除油层近井带的污染, 又可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中低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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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而且能适应层多且较分散井的多层压裂.
(4) 生成物对油层无污染, 且有助于解除油层污染.

以上优点, 还使得高能气体压裂在胜利油田滚动勘探开发中, 在交通运输条件不方便
地区, 以及环境保护敏感地区的油田开发中, 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高能气体压裂对于那些
使用昂贵的水力压裂没有多大意义的接近枯竭的油、气井也更为适宜.
高能气体压裂工艺缺点 (薄其众等 2003):
(1) 固井质量差, 尤其是射孔井段的固井质量差的下套管井不能采用.
(2) 裂缝延伸长度比水力压裂裂缝短得多, 一般只有 3 ∼ 8 m.
(3) 不能加支撑剂, 因此压裂形成的裂缝有效作用期较短.
(4) 试验井深虽曾达到 4000 m, 但一般仅适用于 2000 m 以内的储层.
(5) 井斜角度不能太大, 一般井斜角度控制在 40◦ 以内.

高能气体压裂的发展方向:
HEGF 作为油气井增产改造的一项有效措施, 为了收到更大的经济效益, 今后必将沿

着与其他技术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高能气体压裂技术与其他油气井增产技术结合, 可以实
现优势互补, 进而达到更好的增产效果.
(1) 与射孔技术相结合
HEGF 与射孔技术相结合称为复合射孔或增效射孔, 有时也叫延时射孔. 与 HEGF

相比, 复合射孔可大大提高火药燃气能量的利用率, 并减少了射孔后可能造成的对射孔孔
眼及近井带的污染. 两项技术结合, 综合效果明显高于单纯射孔或单纯的高能气体压裂,
已在国内许多油田广泛应用.
(2) 与水力压裂相结合

水力压裂前, 先用 HEGF 进行处理, 形成多条不受地应力控制的径向裂缝. 一方面,
降低了水力压裂的破裂压力, 提高了成功率; 另一方面, 可形成多条较长的裂缝, 提高了
水力压裂的效果.
(3) 与酸化相结合
HEGF 造缝后, 再向油层挤入酸液, 酸液与裂缝壁发生化学反应, 腐蚀并加宽裂缝表

面, 从而提高裂缝的导流能力, 提高压裂效果.
(4) 与化学解堵剂相结合
HEGF 后, 向地层挤入化学解堵剂, 比如, ClO2 含水剂和酸液的混合液. 目前, ClO2

解堵液与酸液相结合的新型化学解堵工艺逐渐成熟.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美国已使
用该技术成功的处理了 300 多口井.
高能气体压裂技术虽有其显著的优越性, 但就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水平来看, 高能气体
压裂的燃气能量及所形成的裂缝规模还远不及水力压裂, 加之该技术在应用中的许多方
面还处在工业性试验研究阶段, 为了提高其成功率和压裂效果, 因此必须根据本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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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对选井选层提出要求. 高能气体压裂技术适用于以下情况的油水井的增产增注:
(1) 钻井过程中受到钻井液伤害的井; (2) 水敏酸敏地层; (3) 天然裂缝较发育, 担心水力

压裂压窜的井.
8.7 本节小结
(1) 无水压裂技术能够解决中国水资源匮乏、大型压裂设备运输困难、压裂液处理技

术繁琐等问题, 施工时能减少清水压裂铺砂不到位、强滤失、易脱砂等技术问题, 并能显
著提高产量.
(2) 每一类无水压裂技术要考虑多个学科的系统性技术, 需要系统性研究, 才能较为

全面地认识各类无水压裂技术带来的工程效果、环境影响和社会风险.
(3) 需要针对我国地貌地层特点, 遴选兼具工业化潜力、规模化潜力、经济性的无水

压裂技术, 在重视应用研究的同时, 有效地评价技术的实用性和可行性, 为培养新的增长
点提供技术储备.
(4) 无水压裂技术在作用时基本不需用水, 对地层伤害小, 有望成为非常规油气资源

开发的先进技术. 为了其能更好地在现场得到使用该技术还应向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发展:
① 由于 LPG 是利用液化石油气和易挥发的烃类液体混合而成的压裂液体, 如果发
生泄露, 易发生火灾等事故, 因此有必要研究比较配套的压裂设备;
② 目前仍然对无水形成的裂缝机理没有成熟的认识, 因此应从数值模拟及物理实验
来认识无水压裂的工作机理;
③ 由于 CO2 的摩阻较大而且黏度较低, 从而限制了其应用, 因此应该从减阻和增稠
两个方面来提高 CO2 压裂液的性能.
(5) 利用超临界 CO2 工艺开发非常规及低渗透油气资源, 可能是一种符合我国地质

条件的具有潜力的技术路径. 但该技术目前尚处于室内实验阶段, 还需加强相关配套设
备的研发, 加快实施现场试验的步伐. 要积极开展超临界 CO2 钻井、压裂理论研究, 并加
快研制与其相配套的工具, 对 CO2 与页岩的吸附能力进行室内试验研究, 深入了解影响
其吸附能力的各种因素及吸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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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页岩气发展规划 (2011—2015 年)》, 我国陆域页岩气地质资源潜力预估在 100
万亿立方米量级, 页岩气可采资源量为 25 万亿立方米, 与常规天然气资源相当. 通过发
展新型节能环保开采技术, 页岩气将成为中国未来能源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水
平钻和水力压裂技术的发展, 我国的油气开采行业也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外的先进技术
和经验, 并在国内的页岩气开采中获得了一定范围的成功实践. 考虑到中国的特殊环境和
条件, 需要新的技术, 而新技术的发展则需要基础理论的支撑. 具体表现在:
(1) 页岩气开采属于非常规资源开发, 其经济可行性完全依赖于页岩层所在环境, 以

及开采技术发展的成熟度. 我国地质构造复杂, 如何确定优质页岩区将是关键点之一; 致
密岩体高地应力下的破裂及微观尺度的渗流规律是基础研究的重点内容的组成部分.
(2) 由于地质成因及构造特征的差异, 我国的地应力状态与美国有很多差异, 钻井的

成本高, 压裂的效果差, 适合中国地质环境的、可大批量采用的压裂、钻井技术的发展;
(3) 水资源是国家持续发展的命脉所在, 水力压裂需要使用大量水资源, 如何发展用

水少甚至是无水的压裂技术是迫在眉睫的技术需求. 形成高效且环保的初始致裂技术是
页岩气作为清洁过渡能源的关键组成部分, 如探索采用爆炸及高能气体压裂等方式.
从工程实现的角度而言, 有效实现 2000 m 以下的页岩层大面积形成网状裂纹, 从而
对孔、洞、缝中的游离气和吸附进行高效开采涉及到诸多核心力学问题: 要研究地质体的
渐进破坏必须考虑断裂力学、地质体力学、计算力学、波在地层的传播以及爆炸力学等多
学科的交叉; 压裂过程中, 需要对监测信息发展内部破坏状态的反演. 这些过程都涉及到
关键力学问题, 同时由于边界条件的不确定性, 也是工程力学研究的难点. 为促进我国能
源开采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相关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实践结合, 集中优势力量开展基础理论
和工程规律研究: (1) 掌握水力压裂、水平钻井基本规律和原理; (2) 探索用水少甚至是无
水的压裂技术, 如爆炸及气体压裂等方式; (3) 将基本理论应用于工程实践, 获得工程规
律.
致 谢 国家十三五重大专项《页岩气气藏工程及采气工艺技术》(2016ZX05037)、国家重
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 “中国南方海相页岩气高效开发的基础研究” (2013CB228000),
中国科学院先导 B 类项目 “复杂介质系统前沿与交叉力学” (XDB2202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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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hale gas involves two critical processes including fracturing
and transportation. To realize reticular fractures in the shale layer of multi-phase under more
than 2000 m subjected to complex geo-stress and to collect the free and adsorbed gases
encapsulated in the layer, we face many key mechanical challenges to be addressed. There
are several cut-on-edge research topics associated with shale gas development: the huge span
in structural size and fracture eveents from nanoscale to even several kilometers, free and
adsorbed gas transporting at temperal scales from microseconds to the life-long mining of a
shale-gas well, the fluid-solid interaction at different time and length scales, and the in-situ
monitoring on internal damage states during fracturing. In view of the achievements in shalegas exploration and the mechanical research frontiers for subsequent development, we give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echniques of shale-gas
reservoirs. We cover in this review six aspects of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hales and their characterization, shale gas reservoir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shale gas micro-flow mechanism and fluid-solid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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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ydraulic fracturing process, micro-seismic monitoring technology of hydraulic fracturing
process and high-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waterless fracturing technology.
Combining with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 of shale-gas reservoir development, the key issues
of mechanics are presente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actitioners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of shale-gas field. We suspect that the progress summarized
here may help guide general research in mechanics, especially in geotechnical mechanics.
Keywords shale gas, fracturing, mechanical properties, numerical simulation, monitoring
technology, porous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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