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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１００１０２)

要:为避免煤层气老井区压裂改造时波及邻井ꎬ而导致邻井产量下降ꎬ影响开发效果ꎬ运用地质、

压裂及排采动态等资料研究了压裂波及邻井原因并提出防治措施ꎮ 研究结果表明:断层及天然裂隙、
煤储层顶底板封盖能力、地应力大小及方向等是影响压裂波及邻井的地质主控因素ꎻ射孔方式、射孔
位置、压裂规模、压裂液、压裂施工排量、压力控制、净压力与隔层应力差等是影响压裂波及邻井的工
程主控因素ꎻ通过优化地质选井选层、优化压裂施工规模、优化射孔方式、优化压裂液、加强现场施工

管理等措施ꎬ有效减少压裂波及邻井情况发生ꎬ工艺成功率 １００％ꎮ 对该区块及其他类似地质条件的
区块煤层气压裂施工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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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征ꎮ 大部分富含煤层气的区块具有构造复杂、煤体

言

结构严重破坏、软煤发育、高塑性等特点ꎬ开发难度

我国煤层气资源储量非常丰富ꎬ煤储层一般具
有“ 低孔、 低渗、 低压力、 低含 水 饱 和 度” 的 地 质 特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１５ꎻ责任编辑:曾康生

较大 [１－２] ꎮ 目前ꎬ提高煤层渗透率方法主要为水力

压裂、氮气泡沫压裂、同步压裂、酸化压裂等方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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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储层ꎬ经过改造后实现排水降压采气 [３－４] ꎮ 一般

区块小断裂密集发育ꎬ煤岩非均质性强ꎮ 发育山西

１ ５００ ｍ 不等ꎬ差异性较大ꎮ 压裂液体系有活性水、

１ ~ １０ ｍꎻ５ 煤厚度 １ ~ ６ ｍꎻ１１ 煤厚度 ２ ~ ８ ｍꎮ 煤中

同的压裂工艺及压裂液体系ꎮ 但是随着煤层气开发

３５.３８％ꎬ有机质以均质镜质组为主ꎬ壳质组含量很

国内煤 层 气 直 井、 定 向 井 的 压 裂 液 总 量 从 ２００ ~
３

滑溜水、胍胶、清洁液不等ꎬ不同的地质条件选用不

的逐步深入ꎬ老井区在压裂改造时波及邻井情况时
有发生ꎬ邻井受影响后日产水量变大ꎬ部分井会发生
压裂砂返吐ꎬ日产气量下降

[５－６]

ꎬ产气量下降后基本

不能 恢 复 到 正 常 生 产 状 态ꎬ 影 响 整 体 开 发 效 果ꎮ
ＶＵＬＧＡＭＯＲＥ 等[７] 认为压裂过程中压裂缝与天然裂

组 ３ 煤和太原组 ５ 煤、１１ 煤 ３ 层主力煤层ꎬ３ 煤厚度
镜质组含量 ５３.２０％ ~ ７４.９１％ꎻ惰质组含量 １４.１０％ ~

少ꎬ仅在局部区的少数煤中发现ꎮ 无机组分主要以
黏土矿物为主ꎬ其次为硫化物和碳酸盐ꎬ含微量氧化
物矿物 [１１－１３] ꎮ

２

隙及邻井的压裂缝网沟通对邻井产生影响ꎻ刘方圆[８]

认为井距和地应力是影响压裂波及邻井的主要因素ꎻ
文献[９－１０] 认为老井区压降是压裂波及邻井的诱
因ꎮ 前人对煤层气井压裂波及邻井原因及防治措施

老井区压裂波及邻井现象及邻井生产
特征
韩城区块 ２０１５ 年以来累计压裂 １１５ 口井 ２５９

层ꎬ其中有 ２１ 口井压裂时波及邻井ꎮ 受压裂波及影

响的邻 井 ３６ 口 井 ３９ 井 次ꎬ 受 影 响 前 日 总 产 气 量

研究相对较少ꎬ未进行系统性研究与分析ꎮ 目前韩城

５８ ９６０ ｍ ３ ꎬ目前日总产气量 ２５ ３３６ ｍ ３ ꎬ减少 ３３ ６２４

高储量动用率ꎬ在老井区内逐步打完善井网井及加密

水量 ６.６２ ｍ ３( 表 １) ꎬ对生产影响较大ꎮ

区块正常排采井 ６００ 余口ꎬ为实现区块整体降压ꎬ提

井ꎬ压裂时波及邻井几率达 ２０％ꎬ导致邻井产量下降ꎬ

ｍ ３ ꎻ受影响前平均日产水量 ５.０５ ｍ ３ ꎬ目前平均日产
压裂波及邻井时具有以下典型特征:①压裂时

老井区压裂工艺及规模与目前地质条件、井网的匹配

施工压力有突降现象或者施工压力低于邻井的施工

问题已经成为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ꎮ 因此研究

压力ꎻ②邻井井底流压回升ꎬ产气量迅速下降ꎬ产水

老井区压裂波及邻井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措施ꎬ对后

量增大ꎬ水质变差ꎬ煤粉浓度增大ꎬ甚至出现压裂砂

续的开发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ꎮ

１

时 ３０ 分ꎬＨ３３０７７Ｘ１ 井进行 ５ 煤压裂施工ꎬ加砂后施

区块地质概况
韩城区块地层倾向西北ꎬ受断层的影响ꎬ浅部断

裂和褶皱发育ꎬ中深部构造简单ꎬ断层、褶曲稀少ꎮ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序号

压裂井

１

Ｈ３０３０

２

Ｈ３３０５１

３

Ｈ３２０５０

４

Ｈ３２０７０

６

Ｈ３３０７７Ｘ１

８

Ｈ３３０５０Ａ２

１０

Ｈ３３０５０Ａ３

５
７
９

１１

１９８

Ｈ３１０１３

受影响
井号
Ｈ３０３１
Ｈ３０３５

Ｈ３３０３８

Ｈ３２０４９

Ｈ３２０５１

井距 /

目前井

低流压 /

低流压 /

２７

１ ９６０.０

０

０.３７

０.３５

２１３.８

１４

１ ９７３.０

１.２７

１.３３

５

２１３.２

１６

５

２７３

２２０

南西

５

４１５

５

３００

３６０

３３０

北东
南西
北东

２７０

南西

３２０

南东

２６０

北东

１６０

正北

２０３

正北

Ｈ３３０５０

１８０

正北

Ｈ３３０３６

２００

正北

Ｈ３３０３５

波及前井

气量 /

煤层

北东

Ｈ３３０５０Ａ４

目前产

井方位

２７６

Ｈ３３０５０Ｘ１

波及前正

ｍ

Ｈ３３０９１

Ｈ３３０５０Ａ１

降低ꎬ由 １１８ ｍ ３ / ｈ 降至 ７２ ｍ ３ / ｈꎮ 井口产出水由清

常产气量 /

液量 /

压裂

南东

Ｙ３２０Ｘ４

４ ｈ 后邻井 Ｈ３３０９１ 井受到影响ꎬ气井瞬时流量快速

韩城区块受压裂波及井相关参数

受影响

３３０

Ｙ３０７Ｘ３

工压力由 ３２ ＭＰａ 降至 ２４ ＭＰａꎬ有压窜邻井的迹象ꎮ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ｐａｒｔ ｏｆ ｗｅｌｌ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ｗｅｌｌｓ 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Ｈ３２０８１

Ｈ３１０１７

返吐现象ꎮ 以 Ｈ３３０９１ 井为例ꎬ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９

５

５

ｍ３

４１５

ｍ３

２７

７００.０

ｍ３
０

２４８.６

ＭＰａ

０.９３

１９０４.４

２５

３ １２６.０

９０１.９

２２２

１１.７

２ ８１６.０

１ ８５１.５

０.８４

１１

４１７

４２.１

７３５.０

１４１.７

０.２２

１１

２７２

３１.２

７９４.４

６８５.５

０.５２

５
５

１１
１１

３１８

２５９

４１１
２１４

１６

ｍ３

２ ３４５.０

５

２１３.２

砂量 /

２２
２１

４０.４
１５

６４９.０

１ ９１２.０
２ １２８.０
９４４.０
７５１.２

０

４３１.７

７３２.１

７４８.１
５２７.１

２.１３

ＭＰａ

１.０１
１.６３

０.８２

１.０７

０.９８

１.０３

０.５２

１.２６

０.３３
１.２５

０.２４
０.７７
１.２９

０.１２
０.３４
０.２２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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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变为黑水ꎮ 该井正常生产时日产气量 ２ ８００ ｍ ３ ꎬ
套压 ０.２ ＭＰａꎬ日产水量 ０.９５ ｍ ꎬ受 Ｈ３３０７７Ｘ１ 井压

形小无天然裂隙发育的地方不易波及邻井ꎮ

３

裂影响后产气量明显降低ꎬ目前日产气量 １ ８００ ｍ ３ ꎬ

套压下降 ０.０８ ＭＰａ 至 ０.１２ ＭＰａꎬ日产水量上涨 ２.４

ｍ ３ 至 ３.３ ｍ ３ ꎬ未见动液面回升ꎬ目前该井有出砂现

象ꎬ影响地层供液能力ꎬ导致产水量降低( 图 １) ꎮ

Ｆｉｇ.１

３

图１

Ｈ３３０９１ 井排采曲线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Ｗｅｌｌ Ｈ３３０９１

压裂波及邻井原因分析
煤层气井压裂过程中裂缝延展的方向受构造条

Ｆｉｇ.２

图２

韩城煤层气田构造纲要图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Ｈａｎｃｈｅｎｇ ＣＢＭ Ｆｉｅｌｄ

件、天然裂缝、地应力、顶底板岩性、煤体结构等地质

３.２

因素的影响ꎬ同时受压裂工艺及压裂规模等影响ꎬ对

煤层顶板封盖能力制约裂缝高度展布ꎬ韩城区
块煤层与顶底板组合有 ４ 种类型:砂岩 － 煤层 － 泥质

于老井区的压裂还要考虑区域压降范围影响ꎮ
３.１

构造条件
韩城区块在加里东运动、海西运动、印支运动、

燕山运动和喜山运动的影响下ꎬ自北向南发育薛峰

煤层及顶底板组合类型

砂岩( Ⅰ类) 、泥岩 － 煤层 － 泥质砂岩( Ⅱ类) 、泥岩 －
煤层 －泥岩( Ⅲ类) 、砂岩 － 煤层 － 泥岩( Ⅳ类) 如图 ３

所示ꎮ 厚层泥岩、砂质泥岩等岩性具备应力遮挡能

北断层、薛峰南断层两条大断层及密集的次级小断

力ꎮ 可用顶底板封盖能力指数 评 价 遮 挡 能 力 [１６] ꎮ

天然裂隙ꎬ形成高渗通道ꎬ天然裂隙不但使岩石抗张

厚度与砂岩( 灰岩) 总厚度的比值ꎮ 比值越大封盖

层( 图 ２) ꎮ 断层附近或构造转折端ꎬ伴生有大量的
强度降低ꎬ也改变井筒附近地应力的大小和方向ꎬ影
响压裂缝的起裂、扩展、传播方向 [１４－１５] ꎮ 压裂时延

天然裂隙发育的高渗通道方向易波及邻井ꎮ 构造变

Ｆｉｇ.３

图３

顶底板封盖能力指数是指煤层以上 １５ ｍ 内泥岩总
能力越强ꎮ 一般封盖指数小于 ０.８ 时ꎬ压裂越容易
沟通顶板ꎬ裂缝在煤层及顶板界面延伸长度长ꎬ易影
响邻井ꎮ

韩城区块煤层与顶底板组合类型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ｒｏｏｆ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ｒ ｉｎ Ｈａｎｃｈｅｎｇ ｂｌｏｃｋ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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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地应力场影响

测及稳定电场井间监测表明ꎬ压裂缝呈椭圆状分布ꎬ

地应力对裂缝影响较大ꎬ既控制着裂缝的方位、
倾角、 高 度、 传 导 性ꎬ 且 影 响 施 工 过 程 中 压 力 的 大
小

[１７－１８]

ꎬ高水平主应力差条件下ꎬ容易产生较为平

直的水力主缝ꎻ在低水平主应力差条件下ꎬ易形成径
ꎮ 通过方位阵列声波测井解释
表明ꎬ韩城区块最大主应力方向为北东 － 南西向ꎬ沿
向网状扩展缝

第 ４６ 卷

煤炭科学技术

[１９－２１]

主裂缝延北东方向延伸ꎬ裂缝半长为 ８０ ~ １７５ ｍꎬ在短
轴方向的裂缝半长为 ５０ ~ ８５ ｍꎮ 压裂井与邻井井间
距 ３００ ｍ 以上ꎬ２ 口井方位垂直于最大主应力方向ꎬ压

裂基本不能波及邻井ꎮ 压裂井、邻井方位与主应力方
向呈 ６０° ~ １８０°ꎬ波及邻井的几率比较大ꎮ

３.５

压裂工艺

最大主应力方向分布的井易受邻井压裂影响ꎬ高应

压裂改造效果取决于压裂工艺与地质条件的

力区压裂一般不易波及邻井、低应力区易发生波及

配伍性ꎬ 受 射 孔 方 式、 射 孔 位 置、 压 裂 规 模、 压 裂

邻井现象ꎮ

液、压裂施 工 排 量 及 压 力 控 制 等 影 响ꎮ 按 照 波 及

３.４

井网井距

对韩城区块 ３ 层主力煤层排采井网进行规划ꎬ已

经实施的开发井主流井距为 ２８０ ~ ３５０ ｍꎬ南北向排距
大于东西向井距的菱形井网ꎮ 压裂时通过微地震监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平行于最大 主 应 力 方 向 定 向 射 孔、煤 层 与 顶 底 板
同时射孔ꎬ单层入井液量 ４００ 方以上ꎬ压裂时易波
及邻井ꎮ

压裂波及邻井分类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类型

不易波及邻井型

可能波及邻井型

波及邻井型

射孔方式

垂直于主应力方向定向射孔

螺旋布孔

平行于最大主应力方向定向射孔

煤层中部

煤层上部或下部

煤层与顶底板同时射孔

<３

３~５

>５

射孔位置
压裂施工排量 / ( ｍ ｍｉｎ )
－１

３

<２００

压裂液总量 / ( ｍ 层 )
－１

３

３.６

邻井的难易程度划分为 ３ 种类型( 表 ２) ꎬ研究表明

２００ ~ ４００

压裂液

>４００

裂缝高度是压裂目的层的厚度ꎬ实际上裂缝高度完

目前韩城区主流压裂液体系有活性水压裂液、
清洁压裂液、胍胶压裂液

[２２－２４]

ꎬ各压裂液性能见表

３ꎮ 活性水压裂液摩阻高ꎬ造缝效率低ꎬ携砂能力差ꎬ
一般要求排量比较高ꎬ压裂易影响邻井ꎮ 清洁压裂

全取决于压裂目的层的净压力与其上下隔层的应力
差ꎮ 一般认为ꎬ如果该压差大于 ５ ＭＰａ 会对裂缝的
垂向延伸起遮挡作用ꎬ净压力与隔层应力差小于 ５

ＭＰａ 压窜顶板的风险加大ꎬ压窜顶板后裂缝沿着顶

液及胍胶压裂液裂摩阻低ꎬ携砂性较强ꎬ造缝效率较

板水平延伸影响邻井产气量ꎮ

高ꎬ所需排量低ꎬ压裂不易影响邻井ꎬ但是胍胶压裂

３.８

液容易形成大量滤饼ꎬ破胶后存在大量残渣ꎮ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裂缝在主应力方向上延伸的基础上ꎬ向储层降

常用压裂液性能指标

压严重的邻井偏转ꎮ 通过对韩城区块高产井组排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数据反褶积处理后进行试井分析ꎬ对不同年度降压

ｕｓｅｄ 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

半径扩展速度计算发现:韩城开发区压降漏斗的扩

性能指标

活性水压裂液

清洁压裂液

胍胶压裂液

伤害率 / ％

１３.５１

１５.８２

７５

黏度 / ( ｍＰａｓ)
悬砂能力 / ｓ
摩阻 / ％
分子量
体积分数 / ％

３.７

１.０

１５.０

２.８

２８ ~ ３５

３０ ~ ４０

３００ ~ ４００

１００
０.２

３０ ~ ４０
０.２

１２０

透率相对较低的区域ꎬ压降半径小ꎬ不易受邻井压裂

５２

２５ ~ ３５

(３ ~ ４) ×１０

展速度较慢ꎬ经过 ５ 年的排采ꎬ降压半径 ５７.６ ~ １８７.５

ｍꎬ韩城区块主流开发井距为 ２８０ ~ ３５０ ｍꎬ因此在渗

影响ꎬ渗透率高的井区ꎬ压降半径大ꎬ易受邻井压裂
影响ꎬ导致产气量降低ꎮ 在已知压力波及时间 ｔ 时ꎬ
６

可用以下公式推算波及距离为

０.４

ｒｉ ＝

净压力与隔层应力差
净压力决定裂缝的宽度ꎬ长度、高度ꎬ压裂施工

中裂缝的净压力随地应力差的增加而增大ꎬ理想的
２００

邻井压降影响

Ｋｔ
９４８ϕμｃ ｔ

其中:Ｋ 渗透率ꎻ ϕ 孔隙度ꎻμ 气体黏度ꎻｃ ｔ 煤层总压
缩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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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防治措施

应用 ６ 井次ꎮ 目前均已经产气ꎬ单井平均日产气量达

针对上述影响压裂效果的因素ꎬ提出优化地质

４.４

到 ８００ ｍ３ ꎬ平均套压 １.３ ＭＰａꎬ仍有提产空间ꎮ
加强现场施工管理

选井选层、优化压裂施工规模、优化射孔方式、优化

压裂施工现场实时分析压裂施工曲线ꎬ如果遇

压裂液、加强现场施工管理等措施ꎬ减少压裂波及邻

到压力突降等异常情况及时停止施工ꎬ分析变化原

井情况ꎮ ２０１７ 年优化工艺以来施工 ３０ 口井 ７８ 层ꎬ
均未出现压窜邻井现象ꎬ工艺成功率 １００％ꎮ

４.１

优化地质选井选层技术

因后决定是否继续施工ꎮ 压裂施工的同时派排采人
员到邻井监测动液面、套压等生产参数ꎬ遇到参数异
常及时与压裂现场沟通ꎬ停止压裂施工ꎮ

老井区部署井位要从地质和工程角度综合分析
部署井对邻井的影响ꎮ 部署井位应遵循以下原则:

①在开发有利区内部署ꎻ②部署井井距沿最大主应

５

结

论

１) 构造条件复杂、天然裂隙发育、顶底板封盖

力方向 ４５０ ｍ 以上ꎬ垂直与最大主应力方向 ２００ ~

能力低、延最大主应力方向井间距偏小等是影响压

网ꎬ对周边井起到助排作用ꎻ④充分考虑目前压裂工

２) 压裂改造效果取决于压裂工艺与地质条件

３００ ｍꎻ③位于开发井网关键节点ꎬ能够形成完整井

裂波及邻井主要的地质因素ꎮ

艺条件下ꎬ部署井压裂不会对邻井产生影响ꎻ⑤在压

的配伍性ꎬ射孔方式、射孔位置、压裂规模、压裂液、

裂选层时充分考虑顶板的封盖能力ꎬ对顶板为砂岩

压裂施工排量及压力控制、净压力与隔层应力差等

或者泥质砂岩的井ꎬ选择在煤层中下部射孔ꎬ避免压

影响压裂波及邻井的主要工程因素ꎮ

３) 通过 优 化 地 质 选 井 选 层、 优 化 压 裂 施 工 规

裂波及邻井ꎮ
４.２

优化压裂施工规模

模、优化射孔方式、优化压裂液、加强现场施工管理

由大液量、大排量、高砂比改为低总液量、小排

量、低砂比ꎬ优化后参数见表 ４ꎮ 合理规划规模ꎬ减

少前置液比例ꎬ尽可能减少前置液多余现象ꎬ总液量
减少有利于减少压力波及ꎮ 压裂完成后快速返排泄
压ꎬ尽可能减少压力波及邻井ꎮ
表４
Ｔａｂｌｅ ４

韩城区块主力煤层压裂参数模板

等措施ꎬ有效减少压裂波及邻井情况发生ꎬ工艺成功

率 １００％ꎮ 对其他类似区块老井区的压裂具有指导
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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