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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川南煤层气田深部煤层气藏排采制度的建立与优化
赵兴龙１ ，汤达祯２ ，张 岩２

（１．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华东油气分公司临汾煤层气分公司，山西 临汾
２．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能源学院，北京

摘

１０００８３）

０４１０００；

要：为了建立适合延川南煤层气田深部煤层气藏的排采制度，一方面通过镜质组反射率测试、压

汞试验和核磁共振试验等手段，分析了延川南煤层气田煤层孔隙性发育在各煤阶煤层中所处的水平；
另一方面主要通过与沁水盆地南部煤层孔隙发育、地应力特征、煤岩力学特征进行对比，分析了延川
南与沁南煤层气地质条件差异，并结合延川南煤层气井现场排采参数，建立了相适应的排采制度。 结

果表明：延川南煤层气田煤层镜质组反射率在 ２．５％左右，压汞孔隙度和可动流体孔隙度在所有煤阶

中处于最低水平，且孔隙系统以微小孔为主，各级别孔隙间连通性差，对煤储层渗透性极为不利；与沁
水盆地南部相比，延川南煤层气田煤储层具有孔渗性差、地应力高的特点，加之煤岩本身抗压强度低，
所以在排采控制过程中要采取比沁水盆地南部更为缓慢的排采制度；将延川南煤层气田深部煤层气
藏排采制度划分为 ５ 个排采阶段，分别是：快速降压阶段、稳定降压阶段、上产阶段、产量波动阶段和

稳产阶段，其中快速降压阶段日降井底流压控制在 ０．１００ ＭＰａ 左右，稳定降压阶段、上产阶段和产量

波动阶段要采取精细化排采控制，稳定降压阶段日降井底流压在 ０．００３ ＭＰａ 左右，上产阶段日降井底
流压 ０．００５ ＭＰａ 左右，产量波动阶段日降井底流压要控制在 ０．００３ ＭＰａ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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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压速度提产。

言

目前，由于国内深部煤层气藏开发起步较晚，一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煤层气产业起步以来，

系列技术还不成熟，尤其排采技术方面，大部分还是

从开发效果来看，浅部高煤阶煤层气藏最为成功。

沿用或模仿浅部高煤阶煤层气藏，具有一定的局限

在排采制度研究方面，很多学者取得了丰富的认识

性和不适应性。 基于此，深入对比延川南煤层气田

与成果

［１－８］

。 李清等

［９］

定量探索延川南工区煤层气

深部煤层气藏与沁水盆地南部煤层气地质差异性，

井流压降幅与煤层埋深之间的关系，进而总结出煤

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应于深部煤层气藏的排采制度，

层气井不同阶段的排采规律。 伊永祥等

［１０］

将沁水

盆地柿庄南区块煤层气井储层压降分为快速下降
型、中期稳定型及缓慢下降型 ３ 种类型，认为快速下

降型井更有利于煤层气高产稳产。 胡秋嘉等 ［１１］ 将

为国内深部煤层气藏的勘探开发提供借鉴意义。

１

地质背景
延川南煤层气田位于山西省乡宁县和吉县境

沁南煤层气井降压产气过程依据储层压力（ Ｐ ｃ ） 、临

内，构造位置处于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南段河东煤田

的关系划分为 ４ 个阶段，认为 Ｐ ｃ ＜Ｐ ｊｄ 时需要以 ０．１

区块内发育的 ４ 条二级断层，将该气田划分为 ２ 个

界解吸压力（ Ｐ ｄｅ ） 、见气压力（ Ｐ ｊｑ ） 与井底流压（ Ｐ ｊｄ ）

ＭＰａ ／ ｄ 的降压速度快速排采；Ｐ ｄｅ ＜Ｐ ｊｄ ＜Ｐ ｃ 时需要以

０．０５ ＭＰａ ／ ｄ 的降压速度排采，避免裂缝过早闭合，
降低应力伤害；Ｐ ｊｑ ＜Ｐ ｊｄ ＜Ｐ ｄｅ 时需要以 ０．０２ ＭＰａ ／ ｄ 的
降压速度缓慢排采；Ｐ ｊｄ ＜Ｐ ｊｑ 时采用 ０．０１ ＭＰａ ／ ｄ 的降

Ｆｉｇ．１

２

图１

主要的二级构造单元 （ 谭 坪 构 造 带 和 万 宝 山 构 造

带） 。 相比万宝山构造带， 谭坪构造带主力煤层 ２

号煤埋深较浅，８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万宝山构造带 ２ 号煤
层埋深为 １ ０００ ～ １ ５００ ｍ。

延川南煤层气田构造位置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Ｙａｎｃｈｕａｎ ＣＢＭ ｆｉｅｌｄ

延川南煤层气田煤层气地质特征
通过试验数据及现场压裂施工数据统计分析，

２５２

的南部。 东与晋西隆起带相连，西接韩城矿区（图 １）。

深入研究延川南煤层气田煤层孔隙性发育特征、地
应力特征和煤岩力学性质，并且主要与沁水盆地南
部高煤阶浅部煤层气藏地质特征进行对比分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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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川南煤层气田深部煤层气藏排采制度的建立与优
化提供指示意义。
２．１

孔隙性发育特征
研究的样品主要采集于中国华北、华南地区的

样进 行 了 核 磁 共 振 试 验 （ 图 ３ ） ， Ｒ ｏ 为 ０． ８７％ ～

３．１０％，同时结合其他学者的核磁共振试验结果（ 表

１） 研究了煤变质作用对孔隙系统的影响 ［１３－１７］ 。

１） 核磁共振孔裂隙识别。 笔者按照 ХＯДＯＴ ［１８］

部分煤矿，另有延川南煤层气田钻井取心煤样 ３ 块。

的孔隙结构分类方案，将煤中孔隙划分为大孔（ ｒ ＞

煤阶样品 ４４ 块。 对采集的 ５７ 块煤样分别进行镜质

（１０ ｎｍ＜ｒ＜１００ ｎｍ） 和微孔（ ｒ＜１０ ｎｍ） ，其中 ｒ 为孔

共取煤样 ６６ 块，其中包括高煤阶样品 ２２ 块和中、低
组反射率测定和压汞试验，来获得各煤样的煤化作

１ ０００ ｎｍ） 、 中 孔 （ １００ ｎｍ ＜ ｒ ＜ １ ０００ ｎｍ ） 、 小 孔

隙直径。

用程度、压汞孔隙度，这些煤样采自于沁水盆地的晋
城 －阳城、潞安、阳泉 － 寿阳和沁源等矿区；鄂尔多斯
盆地东缘的韩城、澄合、蒲城、柳林、河曲、保德和府
谷等矿区，以及延川南区块。 对剩余 ９ 块样品进行

镜质组反射率测定和核磁共振测试，以得到各煤样
的 Ｒｏ 值、核磁共振谱图特征，以及样品的可动流体

孔隙度等信息，煤样分别取自于沁水盆地侯村煤矿
（样品号：ＨＣ－４、ＨＣ－７）、端氏煤矿（样品号：ＤＳ －２、ＤＳ －

５）和高河煤矿（样品号：ＧＨ －Ａ），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延
川南区块（样品号：ＹＣＮ － １、ＹＣＮ － ２），以及贵州的喜乐
庆煤矿（样品号：ＸＬＱ）和青山煤矿（样品号：ＱＳ）。

２．１．１

压汞试验数据分析

经镜质体反射率测试得到 ５７ 块煤样的 Ｒ ｏ 为

０．６０％ ～ ３．４３％，由压汞试验得到这些样品的孔隙度

Ｆｉｇ．３

图３

煤样的核磁共振 Ｔ２ 谱特征

Ｔ２ ＮＭ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Ｔ２ 弛豫时间大小对应煤中孔裂隙大小，Ｔ２ 弛豫

时间小于 １０ ｍｓ 时对应微小孔，Ｔ２ 弛豫时间为 １０ ～

为 １．０％ ～ ８．５％。 其中，延川南煤层气田 ２ 块样品镜

１００ ｍｓ 时对应大中孔，Ｔ２ 弛豫时间大于 １００ ｍｓ 时对

２．０％和 ２．７％。 通过研究得到煤的孔隙度随煤阶的

值区，随着煤阶的升高，核磁共振 Ｔ２ 谱主波峰不断

质体反射率为 ２．２４％ 和 ２．６０％，压汞孔隙度分别为

升高 呈 现 高—低—高 的 变 化 规 律 （ 图 ２） ， 当 Ｒ ｏ 为

２．５％左右时，孔隙度达到极小值

［１２］

。

应裂隙。 在中低煤阶，核磁共振 Ｔ２ 谱主波峰在 Ｔ２ 高

向 Ｔ２ 低值区移动。 这说明，随着煤阶的升高，煤层
中的裂隙及大中孔比例不断减少，微小孔比例不断

增加。 由图 ３ 可知，气煤煤样 ＸＬＱ 的 Ｔ２ 谱呈连续的
双峰分布且靠近 Ｔ２ 高值区，说明该样各级孔裂隙系

统均有效发育，且连通性较好，主峰位于 Ｔ２ ＞１００ ｍｓ
处，该煤 样 主 要 以 大 中 孔 和 裂 隙 为 主。 焦 煤 煤 样
ＧＨ －Ａ 的 Ｔ２ 谱有 ２ 个波峰，１ 个主波峰和 １ 个副波
峰，主波峰位于 Ｔ２ ＜ １０ ｍｓ 处，副波峰位于 １６ ｍｓ ＜

Ｔ２ ＜７８０ ｍｓ 处，且主波峰和副波峰之间不连续，说明

该煤样以吸附孔为主，大中孔和裂隙的渗流孔发育
Ｆｉｇ．２

图２

压汞孔隙度与煤阶的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ｐｏｒｏ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ａｌ ｒａｎｋ

延川南煤层气田 ２ 块煤样的镜质体反射率在

较少，吸附孔和渗流孔之间相对独立，连通性差。 煤
阶达到贫煤以上的煤样（ 样品编号：ＹＣＮ － １，ＹＣＮ －
２，ＱＳ，ＨＣ － ４，ＨＣ － ７，ＤＳ － ２，ＤＳ － ５） 基本上只存在 １

个主波峰，或者副波峰很小，主波峰位于 Ｔ２ ＜ １０ ｍｓ

２．５％左右，孔隙度处于所有煤阶中的最低水平。 而

处，说明高煤阶煤孔隙系统以吸附孔为主。

隙度 ２．５％ ～ ６．６％。 延川南煤层气田主力煤层孔隙

有 １ 个主波峰，含有至少 １ 个副波峰，且主波峰与副

２．１．２

个主波峰，仅有 １ 个或者没有副波峰，主波峰远高于

沁水盆地南部煤样镜质体反射率 ３．２０％ ～ ３．４３％，孔

度明显低于沁水盆地南部 ３ 号煤层。
核磁共振试验数据分析

对取自延川南煤层气田、沁水盆地等的 ９ 块煤

通过以上分析和论述，中低煤阶煤样的 Ｔ２ 谱含

波峰之间连续性较好；中高煤阶煤样的 Ｔ２ 谱含有 １

副波峰，且主波峰与副波峰之间彼此孤立，连续性很
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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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图 ３） 。 由此可知，中低煤阶煤各级别孔裂隙之间
连通性较好，对煤层渗透性较为有利，而中高煤阶各级

别孔裂隙之间连通性较差，对煤层渗透性不利。

２） 可动流体孔隙度。 由于核磁共振技术能够

利用弛豫时间来反映流体与岩石孔隙固体表面间作
用力的强弱，因此核磁共振技术能够检测可动流体
和束缚流体，基于核磁共振测试结果可进一步将孔

隙度划分为可动流体孔隙度和束缚流体孔隙度 ［１３］ ，

图４

可动流体孔隙度是反映渗透率的重要指标。
结合之前学者

［１３］

可动流体孔隙度与煤阶的关系

Ｆｉｇ．４

的煤样核磁共振试验数据（ 表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ｖａｂｌｅ

１） ，研究得出可动流体孔隙度随着煤阶的升高呈现
出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在 Ｒ ｏ ＝ ２．５％左右时达到最

山构 造 带， 停 泵 压 力 １１． ２ ～ ３３． １ ＭＰａ， 平 均 ２３． ３

隙度与煤阶之间的关系基本一致（ 图 ４） 。 延川南煤

４７．３ ＭＰａ，平均 ２８．７ ＭＰａ；万宝山构造带，破裂压力

流体孔隙度处于所有煤阶中的最低水平，平均可动

根据地面垂直钻孔水力压裂测量地应力方法可

低值，位于烟煤与无烟煤交界处附近，与煤样压汞孔
层气田 ２ 块煤样的镜质体反射率在２．５％ 左右，可动

流体孔隙度 ０．３６％。 而沁水盆地南部煤样镜质体反

射率 ２．９５％ ～ ３．１０％，可动流体孔隙度平均 ０．４２％。

延川南煤层气田主力煤层可动流体孔隙度低于沁水
盆地南部 ３ 号煤层。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煤样的核磁共振测试数据分析统计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煤样编号

Ｒｏ ／ ％

ＸＬＱ

０．８７

ＳＴＪ１－１０

１．５６

ｗｌ７

ＧＨ－Ａ

ＹＱ２ＫＡ
ＹＣＮ－１
ＹＱ３Ｋ
ＳＨ３

ＹＣＮ－２
ＱＳ

１．０１

１．６０

１．８７

２．１９

核磁孔

可动流体

束缚流体

隙度 ／ ％

孔隙度 ／ ％

孔隙度 ／ ％

５．０３
３．２１

０．８５

２．８３

３．９７

４．５５

２．７５
２．７６

０．４９

０．７０

０．３４

０．３８

３．６３

４．１７

０．７１

１．０３

２．４９

５．４３

０．３３

５．００

２．４２

２．６４

２．４２

２．９６

０．１２

２．７３

０．１８

４．８５

０．９２

ＤＳ－２

３．０５

２．６９

０．０９

ｃｚ３

３．５７

２．９９

３．１０

５．０３
７．９０

１．０３

２．３０

０．２３

９．７１

２．２

２．１３

１．７４

２．９５

ＤＳ－５

０．４５

０．３６

２．３８

ＨＣ－４
ＨＣ－７

２．２８

０．４７

０．０７

ＭＰａ。 从破裂压力来看，谭坪构造带，破裂压力８．０ ～

１０．２ ～ ５８．８ ＭＰａ，平均 ３５．１ ＭＰａ。

知，闭合压力即最小水平主应力 σ ｈ，ｍｉｎ ， 即
σ ｈ，ｍｉｎ ＝ Ｐ ｃ

煤储层压力，ＭＰａ；Ｔ 为煤或岩石的抗拉强度，ＭＰａ。

垂直应力 σ ｖ 按文献［１９］ 给出的关系估算，即
σ ｖ ＝ ０．０２７ｈ
（３）

式中：ｈ 为储层垂深，ｍ。

通过公式（１） —（３） 计算，可以得出延川南煤层

气田主力煤层的最小水平主应力、最大水平主应力

和垂直应力，具体数据见表 ２。
表２

延川南煤层气田和沁水盆地南部主力煤层
地应力对比统计 ［２０］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ｅｏ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Ｙａｎｃｈｕａｎ ｃｏａｌｂｅｄ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Ｑｉｎｓｈｕｉ Ｂａｓｉｎ
煤层

０．９６

闭合压力 ／ ＭＰａ

地应力特征

力近似相等，而裂缝闭合压力与最小水平主应力又
近似相等，所以停泵压力和裂缝闭合压力基本上能
反映出地层的地应力特征。 通过统计延川南煤层气
田 ２ 号煤层水力压裂时的停泵压力发现，随着埋深

的增加，停泵压力有增大趋势，说明随着埋深的增

大，地应力不断增加，符合一般规律。 在谭坪构造

带，停泵压力在 ９．２ ～ １４．１ ＭＰａ，平均 １２．１ ＭＰａ；万宝

（２）

式中：Ｐ ｃ 为闭合压力，ＭＰａ；Ｐ ｆ 为破裂压力，ＭＰａ；Ｐ ｏ 为

２．６０
７．４３

（１）

最大水平主应力 σ ｈ，ｍａｘ 为
σ ｈ，ｍａｘ ＝ ３Ｐ ｃ －Ｐ ｆ －Ｐ ｏ ＋Ｔ

８．７９

在低渗透地层中，瞬时停泵压力和裂缝闭合压

２５４

ｆｌｕｉｄ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ａｌ ｒａｎｋ

破裂压力 ／ ＭＰａ
最小水平主应力 ／ ＭＰａ
最大水平主应力 ／ ＭＰａ
垂直主应力 ／ ＭＰａ

延川南谭

延川南万

沁南山西

坪 ２ 号煤

宝山 ２ 号煤

组 ３ 号煤

８．０ ～ ４７．３
２８．７

１０．２ ～ ５８．８
３５．１

６．４４ ～ ２７．７４
１２．２１

２７．７ ～ ５０．２
３７．７

６．４２ ～ ４１．８６
１７．２１

９．３ ～ １４．３
１２．１

９．３ ～ １４．３
１２．３

２２．６ ～ ４２．４
３１．７９

２４．１ ～ ２６．６
２５．０

１２．３ ～ ３３．４
２３．３

１２．３ ～ ３３．４
２３．５

２８．７ ～ ４０．５
３３．９

注：数据格式为（ 最小 ～ 最大） ／ 平均，下同。

３．３ ～ ２６．４
１０．５１

３．３ ～ ２６．４
１１．３９

９．０４ ～ ３０．３０
１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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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２ 知，延川南煤层气田与沁水盆地南部相

为 ５ 个阶段（ 图 ５） ，分别是井底流压高于储层压力

主应力和垂直主应力均明显较高。 另外，从沁水盆

解吸压力的稳定降压阶段、临界解吸压力至兰氏压

比，具有高地应力特点，最小水平主应力、最大水平

时的快速降压阶段、井底流压从储层压力降至临界

地南部水力压裂试验资料来看，主力煤层山西组 ３

力的上产阶段、兰氏压力至稳产压力的产量波动阶

号煤层的闭合压力在 ３．３ ～ ２６．４ ＭＰａ，平均 １０．５１ ＭＰａ，

段和产量趋于稳定的稳产阶段。

煤层破裂压力 ６．４４～２７．７４ ＭＰａ，平均为 １２．２１ ＭＰａ，明显

通过对谭坪构造带（ Ｙ１１Ｐ２、Ｙ１３） 和万宝山构

低于延川南煤层气田，也反映出沁水盆地 ３ 号煤层地

造带（ Ｙ１６、Ｙ２２） 地质和工程施工条件差异不大的高

２．３

４、表 ５） 控制对比发现，在快速降压阶段，井底流压

应力明显低于延川南煤层气田 ２ 号煤层。

产井与高产稳产效果差的井进行排采过程参数（ 表

煤岩力学性质

对比延川南和沁南的煤岩力学试验数据可知，

的快速下降对后期产量影响不大，主要区别在于稳
定降压阶段、上产阶段和产量波动阶段，在这 ３ 个阶

两区块的煤岩力学性质差别不大，具有煤样较脆，低
弹性模 量、 高 泊 松 比， 抗 压 强 度 较 低 的 共 性 （ 表

３）

［２１］

段应该采取更为缓慢、精细化的排采制度和控制。

，说明在有效应力迅速增大的情况下，孔裂隙

其中，稳定降压阶段，要尽量多排水提高返排率，为

很容易被压实，而造成渗透率大幅降低，对煤层气井

后期高产稳产打下基础；上产阶段，井底流压波动较

的高产、稳产影响很大。

大，要尽量放缓排采速率保证产气量稳步上涨；产量

表３

波动阶段，在气量达到峰值之后会出现小幅下降或

延川南煤层气田与沁水盆地南部煤岩
力学性质试验数据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３

波动的现象，这个阶段要坚持缓慢排采的原则，避免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流压下降过快导致储层伤害。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ｕｔｈ Ｙａｎｃｈｕａｎ ＣＢＭ ｆｉｌ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Ｑｉｎｓｈｕｉ Ｂａｓｉｎ
弹性模量 ／ ＧＰａ

项目
沁南煤样
延川南 ２ 号煤

３

２．３８ ～ ５．６２
３．６５
２．６３ ～ ３．９７
３．２９

泊松比
０．１６ ～ ０．４３
０．２６

根据以上分析并结合现场气井生产参数，认为

抗压强度 ／ ＭＰａ

０．２９ ～ ０．３８
０．３４

在延川南煤层气田，谭坪构造带内的井快速降压阶

５．０ ～ ５０．０
１３．００

段日降流压控制 ０．１ ＭＰａ 左右，不会对后期产气效

果造成明显影响。 在稳定降压阶段和上产阶段的排

８．１４ ～ １９．２８
１３．０３

采控制非常关键，要以控制井底流压为核心，采取较
为缓慢的排采制度。 Ｙ１３ 井在这 ２ 个排采阶段日降

延川南煤层气田煤层气排采制度

流压均达到 ０．０１ ＭＰａ 左右，排采速率较快，该井虽
然达到了日产千方的峰值产量，但没有形成稳产，产

与沁水盆地南部相比，延川南煤层气田煤储层

量迅速下降，虽然在产量波动阶段排采速率放缓，但

孔隙度和可动流体孔隙度更低，导致煤储层的渗透

由于前 ２ 个阶段排采控制较差，因此造成该井产气

率极低，加之主力煤层埋深较大、地应力较高，另外

效果不佳。 从 Ｙ１１Ｐ２ 井较好的高产稳产效果分析

煤岩本身抗压强度低，所以在排采控制过程中要采

排采参数控制，认为这 ２ 个阶段的日降流压要小于

取比沁水盆地南部或其他区块更为缓慢的排采制

０．００５ ＭＰａ，产量波动阶段日降流压要控制在０．００３

度。 主要原因：①渗透率极低，压降漏斗延伸阻力

ＭＰａ 左右。 在万宝山构造带，同样快速降压阶段日

大，排采过快容易导致卸压面积有限，后期无法长期

降流压控制 ０．１ ＭＰａ 左右，不会对后期产气效果造成

高产、稳产；②地应力高，且煤岩抗压强度低，非常容

明显影响。 稳定降压阶段、上产阶段和产量波动阶

易造成压敏效应，导致渗透率进一步降低，对气井产

段的排采控制要采取较为缓慢的排采制度，通过研

能造成极大影响。

究发现 Ｙ２２ 井在这 ３ 个排采阶段日降流压均超过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研究，并且结合现场气井排

０．０１ ＭＰａ，排采速率较快，造成后期产气效果较差，

采规律和效果，将延川南煤层气井的排采过程划分
表４
Ｔａｂｌｅ ４

谭坪构造带高产井和低产井各排采阶段参数控制对比情况统计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ｙｉｅｌｄ
ｗ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ｌｏｗ ｙｉｅｌｄ ｗｅｌｌｓ ｉｎ Ｔａｎｐ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ｂｅｌｔ

井号
Ｙ１１Ｐ２
Ｙ１３

参数

快速降压阶段

稳定降压阶段

上产阶段

产量波动阶段

稳产阶段

排采时间 ／ ｄ

４２

１１２

１００

３２２

１４８

平均日降流压 ／ ＭＰａ

０．１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平均日降流压 ／ ＭＰａ

０．０４４ ９

０．０１０ ４

０．００９ ７

０．００１ ０

—

排采时间 ／ ｄ

５５

１０５

１９０

７３０

—

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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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Ｆｉｇ．５

第 ４９ 卷

煤炭科学技术

Ⅰ—Ⅴ为排采阶段

延川南煤层气田高产井与低产井生产曲线及排采阶段划分对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ｓｔａｇ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ｉｇｈ ｙｉｅｌｄ ｗ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ｌｏｗ ｙｉｅｌｄ ｗｅｌｌ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Ｙａｎｃｈｕａｎ ＣＢＭ ｆｉｅｌｄ
表５

Ｔａｂｌｅ ５

万宝山构造带高产井和低产井各排采阶段参数控制对比情况统计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ｙｉｅｌｄ ｗ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ｌｏｗ ｙｉｅｌｄ ｗｅｌｌｓ ｉｎ Ｗａｎｂａｏｓｈａ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ｂｅｌｔ

井号
Ｙ１６
Ｙ２２

参数

快速降压阶段

稳定降压阶段

上产阶段

产量波动阶段

稳产阶段

排采时间 ／ ｄ

３２

８４

２５１

３０３

３８０

平均日降流压 ／ ＭＰａ

０．０８３ ３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 ０

平均日降流压 ／ ＭＰａ

０．１２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９

—

排采时间 ／ ｄ

５０

未能形成稳产。 相比之下，Ｙ１６ 井在这 ３ 个阶段日
降井底流压控制均较为缓慢，产气效果较好。

４

结

论

１） 煤的压汞孔隙度和可动流体孔隙度随着煤
阶的升高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在 Ｒ ｏ ＝ ２．５％
左右达到最低值，位于烟煤与无烟煤交界处附近；延
川南煤层气田煤岩的 Ｒ ｏ 在 ２．５％ 左右，煤储层压汞
孔隙度和可动流体孔隙度在所有煤阶中处于最低水

１０１

１２７

３０８

—

限；②地应力高，且煤岩抗压强度低，排采过快极易
造成压敏效应，对气井产能造成极大影响。

３） 在煤层气地质条件对比分析基础上，结合现

场排采规律和效果，将延川南深部煤层气井的排采

过程划分为 ５ 个阶段，分别是快速降压阶段、稳定降

压阶段、上产阶段、产量波动阶段和稳产阶段。 在快

速降压阶段日降井底流压控制在 ０．１００ ＭＰａ 左右；

稳定降压阶段，日降井底流压要控制在 ０．００３ ＭＰａ

平，且孔隙系统以微小孔为主，各级别孔隙间连通性

左右；上产阶段日降井底流压 ０．００５ ＭＰａ 左右；产量

差，对煤层渗透性极为不利。

稳产阶段井底流压和产量均趋于平稳，在此阶段可

２） 与沁水盆地南部相比，延川南煤储层具有孔
渗性差、地应力高的特点，加之煤岩本身抗压强度
低，所以在排采控制过程中要采取比沁水盆地南部
更为缓慢的排采制度。 主要原因：①孔渗性极差，压
降漏斗延伸阻力大，排采过快容易导致泄压面积受
２５６

波动阶段合理的日降井底流压在 ０．００３ ＭＰａ 左右；

通过微调井底流压保持产量稳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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