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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储层特征不确定性的产能分析
———以古交区块为例

韩学婷１，２ ，杨 刚１，２ ，何沛其３ ，赵 刚１，２ ，张 兵１，２ ，郭明强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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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１１；２．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３．中国石油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北京

摘

１００１７６）

１０００１１；

要：古交区块开发面临平均产气量低，井间产气效果差异大的问题，明确产能主控因素并提出针

对性增产措施是区块后期开发的关键。 基于古交区块储层物性及生产特征，建立了古交区块典型数
值模拟模型。 基于典型模型，结合储层参数分布范围，通过蒙特卡洛插值方法，建立了不同参数组合
下的数值模拟模型。 通过参数敏感性分析，确定产能主控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含气量、割理渗透率
是影响产气量的主控因素。 排采制度的制定，应重点考虑储层含气性及割理渗透率大小。 先定产水
量后定井底流压排采时，割理渗透率增加，累计产气量先增加后减小；定井底流压排采时，割理渗透率
与累计产气量为正相关线性关系。 同一含气量条件下，定井底流压生产比先定产水量后定井底流压
生产的最终累计产气量高。 割理渗透率、裂缝渗透率是影响压降扩展和产气的主控因素。 割理渗透
率为 ９．７ × １０ －１０ ｍ ２ ， 裂缝渗透率为 ３ × １０ －９ ｍ ２ 时， 压降主要受 割 理 渗 透 率 影 响； 割 理 渗 透 率 为 ６ ×

１０ －１１ ｍ ２ ，裂缝渗透率为 ３ × １０ －９ ｍ ２ 时，压降主要受裂缝渗透率影响。 因此，后期开发过程中需加强渗
透率及含气量监测，根据储层条件制定合理的排采制度。 同时，古交区块平均渗透率为 １ × １０ －１０ ｍ ２ ，
井距为 ３００ ｍ，很难实现井间干扰，后期可考虑体积压裂增产改造方式提高储层整体渗透率或打加密

井以实现稳产增产。 该研究成果为煤层气井稳产增产提供了开发建议。
关键词：古交区块；不确定性分析；产能影响因素；储层参数
中图分类号：ＴＤ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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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ｎｇ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ｏｒ ｔｏ ｄｒｉｌｌ ｉｎｆｉｌｌ ｗｅｌｌ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ＢＭ ｗｅｌ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ｕｊｉａｏ Ｂｌｏｃｋ；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０

引

１

言

随着我国煤层气规模开发，煤层气开发认识及
技术日趋成熟。 在煤层气产能分析方面，前人研究
有的综合考虑地质参数、储层压裂改造施工参数和
排 采 工 作 制 度 等 参 数， 确 定 影 响 产 能 的 主 控 因
素

［１－２］

分布

。 有的分析了地质参数

［５］

、水文特征

［６］

［３］

，如构造

［４］

、地应力

等与煤层气井产能的关系，优

选有利区。 有的深入研究钻完井参数对产能的影响

规律，优化工程工艺 ［７－８］ 。 有的通过长期的现场排
采实践，分析排采模式对生产的影响，优化排采制

度 ［９－１０］ 。 目前常用的方法主要有数值模拟法、灰色
关联分析法 ［２，１１］ 、生产数据分析法 ［１２－１３］ 及产能公式

法 ［１４－１５］ 。 其中，数值模拟技术在开发评价中占据重

要位置，许多学者针对不同区块，考虑不同因素，开
展了不同方式的数值模拟研究

［１６－１８］

。 但是由于煤

层气井测试难，部分储层参数不确定程度大，煤层气
井生产差异大。 因此。 应用数值模拟模型进行开发
评价需要基于储层参数的分布范围并进行合理生产
预测及措施建议。

古交区块目前生产井有 １６０ 口，区块开发存在

以下问题：①排采井数多，排采时间长度不一，产气
效果差异大，产能影响因素复杂，产能评价难度大。

煤层物性特征
古交区块稳定 － 较稳定发育、厚度相对较大的

煤层有 ３ 号，２ 号，８ 号和 ９ 号煤层，局部发育的可采

煤层有 ５ 号，６ 号煤层。 根据本区煤层发育情况、煤

层埋深、厚度及含气量等条件，２ 号，８ 号和 ９ 号煤煤

层段为本区勘探开发目的层。 开发层位主要为 ８ 号
煤和 ９ 号煤合层开发。

１） 埋深。 已钻井 ８ 号煤埋深 ４９６ ～ １ ０７５ ｍ，平

均埋深 ８４９ ｍ；９ 号煤埋深 ５０８ ～ １ ０７６ ｍ，平均埋深

８７０ ｍ。

２） 厚度。 ８ 号煤厚度 ０． ９８ ～ ５． ９７ ｍ，平均厚度

２．９８ ｍ；９ 号煤厚度 ０．４１ ～ ５．５８ ｍ，平均厚度 ３．３６ ｍ。

３） 含气量。 通过煤层气井采样测试与煤矿钻

探取 心 测 得 的 含 气 量 资 料 显 示， ８ 号 煤 层 含 气 量

５．４６ ～ １５．７１ ｍ ３ ／ ｔ，平均含气量 ８．９４ ｍ ３ ／ ｔ；９ 号煤层含
气量 ６．９０ ～ １４．７３ ｍ ３ ／ ｔ，平均含气量 ９．８ ｍ ３ ／ ｔ。

４） 渗透率。 注入压降试井显示区内主要煤层
煤储层渗透率一般在 １ × １０ －１０ ｍ ２ 左右，区内渗透率

０．０１ ～ ０．１５ × １０ －９ ｍ ２ ，整体相对较低。

５） 孔隙度。 割理孔隙率为 １．５％左右。

６） 含气饱和度。 取心测试 ８ 号煤层含气饱和

度 ８８．８２％，９ 号煤层含气饱和度 ９６．５９％。 利用生产
数据反推 ８ 号煤层含气饱和度为 ６９．５％，９ 号煤层

②探井井距大，大量生产井没有测试资料，储层参数

含气饱和度为 ６８．３％。

确定性分析，开展产能数值模拟工作。 由于区内含

２７．９１ ｍ ３ ／ ｔ，平均 ２３．３６ ｍ ３ ／ ｔ，兰氏压力为 １．２４ ～ ２．８９

不确定性大，生产分析困难。 笔者主要结合储层不

气量测试数据少，试井测试渗透率数据少，单井数值
模拟历史拟合不确定程度高。 因此，基于储层参数
平均值，对比实际生产典型曲线，建立典型数值模拟
模型。 在参数敏感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产能主控
因素分析，为古交区块后期储层测试及合理开发方
式提供指导。
１５８

７） 等温吸附特征。 ８ 号煤兰氏体积为 １９． ３６ ～

ＭＰａ，平 均 ２． ２１ ＭＰａ； ９ 号 煤 兰 氏 体 积 为 １８． ５１ ～

２７．４１ ｍ ３ ／ ｔ，平均 ２２．５０ ｍ ３ ／ ｔ，兰氏压力为 １．２８ ～ ２．９５
ＭＰａ，平均 ２．０７ ＭＰａ。

８） 储层压力。 储层压力梯度为 ６． ５ ｋＰａ ／ ｍ，属

于欠压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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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煤层实际平均厚度。 井间距为 ３００ ｍ，与实际开发

典型数值模型建立及分析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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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距相同。

典型数值模拟模型建立

根据 ８ 号和 ９ 号煤储层物性，建立 ８ 号、９ 号合

采数值模拟模型（ 图 １，表 １） 。 由于 ８ 号、９ 号储层

物性差异不大，为方便对比储层参数的影响，８ 号、９

号煤除埋深厚度外，属性参数取值相同。 其中，基于
试井测试渗透率及典型井压裂模拟及压裂裂缝模

拟，借助生产分析软件 Ｔｏｐａｚｅ 进行生产数据拟合，
获取裂缝渗透率及割理渗透率的取值，建立了面积
为 １ ｋｍ ２ 的井组模型。 其中，平面网格尺寸为 １０ ｍ ×

图１

１０ ｍ；纵向网格尺寸为 ３ ｍ × ３．４ ｍ，分别为 ８ 号，９ 号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参数

８ 号煤
８５０

取值

２．２

埋深 ／ ｍ

９ 号煤

总厚度 ／
ｍ

８７０

６．４

Ｆｉｇ．１

典型模型取值

典型模型示意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含气量 ／

（ ｍ３ ·ｔ －１ ）
９．７

模型验证

渗透率 ／ １０ －９ ｍ２
割理

裂缝

０．１

３

孔隙度 ／
％

１．５

兰氏体积 ／

兰氏压力 ／

２３

２．２

（ ｍ３ ·ｔ －１ ）

ＭＰａ

根据平均产水量数据，数值模拟模型中先定产

根据实际排水采气制度确定数值模拟模型中生
产制度。 实际排采过程中，前期排水降压及上产阶
段主要定产水量生产，控制井底流压持续缓慢降低；

水量 ２．２ ｍ ３ ／ ｄ，１．７ ｍ ３ ／ ｄ，后定井底流压 ０．２ ＭＰａ 生
产，并得到典型生产曲线（ 图 ２） 。

后期稳产及产量递减阶段主要为定井底流压生产。

统计生产井 ８ 号，９ 号合采产水量数据，根据概率统

计得到产水量分布 Ｐ １０ 值（１０％的产水量数据点高于
此值） 、Ｐ ５０ 值（ ５０％ 的产水量数据点高于此值） 、Ｐ ９０

值（９０％的产水量数据点高于此值） 及平均产水量，

见表 ２。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时间 ／ 月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Ｐ １０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 ｍ３ ·ｄ －１ ）
２．３０
４．０１

４．２０

３．５０

３．００

３．１２

３．１２

３．１７

２．８２

２．４１

２．０９

１．８９

１．６７

１．６５

１．４３

实际产水量数据统计
Ｐ ５０ ／

（ ｍ３ ·ｄ －１ ）
１．１４
２．２３

２．３３

２．０９

２．０３

１．８９

１．６２

１．４０

１．１８

１．０１

０．８４

０．７５

０．７４

０．６０

０．５８

Ｐ ９０ ／

平均产水量 ／

０．４６

１．３４

（ ｍ３ ·ｄ －１ ）
０．９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６

０．９４

０．８１

０．７２

０．５５

０．５１

０．４２

０．３６

０．３８

０．３２

０．２１

（ ｍ３ ·ｄ －１ ）

Ｆｉｇ．２

图２

典型产气量、产水量曲线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２．４３

２．５４

２．１７

２．００

１．９６

１．７２

１．６３

１．４９

１．３１

１．１７

１．０４

０．９６

０．８５

０．７９

图３

Ｆｉｇ．３

８ 号、９ 号煤层合采井归一化的实际生产曲线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Ｎｏ．８ ａｎｄ Ｎｏ．９ 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通过对比典型生产曲线及 ８ 号，９ 号合采实际

生产曲线中的平均值曲线（ 图 ３） ，发现均为 １ ａ 左

右达到产气峰值，典型模型中由于压力控制没有逐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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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递减，产气峰值达到 ６００ ｍ ３ ／ ｄ 左右后直接递减，
实际生产曲线为稳定在 ５００ ｍ ３ ／ ｄ 左右生产半年后

递减。 典型模型数据选取基于区块参数平均值，且产
气量预测与实际生产数据差异不大，可用于区块整体
产气预 测 及 生 产 分 析， 对 后 期 开 发 评 价 具 有 指 导
意义。

３

储层物性参数敏感性分析

３．１

参数敏感性分析方法
基于典型模型，结合储层参数分布范围，进行敏

感性分析。 目前，针对不确定参数主要的采样算法
有 Ｍｏｎｔｅ － Ｃａｒｌｏ 算法、Ｂｏｘ － Ｂｅｈｎｋｅｎ 算法、中心组合

Ｆｉｇ．４

图４

裂缝渗透率对日产气量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ｄａｉｌｙ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算法、ＣＳＶ 算法、Ｐｌａｃｋｅｔｔ －Ｂｕｒｍａｎ 算法等。
其中，Ｍｏｎｔｅ － Ｃａｒｌｏ 算法是一种随机取样方法，

在给定参数范围内随机取样。 目前，煤层气勘探开
发实践中，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插值法常用于煤层气资源量
评价 ［１９－２１］ 。 借助 Ｐｅｔｒｅｌ ＲＥ 软件，应用 Ｍｏｎｔｅ － Ｃａｒｌｏ

算法，选择模拟案例进行运算分析。 敏感性分析主

要针对以下 ６ 个参数：裂缝渗透率、割理渗透率、含

气量、孔隙率、兰氏体积、兰氏压力。 敏感性分析参

数取值见表 ３。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项目
裂缝渗透率 ／

参数敏感性分析取值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取值 １

１０ －９ ｍ２

９．２０

取值 ２
７．２０

取值 ３
５．１０

取值 ４
３．２０

取值 ５

图５

Ｆｉｇ．５

裂缝渗透率对累计产气量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 割理渗透率。 割理渗透率增大，峰值产气量

增加，产气高峰期推后，累计产气量先增加后减小。

２．７０

这是由于渗透率越大，产水量越高，储层压力下降加
快，气体解吸速度增大，产气量越高。 但是，基于同

割理渗透率 ／

０．９２

０．７３

０．５１

０．２３

０．０６

一排采制度，限制了压降速度及储层气体解吸，造成

含气量 ／

１６．５０

１３．９０

１１．９０

９．６０

７．３０

受到影响。

孔隙率 ／ ％

４．００

３．３０

２．８０

１．６０

０．７０

１０

－９

ｍ

２

（ ｍ３ ·ｔ －１ ）
兰氏体积 ／

３２．８０

３０．６０

２５．６０

２２．８０

２０．１０

兰氏压力 ／

２．７８

２．４９

２．２１

２．１８

１．７０

（ ｍ３ ·ｔ －１ ）

３．２

ＭＰａ

高割理渗透率储层产气高峰推后，阶段累计产气量
割理渗透率为 ０． ５ × １０ －９ ｍ ２ 时，累计产气量最

高，现有排采制度与储层参数配伍性好。 不同割理
渗透率下，应制定不同的排采制度，实现储层快速降
压，产能高效释放（ 图 ６、７） 。

产气量影响因素
基于参数敏感性分析取值，确定不同的数值模

拟模型并进行生产预测，排采制度为先定产水量后
定井底流压的方式（ 典型模型中的排采制度，与实
际生产一致） 。

１） 裂缝渗透率。 裂缝渗透率增大，峰值产气量增

加，产气高峰期推后，累计产气量增加。 在开采后期，
裂缝渗透率对日产气量影响不大。 当裂缝渗透率增加
到一定值时，累计产气量增加幅度变缓。 压裂增产效
果在开采前期比较明显，随着生产时间推移，增产效果

减小（图 ４、图 ５）。
１６０

Ｆｉｇ．６

图６

割理渗透率对日产气量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ｌｅａｔ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ｄａｉｌｙ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３） 含气量。 含气量增大，峰值产气量增加，产

气高峰期推后，累计产气量增加。 这是由于煤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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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割理渗透率对累计产气量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ｌｅａｔ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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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１０

图 １０

孔隙度对日产气量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ｏｎ ｄａｉｌｙ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其他参数一定的条件下，初始含气量越高，储层未饱
和程度越低，气体解吸速率越快，产气量越高。 高初
始含气量下压力很快就能下降到甲烷的临界解吸压
力，因此在压力降落差别不大的情况下，累计产气量

明显增大。 含气量为 １３．９ ｍ ３ ／ ｔ 及 １６．５ ｍ ３ ／ ｔ 时，生
产前期高含气量累计产气量比低含气量累计产气量

低。 目前生产制度下，高含气量井生产前期受到限
制（ 图 ８、图 ９） 。

Ｆｉｇ．１１

图 １１

孔隙度对累计产气量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ｏｎ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５） 兰氏体积。 兰氏体积 Ｖ Ｌ 增大，峰值产气量

减小，产气高峰期提前，累计产气量减小。 这是因为
对于初始含气量一定的煤层来说，兰氏体积越大，煤
层气欠饱和程度越大，临界解吸压力越低，甲烷解吸
越困难，产气峰值出现的越晚；同时，解吸速率越低，

Ｆｉｇ．８

图８

单井有效生产压力段减少，峰值产气量越小（ 图 １２、

含气量对日产气量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ａ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ｎ ｄａｉｌｙ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图 １３） 。

图 １２

Ｆｉｇ．９

图９

含气量对累计产气量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ａ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ｎ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４） 割理孔隙度。 割理孔隙度减小，峰值产气量

Ｆｉｇ．１２

兰氏体积对日产气量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Ｖ Ｌ ｏｎ ｄａｉｌｙ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６） 兰氏压力。 兰氏压力 Ｐ Ｌ 增大，峰值产气量

增大，产气高峰期推迟，累计产气量增大。 与兰氏体

增加，产气高峰期提前，累计产气量增加。 这是由于

积对生产的影响相反（ 图 １４、图 １５） 。

割理孔隙度越小，煤层中含水越少，弹性能越小，排

底流压生产的排采方式，得到上述生产曲线。 通过

采时储层压力下降速度越快，使得吸附煤层气解吸

物性参数单因素分析，绘制累计产气量与各储层物

更快、更多（ 图 １０、图 １１） 。

７） 参数敏感性排序。 基于先定产水量、后定井

性关系图（ 图 １６） ，并得到数学模型（ 表 ４） 。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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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氏体积对累计产气量的影响

Ｆｉｇ．１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Ｖ Ｌ ｏｎ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表４

图 １６

累计产气量与煤储层参数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累计产气量与煤储层各参数的数学模型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ｏｆ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累计产气量与各参数的数学模型

相关系数

裂缝渗透率

Ｙ ＝ ０．１３４ ４Ｘ １ ＋１．６

０．９５

Ｙ ＝ ０．５６Ｘ ２ －３．２６

０．９９

Ｙ ＝ －０．１２Ｘ ４ ＋４．７７

０．９６

割理渗透率
含气量
孔隙度

图 １４

Ｆｉｇ．１４

兰氏体积

兰氏压力对日产气量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 Ｌ ｏｎ ｄａｉｌｙ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兰氏压力

Ｙ ＝ －０．３９Ｘ ３ ＋２．７５
Ｙ ＝ １．１０Ｘ ５ －０．４７

０．９０

１．００

注：割理渗透率与累计产气量非线性相关。

为进一步明确排采制度对产能的影响，储层参
数组合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排采制度进行模拟。 假

定煤层气井以定井底流压（ ０． ２ ＭＰａ） 的方式生产，
此假定为理想状态，投产开始便能够完全释放储层

产能的条件。 基于模拟结果，绘制累计产气量与各

储层物性的关系（ 图 １７） ，并得到数学模型（ 表 ５） 。
同理，按物性参数对累计产气量的影响，敏感性由强

到弱依次为含气量、割理渗透率、兰氏压力、裂缝渗
图 １５

Ｆｉｇ．１５

兰氏压力对累计产气量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 Ｌ ｏｎ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此排采制度下，兰氏体积、裂缝渗透率、含气量
与累计产气量为正相关的线性关系；孔隙度、兰氏体

透率、孔隙度、兰氏体积。

通过对比图 １６ 及 １７ 曲线形态及累计产气量数

值，定井底流压生产与先定产水量后定井底流压生产

有 ２ 点不同：①定井底流压条件下，割理渗透率与累计

积与累计产气量为负相关的线性关系；割理渗透率

产气量为正相关线性关系；②同一含气量条件下，定井

增加，累计产气量先增加后减小。 按区域不同参数

底流压生产比先定产水量后定井底流压生产的最终累

分布范围内累计产气量的变化量（ 图 １６ 中对应参

计产气量高，含气量为 １６．５ ｍ３ ／ ｔ 时，前者累计产气量为

数曲线的纵坐标变化量） ，敏感性最强的为含气量；

１ ４０９ 万 ｍ３ ，后者累计产气量为 ５８１ 万 ｍ３ 。

数曲线的斜率） ，敏感性强的主要为割理渗透率、兰

透率大小制定差异化的排采制度。

按累计产气量随参数变化的程度（ 图 １６ 中对应参
氏压力、含气量。 因此，综合上述 ２ 方面，按物性参

数对累计产气量的影响，敏感性由强到弱依次为含

气量、割理渗透率、兰氏压力、裂缝渗透率、孔隙度、
兰氏体积。
１６２

后期生产过程中，应综合考虑储层含气性及渗

３．３

压降扩展及产气特征分析

基于参数敏感性分析取值，在 ５ 个数值中选取

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模拟案例，展示了生产 １５ ａ 后的

含气量分布图，以此来分析压降扩展及产气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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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定井底流压生产时，累计产气量与煤储层
各参数的数学模型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累计产气量与各参数的数学模型

相关系数

裂缝渗透率

Ｙ ＝ ０．０５Ｘ １ ＋３．２４

０．９３

Ｙ ＝ １．３０Ｘ ３ －８．９５

０．９３

割理渗透率
含气量
孔隙度

图 １７

Ｆｉｇ．１７

定井底流压生产时，累计产气量与煤储层参数关系

兰氏体积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兰氏压力

ｃｏ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ｗｈｅｎ ＢＨＰ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素。 典型模型中，初始含气量取值为 ９．７ ｍ ３ ／ ｔ。

１） 裂缝渗透率。 裂缝渗透率对井间干扰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平行裂缝方向与垂直裂缝方向 ８ 号煤
含气量变化的层间差异性。 裂缝渗透率越大，越有

Ｆｉｇ．１８

图 １８

Ｙ ＝ ２．６６Ｘ ２ ＋１．７１

０．９８

Ｙ ＝ －０．３５Ｘ ４ ＋２．７３

０．８８

Ｙ ＝ －０．１３Ｘ ５ ＋５．０２
Ｙ ＝ １．１９Ｘ ６ －０．６０

利于降压；裂缝渗透率为 ２．７ × １０

０．９５

－９

１．００

ｍ 与 ９．２ × １０ －９
２

ｍ ２ 时，含气量变化差异不大，压裂增产改造后裂缝
达到 ２．７ × １０ －９ ｍ ２ 时便可达到比较好的增产改造效
果。 生产 １５ ａ 后 ９ 号煤层压降范围明显小于 ８ 号
煤层（ 图 １８） 。

不同裂缝渗透率下，生产 １５ ａ 后含气量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１５ ｙｅａ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 割理渗透率。 割理渗透率对井间干扰的影

率影响。 生产 １５ ａ 后 ９ 号煤层压降范围明显小于 ８

变化的层间差异性及平面差异性。 割理渗透率越
大，越有利于降压。 割理渗透率为 ０．９２ × １０ －９ ｍ ２ 时，

３） 含气量。 初始含气量对井间干扰影响不大。

响主要体现在平行裂缝方向与垂直裂缝方向含气量

平行及垂直方向含气量变化相似，压降主要受基质
渗透率影响；割理渗透率为 ０．０６ × １０ －９ ｍ ２ 时，平行及

垂直方向含气量变化差异大，压降主要受裂缝渗透

号煤层（ 图 １９） 。

含气量为７．３ ｍ ３ ／ ｔ时，生产 １５ ａ 后 ８ 号煤压降范围
略大于 ９ 号煤压降范围（ 图 ２０） 。

４） 割理孔隙度。 割理孔隙度对井间干扰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平行裂缝方向与垂直裂缝方向含气量
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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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９

不同割理渗透率下，生产 １５ ａ 后含气量分布

图 ２０

不同初始含气量下，生产 １５ ａ 后含气量分布

Ｆｉｇ．１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１５ ｙｅａ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ｅａｔ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ｉｇ．２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１５ ｙｅａ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ｇａ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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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平面差异性。 割理孔隙度越大，越不利于降

要体现在平行裂缝方向与垂直裂缝方向含气量变化

压。 孔隙度为０．７％时，现有排采制度可实现较好的

的平面差异性及层间差异性。 兰氏体积越大，越不

降压（ 图 ２１） 。

５） 兰氏体积。 兰氏体积对井间干扰的影响主

Ｆｉｇ．２１

图 ２１

利于降压。 生产 １５ ａ 后 ８ 号煤压降范围明显大于 ９

号煤压降范围（ 图 ２２） 。

不同割理孔隙度下，生产 １５ ａ 后含气量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１５ ｙｅａ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ｅａｔ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Ｆｉｇ．２２

图 ２２

不同兰氏体积下，生产 １５ ａ 后含气量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１５ ｙｅａ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 Ｌ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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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兰氏压力。 兰氏体积 Ｖ Ｌ 对井间干扰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平行裂缝方向与垂直裂缝方向含气量变
化的平面差异性及层间差异性。 兰氏压力越大，越

有利于降压。 生产 １５ ａ 后 ８ 号煤压降范围明显大
于 ９ 号煤压降范围（ 图 ２３） 。

７） 井间干扰影响因素排序。 根据上述分析可

知，影响井间干扰的主控因素为割理渗透率，其次为

Ｆｉｇ．２３

４

结

图 ２３

透率、裂缝渗透率、兰氏压力越大，割理孔隙度、兰氏
体积越小，越有利于降压。 割理渗透率为 ０．９７ × １０ －９

ｍ ２ ，裂缝渗透率为 ３ × １０ －９ ｍ ２ 时，压降主要受割理渗
透率影响；割理渗透率为 ０．０６ × １０ －９ ｍ ２ ，裂缝渗透率
为 ３ × １０ －９ ｍ ２ 时，压降主要受裂缝渗透率影响。

不同兰氏压力下，生产 １５ ａ 后含气量分布

３） 影响压降扩展和产气的主控因素为割理渗

论

量、割理渗透率、兰氏压力、裂缝渗透率、孔隙度、兰

氏体积。 ①先定产水量后定井底流压排采时，割理

渗透率增加，累计产气量先增加后减小；定井底流压
排采时，割理渗透率与累计产气量为正相关线性关

系。 ②同一含气量条件下，定井底流压生产比先定

产水量后定井底流压生产的最终累计产气量高，含

气量为 １６． ５ ｍ ／ ｔ 时，前者累计产气量为 １ ４０９ 万
３

ｍ ，后者累计产气量为 ５８１ 万 ｍ 。
３

２） 排采制度的制定，应重点考虑储层含气性及

割理渗透率大小。 储层厚度为 ６．３ ｍ，含气量为 ９．７

ｍ ３ ／ ｔ，裂缝渗透率为 ３ × １０ －９ ｍ ２ ，孔隙度为 １．５％的情

况下，割理渗透率为 ０．５ × １０ －９ ｍ ２ 时，现有排采制度
与储层参数配伍性好，生产效果好。
１６６

裂缝渗透率、孔隙度、兰氏体积、兰氏压力。 割理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１５ ｙｅａ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 Ｌ

１） 影响产气量的敏感性参数排序依次为含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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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率，其次为裂缝渗透率、孔隙度、兰氏体积、兰氏压
力。 割理渗透率为 ０．９７ × １０ －９ ｍ ２ ，裂缝渗透率为 ３ ×

１０ －３ ｍ ２ 时，压降主要受割理渗透率影响；割理渗透
率为 ０．０６ × １０ －９ ｍ ２ ，裂缝渗透率为 ３ × １０ －９ ｍ ２ 时，压
降主要受裂缝渗透率影响。

４） 古交区块渗透率为 １ × １０ －１０ ｍ ２ ，井距为 ３００

ｍ，压裂裂缝沿单一方向展布的条件下，很难实现井

间干扰，后期可考虑体积压裂增产改造方式提高储
层整体渗透率或打加密井以实现稳产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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