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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含气地层中的井眼的储层改造体

积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放热反应成分混合

以达到预选的溶液pH，所述放热反应成分能有效

地在井眼温度下反应以产生压力脉冲；将所述放

热反应成分与黏性流体成分和支撑剂成分混合

以形成压裂流体，所述黏性流体成分能有效地压

裂含气地层以产生裂缝，所述支撑剂成分被所述

黏性流体运送到所述裂缝，所述支撑剂成分包含

能有效地使所述裂缝保持张开的支撑剂；将所述

压裂流体注入含气地层的井眼中以产生裂缝；以

及当所述放热反应成分达到所述井眼温度时产

生所述压力脉冲，所述压力脉冲能有效地产生辅

助裂缝，其中所述辅助裂缝产生裂缝网络，所述

裂缝网络使储层改造体积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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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含气地层中的井眼的储层改造体积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放热反应成分混合成水溶液以达到预选的溶液pH，其中所述放热反应成分能有效地

在预选的井眼温度下反应以产生压力脉冲；

将所述水溶液与黏性流体成分混合以形成压裂流体，所述黏性流体成分能有效地压裂

所述含气地层以产生裂缝，所述压裂流体还包含支撑剂成分，所述支撑剂成分被所述黏性

流体成分运送到所述裂缝，所述支撑剂成分包含支撑剂，所述支撑剂能有效地使所述裂缝

保持张开；

将所述压裂流体注入所述含气地层的所述井眼中以产生裂缝；以及

将所述压裂流体注入所述井眼中之后，当所述放热反应成分达到所述预选的井眼温度

时，利用未反应量的放热反应成分原位产生所述压力脉冲，原位未反应量的放热反应成分

足以使所述压力脉冲在500psi和50,000psi之间，这样所述压力脉冲在没有黏性流体成分

和支撑剂成分的条件下，能有效地产生辅助裂缝，其中所述辅助裂缝产生裂缝网络，其中所

述裂缝网络使所述储层改造体积增大。

2.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放热反应成分包含含铵化合物和含亚硝酸根化合

物。

3.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含铵化合物包含NH4Cl，所述含亚硝酸根化合物包含

NaNO2。

4.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预选的溶液pH在5.7和9之间。

5.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井眼温度在48.8℃(120℉)和121.1℃(250℉)之间

的范围内。

6.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压力脉冲在小于10秒内产生所述辅助裂缝。

7.权利要求1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压力脉冲在小于5秒内产生所述辅助裂缝。

8.一种提高具有裂缝的含气地层中的井眼的储层改造体积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将放热反应成分混合成水溶液以达到预选的溶液pH，其中所述放热反应成分在不存在

黏性流体成分和支撑剂成分的条件下，能有效地在预选的井眼温度下反应以产生压力脉

冲；

将所述溶液注入所述含气地层中；以及

当所述放热反应成分达到所述预选的井眼温度时产生所述压力脉冲，这样所述压力脉

冲能有效地产生辅助裂缝，其中所述辅助裂缝产生裂缝网络，其中所述裂缝网络使所述储

层改造体积增大。

9.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放热反应成分包含含铵化合物和含亚硝酸根化合

物。

10.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含铵化合物包含NH4Cl，所述含亚硝酸根化合物包

含NaNO2。

11.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预选的溶液pH在5.7和9之间.

12.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井眼温度在48.8℃(120℉)和121.1℃(250℉)之

间的范围内。

13.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压力脉冲在500psi和50,000psi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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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压力脉冲在小于10秒内产生所述辅助裂缝。

15.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压力脉冲在小于5秒内产生所述辅助裂缝。

16.一种水力压裂含烃地层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确定在所述含烃地层内的一定深度处的井眼温度；

确定水力压裂流体达到所述含烃地层内的所述深度并且达到所述深度处的所述井眼

温度所需的时长；

将放热反应成分混合成水溶液以达到预选的溶液pH，其中所述放热反应成分能有效地

在所述含烃地层内的所述深度处的所述井眼温度下反应以产生压力脉冲；

将所述水溶液与黏性流体成分混合以形成水力压裂流体，所述黏性流体成分能有效地

压裂所述含烃地层以产生裂缝，所述压裂流体还包含支撑剂成分，所述支撑剂成分被所述

黏性流体成分运送到所述裂缝，所述支撑剂成分包含支撑剂，所述支撑剂能有效地使所述

裂缝保持张开；

将所述压裂流体注入所述含烃地层的所述井眼中以产生裂缝；以及

当所述放热反应成分达到所述井眼温度时产生所述压力脉冲，这样所述压力脉冲能有

效地产生辅助裂缝，其中所述辅助裂缝产生裂缝网络，其中所述裂缝网络使所述储层改造

体积增大，所述放热反应成分与所述黏性流体成分相容，并且能有效地降低所述黏性流体

成分的黏度。

17.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放热反应成分包含含铵化合物和含亚硝酸根化

合物。

18.权利要求17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含铵化合物包含NH4Cl，所述含亚硝酸根化合物包

含NaNO2。

19.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预选的溶液pH在5.7和9之间。

20.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井眼温度在48.8℃(120℉)和121.1℃(250℉)之

间的范围内。

21.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压力脉冲在500psi和50,000psi之间。

22.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压力脉冲在小于10秒内产生所述辅助裂缝。

23.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压力脉冲在小于5秒内产生所述辅助裂缝。

24.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不产生泡沫。

25.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不产生泡沫。

26.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不产生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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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诱导脉冲压裂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用于提高储层地层中的储层改造体积(stimulated  reservoir 

volume)的组合物和方法。更具体而言，本发明涉及通过使用放热反应成分增加裂缝网络来

提高储层改造体积的组合物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包含支撑剂的水力压裂流体被广泛用来提高储烃地层(包括碳酸盐和砂岩地层)

的生产率。在水力压裂操作过程中，以足以将所述储层的地层压裂并产生裂缝的压力和速

率来泵送压裂处理流体。压裂操作通常由三个主要阶段组成，包括前置流体(pad  fluid)阶

段、支撑剂流体阶段、以及后置流体(overflush  fluid)阶段。前置流体阶段通常包括将前

置流体泵送到地层中。前置流体是黏性的胶态流体，其引发产生裂缝并使裂缝蔓延。支撑剂

流体阶段涉及将支撑剂流体泵送到地层的裂缝中。支撑剂流体包含与黏性的胶态流体或黏

弹性的表面活性剂流体相混的支撑剂。支撑剂流体中的支撑剂驻留在裂缝中，并产生导流

裂缝，烃从该导流裂缝中流出。最后的阶段(即后置流体阶段)包括将黏性的胶态流体泵送

到裂缝中，以确保支撑剂流体被推送到裂缝内部。虽然这三个阶段具有不同的目的，但是它

们都采用了高黏性的和/或胶态的流体以实现其目的。

[0003] 传统方法的不利之处在于：在裂缝中留下了高体积的胶状材料或聚合物材料。胶

状材料可聚集在裂缝中的支撑剂周围，或者可自由地处于裂缝中。胶状材料会堵塞裂缝，从

而降低裂缝的导流性能。从储层地层中流出的烃无法移动胶状材料。用于清洁裂缝的传统

方法涉及减黏剂(viscosity  breaker)或其他用来分解流体的成分。这些传统方法遇到的

问题是：不能将裂缝完全清理干净，会留下残余的黏性材料并且导流性能会降低。

[0004] 此外，非常规气井要求广泛的压裂网络，以提高储层改造体积，并产生商业生产

井。一种常用的技术是水平井中的多阶段水力压裂，其费用非常昂贵，并且可能提供不了所

需要的储层改造体积。此外，如上所述，传统的水力压裂方法采用大量的被泵入井下

(downhole)的破坏性胶体。即使是采用传统的减黏剂，也有显著量的聚合物材料无法被回

收，因此裂缝导流性能降低。

[0005] 所以，希望有一种提高非常规气井的储层改造体积的方法。还希望有这样的一种

方法，不管储层或井的类型如何，该方法都能使所需的压裂流体的体积最小化，同时能提高

流体回收体积。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涉及用于提高储层地层中的储层改造体积的组合物和方法。更具体而言，

本发明涉及通过使用放热反应成分增加裂缝网络来提高储层改造体积的组合物和方法。

[0007] 在第一方面中，提供了一种提高含气地层中的井眼的储层改造体积的方法。该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将放热反应成分混合以达到预选的溶液pH，其中所述放热反应成分能有

效地在井眼温度下反应以产生压力脉冲；将所述放热反应成分与黏性流体成分和支撑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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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混合以形成压裂流体，所述黏性流体成分能有效地压裂含气地层以产生裂缝，所述支撑

剂成分被所述黏性流体运送到所述裂缝，所述支撑剂成分包括支撑剂，所述支撑剂能有效

地使所述裂缝保持张开；将所述压裂流体注入含气地层的井眼中以产生裂缝；以及当所述

放热反应成分达到所述井眼温度时产生所述压力脉冲，所述压力脉冲能有效地产生辅助裂

缝，其中所述辅助裂缝产生裂缝网络，其中所述裂缝网络使所述储层改造体积增大。在初级

操作中采用压裂流体来产生裂缝。由所述压裂流体导致的裂缝延伸出辅助裂缝，从而产生

裂缝网络。通过所述放热反应成分的反应可导致辅助裂缝。

[0008] 在本发明的某些方面，放热反应成分包括含铵化合物和含亚硝酸根化合物。在本

发明的某些方面，所述含铵化合物为NH4Cl，并且所述含亚硝酸根化合物为NaNO2。在某些方

面中，所述预选的溶液pH在6.5和9之间。在本发明的某些方面，井眼温度在48.8℃(120℉)

和121 .1℃(250℉)之间的范围内。在某些方面中，所述压力脉冲在500psi和50,000psi之

间。

[0009] 在第二方面中，提供了一种提高含气地层中的井眼的储层改造体积的方法。该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将放热反应成分混合以达到预选的溶液pH，其中所述放热反应成分能有

效地在井眼温度下反应以产生压力脉冲；将所述放热反应成分注入含气地层中以产生裂

缝；以及当所述放热反应成分达到所述井眼温度时产生所述压力脉冲，所述压力脉冲能有

效地产生辅助裂缝，其中所述辅助裂缝与所述裂缝相连而产生裂缝网络，其中所述裂缝网

络使储层改造体积增大。

[0010] 在本发明的某些方面，所述放热反应成分包括含铵化合物和含亚硝酸根化合物。

在本发明的某些方面，所述含铵化合物为NH4Cl，并且所述含亚硝酸根化合物为NaNO2。在某

些方面中，所述预选的溶液pH在6.5和9之间。在某些方面中，所述井眼温度在48.8℃(120

℉)和121.1℃(250℉)之间的范围内。在本发明的某些方面，所述压力脉冲在500psi和50,

000psi之间。

[0011]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公开了一种提高含气地层中的井眼的储层改造体积的方法。

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放热反应成分混合成水溶液以达到预选的溶液pH，其中所述放热

反应成分能有效地在预选的井眼温度下反应以产生压力脉冲；以及将所述水溶液与黏性流

体成分混合以形成压裂流体，所述黏性流体成分能有效地压裂含气地层以产生裂缝，所述

压裂流体还包含支撑剂成分，所述支撑剂成分被所述黏性流体成分运送到所述裂缝，所述

支撑剂成分包含支撑剂，所述支撑剂能有效地使所述裂缝保持张开。该方法还包括以下步

骤：将所述压裂流体注入含气地层的井眼中以产生裂缝，以及当所述放热反应成分达到所

述预选的井眼温度时产生所述压力脉冲，这样所述压力脉冲能有效地产生辅助裂缝，其中

所述辅助裂缝产生裂缝网络，其中所述裂缝网络使储层改造体积增大。

[0012]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放热反应成分包含含铵化合物和含亚硝酸根化合物。在

其他的实施方案中，所述含铵化合物包含NH4Cl，并且所述含亚硝酸根化合物包含NaNO2。在

其他的实施方案中，所述预选的溶液pH在5.7和9之间。还在其他的实施方案中，所述井眼温

度在48.8℃(120℉)和121.1℃(250℉)之间的范围内。在还有的其他实施方案中，所述压力

脉冲在500psi和50,000psi之间。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压力脉冲在小于10秒内产生所述

辅助裂缝。还在其他的实施方案中，所述压力脉冲在小于5秒内产生所述辅助裂缝。

[0013] 本文公开了一种提高含气地层中的井眼的储层改造体积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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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步骤：将放热反应成分混合成水溶液以达到预选的溶液pH，其中所述放热反应成分能有

效地在预选的井眼温度下反应以产生压力脉冲，以及将所述放热反应成分注入含气地层中

以产生裂缝。该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当所述放热反应成分达到所述预选的井眼温度时产

生所述压力脉冲，这样所述压力脉冲能有效地产生辅助裂缝，其中所述辅助裂缝与所述裂

缝相连以产生裂缝网络，其中所述裂缝网络使储层改造体积增大。

[0014]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放热反应成分包含含铵化合物和含亚硝酸根化合物。在

其他的实施方案中，所述含铵化合物包含NH4Cl，并且所述含亚硝酸根化合物包含NaNO2。还

在其他的实施方案中，所述预选的溶液pH在5.7和9之间。在还有的其他实施方案中，所述井

眼温度在48.8℃(120℉)和121.1℃(250℉)之间的范围内。还在其他的实施方案中，所述压

力脉冲在500psi和50,000psi之间。在某些方面中，所述压力脉冲在小于10秒内产生所述辅

助裂缝。在其他方面中，所述压力脉冲在小于5秒内产生所述辅助裂缝。

[0015] 本文公开了一种水力压裂含烃地层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确定在所述

含烃地层内的一定深度处的井眼温度，以及确定水力压裂流体达到所述含烃地层内的所述

深度并且确定达到所述深度处的所述井眼温度所需的时长。该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将放

热反应成分混合成水溶液以达到预选的溶液pH，其中所述放热反应成分能有效地在所述含

烃地层内的所述深度处的所述井眼温度下反应以产生压力脉冲，以及将所述水溶液与黏性

流体成分混合以形成水力压裂流体，所述黏性流体成分能有效地压裂含气地层以产生裂

缝，所述压裂流体还包含支撑剂成分，所述支撑剂成分被所述黏性流体成分运送到所述裂

缝，所述支撑剂成分包含支撑剂，所述支撑剂能有效地使所述裂缝保持张开。

[0016] 该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将所述压裂流体注入含气地层的井眼中以产生裂缝；以

及当所述放热反应成分达到所述井眼温度时产生所述压力脉冲，这样所述压力脉冲能有效

地产生辅助裂缝，其中所述辅助裂缝产生裂缝网络，其中所述裂缝网络使储层改造体积增

大。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放热反应成分包含含铵化合物和含亚硝酸根化合物在一些实

施方案中，所述含铵化合物包含NH4Cl，并且所述含亚硝酸根化合物包含NaNO2。还在其他的

实施方案中，所述预选的溶液pH在5.7和9之间。在还有的其他实施方案中，所述井眼温度在

48.8℃(120℉)和121.1℃(250℉)之间的范围内。

[0017] 在某些方面中，所述压力脉冲在500psi和50,000psi之间。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

述压力脉冲在小于10秒内产生所述辅助裂缝。还在其他的实施方案中，所述压力脉冲在小

于5秒内产生所述辅助裂缝。

附图说明

[0018] 结合以下说明、权利要求书、以及说明书附图，本发明的这些以及其他的特征、方

面和优点将会变得更好理解。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附图仅示出了本发明的若干实施方案，因

此不能认为附图是对本发明范围的限制，因为本发明的范围还能承认其他等效的实施方

案。

[0019] 图1是清理流体(cleanup  fluid)对残余黏性材料黏度的影响的图示。

[0020] 图2是放热反应成分产生的热和压力的图示。

[0021] 图3a和3b是在清理流体的放热反应成分反应之前和之后残余黏性材料的图示。

[0022] 图4是用于本文所述的不受限测试的岩石样品块体设计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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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5是用于本文所述的受限测试的岩石样品块体设计的图示。

[0024] 图6是采用本发明的方法对白水泥岩石样品处理前和处理后的图示。

[0025] 图7是采用本发明的方法对波崔特水泥(portrait  cement)岩石样品处理前和处

理后的图示。

[0026] 图8是采用本发明的方法对印第安那石灰岩岩石样品处理前和处理后的图示。

[0027] 图9是采用本发明的方法对页岩岩石样品处理前和处理后的图示。

[0028] 图10是用于受限测试的水泥岩石样品的图示。

[0029] 图11是对于受限测试#5，在2,000psi的双轴应力下本发明方法的效果的图示。

[0030] 图12是在受限测试#5之后的水泥岩石样品的图示。

[0031] 图13是对于受限测试#6，在4,000psi的双轴应力下本发明方法的效果的图示。

[0032] 图14是在受限测试#6之后的水泥岩石样品的图示。

[0033] 图15是在初始压力为0psi并且溶液体积为200％的条件下，由于放热反应成分的

反应所产生的温度和压力脉冲的图示。

[0034] 图16为初始压力与由于放热反应成分的反应所产生的最高温度和压力脉冲的最

大压力的对比。

[0035] 图17是采用通过将放热反应成分和黏性流体成分混合而制备的压裂流体进行测

试所得结果的图示，其中通过向压裂流体中添加减黏剂来引发反应。

[0036] 图18是化学成分浓度和溶液体积对所产生的压力脉冲的影响的图示。

[0037] 图19是初始压力和pH对放热反应成分被引发反应时的井眼温度的影响的图示。

[0038] 图20是包含黏性流体成分、放热反应成分和支撑剂成分的压裂流体混合物的图

示。

[0039] 图21是包含黏性流体成分和放热反应成分的压裂流体混合物的图示。

[0040] 图22是放热反应成分反应后的压裂流体的图示。

[0041] 图23是放热反应成分的反应对压裂流体黏度的影响的图示。

[0042] 图24是降低井眼温度以延迟放热反应成分的反应的效果的图示。

[0043] 图25是在对致密岩心(tight  core)样品施加放热反应成分之前该岩心样品的孔

隙率分布的图示。

[0044] 图26是在对致密岩心样品施加放热反应成分之前该岩心样品的图示。

[0045] 图27-28是在对致密岩心样品施加放热反应成分之前该岩心样品的环境扫描电子

显微镜(ESEM)图像。

[0046] 图29是在对致密岩心样品施加放热反应成分之前该岩心样品的MR-CT扫描分析

(核磁共振联合X射线计算断层照相进行岩心分析)。

[0047] 图30是在对致密岩心样品施加放热反应成分之前和之后该岩心样品的孔隙率分

布的示图。

[0048] 图31是在对致密岩心样品施加放热反应成分之后该岩心样品的图示。

[0049] 图32-33是在对致密岩心样品施加放热反应成分之后该岩心样品的ESEM图像。

[0050] 图34是在对致密岩心样品施加放热反应成分之后该岩心样品的MR-CT扫描分析。

具体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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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虽然将会结合若干实施方案对本发明进行说明，但是应当理解的是，相关技术领

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将知晓，本文描述的装置和方法的许多例子、变型和改变都在本发明的

精神和范围内。因此，虽然列出了本文描述的本发明的实施方案，但其一般性不应有任何损

失，并且不应对权利要求书造成限制。

[0052] 在一个方面中，提供了一种由于对残余黏性材料的清理而提高了地层中的烃的采

收率的方法。水力压裂操作采用压裂流体使地层裂开而产生裂缝。地层例如包括砂岩和碳

酸盐。

[0053] 压裂流体包括黏性流体成分和支撑剂成分。黏性流体成分具有黏度。黏性流体成

分能有效地提高压裂流体的黏度。黏性流体成分包括增黏的水基流体、非增黏的水基流体、

基于胶体的流体、基于胶油的流体(gel  oil-based  fluids)、基于酸的流体和泡沫流体。基

于胶体的流体包括纤维素衍生物和基于瓜尔胶的流体。纤维素衍生物包括羧甲基纤维素、

羟乙基纤维素、羧甲基羟乙基纤维素、羟丙基纤维素和甲基羟乙基纤维素。基于瓜尔胶的流

体包括羟丙基瓜尔胶、羧甲基瓜尔胶、由含水硼砂/硼酸溶液中的硼离子交联的瓜尔胶、以

及由有机金属化合物交联的瓜尔胶。有机金属化合物包括锆、铬、锑和钛的盐。基于胶油的

流体包括磷酸铝-酯油胶体(aluminum  phosphate-ester  oil  gels)。在至少一个实施方案

中，黏性流体成分是含水瓜尔胶溶液，瓜尔胶的浓度在约0.1％和约15％之间，约0.1％和约

10％之间，约1％和约10％之间，约2％和约8％之间，约4％和约6％之间。

[0054] 支撑剂成分包括支撑剂。支撑剂流体中的支撑剂驻留在裂缝中并产生导流裂缝，

烃从该导流裂缝中流出。任何能够使导流裂缝保持张开的支撑剂均适合用于本发明的实施

方案中。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支撑剂成分包括具有黏度的黏性的载体流体。黏性的载体

流体包括增黏的水基流体、非增黏的水基流体、基于胶体的流体、基于胶油的流体、基于酸

的流体和泡沫流体。基于胶体的流体包括纤维素衍生物和基于瓜尔胶的流体。纤维素衍生

物包括羧甲基纤维素、羟乙基纤维素、羧甲基羟乙基纤维素、羟丙基纤维素和甲基羟乙基纤

维素。基于瓜尔胶的流体包括羟丙基瓜尔胶、羧甲基瓜尔胶、由含水硼砂/硼酸溶液中的硼

离子交联的瓜尔胶、以及由有机金属化合物交联的瓜尔胶。有机金属化合物包括锆、铬、锑

和钛的盐。基于胶油的流体包括磷酸铝-酯油胶体。

[0055]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水力压裂操作采用一阶段压裂流体，其中压裂流体包括黏性

流体成分和支撑剂成分这两者，其中黏性流体成分将支撑剂成分运送到裂缝。在本发明的

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水力压裂操作采用多阶段压裂流体，其中将黏性流体成分注入地层

中，随后注入在黏性的载体流体中的支撑剂成分。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注入支撑剂成分后，

还注入附加的黏性流体以确保将支撑剂置于裂缝中。附加的黏性流体具有黏度。在一些实

施方案中，黏性流体成分、黏性的载体流体、以及附加的黏性流体的黏度是相同的。在一些

实施方案中，黏性流体成分、黏性的载体流体、以及附加的黏性流体的黏度是不同的。在支

撑剂被置入裂缝中并且压裂流体可从裂缝中渗出之后，停止注射压裂流体。

[0056] 水力压裂操作在裂缝中留下了残余黏性材料。残余黏性材料包括羧甲基纤维素、

羟乙基纤维素、羧甲基羟乙基纤维素、羟丙基纤维素和甲基羟乙基纤维素、瓜尔胶、羟丙基

瓜尔胶、羧甲基瓜尔胶、由硼交联的瓜尔胶、磷酸铝-酯油胶体、以及由有机金属化合物交联

的瓜尔胶。有机金属化合物包括锆、铬、锑和钛的盐。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案中，残余黏性

材料为胶状材料。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残余黏性材料为聚合物材料。在至少一个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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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残余黏性材料为瓜尔胶。残余黏性材料具有大于压裂流体的黏度。在至少一个实施方案

中，残余黏性材料包围和/或邻近置于裂缝中的支撑剂。

[0057] 在支撑剂已置于裂缝中之后，清理流体发挥作用除去残余黏性材料。在本发明的

一个实施方案中，将清理流体与压裂流体混合。在至少一个其中采用了多阶段压裂流体的

实施方案中，清理流体为水力压裂操作的各个阶段所用的流体的成分。在一个可替代的实

施方案中，仅将清理流体添加到水力压裂操作的最终阶段的流体中。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在

水力压裂操作后，以单独的步骤将清理流体泵送到压裂的地层中。

[0058] 清理流体包括酸前体和放热反应成分。放热反应成分的反应导致动能和热能释

放。放热反应成分的反应产生热并使压力升高。所产生的热使周围流体(包括存留在裂缝中

的压裂流体以及残余黏性材料)的温度升高。温度升高使得压裂流体的黏度下降。温度升高

使得留在裂缝中的残余黏性材料的黏度下降，从而产生黏度降低的材料。黏度降低的材料

从地层裂缝流到井眼。压力升高提供了上升能(lift  energy)，以将黏度降低的材料从井眼

推向表面。残余黏性材料的去除使得裂缝的导流性能提高。裂缝的导流性能提高使得压裂

流体的渗出性提高，使压裂效率提高，并且最低限度地降低对附加压裂工作的需求，最大限

度地缩短压裂和井生产之间的时间，并使烃流量增大，从而转化为烃采收率提高。

[0059] 酸前体是任意能释放出氢离子来引发放热反应成分发生反应的酸。酸前体包括三

醋精(1,2,3-丙三醇三乙酸酯)、乙酸甲酯、HCl和乙酸。在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酸前体为三

醋精。在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酸前体为乙酸。

[0060] 放热反应成分包括一种或多种氧化还原反应物，其放热反应产生热量并使压力升

高。放热反应成分包括脲、次氯酸钠，含铵化合物以及含亚硝酸根化合物。在至少一个实施

方案中，放热反应成分包括含铵化合物。含铵化合物包括氯化铵、溴化铵、硝酸铵、硫酸铵、

碳酸铵和氢氧化铵。在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放热反应成分包括含亚硝酸根化合物。含亚硝

酸根化合物包括亚硝酸钠和亚硝酸钾。在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放热反应成分既包括含铵

化合物也包括含亚硝酸根化合物。在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含铵化合物为氯化铵(NH4Cl)。

在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含亚硝酸根化合物为亚硝酸钠NaNO2。

[0061] 在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放热反应成分包括两种氧化还原反应物：NH4Cl和NaNO2，

其按照下式反应：

[0062]

[0063] 在放热反应成分按照上式发生的反应中，所产生的热量有助于降低残余黏性材料

的黏度。

[0064] 放热反应成分被引发反应。在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放热反应成分在裂缝内被引

发。在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酸前体通过释放出氢离子来引发放热反应成分反应。

[0065] 在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放热反应成分受热被引发。在注入前置液(pre-pad)或用

卤水进行前置冲洗(pre-flush)期间井眼温度下降达到低于120℉(48.9℃)的温度。然后将

本发明的压裂流体注入井中，井眼温度上升。当井眼温度达到高于或等于120℉的温度时，

氧化还原反应物被引发反应。在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在不存在酸前体的条件下，

由温度引发氧化还原反应物的反应。在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在放热反应成分处

于裂缝中时，放热反应成分受热被引发。

[0066] 在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放热反应成分由pH引发。将碱加入本发明的压裂流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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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pH调节至9和12之间。在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所述碱为氢氧化钾。将含有碱的压裂流

体注入地层中。在注入压裂流体之后，注入酸将pH调节到低于6。在pH低于6时，氧化还原反

应物被引发反应。在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在放热反应成分处于裂缝中时，由pH引

发放热反应成分。

[0067] 在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在水力压裂操作之后，将清理流体引入裂缝。采用双股卷

绕管(dual-string  coiled  tubing)将放热反应成分和酸前体引入井眼。在至少一个实施

方案中，放热反应成分包括NH4Cl和NaNO2。酸前体为乙酸。将乙酸与NH4Cl混合，并采用双股

卷绕管的不同侧将其与NaNO2平行注入。放热反应成分和酸前体在裂缝中混合。

[0068] 在本发明的一个可替代的实施方案中，提供了一种提高含气地层中的储层改造体

积的方法。含气地层可包括致密气地层、非常规气地层、以及页岩气地层。地层包括印第安

那石灰岩、贝里亚砂岩(Beria  sandstone)以及页岩。储层改造体积是这样的体积，其围绕

已被压裂的储层中的井眼以提高井产量。储层改造体积是用于描述裂缝网络体积的概念。

可实施该方法来提高储层改造体积，而不管含气地层中的储层压力如何。可在储层压力处

于大气压力至10,000psig范围内的含气地层中实施该方法来提高储层改造体积。

[0069] 在本发明的方法中，混合放热反应成分达到预选的溶液pH。预选的溶液pH在约6至

约9.5的范围内，或者为约6.5至约9。在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预选的溶液pH为6.5。将放热

反应成分与黏性流体成分和支撑剂成分混合以形成压裂流体。将压裂流体注入含气地层的

井眼中以产生裂缝，并且支撑剂使裂缝保持张开。放热反应成分发生反应并在反应后产生

压力脉冲，该压力脉冲产生辅助裂缝。在初级操作中使用压裂流体以产生裂缝。从压裂流体

导致的裂缝延伸出辅助裂缝，从而产生裂缝网络。裂缝网络使储层改造体积增大。在一些实

施方案中，注入包括黏性流体成分和/或支撑剂成分和/或后置液成分和/或放热反应成分

的水力压裂流体不会产生泡沫或者将泡沫引入包括水力裂缝的水力压裂地层中。

[0070] 在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在放热反应成分达到井眼温度时，该放热反应成分发生

反应。井眼温度在约100℉和约250℉之间，或者在约120℉和约250℉之间，或者在约120℉

和约230℉之间，或者在约140℉和约210℉之间，或者在约160℉和约190℉之间。在至少一

个实施方案中，井眼温度为200℉。在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放热反应成分起反应时的井眼

温度受到预选的溶液pH和初始压力的影响。初始压力是在放热反应成分即将反应之前该放

热反应成分的压力。初始压力提高可使引发放热反应成分反应的井眼温度升高。预选的溶

液pH提高也可使引发放热反应成分反应的井眼温度升高。

[0071] 在放热反应成分发生反应时，该反应产生压力脉冲和热量。压力脉冲自反应开始

起数毫秒内产生。压力脉冲为约500psi和约50,000psi之间的压力，或者在约500psi和约

20,000psi之间，或者在约500psi和约15,000psi之间，或者在约1,000psi和约10,000psi之

间，或者在约1,000psi和约5,000psi之间，或者在约5,000psi和约10,000psi之间。

[0072] 压力脉冲产生辅助裂缝。辅助裂缝自反应点向所有的方向延伸，而不会对井眼或

由压裂流体注入步骤所产生的裂缝造成损害。不管储层压力如何，压力脉冲都产生辅助裂

缝。压力脉冲的压力受到储层初始压力、放热反应成分的浓度、以及溶液体积的影响。除了

压力脉冲之外，放热反应成分的反应还释放热量。该反应释放的热量导致地层温度急剧升

高，这会导致热压裂。因此，放热反应成分释放的热量有助于产生辅助裂缝。放热反应成分

允许高度的定制化，以满足地层和压裂条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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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在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可用酸前体来引发放热反应成分反应。在至少一个实施

方案中，在不存在黏性流体成分和支撑剂成分的条件下，将放热反应成分注入井眼并使之

反应以产生压力脉冲。

[0074] 在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提高储层改造体积的方法也实施了如本文所述的清理残

余黏性材料的方法。可调整本发明的方法以满足压裂操作的需求。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压裂

流体包括放热反应成分，其反应既起到产生辅助裂缝的作用，又起到清理压裂流体中的残

余黏性材料的作用。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中，压裂流体包括放热反应成分，其反应仅起

到产生辅助裂缝的作用。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压裂流体包括放热反应成分，其反应仅起到清

理残余黏性材料的作用。

[0075] 本文描述了一种提高含气地层的储层改造体积的方法。所述提高储层改造体积的

方法可在含油地层、含水地层或任何其他地层中实施。在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可

实施所述提高储层改造体积的方法以在水泥中产生裂缝和辅助裂缝。

[0076] 实施例

[0077] 实施例1.在室温下，将由3M  NH4Cl和3M  NaNO2构成的清理流体放热反应成分添加

到1体积％的瓜尔胶溶液中，参见图3。放热反应成分受热被引发。在反应之前、期间、之后，

采用钱德勒黏度计(Chandler  viscometer)测量溶液的黏度。在放热反应成分反应之前，残

余黏性材料的黏度为85cP。图1为随着放热反应成分的反应示出黏度的图。该图示出，残余

黏性材料的黏度降低到小于8.5cP。图3b示出了溶液，该溶液包含在放热反应成分反应之后

的残余黏性材料。

[0078] 实施例2.由3M  NH4Cl和3M  NaNO2制备放热反应成分的水溶液。将该水溶液放入室

温且初始压力为1,000psi的高压反应器中。升高反应温度。在约120℉下反应被引发，参见

图2。由于发生反应，反应器内的温度达到545℉并且压力为3,378psi，参见图2。

[0079] 实施例3.在实施例3中，采用两个高压反应器对放热反应成分的反应动力学进行

研究。一个高压反应器被定级为最高耐10,000psi和500℃，总体积为3L。另一个高压反应器

被定级为最高耐20,000psi和500℃，总体积为80ml。通过计算机远程监测和控制实验参数。

每2秒记录一次实时压力和温度数据，以获取放热反应成分反应期间所产生的压力-温度行

为。该机制模拟了将放热反应成分注入井眼以及引发反应而导致将会在井眼中出现的压力

和温度。本研究假定井眼是钻在零渗透性地层中，以与高压反应器相匹配。该假定可被认为

是接近于页岩地层，尽管页岩地层也会有一些渗透性。本研究允许对三个自变量进行测试：

放热反应成分的摩尔浓度，高压反应器内部的初始压力，以及放热反应成分体积与高压反

应器体积之比。

[0080] 实施例4.在实施例4中，进行岩石样品试验，以测试本发明所述方法的压裂潜力。

所制的用于实施例4的岩石样品为矩形块体，尺寸为8”x8”x8”、以及10”x10”x10”。由印第安

那石灰岩、贝里亚砂岩、页岩、水泥制得岩石样品。石灰岩、砂岩和页岩块取自露出地面的岩

石样品。水泥岩石样品是由水和水泥以31:100的比例(水与水泥的重量比)混合浇铸而成

的。表1示出了岩石样品的物理和机械性能。

[0081] 表1.测试1至4的岩石样品的性能

[0082]

性能 测试#1 测试#2 测试#3 测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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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材料 白水泥 波崔特水泥 印第安那石灰岩 页岩

尺寸 8x8x8” 8x8x8” 10x10x10” 10x10x10”

孔隙率 29％ 24.2％ 28％ 3.8％

体密度，gm/cc 1.82 2.01 1.82 2.50

杨氏模量，psi 1.92x106 2.1x106 1.92x106 2.66x106

泊松比 0.26 0.19 0.26 0.20

单轴压缩强度，psi 3,299 3,147 3,229 4,965

内聚强度，psi 988 1,317 1,067 1,268

拉伸强度，psi 不可得 不可得 271 不可得

内摩擦角 28° 10.1° 23° 36°

[0083] 各岩石样品具有一个模拟的井眼，该井眼钻在岩石样品的中央处，并且尺寸为

1.5x3”，如图4和图5所示。对于不受限测试，垂直裸眼井眼为3”长，并且直径为1.5”，如图2

所示。对于受限测试，垂直裸眼井眼的直径为1.5”，并且被铸成一直穿过块体的中央，如图3

所示。将放热反应成分的样品与黏性流体成分混合以产生压裂流体样品，加载量为40lbs/

Mgal。压裂流体在室温、81s-1的剪切速率下的黏度为约1,600cP。放热化学成分的浓度为3M，

并且在制备后立即使用。在测试过程中，压裂流体注入垂直裸眼井眼的注射速率为30cc/

min。

[0084] 在受限和不受限的条件下对压裂流体的样品进行测试。对于受限应力测试，将样

品装载到双轴盒(biaxial  cell)中，在一个测试中，等水平应力为2000psi，在另一个测试

中等水平应力为4000psi。在大约2570英尺的深度，这些应力分别代表0 .78psi/ft、

1.56psi/ft的梯度。将含有放热反应成分的压裂流体样品注入块体中，并采用双轴板施加

热量。

[0085] 测试1至4.不受限测试条件

[0086] 测试1和2.对于测试1和2，岩石样品为人造水泥块。将岩石样品预热到200℉。然

后，在大气压下，以30cc/min的速率将放热反应成分注入岩石样品中。随着注射接近完成并

且发生反应，产生了多条裂缝，如图6和7所示。相对于垂直裸眼井眼，裂缝为纵向的以及垂

直的。裂缝形状指示出裂缝从井眼向样品侧面蔓延，这表明产生的压力大于样品的压缩强

度。测试1和测试2的岩石样品的破坏压力为5,400psi。

[0087] 测试3.对于测试3，对印第安那石灰岩块样品进行测试。将块体预热到200℉。然

后，在大气压下，以15cc/min的速率将放热反应成分注入岩石样品中。随着注射接近完成并

且发生反应，在2分钟内产生裂缝，如图8所示。相对于垂直裸眼井眼，有两条纵向裂缝和一

条垂直裂缝。测试3的破坏压力为4,700psi。

[0088] 测试4.在测试4中，测试块体为页岩块样品，钻了一个长度为2”、直径为1.5”的垂

直裸眼井眼来模拟垂直井。在该测试中，首先注射放热反应成分。然后将块体放入200℉的

烘箱中。3小时后，放热反应成分被引发，发生化学反应，并产生裂缝，如图9所示。反应被激

活所耗的时间间隔模拟了井眼的井下温度恢复。测试4的破坏压力为6,600psi。

[0089] 测试5和6.受限条件测试

[0090] 在8”x8”x8”立方体的中央处模拟受限条件测试，如图10所示。井眼的直径为1.5英

寸，其延伸贯穿样品的全长，如图5所示。然后将岩石样品放入双轴加载架(biax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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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ing  frame)中，其中通过底板和顶板的机械紧固来控制垂直应力，同时施加给定应力

值的两种水平应力。然后，在大气压和室温下，以15cc/min的速率将放热反应成分注入岩石

样品中。然后将岩石样品加热2-3小时，直至发生反应并产生裂缝。以如下方式进行两个测

试：

[0091] 在测试5中，在两个方向上所施加的水平应力均为2000psi，如图11所示。在167℉

下反应被引发。在引发反应后，相对于垂直裸眼井眼，产生了三条纵向裂缝和一条垂直裂

缝，如图12所示。测试6中在两个方向上所施加的水平应力均为4,000psi，如图13所示。测试

6的测试结果表现出与测试5几乎相同的行为。相对于垂直裸眼井眼，产生了四条纵向裂缝，

如图14所示。裂缝形状显示出裂缝相对于垂直裸眼井眼为纵向的。裂缝形状指示出两组裂

缝从垂直裸眼井眼向岩石样品的端部蔓延，这表明产生的压力大于8000psi。每个所产生的

平面裂缝沿着水平应力之一σ(h)的方向、并垂直于另一应力σ(h)的方向蔓延，这是因为所

施加的应力在两个水平方向上是相等的。

[0092] 受限测试证明了原始储层压力不会使脉冲压力以及脉冲压力产生辅助裂缝的能

力减弱。

[0093] 实施例5.采用被定级为最高耐10,000psi的高压反应器来测试放热反应成分的化

学反应。图15示出了反应行为以及压力脉冲和温度脉冲。在该反应器测试中，在室内温度和

压力下，将放热反应成分放入该高压容器中。然后，使温度升高，直至达到120℉并且反应被

引发。在反应被引发后，压力上升时间小于2秒(2秒是高压反应器的低限)。增压速率影响岩

石样品中产生的裂缝。如图16所示，高压反应器中所达到的最终压力是高压反应器中的初

始压力的函数。换言之，实施例5示出了最终压力为初始反应器压力与反应所产生的压力之

和。但是，在化学成分浓度和体积固定的情况下，在初始压力改变时，温度是恒定的。

[0094] 在另一个测试中，制备放热反应成分和黏性流体成分(40lb/1000gal)以产生压裂

流体，参见图17。调节压裂流体的溶液pH，直至达到预选的溶液pH值9.7。这使溶液受到缓

冲，以免发生实验设定温度下的反应。然后，将压裂流体注入高压反应器中，高压反应器被

预设到200°F的温度。预选的溶液pH降至反应引发pH之前，不会引发放热反应成分。通过注

射减黏剂，1小时后溶液pH降至5.7pH，这时放热反应成分发生反应。

[0095] 在图17中，放热反应成分的反应产生压力脉冲。通过调节pH来控制放热反应速率

的反应启动的能力提供了在现场施用注入地层中之前、期间、之后对反应行为的控制。在图

17所示的实验中，通过控制pH来引发反应。其他可加以控制以引发放热反应的条件包括温

度和溶液浓度。

[0096] 实施例6.采用高压反应器以不同的浓度和溶液体积对放热反应成分进行测试。结

果表明压力是浓度和溶液体积的函数。所用的溶液体积越大，所产生的压力就越高，参见图

18。放热反应成分的引发会导致压力快速激增。这样的压力脉冲的产生、激增和下降可参见

图2、11、13、15和17。采用高压反应器进行测量，在50％的溶液体积下，随着浓度升高(1M、3M

和4M)，所产生的压力从988psi上升到6,100psi、16,600psi。浓度也显示出对所产生的压力

具有影响。在溶液浓度为1M的条件下，随着溶液体积从50体积％上升到100体积％，所产生

的实测压力从988psi升高到20,000psi。测试结果意味着在高浓度和大体积的条件下，压力

可达到超过45,000psi。

[0097] 实施例7.在初始反应器压力为0并且预选的溶液pH为6.5的条件下，井眼温度被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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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为200℉，如图19所示。一旦达到井眼温度，反应进行得非常剧烈，并且在1毫秒内产生压

力脉冲。高压系统的最低限为2秒，因此无法记录反应脉冲持续时间。当高压反应器初始压

力为350psi或更高时，井眼温度稳定在122℉左右。在零初始压力下，当溶液pH从6升高到9

时，井眼温度从200℉上升到230℉。在500psi的初始压力下，随着溶液pH从6.5升高到9，井

眼温度从122℉升高到184℉。

[0098]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一旦包含放热反应成分的水溶液达到井眼温度，出现压力脉

冲的时间(包括产生压力脉冲、激增、然后逐渐下降的时间)为小于10分钟，或小于1分钟，或

小于30秒，或小于10秒，或小于5秒，或小于2秒，或小于1秒，或者在约1毫秒以内。这样的压

力脉冲的产生、激增和下降可参见图2、11、13、15和17。

[0099]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无需将黏性流体成分(例如植物胶)与一种或多种放热反应成

分组合使用。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放热反应快速产生大量氮气，产生的氮气产生了压力，以

使得压力脉冲在含烃地层中产生裂缝。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放热反应成分水溶液的pH被控

制为高于pH  4，或高于pH  5，或高于pH  6，或高于pH  7，或高于pH  8，或高于pH  9，或者约为

pH  9.5。

[0100] 实施例8.放热反应成分显示出与黏性流体成分(这里为交联的胶体)的相容性，如

图21所示。还制备了具有黏性流体成分、放热反应成分和支撑剂成分的压裂流体，其显示出

相容性，如图20所示。在高压反应器中，通过将不含支撑剂成分的压裂流体加热到井眼温度

使之活化，以引发放热反应成分的反应。反应产生的热量使黏性流体成分的黏度降低，生成

了黏度降低的材料，而无需注射减黏剂，如图22所示。采用钱德勒黏度计，在反应前和反应

后测量压裂流体(包含黏性流体成分和放热反应成分)的黏度。压裂流体的黏度从1600cp下

降到10cp，如图23所示。结果表明放热反应成分以及这种处理方式可在压裂工作后将裂缝

清理干净。

[0101] 实施例9.将前置冲洗液注入井眼，使得井眼温度从250℉下降到100℉，如图24所

示。然后，将压裂流体注入井中。使井眼温度上升，并记录反应被井眼温度引发的点。如图24

所示，大约用了3小时使井眼温度达到184℉，这是在预选的溶液pH为9时引发放热反应成分

所需的井眼温度。井内的热恢复引发放热反应成分在不同的时段(在本测试中介于1小时至

3小时之间)发生反应。结果意味着可对放热反应成分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可对井眼中的条件

加以定制，以满足工艺所需，包括提供将含有放热反应成分的压裂流体置入井眼和裂缝中

的附加时间。

[0102] 现在参见图25-34，对采用本发明的反应性放热成分处理过的样品进行显微分析，

结果显示在处理区域周围没有形成受损区；而是产生了综合甜点(synthetic  sweetspot)。

采用岩心驱替系统(core  flood  system)对空气透过率为0.005纳达西(nanoDarcy)的致密

岩心样品进行化学处理。通过岩心样品内的钻孔将放热反应成分注入3.2英寸的岩心样品

总长的2/3处。岩心直径为1.5英寸，孔隙率为1.35％。

[0103] 分别示于图29和34中的处理前和处理后的MR-CT扫描分析(核磁共振联合X射线计

算断层照相进行岩心分析)显示出密度显著下降。如图34所示，在整个岩心样品的被处理区

周围散布着孔隙。图29到图34的变化反映了样品的被处理区周围的孔隙率提高。在用放热

反应成分处理之前和之后，还进行了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ESEM)分析。图27和28示出了在

用放热反应成分处理之前拍摄的样品的ESEM图像，图32和33示出了在用放热反应成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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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拍摄的样品的ESEM图像。在样品的不同部位(但主要是在岩石样品的中央处)以不同的

放大倍率拍摄若干张背散射电子形貌图像。ESEM图像显示出通过放热反应成分的作用，沿

着岩心样品产生了微裂缝。ESEM图像还显示出亚微米的孔和微裂缝。

[0104] 测量孔尺寸，发现该孔尺寸在小于约1微米至约50微米的范围内。裂缝和孔主要集

中在岩石中央，这是经受处理的中心。放热反应处理导致在岩石样品中开始出现微裂缝和

孔。图34的放热反应处理后的MR-CT扫描图像显示出在整个岩心中大孔显著增加，意味着岩

心中的微孔、中孔和大孔连通(否则它们还是分离体系)并且整体渗透率提高。图25示出了

岩心样品处理前的分离的多孔系统，其中微孔、中孔和大孔明显没有互相连通。但是，图30

所示的放热反应成分处理后的结果显示出所有尺寸的孔隙之间存在着强连通并且整体渗

透率提高。

[0105] 由图29和34分别所示的前后MR-CT扫描显示出，由于放热反应成分产生的放热化

学反应，使得孔隙率显著提高并产生了裂缝。图29表示在用放热反应成分处理之前的高密

度、低孔隙率的样品，而图34中的暗区12表示由放热反应成分导致的低密度、高孔隙率区

域。图31显示了在用放热反应成分处理之后的致密岩心样品，该图显示出产生了垂直于注

射流的裂缝10，这是在处理之前不存在的(图26)。需要指出的是，密度和孔隙率明显下降。

在样品中清楚地显示出了裂缝和孔隙。

[0106] 虽然已经对本发明做了详细描述，但是应该理解的是，可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种改

变、替换和修改，而不偏离本发明的原理和范围。因此，本发明的范围应由随附的权利要求

书及其合适的法律等价物确定。

[0107] 某一名词前所用的“一种”、“一个”、“该”、“所述”或未指明数量的表述包括所指对

象多于一个的情况，除非所述内容明确表示为其它含义。

[0108] 任选的或任选地是指随后描述的事项或情况可以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该描述包

括该事项或该情况发生的情形、以及该事项或该情况不发生的情形。

[0109] 在本文中，范围可以被表示为从大约一个特定值起，和/或到大约另一个特定值为

止。当表述这样的范围时，应该理解的是，另外的实例是从所述的一个特定值起，和/或到所

述的另一个特定值为止，以及所述范围内的所有的组合。

[0110] 在本申请中，当引用专利或专利申请公开时，这些文献的公开内容全部以引用的

方式并入本申请中，以便更充分地描述与本发明相关的现有技术，除非这些文献与本文所

述内容相抵触。

[0111] 在本文及所附的权利要求书中，所用的词语“包含”、“具有”、“包括”或“含有”及其

所有的语法变体形式均具有开放式的、非限制性的含义，并不排除还存在附加的要素或步

骤。

[0112] 在本文中，诸如“第一”、“第二”的表述是任意分配的，仅用来区分装置中的两个或

更多个部件。应该理解的是，该词语“第一”、“第二”没有其他的作用，它们并不是该部件的

名称或描述的一部分，也并非必然限定部件的相对位置或布置。此外，应该理解的是，仅使

用词语“第一”、“第二”时并不要求有任何“第三”部件，但是那种可能性也在本发明的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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