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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F型井组开采非成岩型天然气水合

物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F型井组开采非成岩型

天然气水合物的方法，该方法的步骤如下：步骤

1：钻一口斜井，由非稳定地层的上面倾斜钻至天

然气水合物储层下伏稳定地层中的A靶点，然后

下套管、注水泥完井；步骤2：钻一口水平井，水平

井具有竖直井段、造斜井段、上翘井段和水平井

段，竖直井段位于斜井井底倾斜方向一侧；步骤

3：对水平井段进行压裂防砂施工，要求压裂缝延

伸进入储层，向裂缝及储层注入化学防砂剂；步

骤4：利用井口关闭斜井，打开水平井，采用CO2置

换或注热或降压或混合法开采天然气水合物。本

发明强化了井筒的稳定性、畅通性，提高了井筒

与储层的接触面积，使天然气水合物相态转变发

生在稳定的井筒里面，一方面可有效避免出砂、

天然气水合物相态转变不可控和井筒不稳定而

引起的事故复杂甚至灾难，另一方面可有效提高

天然气水合物单井产量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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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F型井组开采非成岩型天然气水合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的步骤如

下：

步骤1：钻一口斜井，由非稳定地层的上面倾斜钻至天然气水合物储层下伏稳定地层中

的A靶点，然后下套管、注水泥完井；

步骤2：钻一口水平井，水平井具有竖直井段、造斜井段、上翘井段和水平井段，竖直井

段位于斜井井底倾斜方向一侧，钻水平井时，由非稳定地层的上面垂直钻至天然气水合物

储层下伏稳定地层中的B靶点为竖直井段，由B靶点处造斜钻至稳定地层中的C靶点为造斜

井段，由C靶点上翘钻至与斜井连通后再继续钻至稳定地层中的D靶点为上翘井段，由D靶点

水平钻至稳定地层中的E靶点为水平井段，然后下套管、注水泥完井；

步骤3：对水平井段进行压裂防砂施工，要求压裂缝延伸进入储层，向裂缝及储层注入

化学防砂剂；

步骤4：利用井口关闭斜井，打开水平井，采用CO2置换或注热或降压或混合法开采天然

气水合物。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利用F型井组开采非成岩型天然气水合物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斜井井底的井斜角介于5°～25°之间；斜井A靶点距储层直线距离20m～150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利用F型井组开采非成岩型天然气水合物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上翘井段与斜井在A靶点以上10m~130m处的连通。

4.如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利用F型井组开采非成岩型天然气水合物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水平井段与天然气水合物储层直线距离介于5m～130m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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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F型井组开采非成岩型天然气水合物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F型井组开采天然气水合物的方法，属于天然气水合物的钻

井和开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综合利用F型井组，采用降压法、加热法、CO2置换法或混

合法开采天然气水合物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非成岩天然气水合物多埋于海底未成岩地层中，埋深浅，储层不稳定，上覆地层亦

不稳定。天然气水合物在低温高压条件下呈固态，在天然气水合物钻采过程中，由于系统温

度压力改变，其相态发生变化。如果相态转变不可控，则天然气水合物体积急剧膨胀，加上

地层及井筒不稳，容易引起地层坍塌，甚至诱发海底滑塌等地质灾害及海啸等灾难性事故。

因此，非成岩天然气水合物开采的灾害性风险，是商采/试采的一大障碍。此外，开采效率低

也是影响天然气水合物经济开采的重要因素。人为地创造稳定的井筒条件，促进水合物快

速可控地分解，保证钻采安全高效，是开发天然气水合物的主要思路。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F型井组开采天然气水合物的方法，

这样既能保证整个井组井筒的稳定，又能钻进较长的水平井段，增加井筒与储层的接触面

积，保证天然气水合物长期高效开采。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F型井组开采天然气水合物的方法，该方

法的步骤如下：

[0005] 步骤1：钻一口斜井，由非稳定地层的上面倾斜钻至天然气水合物储层下伏稳定地

层中的A靶点，然后下套管、注水泥完井；

[0006] 步骤2：钻一口水平井，水平井具有竖直井段、造斜井段、上翘井段和水平井段，竖

直井段位于斜井井底倾斜方向一侧，钻水平井时，由非稳定地层的上面垂直钻至天然气水

合物储层下伏稳定地层中的B靶点为竖直井段，由B靶点处造斜钻至稳定地层中的C靶点为

造斜井段，由C靶点上翘钻至与斜井连通后再继续钻至稳定地层中的D靶点为上翘井段，由D

靶点水平钻至稳定地层中的E靶点为水平井段，然后下套管、注水泥完井；

[0007] 步骤3：对水平井段进行压裂防砂施工，要求压裂缝延伸进入储层，向裂缝及储层

注入化学防砂剂；

[0008] 步骤4：利用井口关闭斜井，打开水平井，采用CO2置换或注热或降压或混合法开采

天然气水合物。

[0009] 上述中，斜井井底的井斜角介于5°～25°之间；斜井A靶点距储层直线距离20m～

150m。

[0010] 上述中，上翘井段与斜井在A靶点以上10m~130m处的连通。

[0011] 上述中，水平井段与天然气水合物储层直线距离介于5m～130m间。

[0012] 在本发明中，该斜井主要用来存储水、砂石、排水、冲砂，以及注CO2、热水等，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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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天然气水合物长期高效开采。

[0013] 在本发明中，该水平井主要用来保证整个井组井身的稳定性，同时该井用来增大

井筒与储层的接触面积。

[0014] 在本发明中，根据实际开采情况，当斜井井底收集过多地层水或砂石时，于斜井进

行排水或冲砂作业。作业结束后，继续开采天然气水合物。

[0015] 在本发明中，对水平井水平段进行普通压裂或分段压裂，要求压裂缝延伸进入储

层，压裂液返排后再向裂缝及储层注入化学防砂剂，以便于在储层和井筒周围形成人工井

壁，防止出砂和保持井壁稳定。

[0016] 在本发明中，开采天然气水合物时，关闭斜井，利用水平井开采天然气。在斜井中

注CO2、注热，并关闭水平井。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8] 由一口斜井与一口水平井组成，斜井的靶点、连通点、水平井的造斜段、上翘段均

位于非成岩天然气水合物储层的下伏稳定地层中，这样既能保证整个井组井筒的稳定，又

能钻进较长的水平井段，增加井筒与储层的接触面积，保证天然气水合物长期高效开采。

[0019] 水平井与斜井均处于稳定状态，能够有效应对天然气水合物引起的井壁失稳问

题，防控事故复杂及灾难的发生。

[0020] 水平井压裂防砂后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井筒与储层的接触面积并防止出砂，再配合

注热、减压等方法，可有效提高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效率。

[0021] 斜井与水平井各司其职，水平井用来采气，斜井用来实施注热、排水及冲砂等工

艺，简化了施工程序，有利于天然气水合物长期高效开采。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图1的L部分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实施例与附图对本发明作清晰的描述。

[0025] 实施例一

[0026] 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为F型井组5段压裂+化学人工井壁+降压法开采非成岩

型天然气水合物。该F型井组包括水平井10和斜井9，整个井组均为套管完井。

[0027] 先钻一口斜井9，由非稳定地层6的上面倾斜钻至天然气水合物储层7下伏稳定地

层8中的A靶点，然后下套管、注水泥完井；其中，斜井9井底的井斜角为10°，斜井9的A靶点距

天然气水合物储层7直线距离50m；

[0028] 再钻一口水平井10，水平井10具有竖直井段1、造斜井段2、上翘井段3和水平井段

4，竖直井段1位于斜井1井底倾斜方向一侧，钻水平井10时，由非稳定地层6的上面垂直钻至

天然气水合物储层7下伏稳定地层8中的B靶点为竖直井段1，由B靶点处造斜钻至稳定地层8

中的C靶点为造斜井段2，由C靶点上翘钻至与斜井9连通后再继续钻至稳定地层8中的D靶点

为上翘井段3，由D靶点水平钻至稳定地层8中的E靶点为水平井段4，然后下套管、注水泥完

井；其中，上翘井段2与斜井9在A靶点以上130m处的连通，水平井段5与天然气水合物储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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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距离为5m；

[0029] 对水平井段进行压裂防砂施工，对水平井段射孔并压出5条裂缝，要求压裂缝延伸

进入储层，然后向裂缝和储层中注入化学防砂剂，形成人工井壁和防砂层5，以便防砂和保

持井壁稳定；

[0030] 利用井口关闭斜井9，打开水平井10，采用降压法开采天然气水合物。

[0031] 生产一段时间后，斜井9将收集大量地层水和储层砂。当地层水与储层砂影响天然

气产量时，关闭水平井10，打开斜井9，在斜井9中采用泡沫排水措施或冲砂作业。排水或冲

砂作业结束后，打开水平井10，关闭斜井9，继续采气作业。

实施例二

[0032] 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为F型井组11段压裂防砂+降压+CO2置换法开采非成岩

型天然气水合物。该F型井组包括水平井10和斜井9，整个井组均为套管完井。

[0033] 先钻一口斜井9，由非稳定地层6的上面倾斜钻至天然气水合物储层7下伏稳定地

层8中的A靶点，然后下套管、注水泥完井；其中，斜井9井底的井斜角为15°，斜井9的A靶点距

天然气水合物储层7直线距离80m；

[0034] 再钻一口水平井10，水平井10具有竖直井段1、造斜井段2、上翘井段3和水平井段

4，竖直井段1位于斜井1井底倾斜方向一侧，钻水平井10时，由非稳定地层6的上面垂直钻至

天然气水合物储层7下伏稳定地层8中的B靶点为竖直井段1，由B靶点处造斜钻至稳定地层8

中的C靶点为造斜井段2，由C靶点上翘钻至与斜井9连通后再继续钻至稳定地层8中的D靶点

为上翘井段3，由D靶点水平钻至稳定地层8中的E靶点为水平井段4，然后下套管、注水泥完

井；其中，上翘井段2与斜井9在A靶点以上20m处的连通，水平井段5与天然气水合物储层7直

线距离为10m；

[0035] 对水平井段进行压裂防砂施工，对水平井段射孔并压出11条裂缝，要求压裂缝延

伸进入储层，然后向裂缝和储层中注入化学防砂剂，形成人工井壁和防砂层5，以便防砂和

保持井壁稳定；

[0036] 利用井口关闭斜井9，打开水平井10，采用降压法开采天然气水合物。

[0037] 生产一段时间后，储层出现亏空，天然气水合物分解速度变慢。此时，关闭水平井

10，打开斜井9，在斜井中注入CO2。一段时间后，再关闭斜井9，打开水平井10，继续利用降压

法开采天然气。如此循环。之后，斜井9将收集大量地层水和储层砂。当地层水与储层砂影响

天然气产量时，关闭水平井10，打开斜井9，在斜井9中采用泡沫排水措施或冲砂作业。排水

或冲砂作业结束后，打开水平井10，关闭斜井9，继续采气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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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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