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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水平井筒穿越多层的常

压页岩气体积压裂方法。包括：(1)压前储层评

价；(2)裂缝三向延伸规模模拟分析；(3)水力喷

射射孔参数设计；水力喷嘴分布在一个平面内；

对裂缝向上或向下延伸无特殊要求的在一个平

面内均匀分布；裂缝需要向上或向下过度延伸

的，水力喷射管串的横切剖面上，在上半圆周或

下半圆周位置采用非均匀布孔方式；(4)注入模

式设计；注入模式采用高黏度胶液；前置注入方

式，配合设计最大排量进行；(5)变密度支撑剂优

选；(6)实时提升主裂缝净压力的施工参数设计

及调整。本发明的方法能最大限度挖掘页岩气藏

增产潜力，提高压裂成功率。满足页岩油气藏体

积压裂的需要，有利于水力压裂工艺的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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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平井筒穿越多层的常压页岩气体积压裂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1)压前储层评价；

(2)裂缝三向延伸规模模拟分析；

(3)水力喷射射孔参数设计

水力喷嘴分布在一个平面内；对裂缝向上或向下延伸无特殊要求的在一个平面内均匀

分布；裂缝需要向上或向下过度延伸的，水力喷射管串的横切剖面上，在上半圆周或下半圆

周位置采用非均匀布孔方式；

需要裂缝向上延伸更多时，水力喷射管串的横切剖面上，在上半圆周内增加孔数或孔

径；需要裂缝向下延伸更多时，则在下半圆周内增加孔数或孔径；

对于垂深相对较浅的页岩地层，如允许的最大排量超过基于喷射速度计算的排量2倍

以上，采用水力喷射串联的方法；

(4)注入模式设计

注入模式采用高黏度胶液，黏度大于100mPa·s；前置注入方式，配合设计最大排量进

行；

(5)变密度支撑剂优选

需要裂缝向下更多延伸和支撑的，采用常规密度支撑剂利用其重力作用实现；对于裂

缝需要向上更多延伸和支撑的，采用超低密度支撑剂或自悬浮支撑剂；

(6)实时提升主裂缝净压力的施工参数设计及调整

在经过常规的2-3个单段式的支撑剂段塞程序后，逐步尝试不等台阶的板凳式加砂模

式，以逐步探索在施工的不同阶段既保证施工安全又最大限度提升主裂缝净压力的施工参

数。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平井筒穿越多层的常压页岩气体积压裂方法，其特征在于：

喷射管串在运送中的定向，采用重力定位的方式，方位角度定位0°、90°、180°和270°，

误差在±15°以内。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平井筒穿越多层的常压页岩气体积压裂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5)中，超低密度支撑剂的密度为1.05g/cm3～1.25g/cm3。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水平井筒穿越多层的常压页岩气体积压裂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闭合应力超过40MPa后采用自悬浮支撑剂。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平井筒穿越多层的常压页岩气体积压裂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6)中，施工早期可设计保守式板凳式加砂；施工中后期可逐步采用激进式板凳式

加砂程序。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水平井筒穿越多层的常压页岩气体积压裂方法，其特征在于：

前期施工阶段的压力上升速度设定为0.5MPa/min，中后期压力上升速度设定为1MPa/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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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平井筒穿越多层的常压页岩气体积压裂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油气田勘探和开发技术领域，进一步地说，是涉及一种水平井筒穿越

多层的常压页岩气体积压裂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常压页岩气的钻井中，尤其是水平井筒钻进时，虽然目标层是某个确定的页岩

气层，如龙马溪组的3号小层，但由于地层倾角的变化或随钻资料的缺乏，有时会发生井筒

偏离目的层的情况，发现后再调回原来的目的层。或者，有时由于担心某个固定的页岩气层

位的钻进，会把裂缝高度限制在某个范围内，有时也有意识在多个页岩气层位钻进。换言

之，水平井筒穿行多个页岩气层位的情况是时常发生的。针对这种水平井筒轨迹穿越多层

的页岩气压裂，目前国内外还没有针对性的压裂技术和解决方案。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有

效裂缝改造体积，难度较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0003] 1)以往的螺旋式射孔技术不能兼顾裂缝向上延伸或向下延伸的技术要求。如水平

井筒在目的层的上方，需要裂缝向下更多地延伸，反之，则需要裂缝向上更多地延伸。常规

的螺旋式射孔在水平井筒的上下都是均匀布孔，无法满足上述要求。

[0004] 2)常规的压裂支撑剂密度都是一种，对需要向上更多延伸和支撑情况而言，常规

密度支撑剂由于重力作用，裂缝中上部难以获得有效的支撑，使有效的改造体积大幅度降

低，从而影响压后产能的充分挖掘。

[0005] 3)通过压裂施工参数调整控制裂缝向上延伸或向下延伸的难度较大。尤其是要求

裂缝向下延伸穿透到底部水平层理/纹理缝相对发育的层位时，要想真正穿越此类地层，难

度极大。

[0006] 鉴此，需要研究提出一种新的针对性的页岩气水平井筒穿越多层的体积压裂技

术，以解决上述难题。

发明内容

[0007]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水平井筒轨迹穿越多层的页岩气压裂没有针对性的压裂技术

和解决方案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水平井筒穿越多层的常压页岩气体积压裂方法，常

压页岩气体积压裂新技术能最大限度挖掘页岩气藏增产潜力，提高压裂成功率。满足页岩

油气藏体积压裂的需要，有利于水力压裂工艺的推广应用。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水平井筒穿越多层的常压页岩气体积压裂方法。

[0009] 所述方法包括：

[0010] (1)压前储层评价

[0011] (2)裂缝三向延伸规模模拟分析

[0012] (3)水力喷射射孔参数设计

[0013] 水力喷嘴分布在一个平面内；对裂缝向上或向下延伸无特殊要求的在一个平面内

均匀分布；裂缝需要向上或向下过度延伸的，水力喷射管串的横切剖面上，在上半圆周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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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圆周位置采用非均匀布孔方式；

[0014] (4)注入模式设计

[0015] 注入模式采用高黏度胶液，黏度大于100mPa·s；前置注入方式，配合设计最大排

量进行；

[0016] (5)变密度支撑剂优选

[0017] 需要裂缝向下更多延伸和支撑的，采用常规密度支撑剂利用其重力作用实现；对

于裂缝需要向上更多延伸和支撑的，采用超低密度支撑剂或自悬浮支撑剂；

[0018] (6)实时提升主裂缝净压力的施工参数设计及调整

[0019] 在经过常规的2-3个单段式的支撑剂段塞程序后，逐步尝试不等台阶的板凳式加

砂模式，以逐步探索在施工的不同阶段既保证施工安全又最大限度提升主裂缝净压力的施

工参数。

[0020] 其中，优选：

[0021] 步骤(3)中，需要裂缝向上延伸更多时，水力喷射管串的横切剖面上，在上半圆周

内增加孔数或孔径；需要裂缝向下延伸更多时，则在下半圆周内增加孔数或孔径。

[0022] 对于垂深相对较浅的页岩地层，如允许的最大排量超过基于喷射速度计算的排量

2倍以上，采用水力喷射串联的方法。

[0023] 喷射管串在运送中的定向，采用重力定位的方式，方位角度定位0°、90°、180°、和

270°，误差在±15°以内。

[0024] 步骤(5)中，超低密度支撑剂的密度为1.05g/cm3～1.25g/cm3。

[0025] 在闭合应力超过40MPa后采用自悬浮支撑剂。

[0026] 步骤(6)中，施工早期可设计保守式板凳式加砂；施工中后期可逐步采用激进式板

凳式加砂程序。

[0027] 前期施工阶段的压力上述速度设定为0.5MPa/min，中后期压力上升速度设定为

1MPa/min。

[0028] 本发明的总体技术思路：

[0029] (1)采用各种技术措施，实现裂缝高度向预期方向的充分延伸。如果裂缝高度没有

达到预期要求，即使实现了体积压裂的技术目标，也只是部分层位得到了充分改造，而缝高

未延伸部分的裂缝改造体积仍为0。

[0030] (2)可采用水力喷射的周向集中射孔技术，即每段改造的水力喷嘴在水平井筒的

圆周平面内均匀分布，便于所有的孔眼都向一个裂缝内进液，从而可集中能量充分延伸主

裂缝，避免了以往螺旋式射孔的分散性进液方式造成的多裂缝竞争压裂液的不利局面的发

生。

[0031] 但本专利也在水力喷射的基础上做出改进，即只在上边的半个圆周或下边的半个

圆周分布水力喷嘴，此时，为了增加裂缝的改造强度，半个圆周的布孔数不能简单地将原先

的周向布孔数减半，而应适当增加1-2个喷嘴，或者如增加喷嘴造成半个圆周排布不开或者

造成套管强度的严重降低，则不增加孔数，但可通过适当增加孔径(设计更高的水力喷射速

度)的方式实现同样的目的。

[0032] (3)为了实现裂缝高度向上或向下的有效延伸和支撑，即使同一种粒径的支撑剂，

也采用不同的密度：对向下延伸的情况，可采用常规密度支撑剂，利用支撑剂的重力作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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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裂缝向下的充分支撑；而对于需要裂缝更多地向上延伸和支撑的情况，需要应用超低密

度支撑剂(视密度1.05g/cm3～1.25g/cm3)，但超低密度支撑剂对于地层闭合应力超过40MPa

后就很快被压碎而失去导流能力，因此，在闭合应力超过40MPa后要采用自悬浮支撑剂，压

裂液运移到哪里，支撑剂就同步运移到哪里。

[0033] (4)如果要穿越的层位水平层理缝/纹理缝发育，可采用高黏度胶液前置注入的方

法，并配合相对较大的排量(限压不限排量，在压力未达到井口限压时，尽可能快速提升施

工排量)，使井筒内压力集聚速度最大化，从而在短时间内积聚起足够高的压力，才能使裂

缝高度充分延展。

[0034] (5)在裂缝延伸过程中，为了随时保证在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提升缝内净压

力，促使缝高和其它尺度裂缝的充分延伸，可应用板凳式加砂模式，确保施工参数尤其是施

工砂液比在接近砂堵的临界状态下施工。

[0035] 本发明具体可采用以下步骤：

[0036] (1)压前储层评价

[0037] 重点包括可压性评价等内容。评价方法包括常规测井、录井、岩心实验及利用压裂

施工数据反演储层部分关键信息(脆性、天然裂缝等)等，前边都是常规方法，在此不赘。关

于利用压裂施工参数反演储层信息方面，目前也有相关的模型和专利。

[0038] 尤其是水平井筒穿行轨迹遇到的不同层位地层的特性参数及其沿水平井筒的分

布特征，可结合随钻资料和水平井筒的测井数据，如GR测井、密度测井等进行综合分析。特

别要注重与导眼井测井数据的对比分析。

[0039] (2)裂缝三向延伸规模模拟分析

[0040] 可结合特定地层的露头岩样进行地应力加载条件下的裂缝起裂扩展物理模拟研

究，结合相应的数值模拟方法(如目前常用的页岩气裂缝扩展模拟软件MEYER)，精细分析裂

缝三维扩展规律，尤其是缝高的延伸规律，对于缝高延伸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应进行参数

模拟，直至缝高向上或向下延伸情况达到预期为止。

[0041]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模拟有时效果不一定明显，如通过提高黏度的方式，可能缝高

延伸的程度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有时可能软件本身还未能考虑到某些情况设置，如射孔

只在圆周上部射孔情况下的裂缝扩展模拟等。

[0042] (3)水力喷射射孔参数设计

[0043] 射孔方式可将水力喷嘴分布在一个平面内，对裂缝向上或向下延伸无特殊要求的

可以在一个平面内均匀分布孔眼，孔数、孔径等的设计，要结合具体的井深、闭合应力、井口

限压条件等进行计算，首先确定在该地层条件及施工条件限制下，能达到的最大排量，然后

根据最大排量再计算喷射速度能否达到设计要求(一般大于130m/s)，如达不到，则调整孔

径与孔数等参数，直至满足要求为止。

[0044] 对于垂深相对较浅的页岩地层而言，如上述允许的最大排量远远满足上述喷射速

度的要求(超过基于喷射速度计算的排量2倍以上)，则可考虑将上述水力喷射串联的方法，

实现2个以上的喷射裂缝，从而改变以往单一水力喷射的局限性，实现相邻多个裂缝在扩展

过程中的应力干扰效应和裂缝复杂性程度的提升，对提高压裂效果大有裨益。

[0045] 至于两个相邻喷射管串的距离设计，要结合渗流干扰(基于目前成熟的带吸附气

模块的ECLIPSE软件进行模拟)和诱导应力干扰效应模拟(目前可基于ABAQUS进行模拟)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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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簇间距进行设计。

[0046] 对于需要向上或向下过度延伸的情况而言，可以水力喷射管串的横切剖面上，在

上半圆周或下半圆周位置采用非均匀布孔方式，需要裂缝向上延伸更多的情况，可在上半

圆周内增加孔数或孔径，反之，则在下半圆周内增加孔数或孔径。尤其是对于向下水平层

理/纹理缝相对发育的情况，则上述参数变化的力度还要加大。

[0047] 至于上述喷射管串在运送中的定向，可采用重力定位的方式，方位角度可定位0°、

90°、180°、和270°，误差在±15°以内。

[0048] (4)注入模式设计

[0049] 为了达到水力裂缝最大限度动态延伸缝高的目的，注入模式采用高黏度胶液前置

注入方式，配合以相对高的设计最大排量进行。前置胶液用量的设计，要根据水平井筒穿行

轨迹及预期的缝高延伸情况，根据上述的MEYER软件进行模拟确定。

[0050] 确定完上述胶液用量及排量后，后续按照常规的页岩气注入模式进行施工，如滑

溜水+胶液的一段或多段交替注入模式，具体设计方法已较为常规，在此不赘。

[0051] (5)变密度支撑剂优选

[0052] 根据1)的思路要求，需要向下更多延伸和支撑的，采用常规密度支撑剂即可利用

其重力作用实现之。对于需要向上更多延伸和支撑的，需要采用超低密度支撑剂或自悬浮

支撑剂，具体选择哪种支撑剂，按思路1)之(3)的闭合压力界限确定。

[0053] (6)实时提升主裂缝净压力的施工参数设计及调整

[0054] 按思路1)-(5)的要求，对于板凳式加砂程序设计，关键在实时调整。在经过常规的

2-3个单段式的支撑剂段塞程序后，可逐步尝试不等台阶的板凳式加砂模式，以逐步探索在

施工的不同阶段既保证施工安全又最大限度提升主裂缝净压力的施工参数。如施工早期可

设计保守式板凳式加砂，如3％～4％～5％、4％～5％～6％、5％～6％～7％，施工中后期可

逐步采用激进式板凳式加砂程序，如6％～7％～8％、8％～9％～10％、10％～11％～12％、

12％～14％～16％～18％，等。具体每个施工砂液比的注入量，开始可为半个井筒容积，后

来可逐步过渡到一个甚至超过一个井筒容积。在具体施工时，以井口压力在该砂液比混砂

浆进入地层时的上述速度作为判断其是否达到临界砂堵砂液比的指标，一般要求井口压力

上述速度小于1MPa/min，否则就极有可能发生裂缝内部砂堵，这是非常危险的。

[0055] 为稳妥起见，前期施工阶段的压力上述速度可设定为0.5MPa/min，中后期可设定

为1MPa/min。

[0056] (7)其它施工步骤，包括压后返排求产等步骤，可参照常规的页岩气压裂施工步

骤，都是常规的成熟技术，在此不赘。

[0057] 本发明解决了水平井筒轨迹穿越多层的页岩气压裂没有针对性的压裂技术和解

决方案的问题，提出的一种水平井筒穿越多层的常压页岩气体积压裂新技术不仅能够有效

的压开储层、还能够大大提高储层改造体积，充分挖掘储层的生产潜力。该发明的应用，使

水平井页岩气的经济有效开发成为了可能，是页岩气工艺技术领域的重要突破，对提高非

常规油气藏的开发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实施方式

[0058] 下面结合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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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以下实施例仅用于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但不限制本发明。

[0060] 实施例

[0061] A井，目的层压裂井段为3263m～3520m，垂直层厚257.0m/5层；目的层段岩性为全

段为黑色页岩。岩心孔隙度4.2％～4.9％，平均4.73％，渗透率91 .5nd～139 .8nd，平均

117.5nd，属低孔特低渗储层；目的层压力系数为1.0，地层温度118℃，属于常温常压气藏。

根据应力剖面解释情况，本井目的层最小主应力均值44.1MPa，目的层上部隔层最小主应力

数均值47.5MPa，下部隔层最小主应力均值49.7MPa。

[0062] 为了评价目的层的含气性及其产能，并对该区块开展下步勘探评价工作，借鉴本

专利提出的工艺方法，结合本井实际情况，进行了该井的压裂方案设计及现场先导试验，具

体实施方法及效果如下：

[0063] (1)水力喷射射孔参数设计

[0064] 根据储层的埋深，确定水力喷射射孔枪的的参数。

[0065] 本井需要2簇射孔，需要2个枪体，每个枪体上面有3个喷嘴，共需6个喷嘴。喷嘴内

径最大为7mm-8mm，不同喷嘴的相位为120°，即枪体每周最多分布3个喷嘴。

[0066] 由于本井储层裂缝极易向上延伸，故本井计划在圆周下半周范围多射1孔，可采用

重力定位的方式，方位角度可定位0°，误差在±15°以内，即从侧面的纵切面看，三个喷嘴的

位置分别为1#喷嘴枪垂直向上(0°)，2#喷嘴斜向下(120°)、3#喷嘴斜向下(240°)，水平面为

90°和270°。

[0067] (2)液体体系优选

[0068] ①储层温度为118℃左右，优选耐温120～130℃的压裂液体系。

[0069] ②滑溜水配方：0.7％SRFR减阻剂+0.3％SRCS-1黏土稳定剂+0.1％SRCU-1助排剂；

液体黏度6.0mPa·s～9.0mPa·s，pH值6～7；

[0070] ③中黏度压裂液配方：0.35％SRFP-1增稠剂+0 .3％SRCS-1黏土稳定剂+0 .1％

SRCU-1助排剂；液体黏度30mPa·s～50mPa·s，pH值6～7；

[0071] ④高黏度压裂液配方：0.50％SRFP-1增稠剂+0.2％SRFC-1交联剂+0.3％SRCS-1黏

土稳定剂+0.1％SRCU-1助排剂，液体黏度100mPa·s～120mPa·s，pH值6～7，破胶剂采用过

硫酸铵(APS)和胶囊；

[0072] ⑤盐酸配方：15％HCL+清水；

[0073] (3)酸液预处理阶段

[0074] 以1.0m3/min排量挤入10m3与储层配伍性较好的前置盐酸；

[0075] (4)前置液造缝阶段

[0076] ①以12.0m3/min排量注入100m3高黏度压裂液；

[0077] ②以12.0m3/min排量注入120m3低黏度滑溜水；

[0078] (5)交替注入和顶替阶段：

[0079] 详见泵注程序，顶替结束后完成该井施工。

[0080] 该井实施水平井多级分段压裂后，经过防喷2天后见气，经过电潜泵继续排采36天

后，平均产气量2.2×104m3/d，井口压力5.6MPa，三个月内累计产气量为187.4×104m3/d。

[0081] 表1:A井的泵注程序

说　明　书 5/6 页

7

CN 107780913 B

7



[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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