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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油气资源开发领域，具体地，涉

及一种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压裂方法。

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压裂方法，采用形

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压裂施工作业系统，

包括以下步骤：S1、原位地应力测试；S2、获取地

层参数与岩石物理力学参数；S3、三维地质力学

模型建模及压裂参数模拟；S4、现场压裂施工及

工艺控制；S5、压裂效果后评估。相对于现有技

术，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解决了煤层气藏

压裂过程中不能形成错综复杂的裂缝网络、对煤

层气藏中裂缝尺寸不能量化、尚未形成较为统一

的压裂操作步骤和流程技术难题；适用范围广，

可操作性强，形成统一的操作流程和步骤，易于

现场工厂化的压裂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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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压裂施工作业系统，包括利用小型水力压裂测试

原位地应力压裂施工作业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二竖直井筒、微地震信号地面采集系

统、井中电缆和检波器；第二竖直井筒的深度与第一竖直井筒的深度相同；第二竖直井筒中

安装有井中电缆，井中电缆的中轴线与第二竖直井筒的中轴线重合；井中电缆底部与第二

竖直井筒底相距一定的间距，确保井中电缆底部连接的检波器悬挂在第二竖直井筒中；井

中电缆顶部在地面第二竖直井筒井口位置处与微地震信号地面采集系统相连；井中电缆上

安装有多个检波器，第一个检波器位于井中电缆底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压裂施工作业系统，其特征在

于，利用小型水力压裂测试原位地应力压裂施工作业系统，包括第一竖直井筒、油管、封隔

器、顶部密封部件、压力传感器、出水口、底部密封部件和温度传感器；第一竖直井筒的底部

位于煤层气藏地应力测试层位底部以下；油管通过第一竖直井筒下入到煤层气藏地应力测

试层位顶部，油管的中轴线与第一竖直井筒的中轴线重合，油管底部与封隔器顶部相连；封

隔器上部安装有顶部密封部件，封隔器中间设置出水口，封隔器下部安装有底部密封部件；

出水口位置处安装有压力传感器，封隔器底部安装有温度传感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压裂施工作业系统，其特征在

于，多个检波器以相同的间距被安装在井中电缆上。

4.一种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压裂方法，采用权利要求1-3之一所述的形成复

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压裂施工作业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原位地应力测试

S2、获取地层参数与岩石物理力学参数

S3、三维地质力学模型建模及压裂参数模拟

S4、现场压裂施工及工艺控制

S5、压裂效果后评估。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压裂方法，其特征在于，S1具体

步骤如下：进行不少于3次注入/回流作业，记录整个过程中压裂液泵注压力、裂缝闭合压

力、压裂液注入速度和压裂液累积注入量，获得该煤层气藏的地应力参数。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压裂方法，其特征在于，S2具体

方法如下：利用三维地震勘探技术对煤层气藏压裂施工作业区块进行勘探，明确该区块煤

层气藏厚度、煤层走向、含水层位置、含水层是否与煤层连通、断层分布和断距；通过在该区

块钻探井，明确煤层厚度及其分布规律、煤矸石层位及其厚度；利用勘探井获取的煤层试

样，开展煤岩、煤矸石、上覆岩层物理力学实验，获得煤岩、煤矸石、上覆岩层的密度、杨氏模

量、泊松比、孔隙度、饱和度、渗透率、单轴抗压强度、单轴抗拉强度、内摩擦角、黏聚力、断裂

韧性、比表面积和化学成分参数。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压裂方法，其特征在于，S3具体

方法如下：利用获得煤层气藏的地层参数、岩石物理力学参数、地应力，建立煤层气藏水力

压裂的三维地质力学模型；该模型为一个长方体，煤层气藏位于模型中间，压裂井眼从模型

顶部直至煤层气藏底部，采用射孔方式完井；模型中包括煤层气藏、上覆岩层、下卧岩层、井

筒、煤矸石层；对不同泵注压力、排量、时间、压裂液粘度、压裂液密度、支撑剂类型和支撑剂

粒径参数条件下煤层气藏中裂缝扩展规律进行模拟；通过对数值模拟计算结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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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出上述参数的具体数值；根据计算结果对压裂施工参数进行优化，包括：支撑剂密度、

支撑剂类型、压裂不同阶段支撑剂浓度、泵注压力、泵注时间和泵注排量。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压裂方法，其特征在于，S4具体

方法如下：下入压裂作业管柱至目标层位，向目标煤层气藏中注入压裂液，记录压裂作业过

程中压裂液泵注压力、压裂液注入速度、压裂液累积注入量；打开第二竖直井筒中的微地震

监测系统对煤层气藏水力压裂过程中裂缝扩展的方向、长度和宽度信息进行监测，并根据

监测结果及时调整压裂施工作业参数和工艺。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压裂方法，其特征在于，S5具体

方法如下：通过对该井压裂作业后各种参数进行监测和记录，选取连续3天井底流压不大于

0.3MPa、日采气量不大于100m3之前的数据，统计出日产液量、累积产液量、日均产气量、最

高日产气量、稳产时间、累积产气量、动液面深度和套压参数；对比最高产气量、稳产时间和

累积产气量关键指标，对压裂效果进行评价；根据后评估评价结果，提出压裂作业参数和工

艺的优化措施。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压裂方法，其特征在于，S1具

体步骤中：钻第一竖直井筒至煤层气藏中，然后进行完井和固井作业；下入小型水力压裂测

试地应力试验所需的油管，进行地应力测试；为了保证利用水力压裂实验测试地应力的精

度，在煤层气藏中第一竖直井筒直径偏差控制在5％以内，以确保跨式封隔器坐封膨胀时能

够将整个井筒横截面密封住；在进行跨式封隔器坐封时先将底部密封部件坐封，然后将顶

部密封部件坐封；用于记录注入压裂液压力的压力传感器测量精度为0.01MPa；用于监测封

隔器是否有效和记录井底温度的温度传感器测量精度为0.1℃；小型水力压裂实验和煤层

气藏压裂施工作业过程中用到的压裂液为水基压裂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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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压裂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油气资源开发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

压裂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如何提高煤层气井产量和煤层气藏中的煤层气采收率，一直是煤层气大规模商业

化开发和煤炭安全开采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难题。采用压裂方法对煤层气藏进行原位改造，

使得煤层气藏中形成错综复杂的裂缝网络，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方法之一。目前在采用

压裂方式对煤层气藏进行改造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技术难题：

[0003] (1)形成的裂缝形态较为单一、不能形成错综复杂的裂缝网络。由于煤层厚度小、

煤岩物性各向异性强、网状裂缝形成对施工参数较为敏感，使得已有的煤层气藏压裂过程

中形成的裂缝以单一裂缝为主，不能充分连通煤层气藏中的已有裂缝，较难形成裂缝网络。

[0004] (2)不能实现对煤层气藏中裂缝尺寸进行量化。已有的水力压裂过程中对于裂缝

扩展方向和裂缝宽度等关键参数缺乏有效的手段进行监测，压裂过程中往往通过压裂后排

液量和累积产气量指标来判断压裂施工参数是否合理，缺乏压裂效果与施工作业参数之间

的量化影响关系。这给后期压裂施工参数优化带来了难题，同时将前面获得压裂效果较好

的施工作业参数应用于新的区块甚至不同的井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0005] (3)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压裂操作步骤和流程。水力压裂过程的步骤较多、操作流

程复杂，使得不同设计者和操作者也各不相同，甚至同一设计者和操作者针对同一批次的

井也会不同。这样就使得煤层气压裂过程中存在很多影响煤层气藏裂缝形成的偶然因素。

[0006] 基于上述原因亟需发明一种煤层气藏压裂方法，指导煤层气藏压裂作业、量化施

工参数与裂缝形态和尺寸的关系、形成统一的操作步骤和流程。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煤层气藏压裂过程中存在的形成的裂缝形态较为单一、不能形成错综复杂的

裂缝网络、不能实现对煤层气藏中裂缝尺寸进行量化、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压裂操作步骤

和流程技术难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煤层气藏压裂方法。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9] 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压裂施工作业系统，包括利用小型水力压裂测试原

位地应力压裂施工作业系统，其中：还包括第二竖直井筒、微地震信号地面采集系统、井中

电缆和检波器；第二竖直井筒的深度与第一竖直井筒的深度相同；第二竖直井筒中安装有

井中电缆，井中电缆的中轴线与第二竖直井筒的中轴线重合；井中电缆底部与第二竖直井

筒底相距一定的间距，确保井中电缆底部连接的检波器悬挂在第二竖直井筒中；井中电缆

顶部在地面第二竖直井筒井口位置处与微地震信号地面采集系统相连；井中电缆上安装有

多个检波器，第一个检波器位于井中电缆底部。

[0010] 优选地，利用小型水力压裂测试原位地应力压裂施工作业系统，包括第一竖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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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油管、封隔器、顶部密封部件、压力传感器、出水口、底部密封部件和温度传感器；第一竖

直井筒的底部位于煤层气藏地应力测试层位底部以下；油管通过第一竖直井筒下入到煤层

气藏地应力测试层位顶部，油管的中轴线与第一竖直井筒的中轴线重合，油管底部与封隔

器顶部相连；封隔器上部安装有顶部密封部件，封隔器中间设置出水口，封隔器下部安装有

底部密封部件；出水口位置处安装有压力传感器，封隔器底部安装有温度传感器。

[0011] 优选地，多个检波器以相同的间距被安装在井中电缆上。

[0012] 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压裂方法，采用上述的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

藏压裂施工作业系统，包括以下步骤：

[0013] S1、原位地应力测试

[0014] S2、获取地层参数与岩石物理力学参数

[0015] S3、三维地质力学模型建模及压裂参数模拟

[0016] S4、现场压裂施工及工艺控制

[0017] S5、压裂效果后评估。

[0018] 优选地，S1具体步骤如下：进行不少于3次注入/回流作业，记录整个过程中压裂液

泵注压力、裂缝闭合压力、压裂液注入速度和压裂液累积注入量，获得该煤层气藏的地应力

参数。

[0019] 优选地，S2具体方法如下：利用三维地震勘探技术对煤层气藏压裂施工作业区块

进行勘探，明确该区块煤层气藏厚度、煤层走向、含水层位置、含水层是否与煤层连通、断层

分布和断距；通过在该区块钻探井，明确煤层厚度及其分布规律、煤矸石层位及其厚度；利

用勘探井获取的煤层试样，开展煤岩、煤矸石、上覆岩层物理力学实验，获得煤岩、煤矸石、

上覆岩层的密度、杨氏模量、泊松比、孔隙度、饱和度、渗透率、单轴抗压强度、单轴抗拉强

度、内摩擦角、黏聚力、断裂韧性、比表面积和化学成分参数。

[0020] 优选地，S3具体方法如下：利用获得煤层气藏的地层参数、岩石物理力学参数、地

应力，建立煤层气藏水力压裂的三维地质力学模型；该模型为一个长方体，煤层气藏位于模

型中间，压裂井眼从模型顶部直至煤层气藏底部，采用射孔方式完井；模型中包括煤层气

藏、上覆岩层、下卧岩层、井筒、煤矸石层；对不同泵注压力、排量、时间、压裂液粘度、压裂液

密度、支撑剂类型和支撑剂粒径参数条件下煤层气藏中裂缝扩展规律进行模拟；通过对数

值模拟计算结果进行分析，优化出上述参数的具体数值；根据计算结果对压裂施工参数进

行优化，包括：支撑剂密度、支撑剂类型、压裂不同阶段支撑剂浓度、泵注压力、泵注时间和

泵注排量。

[0021] 优选地，S4具体方法如下：下入压裂作业管柱至目标层位，向目标煤层气藏中注入

压裂液，记录压裂作业过程中压裂液泵注压力、压裂液注入速度、压裂液累积注入量；打开

第二竖直井筒中的微地震监测系统对煤层气藏水力压裂过程中裂缝扩展的方向、长度和宽

度信息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调整压裂施工作业参数和工艺。

[0022]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压裂方法，其特征在于，S5

具体方法如下：通过对该井压裂作业后各种参数进行监测和记录，选取连续3天井底流压不

大于0.3MPa、日采气量不大于100m3之前的数据，统计出日产液量、累积产液量、日均产气

量、最高日产气量、稳产时间、累积产气量、动液面深度和套压参数；对比最高产气量、稳产

时间和累积产气量关键指标，对压裂效果进行评价；根据后评估评价结果，提出压裂作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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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工艺的优化措施。

[0023] 优选地，S1具体步骤中：钻第一竖直井筒至煤层气藏中，然后进行完井和固井作

业；下入小型水力压裂测试地应力试验所需的油管，进行地应力测试；为了保证利用水力压

裂实验测试地应力的精度，在煤层气藏中第一竖直井筒直径偏差控制在5％以内，以确保跨

式封隔器坐封膨胀时能够将整个井筒横截面密封住；在进行跨式封隔器坐封时先将底部密

封部件坐封，然后将顶部密封部件坐封；用于记录注入压裂液压力的压力传感器测量精度

为0.01MPa；用于监测封隔器是否有效和记录井底温度的温度传感器测量精度为0.1℃；小

型水力压裂实验和煤层气藏压裂施工作业过程中用到的压裂液为水基压裂液。

[0024]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解决了煤层气藏压裂过程中不能形

成错综复杂的裂缝网络、对煤层气藏中裂缝尺寸不能量化、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压裂操作

步骤和流程技术难题；适用范围广，可操作性强，形成统一的操作流程和步骤，易于现场工

厂化的压裂作业。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利用小型水力压裂测试原位地应力压裂施工作业系统；

[0026] 图2是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压裂施工作业系统；

[0027] 图中：1、第一竖直井筒，2、油管，3、封隔器，4、顶部密封部件，5、压力传感器，6、出

水口，7、底部密封部件，8、温度传感器，9、第二竖直井井筒，10、微地震信号地面采集系统，

11、井中电缆，12、检波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如图1所示，利用小型水力压裂测试原位地应力压裂施工作业系统，包括第一竖直

井筒1、油管2、封隔器3、顶部密封部件4、压力传感器5、出水口6、底部密封部件7和温度传感

器8；其中：第一竖直井筒1的底部位于煤层气藏地应力测试层位底部以下；油管2通过第一

竖直井筒1下入到煤层气藏地应力测试层位顶部，油管2的中轴线与第一竖直井筒的中轴线

重合，油管2底部与封隔器3顶部相连；封隔器3上部安装有顶部密封部件4，封隔器3中间设

置出水口6，封隔器3下部安装有底部密封部件7；出水口6位置处安装有压力传感器5，压力

传感器5用于测量出水口位置处的流体压力；封隔器3底部安装有温度传感器8，用于测量地

层温度。

[0029] 图2所示，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压裂施工作业系统，包括利用小型水力压

裂测试原位地应力压裂施工作业系统，还包括第二竖直井筒9、微地震信号地面采集系统

10、井中电缆11和检波器12；第二竖直井筒9的深度与第一竖直井筒1的深度相同；第二竖直

井筒9中安装有井中电缆11，井中电缆11的中轴线与第二竖直井筒的中轴线重合；井中电缆

11底部与第二竖直井筒底相距一定的间距，确保井中电缆11底部连接的检波器悬挂在第二

竖直井筒9中；井中电缆11顶部在地面第二竖直井筒井口位置处与微地震信号地面采集系

统10相连；井中电缆11上安装有多个检波器，第一个检波器位于井中电缆底部；检波器以相

同的间距被安装在井中电缆上，用于监测煤层气藏水力压裂过程中裂缝扩展方向和裂缝宽

度关键参数的变化规律。

[0030] 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压裂方法，采用上述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煤层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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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裂施工作业系统，包括以下步骤：

[0031] S1、原位地应力测试

[0032] 钻第一竖直井筒至煤层气藏中，然后进行完井和固井作业；下入小型水力压裂测

试地应力试验所需的油管，进行地应力测试；为了保证利用水力压裂实验测试地应力的精

度，在煤层气藏中第一竖直井筒直径偏差控制在5％以内，以确保跨式封隔器坐封膨胀时能

够将整个井筒横截面密封住；在进行跨式封隔器坐封时先将底部密封部件坐封，然后将顶

部密封部件坐封；用于记录注入压裂液压力的压力传感器测量精度为0.01MPa；用于监测封

隔器是否有效和记录井底温度的温度传感器测量精度为0.1℃。

[0033] 本次实施案例中，小型水力压裂实验和煤层气藏压裂施工作业过程中用到的压裂

液为水基压裂液；为了降低单次测量误差对整体测量结果的影响，需要进行不少于3次注

入/回流作业，记录整个过程中压裂液泵注压力、裂缝闭合压力、压裂液注入速度和压裂液

累积注入量，获得该煤层气藏的地应力参数。

[0034] S2、获取地层参数与岩石物理力学参数

[0035] 利用三维地震勘探技术对煤层气藏压裂施工作业区块进行勘探，明确该区块煤层

气藏(煤层)厚度、煤层走向、含水层位置、含水层是否与煤层连通、断层分布和断距；通过在

该区块钻探井，明确煤层厚度及其分布规律、煤矸石层位及其厚度；利用勘探井获取的煤层

试样，开展了煤岩、煤矸石、上覆岩层物理力学实验，获得了它们的密度、杨氏模量、泊松比、

孔隙度、饱和度、渗透率、单轴抗压强度、单轴抗拉强度、内摩擦角、黏聚力、断裂韧性、比表

面积和化学成分参数。

[0036] S3、三维地质力学模型建模及压裂参数模拟

[0037] 利用获得煤层气藏的地层参数、岩石物理力学参数、地应力，建立煤层气藏水力压

裂的三维地质力学模型；该模型为一个长方体，煤层气藏位于模型中间，压裂井眼从模型顶

部直至煤层气藏底部，采用射孔方式完井；模型中包括煤层气藏、上覆岩层、下卧岩层、井

筒、煤矸石层；对不同泵注压力、排量、时间、压裂液粘度、压裂液密度、支撑剂类型和支撑剂

粒径参数条件下煤层气藏中裂缝扩展规律进行模拟；通过对数值模拟计算结果进行分析，

优化出上述参数的具体数值；根据计算结果对压裂施工参数进行优化，包括：支撑剂密度、

支撑剂类型、压裂不同阶段支撑剂浓度、泵注压力、泵注时间和泵注排量；

[0038] S4、现场压裂施工及工艺控制

[0039] 下入压裂作业管柱至目标层位，向目标煤层气藏中注入压裂液，记录压裂作业过

程中压裂液泵注压力、压裂液注入速度、压裂液累积注入量；打开第二竖直井筒中的微地震

监测系统对煤层气藏水力压裂过程中裂缝扩展的方向、长度和宽度信息进行监测，并根据

监测结果及时调整压裂施工作业参数和工艺；

[0040] S5、压裂效果后评估

[0041] 通过对该井压裂作业后各种参数进行监测和记录，选取连续3天井底流压不大于

0.3MPa、日采气量不大于100m3之前的数据，统计出日产液量、累积产液量、日均产气量、最

高日产气量、稳产时间、累积产气量、动液面深度和套压参数；对比最高产气量、稳产时间和

累积产气量关键指标，对压裂效果进行评价；根据后评估评价结果，提出压裂作业参数和工

艺的优化措施。

[0042] 至此，利用本发明方法可以有效解决煤层气藏压力过程中不能形成错综复杂的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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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网络、不能实现对煤层气藏中裂缝尺寸进行量化、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压裂操作步骤和

流程的技术难题，具有实施步骤明确和可操作性强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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