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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力压裂增产技术在非常规油气藏的开发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但在储层和环境保护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而超临

界 CO2 连续油管喷射压裂技术有望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未来非常规油气资源高效开发的新型压裂方法。通过分析超临界 CO2

的特性以及超临界 CO2 射孔能力和射流增压效果可知：超临界 CO2 射流比水射流的射孔能力强，射流增压效果好，可在较低

的压力下实现喷射射孔和压裂；超临界 CO2 流体的渗透能力强，易渗入储层中的孔隙和微裂缝，在储层中产生大量微裂缝网

络，提高油气采收率；将超临界 CO2 作为压裂流体，不仅可以避免黏土膨胀等储层伤害的发生，而且还能提高增产效果，尤其适

合非常规油气藏的增产改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超临界 CO2 连续油管喷射压裂的流程，为该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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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sibility analysis on coiled-tubing jet fracturing with supercritical CO2

CHENG Yuxiong, LI Gensheng, WANG Haizhu, SHEN Zhonghou, FAN Xin

（College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China）

Abstract: Hydraulic fracturing techniqu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reservoirs, but 

it is facing some problems from the aspect of reservoir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iled-tubing jet fracturing with supercritical CO2 

(SC-CO2) is expected to be a solution to these problems and becomes a new and efficient technique for developing the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resources. By analyzing the properties of SC-CO2 and its rock breaking capability and pressure boosting effect, some conclu-

sions can be drawn as follows: The rock breaking capability and pressure boosting effect of SC-CO2 jet is stronger than water jet, so the 

jet perforation and fracturing process can be accomplished with a lower pressure. The infiltration capacity of SC-CO2 is so strong that 

it can infiltrate into the formation easily and cause a network of interconnecting fracture, enhancing the recovery of oil and gas. When 

SC-CO2 is utilized as the fracturing fluid, formation damage, such as clay swelling, can be avoided, and it can improve the stimulation 

effect with its unique properties. So it is especially appropriate for the fracturing stimulation of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reservoirs. 

Finally, the operation procedure of coiled tubing jet fracturing with SC-CO2 was put forward, which provided guida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ique.

Key words: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jet fracturing; coiled-tubing;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feasibility analysis

随着世界油气勘探开发的不断深入发展，页岩

气、煤层气、致密砂岩气、稠油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已

成为 21 世纪重要的接替能源［1-2］，但是绝大多数非

常规油气藏均需压裂改造才能投产，其中 9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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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煤层气井和页岩气井通过压裂改造才能获得商业

化产量［3］。目前，水力压裂已广泛应用于非常规油

气藏的增产作业，但在压裂增产效果和环境保护两

方面，仍存在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

在储层保护方面，水力压裂需要注入大量高黏

压裂液，压裂后还要泵入破胶剂返排，不仅成本高昂、

工序复杂，而且在对页岩层、煤层等高含黏土矿物的

水敏性储层进行水力压裂时，水基压裂液中的水会

使黏土膨胀，堵塞储层孔隙，影响压裂效果［4］。虽然

目前已研制出多种清洁压裂液，但是仍然无法彻底

消除压裂时造成的储层损害。

在环境保护方面，首先，水基压裂液中添加了大

量的化学药剂，不仅会污染地下水，而且返排至地面

后，也会对地表环境造成污染［5］；其次，非常规油气

藏常用的大规模水力压裂会耗费大量水资源，以美

国的 Barnett 页岩气田为例，平均每口井压裂用水量

高达 13 650 t［6］。

随着钻完井技术的快速发展，20 世纪末超临界

CO2 流体被应用到钻完井工程中。研究表明，超临

界 CO2 连续油管喷射压裂技术可望解决这些问题。

超临界 CO2 流体的黏度接近于气体、密度接近于液

体，而且扩散系数较高、表面张力接近于 0［7］，所以超

临界 CO2 流体在喷射压裂过程中具有较低的流动

摩阻、较强的喷射射孔能力、射流增压效果和渗透能

力。这意味着利用超临界 CO2 流体可以在较低的

地面泵压下完成喷射射孔作业，并依靠其射流增压

效果显著提高孔内压力，最后，凭借其极强的渗透能

力在储层中产生大量的微裂缝网络。而且，超临界

CO2 压裂流体中不含水也不含固相，在压裂过程中

不会对储层造成伤害，是一种清洁压裂流体。更重

要的是，在利用超临界 CO2 对页岩气藏和煤层气藏

进行压裂改造时，CO2 会因其更强的吸附能力置换

出储层中的吸附态甲烷，可以有效地提高非常规天

然气的采收率［8］。因此，超临界 CO2 连续油管喷射

压裂有望成为环保、高效、安全的新型压裂方法。

笔者在分析超临界 CO2 流体特性的基础上，通

过分析超临界 CO2 射流的射孔能力和增压效果，验

证了将其用于喷射压裂施工的可行性；然后阐述了

该技术在油气藏增产方面的优势，并提出了超临界

CO2 连续油管喷射压裂的工艺流程。

1　超临界 CO2 流体及其特性

常温常压下，CO2 为无色无味的气体，对人和

环境都没有伤害，没有燃烧性和助燃性。当温度大

于其临界温度（TC=31.1℃），压力大于其临界压力

（PC=7.38 MPa）时，CO2 就会达到超临界状态，成为超

临界 CO2 流体，图 1 是 CO2 的相态图［7］。因此，在

压裂施工的高压高温条件下，CO2 很容易达到超临

界状态。

 

图 1　CO2 相态图

超临界流体既不同于气体，也不同于液体，它具

有许多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超临界 CO2 的密度接

近于液体，黏度接近于气体，而且扩散系数较高、表

面张力接近于 0，具有很强的渗透能力。表 1 为超临

界流体与常温常压气体及液体不同性质的比较。
表 1　超临界流体和气体、液体的性质比较［9］

参数 气体 超临界流体 液体

0.1 MPa, 
15~30 ℃ PC, TC 4PC, TC

0.1 MPa, 
15~30 ℃

密度 / 
kg·m−3 0.6~2 200~500 400~900 600~1 600

黏度 / 
10−5 Pa·s 1~3 1~3 3~9 20~300

扩散系数 / 
10−7 m2·s−1 100~400 0.7 0.2 0.002~0.03

1.1　密度和溶解性能

超临界 CO2 的密度接近于液体，具有较强的溶

解性能，而且密度和溶解性能都随压力的升高而显

著增大［10］。因此，在压裂施工的高压条件下，超临界

CO2 具有较高的密度和很强的溶剂化能力，能够溶解

近井地带的重油组分和其他有机物，减小油气在近

井地带的流动阻力，进一步提高压裂增产的效果。

1.2　黏度、扩散系数、表面张力

超临界 CO2 的黏度接近于气体，比液体小两个

数量级，因此，即使在较小尺寸的管柱中流动，超临

界 CO2 的流动摩阻也不会很大，在压裂施工中有利

于降低地面泵压，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

同时，超临界 CO2 具有较高的扩散系数，表面张

力接近于 0，因此渗透能力极强，所以在压裂过程中

很容易渗入储层中的孔隙和微裂缝，从而产生大量

的微裂缝网络，提高油气藏采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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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超临界 CO2 射流的射孔能力和射流增压
效果

水力喷射压裂技术包括水力喷砂射孔和水力压

裂两个过程。首先，高压压裂液通过井下射流装置，

在套管和岩石上形成一定直径和深度的射孔孔眼；

然后，高速射流继续进入孔眼中，直至在孔眼中滞

止。根据射流增压原理，孔眼内的滞止压力高于环

空压力，当滞止压力达到地层破裂压力时，射流孔道

顶端将产生裂缝并延伸［11］。所以，要实现喷射压裂

工艺，工作流体必须要具有一定的喷射射孔能力和

射流增压能力。

超临界 CO2 射流的射孔机理与水射流类似，包

括射流冲击作用、楔劈作用等，但是超临界 CO2 的楔

劈作用特别突出（图 2）。与水相比，超临界 CO2 流

体的黏度较低、扩散系数较大，而且表面张力接近于

0，所以非常容易渗入岩石微孔隙和微裂缝中，可有

效降低岩石强度［12］。如图 3，在 193 MPa 的压差下

水射流只能在 Mancons 页岩上切割出狭窄的断口，

而超临界 CO2 射流可在 90 MPa 的压差下切割出更

深更宽的断口［13］。所以，利用超临界 CO2 进行喷射

射孔，可以在较低的压力条件下射开套管和地层岩

石，形成射孔孔眼。

 

图 2　水射流与超临界 CO2 射流楔劈作用对比

图 3　水射流和超临界 CO2 射流在 Mancons 页岩上的 
喷射破岩效果

为了证实超临界 CO2 射流的射流增压效果，利

用计算流体力学方法模拟了超临界 CO2 喷射压裂过

程中的孔内流场，并对比了超临界 CO2 喷射压裂与

水力喷射压裂的孔内增压效果。如图 4，在 3 种喷嘴

压降下，超临界 CO2 喷射压裂的孔内滞止压力都高

于相同条件下水力喷射压力的孔内滞止压力，在喷

嘴压降为30 MPa时，其增压值比水力喷射压裂高2.4 
MPa，可见超临界 CO2 喷射压裂具有比水力喷射压

裂更强的增压效果。所以，利用超临界 CO2 进行喷

射压裂，在相同喷嘴压降下可获得更高的孔内增压

值，更有利于使地层起裂。

 

图 4　超临界 CO2 喷射压裂与水力喷射压裂的 
孔内压力分布对比

综上两点，超临界 CO2 射流比水射流的射孔能

力更强，射流增压效果更好，可以在更低的施工压力

下实现喷射射孔和压裂工艺。

3　 超临界 CO2 压裂流体在油气增产方面的
优势

在水力压裂中，水基压裂液中的水分不可避免

地使储层中的黏土膨胀，堵塞储层孔隙，这在页岩层

和煤层等水敏性储层中尤为严重。而超临界 CO2 流

体不含水，从根本上避免了水敏伤害的发生，是一种

清洁压裂流体。相反地，超临界 CO2 渗透到储层后，

还能凭借其独特的性质进一步提高增产效果。

（1）超临界 CO2 压裂流体不含水，不仅不会使储

层中的黏土膨胀，反而可以使致密的黏土砂层脱水，

打开砂层孔道，疏通储层与井筒间的流动通道，降低

近井地带的表皮系数［14］。

（2）相对于常规压裂液，超临界 CO2 压裂流体黏

度低而扩散能力强，表面张力接近 0，所以渗透能力

很强，很容易渗入储层中的孔隙和微裂缝，从而产生

大量的微裂缝网络，最大程度地增加泄油面积，并有

效地驱替其中的油气，提高油气藏采收率［15］。

（3）超临界 CO2 溶剂化能力强，能够溶解近井地

带的重油组分和其他有机物，降低表皮系数，减小油

气在近井地带的流动阻力，进一步提高压裂增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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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4）超临界 CO2 渗透能力强，能渗透到原油中，

使其体积膨胀，黏度降低，从而增大原油流动性，增

加储层能量，有利于储层中原油的驱替，适合稠油油

藏的增产作业［14］。

（5）与天然气主要成分 CH4 一样，CO2 可被煤层、

页岩层等吸附储层吸附，而且 CO2 与储层的吸附能

力强于 CH4 与储层的吸附能力。所以在利用超临界

CO2 喷射压裂技术改造页岩气藏和煤层气藏时，注

入的 CO2 与 CH4 之间会存在竞争吸附的关系，吸附

能力更强的 CO2 会置换出储层中的吸附态甲烷，显

著提高气藏的采收率［16］。

4　超临界 CO2 连续油管喷射压裂流程及优势

4.1　超临界 CO2 连续油管喷射压裂流程

超临界 CO2 连续油管喷射压裂包括超临界 CO2

喷砂射孔和超临界 CO2 压裂两个过程，示意图见图

5。在施工前要准备好充足的 CO2 气源，而且 CO2

储罐要加装制冷机组，以保证储罐内温度在 −15~10 
℃，压力保持在 4~8 MPa，以保证进入混砂车的

CO2 处于液态。在地层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CO2

流体非常容易达到超临界条件（温度超过 31.1 ℃，

压力超过 7.38 MPa）。据文献报道，在超临界 CO2

钻井过程中，一般井深超过 750 m，CO2 就会进入超

临界状态［12］。而在压裂施工中，压裂层位的管柱

内 CO2 流体压力比钻井时更高，更容易进入超临界

状态。因此，在绝大部分压裂井段，CO2 都已成为

超临界流体，不需要额外的相态控制手段。在极其

特殊的地层情况下（如非常浅的井段或者异常低温

地层），可在井口加装 CO2 加热装置，帮助 CO2 达到

超临界温度。

 

图 5　超临界 CO2 连续油管喷射压裂的原理示意图

超临界 CO2 喷砂射孔：压裂车组将 CO2 和磨

料的混合物通过连续油管泵入到井筒中。CO2 在井

筒中下行的过程中，CO2 的温度和压力都会逐渐升

高，当温度和压力同时超过临界点时，CO2 会从液态

转变为超临界态。当超临界 CO2 到达喷射压裂装置，

产生超临界 CO2 磨料射流，射穿套管和储层岩石，形

成射孔孔眼。

超临界 CO2 压裂：循环洗井后，通过连续油管

与环空同时泵入纯净的超临界 CO2。由于超临界

CO2 射流具有较强的增压效果，孔眼内的滞止压力

明显高于环空压力。超临界 CO2 扩散能力很强，在

高压下将渗透进入地层孔隙和微裂缝，使地层破裂

压力降低。最终，射孔孔眼内压力超过地层破裂压

力，地层产生裂缝并延伸。最后用混砂车将支撑剂

混入液态 CO2，使支撑剂随 CO2 进入裂缝。

超临界 CO2 压裂流体是一种清洁压裂流体，因

此作业后不需要返排，可以直接生产。如果压裂储

层是页岩气藏、煤层气藏或稠油油藏，在生产前可

以关闭环空和连续油管进行焖井，使 CO2 充分置换

页岩气藏和煤层气藏中的吸附态甲烷，或使 CO2 与

稠油充分作用，降低原油黏度，从而提高油气藏的

采收率。

4.2　超临界 CO2 连续油管喷射压裂优势

连续油管水力喷射分层压裂技术一次下管柱作

业层数多，避免了炮弹射孔的压实效应，无需机械封

隔，是一种有效的油气增产手段［17］，但也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如：连续油管内径小，流动摩阻大，导致

井下水力能量不足；连续油管承压能力有限，限制

了施工压力。

由于超临界 CO2 的独特性质，利用超临界 CO2

进行连续油管喷射压裂使得连续油管的优势得到有

效发挥：首先，超临界 CO2 流体的黏度远小于常规

压裂液，可显著减小连续油管中的流动摩阻，从而保

证井下喷射压裂设备获得足够的水力能量；其次，

由于超临界 CO2 射流的破岩门限压力低，孔内增压

效果好，利用超临界 CO2 流体进行喷射压裂，可以在

连续油管的承压条件下完成射孔和压裂作业；最重

要的是，由于超临界 CO2 压裂流体是一种清洁压裂

流体，施工后无需返排，缩短了作业周期，降低了成

本，进一步发挥了连续油管技术高效、经济的特点。

综上，超临界 CO2 连续油管喷射压裂使超临界

CO2 喷射与连续油管压裂的技术优势都得到了有效

发挥，非常适合于页岩气藏、煤层气藏、稠油油藏等

非常规油气藏的压裂改造，有望成为未来非常规油

气资源高效开发的新型压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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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超临界 CO2 流体的黏度接近于气体、密度接

近于液体，而且扩散系数较高、表面张力接近于 0，
吸附能力比甲烷更强，利用超临界 CO2 进行连续油

管喷射压裂有望解决常规水力压裂技术无法解决的

难题。

（2）超临界 CO2 射流比水射流的射孔能力更强，

射流增压效果更好，可以在更低的施工压力下实现

喷射射孔和压裂工艺，提高了压裂施工的安全性。

（3）利用超临界 CO2 作为压裂流体，不仅可以从

根本上避免黏土膨胀、水锁等储层伤害的发生，而且

还能凭借其独特的性质进一步提高增产效果，尤其

适合页岩气藏、煤层气藏、稠油油藏等非常规油气藏

的压裂改造。

（4）超临界 CO2 连续油管喷射压裂技术使超临

界 CO2 喷射与连续油管压裂的技术优势得到有效发

挥，进一步增强了连续油管压裂技术的适应性，有效

拓宽了其作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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