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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室内真三轴水力压裂模拟实验、现场压裂实践和理论分析的方法，从储层岩石的脆性指数、水平应力差、天然裂

缝的力学特征和发育程度、液体黏度和施工参数等方面分析了储层形成复杂裂缝网络的受控因素，初步建议以多因素耦合的复

杂缝网体积（或有效地改造储层的体积 ESRV）来表征水力压裂对储层的改造程度。复杂缝网体积，既包括了裂缝总面积与储

层体积的比表面积（裂缝的密度）的作用也包括了裂缝所触及到改造体积（裂缝体积）的作用。研究表明，储层的水力压裂复杂

缝网指数受到地质因素和工程因素的双重影响。

关键词：水力压裂；复杂缝网体积；天然裂缝

中图分类号：TE357.2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Effective Stimulated  
Reservoir Volume（ESRV）

CUI Mingyue, LIU Yuzhang, XIU Nailing, DING Yunhong, YAN Xuemei, DOU Jingjing, FU Haifeng
（Petro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Langfang, Langfang 06500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lab experiments on Triaxial Test System，field	fracturing	practice，and theory analysis，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complex fracture network from the aspects of brittleness, horizontal 

stress	difference,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degree	of	natural	fractures,	fluid	viscosity	and	treatment	parameter	etc.	A	

new parameter complex fracture network volume（or effective stimulated reservoir volume）is suggested to evaluate the stimulating 

degree of the reservoir. Complex fracture network volume（ESRV）reflects	both	effect	of	specific	surface	area,	ie,	total	fracture	area	to	

reservoir volume, and the effect of stimulated volume by fracturing. The research shows the extending shape of fractures in reservoir is 

influenced	by	both	geological	factors	and	engineer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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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一些学者研究认为页岩气储层具有改造体

积越大、增产效果越好的特点，且压裂裂缝不再是单

一的对称裂缝，而是形成裂缝网络，其中一个重要机

理就是提高了改造的储层体积（SRV）。为了借鉴和

推广应用这一做法，吴奇等提出了“体积改造”这一

新理念，命名了“体积改造技术”这一新概念，探讨

了传统压裂与体积改造的裂缝起裂模式和储层渗流

机理的重大变化［1-3］。吴奇为了进一步强化体积改

造理念，将提高储集层纵向动用程度的分层压裂、增

大储集层渗流能力和储集层泄油面积的水平井分段

改造技术都定义为广义上的“体积改造”技术。而

实际上，为了实现某些（衰竭式开采）条件下油气藏

（特别是页岩气）的经济有效开发，最终追求的则是狭

义上的、通过压裂手段产生网络裂缝为目的的改造。

这种改造方式，将具有渗流能力的有效储集体“打

碎”，形成裂缝网络，使裂缝壁面与储集层基质的接

触面积最大（裂缝密度），使得油气从任意方向基质

向裂缝的渗流距离“最短”，极大地提高储集层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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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率（裂缝体积），实现对储集层在长、宽、高三维

方向的 “立体改造”。

为了表征“体积改造”形成的复杂裂缝程度，一

些学者［4-5］采用裂缝复杂指数（FCI）来表征体积改

造效果的好坏。一般来说，FCI 值越大，说明产生的

裂缝就越复杂、越丰富，形成的改造体积就越大，改

造效果就越好。该值是一个和微地震测试结果相关

联的对裂缝复杂性的简单近似计算，表征的是总微

地震群宽度与长度的变化关系。但微震活动“云图”

通常有一个最小宽度，约为 30~60 m，且由于微地震

信号所表征的微地震事件与裂缝是否到达的关系尚

不十分准确，因此 FCI 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且

只能作为具有微地震监测手段的水力压裂施工其裂

缝复杂程度的后评估，不能用于前期对压裂设计的

完善和优化预测意义。实际上，不同的储层和各种

工艺手段，其形成裂缝的形态和接触储层的程度大

有不同，因此研究储层水力裂缝网络延伸的影响因

素，合理表征储层改造程度对优化压裂设计具有重

要意义。

基于室内真三轴水力压裂模拟实验、现场压裂

实践和理论分析，探讨了一种方法，从地质因素和施

工因素 2 个方面出发，找出不同储层水力压裂后复

杂裂缝网络发育程度的影响因素，引入了裂缝壁面

总面积与储层体积的比表面积（裂缝的密度）和裂缝

所触及到储层总容积（裂缝体积）的双重作用的概念，

合理表征储层改造程度。

1　复杂缝网体积（ESRV）的概念

1.1　 直井、水平井和体积改造的裂缝形态与改造

程度

改造的储层体积揭示了北美页岩气得以有效开

发的本质。但 SRV 是建立在页岩水力压裂施工过

程中微地震信号基础上的统计学结果，带有声波检

测功能的大型物理模拟实验结果表明［6］，有的微地

震信号是由岩石颗粒位移引起，微地震信号所到之

处既不意味着液体或支撑剂到达，也不意味着所有

SRV 内的裂缝都是具有导流或渗流能力的张开的

有效状态。即在从微地震得到的 SRV 所包括的体

积之内，并不都是有效的供油气渗流的体积。特别

是从广义体积改造出发的直井多层和水平井多段压

裂，虽然因其多个缝长的最远端所包络的体积巨大，

其从微地震信号获得的 SRV 也会很大，但因为仅包

括单条或几条裂缝，其提供的渗流能力对超低渗透

储层所需求的有效渗流的贡献却十分有限。

如图 1 所示，直井改造形成的裂缝仅仅是增加

了泄流面积，水平井多段压裂的多个裂缝面积叠合

则形成了一个裂缝触及与包络到的 SRV 改造体积

V1（广义的体积改造）；如果储层有天然裂缝或者是

靠技术使裂缝复杂化，而带来的 SRV 体积 V2，虽与

在微地震表现出来与 V1 接近，但因裂缝数量增多会

使改造更有效。

图 1　储层改造程度 

当水平井多段压裂形成的复杂 SRV 改造体积

V2 处于自身含有更为丰富的天然裂缝的储层中，由

于水力压裂改造的液体效率达不到 100%，压裂液或

支撑剂形成的水力裂缝最远端包络的体积（图 1 中

的 V1 或 V2）也由于天然裂缝的产状不同出现继续延

伸或者提前闭合２种状态。对于提前闭合的情况，

其改造得到的有效渗流的体积 V2 也将小于观测到

的 SRV。反之，还有一种可能是，天裂缝非常丰富且

呈张开状态，导致复杂裂缝可与远端天然裂缝沟通

延伸，则改造得到体积 V2 会被扩大，如图 1 所示 Vn，

复杂裂缝网络的 Vn 会比从微地震反应出来的 SRV
要高。

相对于改造程度对产量的影响，改造体积 V1 的

复杂缝网或有效渗流的程度远远不够，形成了复杂

缝网的 V1+V2 或 Vn 能够带来的“有效渗流”，相当于

再创造了一个高渗透储层。显然，相对来讲，改造体

积 V1、改造体积 V2、改造体积 V1+V2、改造体积 Vn 对

储层的改造程度是依次增高的。

1.2　复杂缝网体积（ESRV）

水力裂缝沟通数量较高的天然裂缝或通过技术

手段使裂缝复杂化，共同形成一个“有效渗流”的复

杂缝网，则这个复杂缝网触及到的储层的体积，被称

为复杂缝网体积或有效的改造储层的体积（Effective 
Simulated Reservoir Voluem）。之所以将复杂缝网体

积与有效的改造储层体积（ESRV）划等号，是因为复

杂缝网体积占该井的井控单元油藏体积（单井控制

油藏容积 V）比例 Vi 越大，则改储层被改造的程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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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Vi（Vn /V）或可称复杂缝网体积系数。

复杂缝网体积（ESRV）意味着有效储集体被“打

碎”，同时形成裂缝网络，使裂缝壁面与储集层基质

的接触面积最大（裂缝密度），使得油气从任意方向

基质向裂缝的渗流距离“最短”，极大地提高储集层

整体渗透率（裂缝体积）。

从图 1 可看出，虽然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如页

岩本身具有复杂的天然裂缝且水力压裂施工参数得

当，复杂缝网体积（ESRV）将大于利用微地震监测

得到的改造的储层体积（SRV），但在通常情况下，

复杂缝网体积 ESRV 小于或等于 SRV。对“广义”

体积改造下的致密砂岩储层水平井的多段压裂［2］ 

则 ESRV 一定小于 SRV，即 SRV>V1= V2>ESRV，只

有一条裂缝即无网络裂缝时，ESRV接近但并不为0。
1.3　 不同储层条件下复杂缝网体积与产量的关系

首先应用油气藏数值模拟技术考察了不同岩性

和渗透率的储层对储层改造得到的裂缝复杂程度的

需要。为了模拟裂缝复杂程度，采用了等效导流能

力方法描述裂缝，多重网格加密方法来模拟裂缝网

络。针对天然裂缝存在下的裂缝网络的复杂性，采

用分形的理念以体积等效以及分形维度等效表征复

杂缝网，将其简化为横平竖直的交叉网络，这样网络

裂缝的裂缝间隔（△ x）代表了裂缝数量和复杂程度。

如图 2 所示，网络裂缝的裂缝间隔（△ x）对改

造效果影响非常大。渗透率越低，越需要复杂缝网

体积，而渗透率升高到一定的值后，简单裂缝和复杂

裂缝的效果相近（致密气界限为 0.3 mD，煤层气 6 
mD）。中渗透油藏（~1 mD） 裂缝复杂性应该降到最

低。致密油藏（~0.01 mD）适度的复杂裂缝（小型裂

缝网络体积）将产生很好的增产效果。非常致密的

油藏（~0.0001 mD）只有形成极度复杂的裂缝网络（大

型裂缝网络体积），才能得到较好的改造效果。

其次，针对特定储层，考察了复杂缝网体积系数

Vi 与产量和采出程度的关系，如图 3，具有一定复杂

程度的复杂缝网体积（ESRV）绝对值或复杂缝网体

积系数 Vi 越大，则产量和采出程度越高。

可以看出，为达到“有效渗流”，复杂缝网体积

（ESRV）首先须满足复杂裂缝网络的复杂程度（渗

透率越低需要的缝间距越小，即裂缝的数量多且复

杂），此外还要满足复杂裂缝网络触及到的储层体积

要大（渗透率越低需要的体积越大，大规模网状裂

缝、小规模网状裂缝、无网络单缝）。裂缝密度和裂

缝体积 2 个概念，是对储层改造程度的最好表征。

但复杂缝网体积（ESRV）是从现场微地震数据

较难判断和求取的一个参数，需要结合储层的基本

性质和施工参数来分析其各种影响因素，才能在将

来建立初步的数学模型进行相关预测。

2　形成复杂缝网体积（ESRV）的影响因素分析

2.1　地质因素分析

根据已有资料分析和室内大型全三维水力压裂

物理模型实验验证结果，影响储层水力裂缝网络发

育程度地质因素包括储层岩石力学参数、水平应力

图 2　不同储层条件下渗透率对复杂缝网体积的需求 

图 3　不同复杂缝网体积对产量和采出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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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天然裂缝方向、发育程度和天然裂缝胶结程度等

几个重要方面。

2.1.1　岩性影响　对砂岩、煤岩、页岩 3 类岩石进行

了大量的水力压裂模拟实验，研究表明，不同岩性储

层形成复杂裂缝难易程度的差别非常大［6］。图 4 所

示页岩和煤岩等脆性、带天然节理的非常规储层易

形成复杂裂缝。砂岩储层使用常规压裂方法一般形

成双翼对称的裂缝。这是因为，致密砂岩产生张性

破裂，天然裂缝较发育的煤岩和页岩不但存在张性

破裂，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剪切裂缝，天然裂缝发育，

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干扰后，易发生剪切破坏。天

然裂缝的剪切滑移形成自支撑裂缝 , 有利于形成复

杂裂缝系统 , 提高导流能力。

图 4　不同岩性储层的形成复杂裂缝程度

尽管人们也希望在砂岩储层形成复杂裂缝以便

大幅度提高裂缝复杂程度，但其裂缝复杂化的机理

与页岩储层的情况截然不同。初步实验结果表明，

当砂岩储层含天然裂缝、水平应力差较低（小于 3 
MPa）、外界条件造成原有应力转向、瞬间净压力升高

（合适的液体黏度和排量、使用颗粒或纤维在缝端实

现暂堵）时，才有可能导致砂岩裂缝的复杂化。

2.1.2　岩石脆性指数的影响　根据国外对页岩储层

可压裂性的评价经验，压裂后所形成裂缝的复杂程

度与脆性指数正相关。因此，脆性指数 B（无量纲）

一度成为判断储层经过压裂能否形成复杂裂缝的重

要参数之一。Rickman 提出了采用弹性模量与泊松

比计算岩石脆性的数学方程，并给出了岩石脆性与

压裂裂缝形态的关系［7］。这一关系，对砂岩和碳酸

盐岩储层并不完全适合，但暂无替代的被认可的改

进模型。

2.1.3　天然裂缝发育程度的影响　如果天然裂缝与

当前水力裂缝的方向垂直，水力裂缝在发育期间，可

能会穿过天然裂缝继续延伸，也可能会导致天然裂

缝发生剪切或张开而形成缝网，这将增加裂缝与储

层的接触面积。显然，天然裂缝的多少（裂缝密度，

单位长度或单位面积内裂缝的条数或宽度）会明显

影响水力压裂后整个储层裂缝的复杂程度。但是迄

今构造的任一部位定量预测裂缝密度仍是一个尚待

解决的难题。比较简易的办法是通过分析岩心样品

的黏滞剩磁方向或从成像测井和常规测井结果来识

别天然裂缝，对天然裂缝的倾向、倾角、裂缝线密度、

裂缝开度、裂缝内部渗透性等进行定性或定量的判

断。上世纪 70 年代，随着分形几何学概念的提出， 
国外学者逐渐把这一理论引入储层裂缝研究领域。

构造应力作用是裂缝形成的根本原因， 根据对构造

应力研究来预测裂缝的发育分布， 应该是裂缝预测

的主要方向，但学者对于构造应力的求解方式、 构造

应力与裂缝的关系以及相关方法的适用性， 存在较

大分歧。

2.1.4　天然裂缝与水力裂缝方位关系的影响　有

限元流固耦合理论研究表明［8］，裂缝性储层水力

压裂时，当主裂缝和天然裂缝在夹角较小的情况下

（<30°，>0°），无论水平应力差多大，天然裂缝都会张

开，改变原有的延伸路径，为形成缝网创造条件；而

在夹角为中等（30°~60°），在水平低应力差情况下，

天然裂缝会张开，具有形成缝网的条件，而在高应力

差情况下天然裂缝将不会张开，主裂缝直接穿过天

然裂缝向前延伸，不具有形成缝网的条件；夹角较

大的情况下（>60°），无论水平应力差多大，天然裂缝

都不会张开，主裂缝直接穿过天然裂缝向前延伸，不

具有形成缝网的条件。因此，要改变主裂缝的延伸

轨迹，形成缝网，主要受主裂缝与天然裂缝的夹角和

水平应力差的大小这 2 个参数的控制。

2.1.5　水力裂缝是否穿越天然裂缝　水力裂缝与天

然裂缝相交时能否发生穿越或转向，与水平主应力

大小、逼近角和天然裂缝的力学参数有关。开启和

扩展天然裂缝，是形成缝网的基础。水力裂缝和天

然裂缝相交后，分支缝的起裂和延伸对形成复杂缝

网的几何尺寸与复杂程度有重要影响。

如图 5 所示，假设天然裂缝为方位大致一致的

裂缝组，共 m （无量纲）组，第 i 组逼近角为 θi（°），σH

和 σh 分别为最大和最小水平主应力。

图 5　天然裂缝性储层缝网形成示意图

水力裂缝与第 i 组天然裂缝相交点处流体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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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pfi，天然裂缝面上的正应力 σni 和剪切应力 τi 分

别为 

 σ
σ σ σ σ

θni
H h H h=
+

−
−

2 2
2cos( )   （2） 

 τ
σ σ

θi
H h=
−
2

2sin( )   （3） 

当压裂液进入到天然裂缝，只要缝内压力大于

裂缝面正应力及岩石抗张强度，将会开启天然裂缝

并形成具有一定宽度的分支裂缝。

大型物理模型实验结果更倾向于是岩石微裂缝

产状和工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1.6　天然裂缝胶结程度　显然，天然裂缝无胶结 
（内聚力 c 和抗拉强度 Tf 均为 0） 时，天然裂缝发生

剪切的可能性最大，仅在逼近角较大且水平主应力

存在一定差值时，水力裂缝可能穿过天然裂缝。如

果考虑天然裂缝胶结，水力裂缝穿过天然裂缝、天然

裂缝剪切或张开的情况均可能发生：胶结程度越高

（内聚力和抗拉强度 Tf 越大），天然裂缝剪切的可能

性越低；逼近角越小且水平主应力差越小，天然裂

缝越可能张开，逼近角越大且水平主应力差越大，水

力裂缝越容易穿过天然裂缝。

2.2　工程因素分析

根据已有资料分析和室内大型全三维水力压

裂物理模型实验验证结果，影响不同储层水力压裂

的复杂裂缝网络发育程度的工程因素包括缝内净压

力、压裂液黏度、施工排量、暂堵增压、人为制造缝间

干扰等几个方面。在大型物模实验中，通过定向射

孔也可以观察到非对称多裂缝系统，但其作用距离

有限，影响并形成的缝网限于井筒附近［6，9］。

2.2.1　缝内净压力　Olson 和 Renshaw 等［10-11］研究

表明，压裂施工净压力越大，水力裂缝越容易与预想

扩展平面产生偏转和扭曲，故也越容易沿着天然裂

缝剪切或张开。

翁定为 ［12］ 等针对天然裂缝发育和不发育 2 种

情况形成缝网的力学条件分析认为，对于天然裂缝

发育储层，形成缝网重点在于先形成具有一定缝长

的主裂缝 , 而后采取措施提升缝内净压力，使得天然

裂缝或储层弱面张开。如果在天然裂缝不发育储层 , 
要形成缝网则必须在岩石本体破裂形成分支缝。

在天然裂缝性储层，使天然裂缝张开形成分支

裂缝的力学条件为施工裂缝内净压力超过储层水平

主应力差值；要使裂缝在岩石本体破裂，裂缝内的

净压力在数值上应至少大于储层水平主应力差值与

抗张强度之和。

2.2.2　流体黏度　储层的压裂液黏度对裂缝扩展复

杂性具有重要影响。室内实验发现，低黏度流体更

易形成复杂的裂缝延伸形态，其压力曲线呈波动状

态，而高黏度流体更易形成平直的单一裂缝，其压力

曲线相对平稳（图 6）。采用高黏度压裂液，裂缝型

态是经典的双翼对称延伸，裂缝表面比较光滑，且水

力裂缝容易穿过预置的天然裂缝；采用低黏度压裂

液的时，裂缝表面非常粗糙，起伏比较明显，且水力

裂缝容易沿着天然裂缝方向延伸。

图 6　不同黏度时的压裂效果

国内外采用不同作业流体 2 次施工的微地震监

测结果也表明，滑溜水的储层改造体积远大于冻胶

压裂液，更易形成复杂的裂缝展布。

2.2.3　施工排量和暂堵增压　通过增加施工排量，

加入蜡球和大颗粒支撑剂暂堵，端部脱砂设计，在现

场施工观察到了施工压力的异常升高。采用裂缝

模拟软件对施工井的缝内净压力进行分析，得到了

净压力以 1 的斜率上升，大多数施工井实现了约 10 
MPa 的净压力提高。净压力值大于最大最小水平应

力差的 7.3 MPa，超出 3 MPa 左右［12］。

通过大尺寸真三轴实验系统［6］，证实了随着泵

排量的增大，裂缝形态更为复杂，岩石破坏程度更

高。纤维等暂堵材料能够引起裂缝净压力的升高，

从而导致水力裂缝发生转向延伸而形成复杂的裂缝

网络。

采用高排量压裂时，裂缝型态比较经典，裂缝表

面比较光滑，且水力裂缝容易穿过预置的天然裂缝；

而采用低排量压裂时，裂缝表面非常粗糙，起伏比较

明显，且水力裂缝容易沿着天然裂缝方向延伸。

2.3　耦合多因素的复杂裂缝网络发育程度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储层压裂复杂裂缝网络的

发育程度受到地质因素和工程因素的共同影响。按

照储层水力裂缝网络发育程度与不同地质、工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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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正、负相关，初步建议以包括了天然裂缝和水力裂

缝共同作用的复杂裂缝发育指数 Fi 来初步表征复杂

裂缝网络的发育程度

　 F B K L p q ti
i

m
a w h b c d

i fi
= ⋅ ⋅

−
⋅ ⋅

=
∑( ) ( )
1

σ
µ

 （4）

式中，为 Fi 复杂裂缝网络指数；B 为储层脆性指数；

Lfi 表示天然裂缝线密度；Ki 为临界判别因子；pw

为施工井底压力，MPa；μ 为压裂液黏度，mPa· s；q
为施工排量，m3/min；t 为施工时间，h。系数 a，b，c
和 d 可根据量纲协调原理进行确定。

临界判别因子 Ki 与主裂缝与天然裂缝夹角、最

大和最小水平应力都有关。当 0 ＜ Ki ＜ 1 时，水力

裂缝将穿过第 i 组天然裂缝；反之，Ki ≥ 1 表示第 i
组天然裂缝发生剪切或张开，更有利于储层改造缝

网的形成。大物模实验也表明，当主裂缝与天然裂

缝夹角为中等角度时，最大和最小水平应力差之比

为 1~1.3 时，能形成较为充分的缝网，当该值大于 1.5
时很难形成缝网。最大和最小水平应力差之比为

1~1.3 时，能形成较为充分的缝网，当该值大于 1.5 时

很难形成缝网。

3　复杂缝网体积（ESRV）的物理意义

针对不同条件的储层来估算 ESRV（包括了缝

密度和缝体积），应该建立多个独立的模型。至少不

同的储层对复杂缝网体积系数 Vi 的大小要求会随着

渗透率阶段变化，Fi 也因为净压力、最大最小水平应

力差值比等呈不连续阶段变化。

针对页岩，无复杂缝网就没有产量，其改造的储

层体积（SRV）的大小决定了井控储量范围，页岩气

只有通过压裂“制造更大的储层体积”才能有效动

用。其复杂裂缝网络所接触到的储层体积即是改造

的储层体积。

一般储层，复杂缝网体积（ESRV）则代表了储层

改造程度的高低。其物理意义在于，满足不同类型

储层要求的复杂裂缝触及到的储层体积占单井井控

单元油藏体积的比例（Fi）足够大。如何将 Fi 与 Vi

的进一步耦合，将在另一篇论文给予阐述。

4　结论

（1）基于室内真三轴水力压裂模拟实验、现场压

裂实践和理论分析，引入裂缝壁面总面积与储层体

积的比表面积（裂缝的密度）和裂缝所触及到储层总

容积（裂缝体积）概念，以复杂缝网体积（ESRV）来

合理表征储层改造程度。

（2） 影响 ESRV 的因素包括了地质和工程 2 大

类。地质因素是控制因素，决定了储层压裂能否形

成网络裂缝，脆性指数高、天然裂缝或弱面发育好，

胶结弱、储层水平主应力差小的储层压裂更容易形

成网络裂缝；工程因素可改变水力裂缝网络的复杂

性和波及范围，低黏流体可增加裂缝网络的复杂性，

提高净压力和增加施工规模是提高缝网波及区域的

工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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