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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低渗透砂砾岩油藏水力压裂裂缝扩展机理及其数值模拟研究，对该类储层压裂改造成功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将砂

砾岩储层中砾石表征为基质 - 交界面 - 砾石的三模态结构，假定砾石分布与几何尺寸及储层物性满足随机分布，结合 Moter-
Carolo 方法，完成砂砾岩储层数学表征；考虑储层渗流场、应力场、水化膨胀湿度场的三相耦合特征，结合损伤力学、断裂力学

等原理，利用细观损伤有限元的方法，建立了砂砾岩储层水力压裂裂缝扩展数学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研究。模拟分析了不同

主应力差、基质 - 砾石交界面强度、砾石强度情况下，水力裂缝遇砾石扩展情况，并最终实现砂砾岩储层水力裂缝动态扩展数值

模拟。研究表明，水力裂缝遇砾发生绕砾、穿砾、止裂现象，并以绕砾扩展为主，且裂缝发生明显转向，存在羽状次生裂缝；裂缝

转向程度和裂缝延伸长度与主应力差、砾石强度以及交界面强度有关，主要表现有：水平主应力差越小，水力裂缝遇砾转向越

明显；基质 - 砾石交界面强度增加，水力裂缝明显变短，并难以转向；随着砾石强度的增大，裂缝的转向程度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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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hydraulic fracture propagation in low permeability glutenite oil reservoir is of great sig-

nificance to the successful fracturing stimulation of this reservoir. By characterizing the gravel in the glutenite reservoir as a matrix-

interface-gravel three modal textures, and assuming that the gravel distribution, geometry and reservoir property meet the random 

distribution, the mathemat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glutenite reservoir was completed with the Moter-Carolo metho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tri-phase coupling of reservoir seepage field, stress field and hydration propagation moisture field, an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damage mechanics and fracture mechanics, the microscopic damage finite element method was used to establish a mathemat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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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里雅斯太地区低渗透砂砾岩储层油藏开发难

度大，具有油层物性差、非均质性强、强水敏性等特

征，压裂改造是砂砾岩储层开发的主要技术［1］。砾

石的存在使得裂缝扩展形态难以控制，水力裂缝扩

展机理不明确，压裂改造难度大。国外对砂砾岩储

层水力裂缝扩展问题研究较少，国内学者主要通过

室内真三轴物模实验和数值模拟方法对其进行初步

研究：赵益忠等［2］对不同岩性岩样进行水力压裂

实验，分析了不同岩样对水力压裂裂缝扩展的影响；

王昊［3］利用人造岩样添加砾石，研究砂砾岩油藏砾

石对压裂裂缝延伸的影响，得出砂砾岩水力压裂裂

缝扩展主要以发生绕砾现象为主；李连崇等［4］利用

RFPA 原理，将其运用到砂砾岩水力压裂裂缝扩展规

律研究中，分析砂砾岩水力压裂裂缝形态；李根等［5］

利用 RFPA 方法对砂砾岩储层水力裂缝扩展进行数

值模拟分析，基于国内某砂砾岩储层相关参数，分析

了水力裂缝扩展情况与规律；罗攀等［6］进行了砂砾

岩水力裂缝延伸路径模拟研究，通过编程模拟了砾

径、含量以及断裂韧性对砂砾岩储层水力裂缝扩展

和压力的影响。以上学者对于砂砾岩储层水力压裂

裂缝扩展数值模拟研究均是在 RFPA 软件的平台上

进行，并没有一套专门适用于分析砂砾岩储层裂缝

扩展的方法和程序。笔者建立复杂介质条件下的裂缝

扩展模型，基于损伤力学、细观有限元等相关方法［7-10］，

编制相应程序，探索低渗砂砾岩储层水力压裂裂缝

扩展规律和裂缝形态，进一步完善砂砾岩油藏增产

改造机理。

1　砂砾岩裂缝扩展数学模型的建立
Building of mathematical model of fracture 
propagation in glutenite reservoir

1.1　砂砾岩储层砾石表征

Gravel characterization of glutenite reservoir
将砂砾岩储层中砾石表示为“基质 - 交界面 -

砾石”三模态圆形结构［1，11-12］，考虑砾石分布和几何

尺寸的随机分布性［11-13］，完成砂砾岩储层数学表征。

（1）砾石中心点坐标（x0，y0）。设中心点位置（x0，

y0）服从均匀分布，生成砾石的区域为 W×H，区域的

左下角为坐标原点（0，0），rand（0，1）为（0，1）内的

伪随机数，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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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 为研究区域长，m；H 为研究区域宽，m。

（2）生成粒径 l。设砾石粒径服从正态分布，其相

应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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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μ 为 l 的均值，m；σ 为 l 的均方差，m。

在假定了砾石上述几何参数的先验概率模型

后，采用 Monte-Carlo 模拟实现参数的随机抽样，对

于任意给定的分布函数 F（x），直接抽样法如下：

 X t
F tF = >
inf
( ) ξ  （3）

式中，XF 为由已知分布函数 F（x）所产生的简单子样

X1，X2，…，XN 中的个体；ξ 为伪随机序列 ξ1，ξ2，…，ξN

中的对应伪随机数。

1.2　砂砾岩储层非均质性表征

Heterogeneity characterization of glutenite 
reservoir

由于砾石的存在，砂砾岩储层一般具有强非均

质性［13-14］，考虑储层物性参数满足一定的统计规律，

采用 Weibull 分布，完成储层非均质性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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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α 为具有一定统计规律的相关参数；α0 为参

数 α 的平均值；m 为性质参数，表示参数 α 的均匀

程度；φ（α）为参数 α 的统计学分布密度。

of hydraulic fracture propagation in glutenite reservoir. This mathematical model was used to simulate and analyze the hydraulic fracture 

propagation when the fractures encounter gravels under different principal stress differences, matrix-gravel interface strengths and gravel 

strengths. Finally,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dynamic propagation of hydraulic fractures in glutenite reservoir was completed. 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some phenomena such as bypassing, passing through and arresting occur when hydraulic fracture encounters gravels. 

Especially, propagation through bypassing gravel predominates. The fracture apparently diverts, and pinnate secondary fractures occur. 

The fracture diverting level and penetration are related to the principal stress difference, gravel strength and interface strength. Essen-

tially, the smaller the horizontal principal stress, the more apparent the diversion of hydraulic fracture when it encounters gravels. As 

the matrix-gravel interface strength increases, the hydraulic fracture apparently shortens and is difficult to divert. As the gravel strength 

increases, the diverting level of fractures increases. 

Key words: glutenite reservoir; hydraulic fracture propagation; multiphase coupling; microscopic damage;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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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弹性模量为例，式（4）写成弹性模量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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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 为弹性模量平均值，GPa；φ（E）为弹性模量

基元分布值。

1.3　砂砾岩储层水力裂缝扩展损伤计算

Damage calculation for hydraulic fracture 
propagation in glutenite reservoir

对于砂砾岩储层水力裂缝的起裂和扩展，考虑

其是在剪应力和张应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14-16］，

即单元破坏形式为 Mohr-Coulomb 剪切破坏与最大

拉伸破坏相结合的方法。当单元的应力状态或者应

变状态将满足某个给定的损伤阈值时，单元开始损

伤。本文模型采用单元的“Mohr-Coulomb 剪切破坏”

和“拉伸破坏”两种损伤阈值确定网格断裂问题。

（1） Mohr-Coulomb 剪切破坏。当单元剪应力达

到 Mohr-Coulomb 损伤阈值时，

 F f= −
−

σ σ
φ
φ1 3

1
1
+

c
sin
sin ≤  （6）

式中，φ 为摩擦角，°；fc 为单轴抗压强度，MPa；σ1

为最大主应力，MPa；σ3 为最小主应力，MPa。

（2）最大拉伸破坏。当单元达到抗拉强度 ft 损伤

阈值时
	 σ3 ≤ fc （7）

按照上述理论，首先采用载荷连续加载的方式

对每一步给定的载荷增量进行应力计算，然后根据

破坏准则来检查模型中是否有破坏单元（判断单元

是否满足 Mohr-Coulomb 剪切破坏或是最大拉伸破

坏，并以最大拉伸破坏为主，在不能满足的条件下判

断是否满足 Mohr-Coulomb 剪切破坏，即将 Mohr-
Coulomb 剪切破坏作为第二破坏准则）。

当单元应力状态达到临界值时，单元发生破坏。

单元的破坏模型主要有损伤判断准则和损伤演化方

程。这里只给出弹性模量变化的情况，弹性模量的

线性损伤演化方程为

 E= （1–B） E0 （8）
式中，E0 为无损伤单元的弹性模量，MPa；E 为损伤

单元的弹性模量，MPa；B 为损伤因子。

1.4　砂砾岩储层水力裂缝扩展数学模型

Mathematical model of hydraulic fracture 
propagation in glutenite reservoir

根据线弹性断裂理论，由水化膨胀湿度场方程、

渗流方程和应力平衡方程［16-19］，建立砂砾岩储层水

力压裂裂缝扩展的数学模型。

（1）砂砾岩储层水化膨胀湿度场方程。

 C W
x

C W
yf f

∂
∂

+
∂
∂

=
2

2

2

2 0  （9）

式中，Cf 为水的吸附扩散常数；W 为含水率；x，y
为裂缝扩展方向。

（2）渗流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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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 为渗透率，mD；p 为流体压力，MPa。

（3）平衡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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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σij 为应力，MPa；bi 为体积力，MPa；i，j 为张

量下标，i=1，2，j=1，2。

（4）几何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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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εij 为应变；u 为位移，m。

（5）本构方程。

 σ σ δ ε ε σ δij ij ij ij ij' p p= − = − +  −D( )w 0   （13）

式中，σij' 为有效应力，MPa；σ0 为初始地应力，MPa；

δij 为 Kronecker 常数；εw 为水化膨胀应变；D 为弹

性矩阵。

（6）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

①水化膨胀湿度场边界条件：研究区域固定边

界岩土含水恒定。

②渗流场边界条件：研究区域固定界限上设定

为初始地层压力；裂缝扩展端点处的单元应力设定

成延伸压力；考虑储层具有对称性，模拟 1/2 储层，

且此对称边界处不考虑渗流速度。

③位移约束：不考虑研究区域内固定边界上位

移以及对称边界上法向位移。

④初始条件：压裂施工前，按照 σH、σh 的值给定

原始应力场，固定边界湿度和初始压力均为上述给

定的未压裂前湿度（含水率）和压力。

2　水力裂缝遇砾形态数值模拟研究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hydraulic 
fracture shape when encountering gravel

根据目标区块低渗砂砾岩储层特征，考虑渗流

场 - 水化膨胀湿度场 - 应力场三相耦合问题，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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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数学方程，依次求解湿度场、渗流场、力位移方

程，并进行单元断裂判断与损伤计算，完成数值模拟。

本节研究砂砾岩储层不同主应力差、不同基质 -

砾石交界面强度、不同砾石强度下，砾石存在对水力

裂缝扩展的影响。建立单颗砾石基本模型，模型尺

寸 1 000 mm×1 000 mm，单元数 100×100；设定初

始裂缝长度位于 x 轴，长 120 mm；砾石粒径为 250 
mm，砾石中心点位于 x 轴，且距初始裂缝左端点为

350 mm；设定地层四周围压为 30 MPa 以控制渗流

边界；初始压力设为 25 MPa，每步增量 0.05 MPa；

最大、最小主应力大小分别为 35 MPa、25 MPa；地

层压力 20 MPa；砾石强度平均为 30 MPa，基质 - 砾

石交界面强度平均为 10 MPa；其余参数见表 1。

表 1　模型物理力学参数
Table 1　Physical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model

材料
弹性
模量

E/GPa

抗压
强度
σc/MPa

摩擦
角φ /
（°）

泊松
比 ν

孔
隙
度

性质
参数 /

m

渗透
系数 K/ 
cm·s-1

基质 20 20 30 0.20 0.1 50 5×10-12

交界面 10 10 20 0.25 0.2 100 5×10–10

砾石 30 30 40 0.15 0.05 200 5×10–14

2.1　不同主应力差

Different principal stress differences
利用上述建立的基本模型，以表 1 作为主要输

入参数，研究主应力差对水力压裂遇砾形态的影响，

选取不同主应力差为 0、5、10、15 MPa，观察水力裂

缝遇砾扩展形态，模拟结果见图 1。

图 1　不同主应力差下水力裂缝绕砾形态示意图
Fig. 1 Gravel bypassing shape of hydraulic fracture under different principal stress differences

由图 1 可看出：（1）主应力差 0 MPa 时，水力裂

缝遇砾后发生明显偏转，导致水力裂缝沿着转向方

向继续延伸，没有观察到恢复初始延伸方向的趋势；

随着主应力差的增大，裂缝遇到砾石后恢复沿最大

主应力方向扩展的时间缩短，即转向延伸距离减小；

（2）随着主应力差的增大，在相同条件下，裂缝整体延

伸的距离变大；但随着应力差进一步增大，由于裂

缝延伸压力变大，难度加大，裂缝扩展距离减小。

2.2　砾石强度

Matrix-gravel interface strength
利用上述基本模型，选取砾石强度为 20、30、40、

50 MPa，观察水力裂缝遇砾扩展形态，结果见图 2。

可以看出：（1）当砾石强度较小时，水力裂缝将全部或

者部分穿透砾石继续延伸，如模拟的第 1 种情况所

示，当砾石强度与基质强度一样为 20 MPa 时，水力

裂缝完全穿透砾石延伸，裂缝不发生偏转，此时可看

作常规低渗透储层水力压裂情况；（2）随着砾石强度

的增加，水力裂缝遇到砾石发生偏转程度增大。

2.3　基质 – 砾石交界面强度

Gravel bypassing shape of hydraulic fracture 
under different gravel strengths

利用上述基本模型，选取基质与砾石交界面强

度为 5、10、15、20 MPa，观察水力裂缝遇砾扩展形态，

模拟结果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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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砾石强度下水力裂缝绕砾形态示意图
Fig. 2 Gravel bypassing shape of hydraulic fracture under different interface strengths

图 3　不同交界面强度下水力裂缝绕砾形态示意图
Fig. 3 Gravel bypassing shape of hydraulic fracture under different gravel strengths

由图 3 可以看出：（1）随着基质与交界面强度的

增加，水力裂缝明显变短，并难以转向；交界面强度

5 MPa 时，裂缝的长度最长，裂缝转向程度最弱；（2）

随着基质与交界面强度的增加，当其强度达到基质

强度时，水力裂缝发生止裂的现象，即为 20 MPa 时

的模拟结果，这是由于交界面强度足够大，水力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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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穿透或是绕过砾石继续延伸；（3）整体来看，水力

裂缝遇砾转向及延伸主要受基质与交界面强度的影

响，即基质 - 交界面强度是水力裂缝遇砾转向和扩

展的主导因素。

3　砂砾岩储层水力裂缝扩展数值模拟实现
Numerical simulation realization of 
hydraulic fracture propagation in glutenite 
reservoir

在本文建立的砂砾岩储层水力压裂裂缝扩展数

学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数值模拟实现。建立砂砾岩

储层基本模型，模型尺寸：1 000 mm×1 000 mm；

单元数：200×200；设定砾石粒径为 15 mm，砾石

个数为 300 个，砾石分布及几何特征满足本文 1.1 节

随机分布函数，模型其余参数同第 2 节单砾模型。

根据建立的模型，得到如图 4 所示的裂缝扩展

形态，可以看出：（1）由于储层的非均质性及砾石的存

在，裂缝出现“羽状”结构，这种羽状次生裂缝的生

成，加大了砂砾岩储层裂缝的复杂性，同时也验证了

砂砾岩储层水力压裂施工过程中压力变化不稳定的

情况；（2）水力裂缝存在较多分支缝，且水力裂缝遇砾

后主要以绕砾扩展为主，存在穿砾与止裂的现象，水

力裂缝发生明显转向。

图 4　砂砾岩储层水力压裂裂缝扩展形态
Fig. 4 Shape of hydraulic fracture propagation 

in glutenite reservoir

4　结论
Conclusions

（1）应用细观损伤有限元的方法，结合砂砾岩储

层特征，包括砾石表征、非均质性表征、多相耦合效

应等，建立了砂砾岩储层水力压裂裂缝扩展数学模

型，该模型可用于分析砂砾岩储层水力裂缝动态扩

展规律。

（2）裂缝转向程度和裂缝延伸长度与主应力差、

砾石强度以及交界面强度有关，主要表现有：主应

力差越大，裂缝遇到砾石后恢复沿最大主应力方向

扩展的时间越短，即转向延伸距离越小，水力裂缝遇

砾转向越不明显；随着砾石强度的增加，水力裂缝

遇到砾石发生转向程度增大；当砾石强度较小时，

水力裂缝将全部或者部分穿透砾石继续延伸；随着

基质与交界面强度的增加，水力裂缝明显变短，并难

以转向，当其强度达到基质强度时，水力裂缝发生止

裂的现象，整体来看，基质 - 砾石交界面强度是水力

裂缝遇砾转向与扩展的主导因素。

（3）砂砾岩储层水力裂缝不同于常规低渗储层，

水力裂缝不是沿最大主应力方向双翼延伸，存在明

显转向和羽状次生裂缝；遇砾发生绕砾、穿砾、止裂

现象，其中以绕砾扩展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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