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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体积压裂过程中井屏障完整性失效问题突出。基于页岩气井体积压裂技术特点和 MIT24 臂井径测井数据，分析了页岩

气井压裂过程井屏障系统及其失效模式。根据水力学原理，体积压裂砂堵、停泵瞬间过程井筒内流体流速突变产生水锤效应，水锤压

力在井筒内以斯通利波形式沿固−液界面传播。综合考虑水锤压力及流体压缩力因素影响，建立了水锤效应发生过程井筒流体最大

波动压力计算模型；分析了压裂砂堵停泵瞬间水锤效应引起的井筒流体压力变化特征及其对套管安全强度系数的影响。研究表明：

体积压裂砂堵停泵过程最大水锤压力达 31.88 MPa；考虑水锤效应影响，套管的抗挤强度系数降低至 0.95。综合考虑页岩气地层滑

移错动、套管低温收缩导致抗挤能力降低等情况，体积压裂过程在不均匀外挤载荷影响下足以导致套管发生局部损坏。基于以上研

究结果，提出井筒流体压力波动的施工对策，对基于体积压裂完井方式的页岩气井屏障完整性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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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ilure of well barrier integrity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safe and efficient shale gas development.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shale  gas  development  in  the  Changning-Weiyuan  Block,  the  failure  of  well  barrier  integrity  is  obvious  in  the

process of stimulated reservoir volume (SRV). In this paper, the well barrier system and its failure mode in the fracturing process of

shale  gas  well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hale  gas  well  SRV  and  the  MIT24  arm  caliper  log  data.

According to the hydraulics principles, water hammer effect is generated by the sudden change of fluid flow rate inside the wellbore at

the moment of SRV sand blocking and pump off, and water hammer pressure is propagated in the form of Stoneley wave along the

solid-liquid  contact  inside  the  wellbore.  Then,  model  for  calculating  the  maximum  surge  pressure  of  wellbore  fluid  du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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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 of water hammer effect was established by taking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n the effects of water hammer pressure

and fluid compression force.  Finall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llbore fluid pressure change caused by the water hammer effect at  the

moment  of  fracturing sand blocking and pump off  and its  effects  on casing’s  safety strength coefficient  were analyzed.  It  is  shown

from the field construction parameters that the maximum water hammer pressure in the process of SRV sand blocking and pump off is

as high as 31.88 MPa.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water hammer effect, casing’s collapsing strength coefficient is reduced to 0.95.

And  in  view  of  the  slippage  and  moving  of  shale  gas  formations  and  the  reduction  of  casing’ s  collapsing  strength  caused  by  its

shrinkage at low temperature, the non-uniform external loads are not high enough to damage the casing locally in the process of SRV.

Based  on  these  research  results,  the  construction  counter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fluctuation  of  wellbore  fluid  pressure  were

proposed, which can be used as the reference for the well barrier integrity management of shale gas well with the completion mode of

S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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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规模体积压裂是页岩气得以商业开发的基本

手段，为提高压裂排量，通常需要采用在套管内直接

泵注压裂液的工艺 (简称套管压裂)。页岩气套管压

裂相对于常规水力压裂技术具有压力高、排量大的

特点，通过体积压裂增加储层改造体积，实现了页岩

气产量的大幅提高，但体积压裂过程井屏障完整性

失效问题日益突显［1-2］。四川盆地长宁—威远是

国家级页岩气开发示范区，在前期 101口井 (其中水

平井 90口)实施套管压裂改造井中，32口井 (共 47
段)发生不同程度套管变形、破损等井屏障完整性

失效问题。

随着页岩气井体积压裂的规模应用，体积压裂

对井筒完整性的影响逐渐受到关注。2015年 API
RP100-1《水力压裂井完整性及裂缝控制》提出井筒

完整性的要求。压裂过程井筒完整性的影响因素具

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根据体积压裂技术特征，施工过

程中可能引起套管失效的主要因素有温度效应、页

岩滑移、水击效应等。Adams等分析了套管外水泥

环圈闭液对井筒完整性的影响［3］，田中兰、戴强等

针对影响套管强度性能的温度效应［4-8］、压力效

应、弯曲效应、页岩滑移进行了分析，提出多因素耦

合导致套管损坏的观点。目前研究内容主要在压裂

引起的温度变化、地层滑移等方面，针对压裂过程压

力波动对井筒完整性的影响，尤其是压裂砂堵、停泵

瞬间水击效应对井筒完整性影响的研究较少。

针对长宁—威远页岩气井压裂过程井屏障完整

性失效问题，分析了体积压裂过程水击效应引起的

压力波动规律，研究水击效应对井筒完整性的影响，

并提出相应工程应对措施。

1    页岩气井完整性屏障系统及失效形式

1.1    体积压裂工况井完整性屏障系统

井完整性屏障是指阻止地层流体无控制地向外

层空间流动的屏障。井屏障设计概念最早在 2004
年由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在 NORSOKD-010(第三版)
提出，为保障作业安全，在钻井、试油、完井、生产到

弃井等不同阶段一般必须建立 2道有效的井屏障，

即第一井屏障和第二井屏障。

长宁—威远页岩气区块压裂改造作业采用电缆

带分簇射孔工具+桥塞工艺。结合压裂工况特点，井

屏障完整性系统第一井屏障由压裂液构成，即通过

压裂液液柱压力平衡地层孔隙压力，避免地层流体

进入井筒；第二井屏障是指第一井屏障失效后，阻止

地层流体无控制向外层空间流动的屏障。从下至上

依次由地层、套管、套管外固井水泥环、套管头、套

管挂及密封、压裂井口装置构成。长宁—威远页岩

气井体积压裂过程井屏障完整性系统如图 1所示。

技术套管

压裂液

生产套管

表层套管

储层

桥塞

压裂井口装置

 
图 1　压裂过程井屏障完整性系统示意图

Fig. 1 Sketch of well barrier integrity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fr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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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页岩岩性特征及页岩气井水平段完井特

点，地层、水泥环和套管是页岩气井完整性第二屏障

系统中的薄弱环节［8］。

(1)地层：页岩岩性具有脆性特征，页岩气储层

天然裂缝、断层、层理发育，压裂液进入断层或岩性

界面，岩石摩擦系数降低容易导致岩层沿着断层和

岩性界面滑动。

(2)固井水泥环：水平井固井质量难保证，若水

泥环第一胶结面失效，压裂过程压裂液沿套管外侧

窜动，弱胶结处充满流体且与井筒内流体连通形成

异常高压区，水锤效应在套管外形成异常外挤载荷；

若水泥环第二胶结面失效，压裂过程压裂液沿弱胶

结面窜动进入地层，加剧泥页岩层不稳定性。

(3)套管：体积压裂排量大、泵压高，井底砂堵停

泵等可产生数十兆帕压力波动，井底压力接近套管

极限强度。

1.2    井屏障完整性失效形式

根据现场记录资料，四川盆地长宁—威远页岩

气井压裂施工前通井顺利，压裂之后，发生钻塞通不

过，或者下桥塞过不去，预测在水力压裂过程中套管

发生变形。通过开展 MIT24臂井径测井，证实套管

发生损坏，套管损坏特征如表 1所示。

长宁—威远页岩气井体积压裂过程井屏障完整

性失效以第二屏障失效为主。从损坏特征看，发生

损坏的位置在压裂点 200 m以内，位于压裂影响范

围内。井下遇阻集中发生在钻塞或泵送桥塞时，说

明套管在短时间内发生有限变形，即射孔压裂过程

套管出现损坏。根据测井评价，套管损坏井水平段

二界面固井胶结普遍较差，压裂过程压裂液一方面

沿裂缝进入地层，另一方面沿固井弱胶结面窜动。

根据水力学理论，体积压裂施工过程随着泵压排量

的变化 (如压裂液脱砂导致砂堵停泵过程)，将引起

井底射孔段出现压力波动。体积压裂具有泵压高、

排量大的特点，在套管—水泥环弱胶结区域极易形

成局部高压区，若附加水锤效应将对井筒完整性产

生不可忽视的破坏作用。

2    体积压裂水锤效应及井筒压力变化特征

2.1    最大水锤压力及流体压缩压力计算模型

长宁—威远区块典型体积压力施工曲线如图 2所

示，压裂排量降低过程，井口压力出现明显的先增加

后降低波动现象。基于流体力学理论，井筒内任何

流量波动都会产生水锤现象［9-12］。页岩气体积压

裂采用段塞式加砂的模式，不同于常规储层阶梯状

连续加砂模式。在体积压裂过程泵压、排量等施工

参数的变化、裂缝中压裂液脱砂导致砂堵、压裂结

束停泵等都将在井筒内产生压力波动即水锤现象。

水锤压力波传播形式可以用斯通利波表示，在

井筒内沿固—液界面传播［11］，如图 3所示。

水锤效应导致井筒内流体压力迅速变化。压裂

砂堵瞬间，井筒内底部流体由动能转换为势能，继而

以压力波的形式传播。

根据动量定理可得

pmaxt = ρvc (1)

表 1    长宁—威远页岩气井套管损坏特征

Table 1    Casing damage characteristics of shale gas wells in
the Changning-Weiyuan Block

井号
变形点

编号

套损点岩性

/断层界面

狗腿度

变化

二界面固

井质量差

套管损

坏形态

宁1 宁11 √ √ √ 变形

威2

威21 √ √ √ 交互错动

威22 √ √ √ 变形

威23 √ √ √ 变形

宁3

宁31 √ √ √ 变形

宁32 √ √ √ 交互错动

宁33 √ √ √ 变形

宁4
宁41 √ √ √ 交互错动

宁42 √ √ √ 变形

宁5 宁51 √ √ - 变形

宁6 宁61 √ √ √ 交互错动

　　注：基于固井测井、MIT24臂井径测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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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长宁—威远区块典型体积压力施工曲线

Fig. 2 Typical SRV construction curve of Changning-Weiyuan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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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井筒的弹性变形及井筒流体的压缩性，水

锤压力波在井筒的传播速度为

c =
c0

1+Kfdi/
(
EpT

) (2)

则最大水锤压力

pmax=
ρvc0√

1+Kfdi/
(
EpT

) (3)

式中，pmax 为井筒中最大水锤压力，Pa；t 为时间，s；
ρ 为井筒内流体密度，kg/m3；v 为流体速度，m/s；c 为

水锤波在井筒的传播速度，m/s；c0 为水中声波的传

播速度，m/s；Kf 为流体体积模量，Pa；di 为套管内径，

m；Ep 为套管弹性模量，Pa；T 为套管壁厚，m。

同时，压裂砂堵至停泵期间，压裂液持续泵入井

筒，在井筒产生附加流体压缩压力。根据液体体积

模量定义，可以得到井筒流体附加压缩压力 Δp

∆p =
∆VKe

V f
(4)

Ke =
1

1/Kp+1/Kf
(5)

Kp =
T Ep

D
(6)

式中，Δ p 为井筒中流体附加压缩压力，Pa；ΔV 为压

裂砂堵至停泵期间泵入井筒液体体积，m3； K e 为井

筒—流体等效体积模量，Pa； V 为井筒体积，m3； f 为
压裂液基液体积分数；Kp 为套管体积模量，Pa；D 为

套管直径，m。

2.2    井筒流体压力变化特征

选取长宁区块典型套管损坏井威 2井为例进行

体积压裂停泵过程井筒流体压力变化特征分析。目

标井为三开水平井，垂深 2 500 m，水平段长 1 200 m；

生产套管尺寸 127 mm，壁厚 12.14 mm，钢级 P110；

泵压 70 MPa，排量 12 m3/min。井筒流体最大水锤

压力计算关键参数如表 2所示。

根据式 (3)和式 (4)计算结果，若体积压裂砂

堵—停泵产生水锤效应，则最大水锤压力为 31.88
MPa、流体附加压缩压力为 5~15 MPa。基于水动力

学理论，井筒流体压力波动以斯通利波形式沿流

体—套管界面周期传播。受井筒摩阻及井筒流体向

地层渗漏影响，水锤压力波传播过程逐渐衰减。根

据 Stan Stephenson等研究结果，压力波动变化可用

衰减正弦函数表征［10］。利用式 (2)，计算可得目标

井压力波传播周期为 4.8 s，建立体积压裂砂堵停泵

前后井筒压力变化特征，如图 4所示。

图 4中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 (左侧)表示体

积压裂泵的排量，纵坐标 (右侧)表示井筒内流体的

压力。压裂过程地层砂堵停泵前后可分 3个关键节

点。节点 1：10 s时刻地层裂缝中压裂液脱砂形成砂

堵或裂缝闭合，井底压力开始增加，排量出现下降现

表 2    目标井水锤及流体压缩压力计算参数

Table 2    Calculation parameters for water hammer and fluid
compression pressure of the target well

参数 数值

水的密度ρ/(kg · m−3) 1 000

水击波的传播速度c/(m · s−1) 1 227

管道中的水流速度v/(m · s−1) 24.15

流量Q/(L · s−1) 200

水中声波的传播速度c0/(m · s−1) 1 435

水的体积弹性模量K/Pa 2.1×1011

管道的材料弹性模量E/Pa 2.06×1011

管道内径di/mm 102.72

管道壁厚T/mm 12.14

压力波振幅压力波传播方向

地层

压裂液

井筒

井筒底部

 
图 3　水击效应过程水平段井筒压力波传播示意图

Fig. 3 Schematic pressure wave propagation inside the wellbore
of horizontal s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hammer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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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砂堵停泵前后井筒压力变化特征

Fig. 4 Wellbore pressur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before and
after sand blocking and pump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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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节点 2：井筒底部流体流速降低为 0，流体动能完

全转换为势能，井底压力达到最大值，井筒井底位置

产生水锤效应；节点 3：水锤压力波以斯通利波形式

沿套管-流体界面由井底向井口传播，井底压力逐渐

降低，2.4 s后压力波传递到达井口，井口压力出现峰

值。同时，停泵之前压裂液持续泵入井筒，水锤压力

和新泵入液体附加压缩压力同时作业于井底；停泵

后，井筒流体附加压缩压力不再增加，压力波动继续

沿流体—套管界面周期传播并逐渐衰减。

3    水锤效应引起的套管抗外挤失效校核

根据固井质量测井评价资料分析结果，目标区

块页岩气井部分水平段固井质量差。在射孔、压裂

影响下，环空水泥石被孔道和裂缝连通，存在压裂液

沿水泥与地层弱胶结面、水泥与套管弱胶结面窜动

的风险。为评价压裂施工过程砂堵停泵等对井筒完

整性影响，分析了压力波动对套管有效应力的影响。

3.1    套管强度校核方法

体积压裂过程套管在井下受复杂组合载荷影

响，为精确分析组合载荷作用下套管失效形式，本文

选用 Von Mises强度理论对套管强度校核。根据

Von Mises强度理论，可得三轴应力条件下套管抗外

挤强度计算公式

pcco = pco

√
1−0.75

(
σa+ pi

σs

)2

−0.5pco

(
σa+ pi

σs

)
(7)

σa

σs

式中，pcco 为三轴应力下套管可能承受的最大有效

外压力，Pa；pco 为套管真实轴向力等于 0时的单轴

抗外挤压力，Pa；pi 为井筒内的液压力，Pa； 为套管

断面上的真实轴向应力，Pa； 为套管最小屈服极

限，Pa。
套管强度校核条件如下：

(1)套管尺寸 127 mm，壁厚 12.14 mm，钢级 P110，
额定抗挤强度 131.17 MPa。

(2)体积压裂作业时井口套压 70 MPa，压裂液

排量根据入口排量正态分布取多数平均值。

(3)压裂液入井温度根据当地气温条件取得，压

裂液注入温度 12 ℃，射孔点温度为 20 ℃，2级压裂

作业准备温度可回升至 60 ℃ 以上。

(4)环空水泥环被射孔或裂缝连通，体积压裂过

程，压裂液沿弱胶结面窜动，地层孔隙压力传递到油

层套管外壁。

(5)根据目标井压裂施工参数，压裂过程砂堵停

泵产生水锤效应，井底最大压力波动 31.88 MPa。

3.2    套管强度校核结果

不考虑水锤效应影响，根据标准推荐套管柱强

度设计方法对压裂过程套管校核，得到套管抗外挤

安全系数情况，如图 5所示。

通过校核套管抗挤安全系数值在 1.06~1.23之

间。根据现行套管柱结构与强度设计行业标准

SY/T 5724—2008，推荐套管抗外挤安全系数 1.00~
1.125，套管强度满足设计标准。

考虑水锤效应影响，三轴应力条件下套管抗外

挤安全系数，如图 6所示。

计算分析表明，套管的抗挤强度系数为 0.95~
1.10，在第 2段体积压裂过程，考虑水锤压力波动影

响，套管抗挤强度系数不满足其安全系数要求。在

体积压裂施工中，若套管与水泥环弱胶结面窜槽处

高压流体无法及时泄压，附加停泵瞬间井底产生压

力波动，套管存在被瞬间挤毁变形的风险。

4    页岩气井压裂过程井完整性屏障保护对策

提高固井质量，减少或避免套管与水泥石之间

存在弱胶结面是保证井筒完整性的前提，避免快速

停泵有效控制井筒压力波动是降低套管变形、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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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压裂不同过程套管抗外挤安全系数情况

Fig. 5 Casing’s anti-collapsing safety coefficient in different
processes of fr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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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水锤效应影响下套管抗外挤安全系数

Fig. 6 Casing’s anti-collapsing safety coeffici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ater hammer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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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筒完整性的有效措施。具体对策如下。

(1)采用预应力固井工艺，选用遇水自愈合水泥

浆体系，优化施工参数，提高水平段水泥浆顶替效

率，保证胶结质量，避免压裂液沿固井胶结面窜动。

(2)保持入井砂比的均匀性，保证压裂液良好的

携砂性能，防止压裂液过快脱砂，在套管附近或地层

裂缝形成砂堵。

(3)压裂过程避免快速启动或关闭压裂泵，延缓

压裂泵的启动和停止时间，要求压裂车先收油门，再

停泵，泄压时采用针阀控制缓慢泄压。

同时，实际页岩气水平井井筒完整性还受到井

眼轨迹、构造应力、井筒温度变化等因素影响。优

化井眼轨道设计及控制，避免因井眼轨迹不平滑导

致的套管弯曲形变；套管强度选型设计充分考虑地

应力差、井筒温度变化等因素影响，合理设计套管强

度安全余量。

5    结论与建议

(1)页岩气井体积压裂泵压高、排量大，压裂施

工过程砂堵停泵等引起水锤效应可以使井筒中流体

瞬间产生数十兆帕的压力波动，页岩气井油层套管

强度校核中应充分考虑井筒压力波动影响，避免因

水锤效应导致套管挤毁变形。

(2)页岩气井体积压裂设计和施工过程应充分

考虑井筒完整性问题。体积压裂过程中地层、水泥

环和套管是页岩气井完整性屏障系统中的薄弱环

节，提高压裂段固井质量是前提，避免快速启动或关

闭压裂泵降低水锤效应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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