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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平井压裂套变是近几年国内页岩气开发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技术问题，为了研究水平井压裂套变机理和控制套变发

生，对页岩气水平井压裂过程进行分析，结合威远 202 区块和 204 区块的储层地质特点，通过对 100 余口压裂水平井的基础资料进

行分析研究，找到了套变发生的特点和引起套变发生的主要原因。威远压裂水平井套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地质储层特点、压裂设计

和地应力特点，套变的位置绝大多数位于层理缝发育的甜点区中。威远 202 区块的部分套变井与水平井段钻穿坚硬的五峰组有关，

一部分套变点位于 A 靶点附近；威远 204 区块的压裂水平井的套变点也是主要位于 A 靶点附近的甜点区中。研究结果为进一步预

测套变和防止套变发生提供了技术指导和经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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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sing de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horizontal well fracturing is one technical difficulty that exists in domestic shale

gas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casing deformation mechanisms of horizontal well fracturing and control

the  occurrence  of  casing  deforma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racturing  process  of  shale-gas  horizontal  well.  Then,  based  on  the

reservoir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Weiyuan  202  and  Weiyuan  204  Blocks,  the  main  cau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asing

deformation  were  clarified  by  analyzing  the  basic  data  of  over  100  fractured  horizontal  wells.  It  is  shown  that  the  main  factors

inducing the casing deformation in the fractured horizontal wells in Weiyuan are reservoir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fracturing design

and  in-situ  stress,  and  most  of  the  casing  deformations  lie  in  the  sweet  spot  zones  with  developed  bedding  fractures.  Some  casing

deformation wells in the Weiyuan 202 Block are related to the situation that the horizontal section penetrates the competent Wu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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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and some casing deformation points are located near target A. In the Weiyuan 204 Block, the casing deformation points in

fractured horizontal wells also mostly lie in the sweet spot zones and they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sweet spot zones near target A. The

research results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prediction and control of casing d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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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页岩气开发发展迅速，自 2014年

进入到规模化、商业化的开发阶段，到 2017年已经

形成年产 90亿 m3 页岩气的规模，说明我国基本上

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1-3］。

目前页岩气产量只占我国气产量的 6%，未来几年我

国页岩气的开发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大规

模体积压裂是页岩气开发的主体技术，在压裂过程

中由于总计高达 40 000 m3 的压裂液和 2 000 m3 的

压裂砂进入页岩储层，导致压裂过程中的水平井套

管变形，影响后续的压裂施工和生产，造成巨大的时

间和经济上的损失［4-6］。目前威远页岩气开发示

范区的套变率在 50%左右 (套变率按照套变井数占

总压裂井数的百分比统计)，如 A公司威远 202区

块套变率高达 84.2%，威远 204区块的套变率为

31.6%［7-8］。大规模体积压裂过程中的套变仍然是

页岩气水平井开发中未解决的一个技术问题，研究

重点在于从页岩气储层物性方面探讨页岩气水平井

压裂过程中导致套变的主要因素和机理。

1    水平井压裂工艺技术

目前国内普遍采用的页岩气开发方式是水平井

平台式开发，由于受地形、征地、施工和生产等因素

的制约，常规情况下一个平台部署 6~8口水平井。

水平井方向一般垂直于最大主应力方向，压裂后形

成的裂缝垂直于水平井井筒，这样可以破碎更多的

页岩储层，开发效果最好。目前水平井井距一般介

于 300~500 m之间。页岩气水平井压裂施工一般采

用拉链式工厂化作业模式，分 2轮施工，每轮 2~4口

井，压裂和泵送射孔交叉进行，作业时间短，施工效

率高。国内页岩气水平井设计长度一般超过 1 500 m，

压裂设计段数超过 20段，段长在 60 m左右，实际

单段压裂使用压裂液在 2 000 m3 左右，加砂量在

100 m3 左右。

由于压裂过程中大量的压裂液和压裂砂进入地

层，在压裂过程中或压裂后经常出现套管变形的问

题。套变不仅影响正常的压裂施工，耽误工期，改变

既定的施工次序和技术措施，降低后续的压裂段数，

最终影响产能，长远看还会影响后期生产和作业，进

一步影响整体开发效果。如 A公司某井施工过程

中用连续油管带Ø108 mm通井规通井，至 4 638 m
遇阻，尝试 3次未通过；然后用连续油管带Ø96 mm
通井规通井至 4 643 m遇阻；第 2天用连续油管带

Ø83 mm通井规通井至 4 644 m遇阻，上提遇卡；第

3天用Ø83 mm模拟射孔枪下井遇阻，换连续油管带

Ø73 mm通井规通井至 4 644 m遇阻，上提遇卡，后

用Ø73 mm模拟射孔枪遇阻，铅印显示约 10 cm圆

弧印痕；第 4天用连续油管带Ø73 mm铣锥，下至

4 644 m遇阻，磨铣无进尺，上提遇卡；第 5天用连续

油管带Ø90 mm铣锥，下至 4 644 m遇阻，磨铣无进

尺，上提遇卡，起油管，拆卸工具，发现磨痕集中在铣

锥根部。之后根据该井套变情况重新优化压裂工艺

并进行后续的压裂施工。目前页岩气水平井压裂施

工一般采用大通径免钻桥塞+触发式滑套分段压裂

工艺，水力泵送射孔桥塞联作，若套管变形或其他因

素导致桥塞无法下到位，则采取高强度暂堵球实施

暂堵、分压来补救，结合缝内转向技术尽可能提高改

造体积，如果套变复杂或长度较长，则采用复合暂堵

分级转向压裂工艺，降低施工风险［9-11］。总之，页

岩气水平井的压裂过程中的套变对现场的正常施工

影响很大。

2    套变特点

A公司在威远页岩气示范区的 57口压裂水平

井，套变 28口。其中威远 202区块 19口压裂水平

井，套变 16口，套变率 84.2%；威远 204区块 38口

井，套变 12口，套变率 31.6%。B公司在威远页岩

气示范区也有 50余口压裂水平井，2个区块的套变

率与 A公司的数据相近。

通过分析 100余口压裂水平井的基础资料，包

括套变井套变的井筒位置、地层情况、套变形状、套

变处固井质量、套变处套管参数、压裂参数、套变与

时间的关系、套变与井间干扰的关系等，发现套变主

要与压裂液用量和加砂量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套变

多数是在压裂过程中发生。套变处的套管固井质量

在压裂前的检测中一般较好，可以认为套变处的固

井水泥环是在压裂过程中渐渐损坏的。另外，压裂

李凡华等：威远页岩气水平井压裂套变原因分析 735



过程中的微地震监测资料显示，利用蚂蚁体裂缝预

测技术预测的天然裂缝在压裂过程中多有开启，但

发生套变的位置位于天然裂缝发育带的并不多。

A公司和 B公司在威远 202区块和 204区块的

水平井压裂采用的工艺技术指标差别不大，但在这

2个区块的套变率相差很大，不同公司在同一个区

块的套变率一致，因此认为从分析 2个区块的页岩

气储层物性的差异应该能够找到影响套变的主要

原因。

3    页岩气储层特征

威远页岩气储层主要位于志留系龙马溪组和奥

陶系五峰组。龙马溪组上部主要为绿灰色泥、页岩

夹泥质粉砂岩，下部为灰色、深灰色、灰黑色、黑色

的页岩。龙马溪组厚度分布不均，沿威远地区的东

南方向变厚；该组主力页岩气储层位于底部的

50~100 m内，最好的“甜点”位于最底部的龙一1
1。

五峰组厚度在 0.5~15 m，顶部为全区广泛分布的坚

硬的生物灰岩，中、下部主要为泥岩、白云质页岩、

泥灰岩。之下的宝塔组上部为兰色灰岩、生物灰岩，

质纯，岩性致密而脆，局部重结晶，向西则局部变为

了白云质页岩。

威远 202区块和 204区块的页岩气岩心差别明

显，如图 1，图 2所示。 202区块页岩气储层龙

一1
1 下部层理缝极为发育，是一段岩性特殊的粉砂

质页岩储层，龙一1
1 上部层理缝相对不发育。204区

块页岩气储层龙一1
1 下部、上部层理缝都较为发育，

相对而言，下部比上部层理缝更为发育。威远

202区块取心井的测井综合解释得出龙一1
1 下部硅

质含量最高，意味着含气最丰富，五峰组顶部的生物

灰岩硅质含量最低。表 1是威远 202区块 A井测

井解释有效孔隙度表，“甜点”区有效孔隙度为

5.6%，五峰顶的生物灰岩有效孔隙度仅有 0.6%，各

段的有效孔隙度的差别较大。该井测算的纵向上的

储层破裂压力结果，五峰组顶部最高为 85.4 MPa，龙
一1

1 下部最低为 55.5 MPa，相差 30 MPa。在水平井

压裂过程中，裂缝最先大规模开启的是龙一1
1 下部

的“甜点”区，大规模体积压裂后将会形成以“甜

点”区为主体的立体缝网。

4    套变原因分析

页岩气水平井压裂的套变问题从 2014年起就

引起相关专家的重视。田中兰［1］针对影响套管性

能的温度效应、压力效应、弯曲效应等因素，建立了

多因素耦合套管损坏评价模型，对影响套管损坏的

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如水泥环中存在虚空段，压

龙一
1

2

龙一
1

1

五峰

 
图 1　威远 202 区块 A 井岩心

Fig. 1 The core of well A in Weiyuan block 202

龙一
1

2 龙一
1

1

龙一
1

1 五峰
 

图 2　威远 204 区块 B 井岩心

Fig. 2 The core of well B in Weiyuan block 204

表 1    威远 202区块 A井测井解释有效孔隙度表

Table 1    Effective porosity from logging interpretation
of well A in Weiyuan block 202

层厚/
m

有效孔

隙度/%
层厚/
m

有效孔

隙度/%
层厚/
m

有效孔

隙度/%

235.5 1.2 7.5 5.0 1.2 4.3

12.3 3.5 5.9 3.2 1.4 2.0

2.7 4.3 3.5 5.6 1.0 4.2

4.1 4.0 2.8 0.6 1.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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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时温度大幅下降引起虚空段内的流体收缩，再耦

合套管弯曲应力、套管摩阻等载荷后，会导致页岩气

井套变。于浩［3］认为套变是压裂过程中地层岩石

性能降低、改造区域不对称、施工压力大以及地应

力场重新分布等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国内很多学

者从钻完井、固井、套管、压裂工艺设计到现场施

工，从管柱力学、岩石力学、流体力学到渗流力学分

析压裂过程中的套损机理，主要认为页岩储层抬升、

页岩层横向滑移和裂缝滑移等破坏了固井的水泥

环，套管剪切变形、错动，最终导致套管变形。前期

成果主要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探索套变原因，油田现

场压裂套变仍然继续发生。

笔者在前期大量研究的基础上，从地质储层的

角度，结合工程技术的应用特点，分析认为威远

202区块套损率特别高的主要原因在于该区块页岩

储层的特殊性。首先威远 202区块的水平井的水平

段设计轨迹位于龙一1
1，整体来看，前期完钻的水平

井段落在龙一1
1 下部的“甜点”区中的长度比例并

不高。在钻井过程中部分井段进入龙一1
1 下边的五

峰组顶部的坚硬的生物灰岩。一旦水平段钻遇五峰

组，在压裂过程中，位于坚硬的五峰组中的水平井段

相对不动，位于容易破碎的页岩储层中的水平井段

由于压裂导致的井段周围页岩破碎、固井水泥环破

碎等，反复错动，特别是靠近五峰组井段的两侧就是

层理缝最发育的粉砂质页岩层段“甜点”，固井保

护最先失效，导致套变。

A公司威远 202区块 16口套变页岩气水平井，

套变点位于“甜点”区的有 14口，其中钻遇五峰组

的 7口井全部套变，其余 7口井的套变点位于 A靶

点附近；另外 2口井的套变点认为落在裂缝发育

带。204区块 38口页岩气水平井，12口发生套变，

其中 9口井的套变点落在“甜点”区，且主要发生

在 A靶点附近的“甜点”区；另外 3口井的套变认

为可能和裂缝发育带有关。204区块 20个套损井

点中 14个位于 A靶点附近，占 70%；202区块 33个

套损井点中 11个位于 A靶点附近，占 33%。威远

202区块除去与五峰组有关的套变井的套变率和

204区块的套变率相近，且主要位于 A靶点附近。

威远 202区块和 204区块的“甜点”储层有所

不同，主要区别在于“甜点”之下的坚硬的五峰组

顶部的生物灰岩厚度不同，202区块的生物灰岩厚

度大于 1 m，204区块的生物灰岩小于 0.2 m，五峰组

在 204区块明显变薄。威远 202区块的水平井钻入

生物灰岩的比例较高，较厚的生物灰岩限制了压裂

过程中位于其中的部分水平井筒的错动，而位于

 “甜点”区中的固井水泥环容易失效，导致套变主

要发生在“甜点”区中，这是 2个区块的水平井套

变率差别较大的主要原因。

分析威远 202区块的水平井压裂的微地震资

料，发现在压裂段的水平井轨迹位于“甜点”之上

时，压裂的起裂“事件点”主要位于轨迹之下的

 “甜点”区中，因此认为 202区块的水平井压裂形

成的立体缝网主要分布在龙一1
1 下部的“甜点”区

中，这样压裂时大量的压裂液和压裂砂分布于龙

一1
1 下部的“甜点”区中，导致套变点绝大多数也

位于“甜点”区中。威远 204区块龙一1
1 下部的

 “甜点”之上的页岩储层的层理缝相比威远 202区

块更为发育，204区块压裂时形成的立体缝的分布

范围广得多，因此除去与五峰组有关的套变之外，威

远 204区块的套变率整体上比威远 202区块的稍

低。至于套变的理论模式和机理，应该是多种模式

存在，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由于储层的纵

向和横向上的非均质性较为复杂，威远页岩气示范

区的应力应变也很复杂。考虑到威远区块大范围的

地应力机制不同于其他已开发的页岩气区块，另外

威远页岩气区块的层理缝发育也非常丰富，页岩气

水平井压裂时形成以“甜点”为主体的横向缝为主

的立体缝网，这些储层因素和地应力特点导致威远

202区块页岩气水平井压裂时易套变。

5    结论

(1)通过对威远 202和 204页岩气区块的 100
余口压裂水平井的基础资料分析研究，威远区块压

裂水平井套变点多数位于层理缝发育的“甜点”

区，套管外水泥环首先损坏。

(2)威远 202区块套变率高于 204区块，因为

202区块的套变大部分与水平井段钻穿坚硬的五峰

组有关，在压裂过程中五峰组生物灰岩中的套管保

护较好，相近的“甜点”区中的一部分套管周围的

水泥环由于各种力反复作用容易破碎，致使在“甜

点”区套变发生。

(3)储层地质特点、压裂设计和地应力特殊性是

威远区块压裂水平井套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其水平

井压裂套变特征清晰，规律明确，可以根据页岩气储

层特点和测井资料进行预测，钻前工程设计优化和

完钻后进一步优化压裂设计都可以预防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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