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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页岩气的开采成为我国绿色能源开发的新领域. 尽管北美页岩气革命取得了成功, 水力压裂是成功的开

采方式, 目前采收率仅为5%~15%, 问题出在哪里呢? 由此给力学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本文针对页岩水

力压裂的关键力学问题, 阐述理论、计算和实验的研究进展和技术难点, 主要内容有: 页岩人工裂缝扩展的大型

物理实验模拟平台; 考虑时间相关性的各向异性本构模型; 页岩起裂、分叉及多裂缝相互作用的断裂力学准则和

模拟方法; 裂缝簇稳定性扩展的力学条件和创造缝网的多尺度有限元模型; 耦合断裂力学和流场压力的裂缝网扩

展数值模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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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页岩气革命”风吹中国 

页岩气是指以吸附和游离、时而还有流体相的形

态状态赋存于泥页岩中的非常规天然气 . 美国和加

拿大是页岩气进行规模开发的主要国家 , 页岩气年

产量约占天然气(干气)产量的1/4. 2013年, 美国能源

部能源信息管理局预测中国的页岩气储量排名世界

第一 , 占比全球储量的36%, 是美国的1.5倍 , 达到

1115×1012 m3[1]. 北美页岩气的商业化开采给世界各

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带来巨大影响 , 加快页岩气资源

勘探与开发已成为页岩气资源大国的共同目标 , 特

别是在我国不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背景下 , 页岩气

开采将成为绿色能源开发的新领域 , 从而成为缓解

原油产量不足 , 降低减少煤化石燃料环境污染的有

效途径.  

页岩油气规模开发主要依靠水平井和水力压裂

改造两项关键技术, 目标是增加储层宏观渗透率. 页

岩基质中气体的微流动(吸附、解吸、扩散与渗流)是 

影响产气量的决定因素 , 这也是页岩气不同于常规

天然气藏的主要区别 . 北美“页岩气革命”取得了成 

功, 但是根据美国页岩油气田的产量数据表明, 目前

采收率仅为5%~15%. 尽管水力压裂是成功的开采方

式, 仍不足以开采出大部分的油气, 地下几千米, 看

也看不见 , 问题出在哪里呢? 由此给力学家提出了

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美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大学的Bažant等人[2]认为

在水力压裂裂缝扩展过程中 , 局部裂缝失去扩展稳

定性是主要原因之一 . 从现有页岩气开采技术层面

看 , 我国页岩气开采同样面临更多的技术和方法的

选择与挑战 . 我国的页岩地质条件与美国相比更加

复杂, 这是因为美国页岩储层主要是海相沉积, 而我

国有极其发育的陆相沉积; 美国页岩气产区主要分

布在比较稳定的大地构造岩层内 , 页岩气埋藏深度

平均在1500 m; 而我国众多的页岩层都经历了强烈

的后期改造. 以四川和塔里木盆地为例, 其页岩气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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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深度在3000~6000 m, 且地表环境较差, 多山区或

沙漠 , 经历地震重构、严重缺水和道路崎岖 , 因此, 

施工成本和开发难度极高. 人们自然要问: 我国的采

收率能够达到多少呢? 

我国大规模开发的页岩气示范区包括中石油的

威远和长宁区块以及中石化的涪陵区块, 这3个区块

的传统评价指标(地层孔隙压力、脆性指数和地应力

等)都较为相似, 但是产量差异较大. 在长宁区块的钻

井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井壁失稳, 长宁和威远区块在

压裂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套管变形事故, 直接导致水平

段缩短, 体积改造规模降低. 页岩储层的储气方式以

自由气和吸附气为主, 由于页岩储层具有超低渗透率

(通常在纳达西的量级), 基质渗透率过小, 渗流阻力

过大. 这种低孔、低渗透率的物性特征(孔隙度一般在

4%~6%, 渗透率小于0.001 mD), 导致油气溢出阻力

比常规天然油气大, 基本无自然产能, 因此流体的渗

透通道主要是裂缝网络系统. 对页岩储层进行大规模

压裂改造是形成页岩油气工业产能的主要技术手段.  

水力压裂从1985年开始广泛用于页岩储层增产

作业中, 多级压裂、清水压裂、同步压裂、水力喷射

压裂和重复压裂是目前页岩油气水力压裂常用技术, 

已经应用并取得了成功. 在水力压裂过程中, 通过高

压压裂液的注入, 使储层产生新的裂缝, 连通原有的

天然裂缝, 进而形成复杂的裂缝网络. 页岩油气储层

人工裂缝与天然裂缝、以及天然裂缝相互之间的连通

性对于储层产能有着重大影响 , 只有相互连通的有

效裂缝网络对产量才有贡献 . 因此对页岩储层进行

压裂改造形成缝网系统是提高页岩气工业产能的主

要技术手段.  

页岩动态裂缝扩展是涉及到固体断裂、液体流

动、气体扩散等多个物理过程的耦合问题, 是发展断

裂力学理论和数值计算方法应用于工程的 佳选题. 

在水力压裂改造的过程中, 使储层产生新的裂缝, 相

互连通和分叉扩展的稳定裂缝网络系统才能提高产

能.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页岩储层断裂具有许多新的特

性: (1) 页岩储层为层叠沉积岩, 每一叠层属性各不相

同, 具有明显的各向异性; (2) 某些区块水平面内弹性

模量和渗透系数与竖直方向有很大差别, 是典型的横

观各向同性材料; (3) 受层间界面阻碍, 裂缝很难沿竖

直方向扩展, 造成油气沿竖直方向渗透困难; (4) 由于

叠层间粘接弱面或节理的存在, 页岩断裂后具有复杂

的几何形态, 大量裂缝分支的存在给压裂液的设计及

对裂缝网渗透性及连通性的评估带来了困难. 为了设

计针对页岩断裂特点的压裂技术, 必须研究页岩断裂

过程中复杂缝网的形成和力学控制机理.  

本文针对我国页岩油气高效开发中的水力压裂

问题, 结合大型物理模型实验和现场数据, 阐述了发

展断裂力学理论与数值模拟方法和程序、应用水力压

裂对页岩进行体积改造和控制缝网的研究进展和关

键技术. 主要内容有: 页岩裂缝扩展的大型物理模拟

实验平台和方法; 考虑时间相关性的各向异性Biot本

构模型; 页岩起裂、分叉及多裂缝相互作用的断裂力

学准则和模拟方法; 裂缝簇稳定性扩展的力学条件

和创造缝网的多尺度有限元模型; 耦合断裂力学和

流场压力的裂缝网扩展模拟方法.  

2  页岩裂缝扩展的大型物理模拟实验平台

和方法 

随着页岩气、煤层气、致密气等非常规天然气藏

大规模开发, 大型水力压裂物理模拟(大物模)实验在

认识复杂裂缝起裂扩展机理、模拟现场压裂工艺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 国外开始水力压裂

物理模拟方面的研究 [3,4], 从90年代至今, 我国学者

陈勉等人[5]和姚飞等人[6]利用小规模物模实验也开展

了相关研究. 2012年, 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

院在国内建立了目前国际领先、亚洲唯一的1.0 m3大

物模实验系统 ,  岩样的标准尺寸为762 mm×762 

mm×914 mm, 加载 大应力可达69 MPa, 如图1所

示. 然而, 如何对水力压裂裂缝实时扩展动态进行准

确监测 , 不仅是大物模实验也是现场压裂施工过程

中亟需解决的难题. 目前, 水力压裂实验中采用的声

波监测裂缝扩展技术主要分为主动和被动声波两

类[7]. 2001年, 荷兰学者de Pater等人[8]开发了主动声

波监测技术, 该技术只能进行二维平面定位, 对于转

向裂缝或扭曲裂缝定位还存在误差 . 目前应用 广

泛的监测技术是被动声波监测技术 , 在小型岩心板

压裂实验中, 取得较好监测效果[9], 但尚未见到在大

尺寸岩样上应用的报道. 本文作者王永辉和付海峰利

用大物模实验, 研究了声波监测水力裂缝起裂及扩展

形态. 图2为清华大学黄克智院士参加实验时观察页岩

裂缝, 压裂液的路径代表了裂缝缝隙, 展现了岩石解

理面位置. 声波监测模型采用单一速度场, 为了弥补

速度模型的缺陷. 2013年, 付海峰等人[9]通过主动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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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色)页岩压裂大型实验装置 

Figure 1  (Color online) A large 3D shale sample on fracking experiment   

 

图 2  (网络版彩色)黄克智院士在实验现场观察页岩裂缝 

Figure 2  (Color online) Prof. KC Hwang was observing shale fracture 
on-site 

射对传感器坐标点的定位进行速度场校核, 大限度

地降低声波速度误差; 同时, 为了降低声波在大尺度

岩样内衰减带来的误差 , 尽可能增加声波监测通道

的数量, 采用24路声波监测通道实时监测. 因此, 改

进大物模实验系统和实时监测等技术 , 有助于推进

页岩动态裂缝控制机理的研究.  

在已建立的大物模实验平台基础上, 研究人员进

行了页岩和砂岩的断裂力学性能和压裂参数的研究, 

评估材料本构、围压、水压等对裂缝扩展影响的规律. 

利用主/被动声发射结合监测技术, 对页岩内声发射事

件进行实时监测和定位. 研究的目的是揭示裂缝扩展

规律, 并为标定岩石模型参数提供技术手段, 为理论

模型和数值模拟程序的计算结果提供实验验证.  

3  页岩本构模型和裂缝扩展准则 

页岩是多孔、各向异性且含有复杂天然裂缝、节

理等弱面的非均质材料 , 建立合适的页岩本构模型

及其起裂、分叉准则是进行裂缝扩展数值模拟的基

础. 现有理论和数值软件中多把页岩简化成无孔、各

向同性材料处理. 而在开采页岩气时, 由于气体压力

分布发生变化 , 影响页岩储层基体的应力分布 , 因

此, 当研究页岩储层的力学特性时, 不能忽略页岩孔

隙气体压力变化的影响. 早在1925年, Terzaghi等人[10]

开始研究多孔介质的变形与流体流动的耦合作用, 提

出了将岩石中的应力与孔隙压力求和的等效应力公

式, 并建立了一维固结模型. 1941年, Biot[11,12]将固结

模型推广到三维空间, 提出了相应的本构模型, 首次

在岩土本构中引入达西定律 , 考虑了多孔介质孔隙

气体压力与介质变形互相影响, 从此Biot本构便成为

研究岩土的常用本构. 1993年, Detournay和Cheng[13]

从等效应力本构出发 , 基于弹性力学系统推导了多

孔介质流固耦合的理论基础 , 并给出了几种问题的

解析解, 近年来, Garagash等人 [14]又基于Biot本构导

出了在压裂液黏性和岩石断裂韧性主导下的裂尖应

力场奇异性, 对理解页岩起裂具有重要意义. 2008年, 

Zhang等人[15]在Biot本构模型中增加了考虑解吸附过

程引起的体积应变 , 即公式(1)右侧的 后一项 , 这

目前被认为是诠释页岩水力压裂和气体开采过程的

合理的修正的Biot本构模型:  

1

1 1 1
,

2 6 9 3 3
s

ij ij kk ij ij ijp S
G G K K

           
 

 (1) 

注意, 笔者在这里增加了时间开关项S1(在压裂过程, 

S1=0; 在解吸附过程, S1=1). 其原因是解吸附发生在

水力压裂之后 , 相比以小时和天计量的短时间压裂

过程 , 气体释放体积膨胀是以月和年计量的长时间

过程.  

目前 , 大多数石油公司的程序中采用的是线弹

性本构模型 , 少数商用软件采用各向同性的Biot本

构. 然而, 页岩是各向异性的, 造成岩石的抗拉强度

也具有各向异性特征, 对裂缝扩展产生重要影响, 裂

缝扩展指向 大压应力方向; 再者, 在水力压裂过程

中的孔隙流动出现了扩散方程 , 带来了材料的时间

效应, 其本构是随时间变化的. 水力压裂的过程, 时

间长短是相对的, 水压加的越慢, 保压时间越长, 越

容易压裂 . 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 , 需要修正现有的

Biot本构模型 , 即发展考虑时间相关性、各向异性 , 

页岩孔隙压力、解吸附体积膨胀的修正的Biot本构模

型, 以其替代现有的广义虎克定律模型, 改进现有的

岩石强度准则, 并利用修正的Biot本构进行井眼强度

校核, 给出井眼安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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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本构模型在研究页岩裂缝网形成机制中

至关重要 . 需要同时基于应力和能量释放率准则研

究多裂缝相互作用规律, 考虑裂缝间摩擦力、地应力

状态、压裂裂缝和天然裂缝相互作用等各种因素对裂

缝扩展路径的影响, 诠释复杂裂缝网的形成机理. 当

水压裂缝与天然裂缝、断层等弱面相遇时会出现多种

情况, 如: (1) 压裂裂缝和天然裂缝同时扩展; (2) 压

裂裂缝终止, 天然裂缝扩展, 如图3(a)所示; (3) 压裂

裂缝穿过天然裂纹扩展 , 天然裂缝保持静止 , 如图

3(b)所示, 其中水力压裂的扩展路径选择对复杂裂缝

网的形成非常重要.  

国内外学者对穿越界面的裂纹扩展问题进行了

研究 [16,17], 但至今尚无广泛接受的准则. Renshaw和

Pollard[18]对水压裂缝垂直相遇天然裂缝时给出一个

简单的准则: 当水压裂缝尖端应力场能满足在天然

裂缝另一侧形成新的裂缝 , 而同时又不使天然裂缝

面发生滑动的条件时 , 则认为水压裂缝能够穿过天

然裂缝扩展, 此准则依赖于天然裂缝面的摩擦系数. 

很显然, 界面裂缝穿越问题是涉及相遇裂缝夹角, 界

面黏结和摩擦等多个因素的复杂过程 , 仅考虑裂尖

应力场是不够的 , 必须结合裂尖应力幅值和能量释

放率才可能建立比较合理的裂缝相互作用准则 . 因

此, 需要建立考虑岩石脆度、地层压力、地应力的页

岩裂缝的起裂、扩展、止裂和分叉准则, 以断裂力学

理论为基础研究含流体压力的裂缝尖端应力场特性, 

建立流体压力驱动裂缝扩展的能量释放率公式.  

4  页岩水力压裂缝网的数值模拟 

大物模实验研究能够获得重要的页岩裂缝扩展

数据 , 如岩石本构参数、三向应力与水力致裂的关

系、裂纹扩展形貌, 但实验成本昂贵, 一次实验动辄

几十万元, 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另外, 再大的

物模也是从页岩露头样品采集的 , 不能完全表现地

下几千米的地层形态和状态 , 只能对理论模型和数

值模拟技术给予参数标定和方法验证 . 近年来随着

数值模拟技术的发展 , 水力压裂的数值模拟已成为

研究压裂过程的有效手段 , 对理解页岩复杂裂缝网

形成机理、指导改进压裂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对岩体压裂裂缝扩展的数值模拟主要有

以下几种典型方法 : 基于边界元的位移间断方法

(DDM)[19], 当裂纹扩展时需要重新剖分网格 , 以求

解裂纹面处位移间断在岩体内部产生的变形场; 基

于有限元和非连续变形分析的流行元方法(NMM)[20], 

该方法很容易处理岩体内断层、节理、裂纹等不连续

面, 但扩展到三维有一定困难; 基于解析或半解析裂

缝模型的离散裂缝网方法(DFN)[21], 该方法求解效率

高, 在商业软件中广泛采用, 但其基于简单的平面裂

缝模型, 难以考虑天然裂纹、材料各向异性、孔隙压

力等对裂缝网形貌的影响 . 这些方法目前在岩体压

裂裂缝扩展研究中都已经得到有效应用, 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 具体介绍如下: 1980年, Hagoort等人[22]建立

了水力压裂过程中裂缝扩展的数学几何模型, 模拟水

压致裂过程, 认为压裂液的注入率和地层的孔隙率对

裂纹扩展有非常大的影响. 1992年, Abass等人[23]基于

大拉应力准则和拉格朗日极值法建立了井筒附近的

裂缝空间的转向模型, 分析井筒内的压裂液的压力和

三向地应力共同作用下裂缝的起裂和扩展. 2011年, 

Zhang和Ghassemi[24]利用二维模型模拟裂缝的萌生和

扩展, 发展了一个无量纲参数来表征由压裂液黏性引

起的水力压裂裂尖的重定位和弯曲转向.  

 

图 3  (网络版彩色)水压裂缝与天然裂缝相互作用情况. (a) 压裂裂缝终止, 天然裂缝扩展; (b) 压裂裂缝穿过天然裂纹扩展, 天然裂缝保持静止 

Figure 3  (Color online) Interaction between hydraulic fracture and natural fracture. (a) Hydraulic fracture arrest, natural fracture growth; (b) hydrau-
lic fracture penetrates natural fracture and the later keeps arrest  

Downloaded to IP: 114.246.176.239 On: 2017-06-27 13:35:38 http://engine.scichina.com/doi/10.1360/N972015-00347



 
 
 

    2016 年 1 月  第 61 卷  第 1 期 

76   

2013年 , Erfan和Dmitry[25]采用PKN模型来模拟

裂缝的几何形态, 并考虑了岩石的可渗透性, 模拟了

低黏度压裂液作用下的水力压裂过程 . PKN和KGD

是两类经典的水力压裂计算模型 , 如图4所示 : 图

4(a)中PKN模型假设裂纹在竖直方向的截面互相独

立, 裂纹长度远大于高度, 将椭圆裂纹的张开关系代

入润滑方程, 考虑流体流动和压力梯度, 不考虑裂尖

效应 . 图4(b)中KGD模型假设裂纹在水平方向的截

面互相独立 , 裂纹高度远大于长度 , 考虑裂尖的效

应 . 两种模型均将3D问题转化为2D平面应变问题 . 

2013年, Damjanac等人[26]考虑了三维压裂模型, 并通

过DFN引入天然裂缝 , 研究更加真实的压裂过程 . 

Weng等人 [27]和Zhang等人 [28]基于DFN模型提出了非

常规裂缝扩展模型(UFM), 该模型能够模拟天然裂

缝和人工裂缝之间的相互作用 , 建立了裂缝端部扩

展准则, 考虑了压裂液的一维流动、支撑剂的输送和

裂缝宽度的弹性变形.  

国内的岩石压裂数值模拟处在起步阶段 , 尚没

有形成有影响力的指导水力压裂工程的软件 . 主要

研究进展有: 1997年, 王水林和葛修润[29]使用流形元

方法模拟了岩石中的裂纹扩展 , 针对两个算例的分

析展示了流形元方法的有效性 . 1999年 , 肖洪天等

人 [30]使用裂纹奇异单元 , 建立了用于裂纹流变扩展

的力学模型 , 数值分析了主裂纹与微裂纹相互作用

的过程, 得到了裂纹流变扩展的细观力学机理. 2002

年 , 蒋廷学等人 [31]使用有限元及时间差分的方法 , 

分析了水力压裂井在一些复杂情况下的动态响应 , 

建立了统一的油藏-裂缝系统渗流模型 . 2007年 , 焦

玉勇等人 [32]使用非连续变形方法模拟岩石中裂缝扩

展; 其将裂缝边界模拟为虚拟节理边界, 并模拟了裂

缝萌生、扩展、贯通直至破碎的全过程. 2011年, 孙

海成等人 [33]使用DFN数值方法模拟了页岩气储层的

基质渗透率、裂缝连通性、裂缝密度(改造体积)、页

岩气储层主裂缝与次裂缝对产量的影响 , 指出只有

相互连通的有效裂缝对页岩气产出有贡献 , 并分析

了页岩气压后产量递减的规律 . 这些方法在岩体压

裂数值模拟方面都已经得到有效应用 , 但如前所述

在处理页岩复杂断裂上均有一定的局限性.  

1999年, Belytschko等人[34]提出了一种新的计算

方法——扩展有限单元法(XFEM), 在传统有限元的

基础上进行了重要的改进 , 无需重划网格即可实现

裂纹在规则网格中的任意扩展. 近十几年来, XFEM

被不断发展, 逐渐成为了一种处理非连续场、局部变

形和断裂等复杂力学问题的功能强大、极具应用前景

的新方法, 在岩土工程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2011年, 

Pan等人 [35 ]将XFEM和流体模拟软件TOUGH结合 , 

实现了固体变形和裂缝内流体流动的耦合分析. 2012

年, Watanabe在XFEM框架下发展了界面单元来表示

岩石中如节理、天然裂缝等已经存在的不连续弱面, 

该方法可以模拟多个交叉的裂缝 , 但目前只能处理

二维问题, 并且不能模拟非连续面的扩展. 2013年, 

Chen[36]在把压力自由度引入到XFEM单元中模拟水 

 

图 4  两类经典的水力压裂计算模型. (a) PKN模型; (b) KGD模型 

Figure 4  Two kinds of classic hydraulic fracture computation models. (a) PKN model; (b) KG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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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压裂 , 既利用了XFEM模拟任意裂缝扩展的优点 , 

又引入了压力自由度模拟裂缝中的压裂液 ,  实现 

了二者的耦合, 但目前只研究了单裂纹扩展问题. 本

课题组近年来基于扩展有限元发展了二维、三维实

体、壳的断裂模拟方法[37,38], 成功研究了各种复杂断

裂问题 , 例如数值模拟了曲面壳体上裂纹任意扩展

路径 [39], 通过发展新的水平集理论模拟了在体积压

裂过程中的人工裂缝与天然裂缝的复杂相互作用 . 

图5模拟了在中心水管的水力压裂下形成缝网; 图6

所示平面裂缝的动态分叉扩展的有限元计算结果 , 

其裂缝分叉速度约为70%的瑞利波速 [40]. 基于上述

研究成果, 出版了国内第1本扩展有限元专著《扩展

有限单元法》[41]; 并于2014年出版了国际上第2本扩

展有限元专著Extended Finite Element Method[42]. 扩

展有限元方法在研究页岩复杂裂纹扩展上有很大优

势,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目前国际上水力压裂数值模拟形成了一些软件

体系, 从整体区块的压裂设计, 到单井压裂设计和实

时监测分析等方面, 都有相应的软件, 代表性的主要

有FracpropPT, Meyer, TerraFrac, E-StimPlan等, 这些

软件的开发和使用大大促进了水力压裂技术的发展. 

但是由于这些软件大多采用非常简化的裂缝模型 , 

难以应对页岩中复杂的缝网系统 . 如FracpropPT, 

E-StimPlan等软件 , 认为储层是各向同性的均匀材

料, 采用解析或半解析的裂缝模型, 把裂缝简化成对

称平面裂纹 , 忽略了裂缝复杂的几何形态及多个裂

缝之间的相互作用 . Meyer公司基于离散裂缝网

(DFN)模型专门开发了用于模拟页岩压裂的模块

MShale, 该模块为准三维模型 , 构造复杂裂缝网时

假设缝网为两组正交的平行裂缝面组成 , 且平行裂

缝面间距相等, 不能考虑天然裂缝、材料各向异性、

孔隙压力等对裂缝网形貌的影响; 另一方面该模块

还假设裂缝网区域为以射孔为中心的椭球区域 . 这

些假设都与微地震观测到的数据有较大差距 . 其他

商用有限元软件也在大力发展页岩压裂功能 , 如

ABAQUS基于XFEM的程序可以模拟平面裂缝在三

维实体中扩展, 但是目前的裂缝扩展功能比较简单, 

没有应用考虑孔隙压力的Biot本构, 尚未能够模拟裂

缝交汇、分叉和缝网等问题.  

即便是国外公司如此简单力学模型的软件 , 仍

然能够应用于中国页岩气的开发设计, 如斯伦贝谢、

阿里伯顿等公司大举进军中国的页岩气工程 , 且要 

 

图 5  (网络版彩色)页岩水力致裂形成缝网的数值模拟结果 

Figure 5  (Color online) Simulation result of hydraulic fracture network 

 

图 6  (网络版彩色)平面裂纹的动态分叉扩展 

Figure 6  (Color online) Dynamic crack branching 

价昂贵 , 可见我们是多么亟需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中国页岩气开发设计软件 . 针对页岩压裂的复

杂特点 , 在页岩压裂领域需要发展符合真实物理状

况的水平井爆孔设计和水力压裂设计模拟工具 . 发

展水力压裂工程软件需要坚实的研究基础 , 特别是

基于断裂力学的数值模拟方法.  

Downloaded to IP: 114.246.176.239 On: 2017-06-27 13:35:38 http://engine.scichina.com/doi/10.1360/N972015-00347



 
 
 

    2016 年 1 月  第 61 卷  第 1 期 

78   

5  页岩裂缝簇扩展稳定性的理论和数值模型 

水力压裂主要是在页岩地层水平井中采用米级

的间隔区域微爆致裂 , 然后注入高压水力产生裂缝

网络技术, 如图7所示. 这里有两点重要考虑: (1) 微

爆形成的主裂缝在水力压裂过程中不断形成多尺度

(multi-scale)或多层次(hierarchical)裂纹, 为难以解吸

附的页岩气提供更多的自由表面积 , 即产生具有损

伤意义的弥散裂纹网, 或者损伤体积比; (2) 各层次

的裂缝均能够稳定性扩展, 尽量平行扩展致远, 而非

长裂缝对短裂缝形成屏蔽效应 [43], 这种局部化的屏

蔽效应称其为裂缝扩展失去稳定性[2]. 有效的动水压

力和分布形式是裂缝稳定扩展的动因 , 形成裂缝驱

动力, 应力-应变场的势能驻值构成临界条件, 如图8

所示 , 其 小势能形成稳定扩展准则 [44]. 理论模型

如何与数值计算和程序相结合? 如何发展断裂力学、

损伤力学和岩石力学理论 , 以及通过数值模拟技术

创造这种多尺度稳定裂缝网体系是水力压裂的关键

力学问题.  

根据美国页岩油气田的产量数据表明 , 目前采

收率只有5%~15%, 尽管水力压裂是成功的开采方

式, 但是仍不足以开采出大部分的油气, 问题出在哪

里呢? 这里有两种可能性: (1) 在地层中 多能产出

15%的气, 纳米尺度孔隙的解吸附能力偏低, 基质渗

透率过小, 渗流阻力过大; (2) 只有15%体积页岩被

压裂 , 或者需要压裂更精细的裂缝网络空间才能高

效开采. 这些在地表数千米以下、看不见摸不着的裂 

 

图 7  (网络版彩色)水平井水力压裂网示意图    

Figure 7  (Color online) Schematic diagram of hydraulic fracture network 

 

图 8  (网络版彩色)裂缝簇稳定产生裂缝扩展示意图 

Figure 8  (Color online) Fracture family stably propagates diagram 

缝网络迷惑着我们 , 对力学工作者提出了全新的挑

战 , 深感入地之难 . 然而 , 这也唤起我们创新的欲

望, 通过研究如果能够提高采收率几个百分点, 也是

对我国能源需求的重大贡献 . 对于水力致裂能力的

偏差, Bažant等人 [2]认为在裂缝系统扩展过程中, 局

部裂缝失去稳定性扩展是主要原因之一 . 由此给断

裂力学理论和计算分析提出巨大的难题: 创造什么

样的流体压力才能驱动裂缝簇在地层中稳定扩展一

定的距离 , 并且还能继续制造新的稳定扩展的子裂

纹群? 如建立图5中 小微爆间距hmin和裂缝间距Smin

的定量计算方法和公式, 即可评估页岩气采收率.  

建立基于断裂力学、损伤力学和岩石力学理论的

多尺度稳定性裂缝网体系模型. 应用XFEM方法能够

给出人工微爆形成的主裂缝 , 在接下来的水力压裂

过程中不断形成多尺度(multi-scale)或多层次(hierar-    

chical)裂缝 , 给出各个尺度代表性损伤体积单元

(RVE)的力学条件, 为难以解吸附的页岩气提供更多

的自由表面积, 即产生具有损伤意义的弥散裂纹网, 

或者损伤体积比 . 通过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得出页

岩各向异性、随机损伤-断裂特性、水压裂缝间距及

天然裂缝分布等因素对缝网发育程度的影响; 理解

压裂中复杂缝网的形成规律 , 为水平井压裂参数优

化及裂缝网络设计提供参考.  

6  发展耦合裂缝网扩展与流场压力的模拟

方法 

结合扩展有限元方法 ( X F E M )、单元删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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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网络版彩色)页岩缝网扩展数值模拟程序框图 

Figure 9  (Color online) Program chart for simulation on fracture network propagation in shale  

(EDM)、水平集 (Level set)和内聚力单元 (Cohesive 

element)等计算力学方法, 发展页岩三维缝网扩展数

值模拟工具 , 与大物模实验和理论模型形成相互支

撑, 为工程应用提供分析软件[45]. 主要工作包括: 以

页岩起裂、分叉准则研究为基础, 基于XFEM模拟三

维裂缝在页岩储层中的任意扩展 , 通过发展新型多

水平集理论和内聚力单元描述三维裂缝面的几何形

貌, 方便处理裂缝分叉、汇合等三维裂缝拓扑的几何

描述. 另一方面, 通过求解润滑方程和流体质量守恒

方程 , 耦合在裂纹面上水压力呈非线性变化的流体

力学计算公式 , 计算裂缝面上压力和裂缝内流量分

布 , 用以驱动裂缝的进一步扩展 ; 发展并行求解算

法 , 实现页岩层水力压裂过程的三维裂缝网扩展数

值模拟, 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 图9所示为计算

分析流程框图.  

7  结论 

以“页岩气开发中的工程科学问题”为主题, 2014

年12月10~11日, 郑哲敏、黄克智、程耿东、谢和平

和李阳五位院士发起香山科学会议第517次学术讨论

会. 形成香山会议共识: 页岩油气开采的理论和技术

是综合交叉科学和工程实践 , 中国的页岩气开发问

题要由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解决 , 需要相关领域

的科技工作者协同创新 , 不仅局限于石油行业内部

的科技人员 , 特别是为力学工作者展开了广阔的舞

台, 任重道远. 花钱买不来中国的页岩气革命, 打破

国外企业的技术垄断, 必须有自己的绝活. 需要理论

更成熟, 模拟更高效, 预测更精准的方法和技术, 目

标就是为走出一条独立自主 , 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

页岩水力压裂技术路线奠定力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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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ey mechanical problems on hydraulic fracture in sh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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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itation of shale gas has become a promising field of green energy development in China. Although great success has been 
achieved in shale gas revolution in North America with the technique of hydraulic fracturing, only 5%–15% of the stored oil and gas 
could be exploited. Where was the problem occurred? A huge challenge accompanied with great opportunity is presented to the 
mechanics researcher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cal mechanism and control of complex fracture network in hydraulic fracturing 
in theory,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s. It includes the experimental platform for large objects model, time-dependent 
anisotropic Biot constitutive, the fracture criteria and simulation methods for fracture initiation, branching and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cracks and multi-scale models for steadily extending fracture families, as well as numerical software for modeling hydraulic fracture 
network, in which both fracture mechanics and fluid mechanics can be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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