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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藏评价与开采技术新进展

任何有煤的地方几乎都有煤层气。煤层气在采矿业被看做是

危险的因素，但作为一种储量丰富的清洁能源，煤层气有巨大发

展潜力，可替代其他正不断减少的烃类资源。最近的技术方法新

进展正在成为我们开发这一非常规资源的得力助手。其中一些技

术方法源于对常规油气作业中所使用的技术方法的改进，而其他

一些则是针对煤炭的独有特征而专门设计的新型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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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人们发现煤块能够用作采暖

及烹制食物的燃料时，很可能把它视为

上天的礼物。而对于现代人来说，地下

煤层中的煤层气（CBM）并没有如此重

要的意义，但对于需要清洁能源的世

界来说，这种天然气资源无疑是上天

的又一馈赠。当今油气工业已认识到煤

层气这种非常规资源的价值，因此煤

层气勘探和开发正逐步在全球范围内

展开，而不再仅局限于北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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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M项目在近些年迅猛发展。

澳大利亚在1995年还没有开始CBM生

产，但到了2008年，已经在其广袤的

地下煤藏中开采出40亿米3（1410亿英

尺3）煤层气[1]。中国2006年的煤层气产

量已超过140万米3（490亿英尺3）[2]。但

与美国相比，上述产量相对较低。美

国2007年的煤层气产量高达610亿米3

（2.15万亿英尺3），占美国国内天然

气供应的10%以上[3]。然而，所有这些

国家的煤层气生产都具有重大意义，

因为煤层气来自一种1985年前几乎没

有被利用过的能源。当前全球的煤层

气开发投资热表明这种可用作天然气

替代能源的非常规资源已被广泛认

可。

在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下，美国

天然气工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开发

煤层气 [4]。此后不断完善CBM评价、

钻井和开采的技术和方法，主要是对

那些已经成功应用于常规油气开发的

技术和方法进行改造，其它则是开发

针对煤炭资源独有特征的技术和方

法。

C B M开采潜力评估主要靠实验

室岩心分析和煤藏特征描述。CBM开

发初期所采用的模型来自采矿业，此

后煤田级评估技术获得长足进展。如

今，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经济开采煤

层气所需要考虑的各种因素。这种认

识随着新气藏的不断发现而逐渐深

入。此外，浅井和低密度煤藏专用仪

器采集的数据使煤藏建模的精度不断

提高。

在CBM开发方面，并非只有建模

和评价技术进展显著。几十年前，即

使是在传统油气井领域，多水平段复

杂分支井也很少有，但如今，这一技

术已普遍应用于CBM钻井项目。业界

已经开发出对煤层开采机理损害（如

固井作业造成的损害）更小的完井技

术，也已经设计出可提高CBM产量的

增产液。

本文概括介绍了当前煤层气的开

采情况，描述了这一非常规矿藏在钻

井、完井、评价和开采方面的最新进

展。这些进展在许多煤矿区已见到成

效，文中介绍了澳大利亚、加拿大和

美国的应用实例。

全球概况

据最新资料显示，当今拥有

最大已探明可采煤炭储量的国家

是美国（ 2 8 . 6 %），其后是俄罗斯

（18.5%）、中国（13.5%）、澳大利

亚（9.0%）和印度（6.7%）[5]。许多地

区的浅层煤藏，如在英国和其他欧洲

国家，均已得到广泛开采，而煤矿业

未能触及的那些深煤层还有待开发。

英国虽然只剩下少量可采储量，但从

CBM估算储量上来看，仍然位居世界

第六位（上图）。资金主要投向产煤

大国， 据估计，2008年这方面的投资

总额高达120亿美元。

CBM 作业活动
（过去或现在）

,

阿拉斯加
1037万亿英尺3

加拿大
699万亿英尺3

美国（不包括阿拉斯加）
711万亿英尺3

英国
102万亿英尺3

乌克兰
42万亿英尺3 

俄罗斯
1730万亿英尺3 

哈萨克斯坦
23万亿英尺3 

印度
71万亿英尺3 

澳大利亚
1037万亿英尺3 

中国
1307万亿英尺3 

^ CBM 储量和作业活动。CBM 储量（深灰色）主要位于俄罗斯、美国（仅阿拉斯加州的储量估计达 1037 万亿英尺 3）、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
印度、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在 69 个煤炭储量较大的国家中，61% 的国家已开始了不同形式的 CBM 作业活动，包括调查、试验或生产等。（美国能源部，

参考文献 3，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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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般通过测量碎煤样的朗缪尔吸附

等温线进行描述[11]。因为吸附气体的

微孔隙的内表面积非常大，所以煤层

有可能储存大量的煤层气（下一页，

右上图）。

煤层沉积后，其体积收缩产生

的孔隙中也发现有少量甲烷气体。收

缩发生在煤化作用过程中－在这个过

程中，富含有机物的泥煤通过生物过

程以及热和压力的作用转化成煤。在

煤化过程中，水被驱出，基岩体积减

小，形成正交裂缝或割理结构。一级

割理（面割理）一般垂直于二级割理

（端割理）。面割理通常是连续的，

连通性好，而端割理一般不连续，常

常终止于面割理。可通过分析常规岩

心或解释井眼成像资料（如FMI微成

像仪的测井资料）估算割理网络的规

模。

割理的空间分离和几何形状非常

重要，因为这种天然裂缝是形成一定

渗透率的主要机理。构造应力造成的

沉积后断裂可能会提高整体渗透率，

而过大的构造活动也可能导致渗透率

降低。

通常C B M生产需要进行地层脱

水，以便降低煤藏压力。通过降低压

力形成自由气，从而提高煤层的气体

渗透率，促使气体流入井筒[12]。较低

的煤层压力使吸附在煤表面的甲烷被

释放，随后沿裂缝系统流入井筒。

认识到煤层气的价值后，中国政

府把煤层气开发选定为当前五年计划

的16个重点开发项目之一。目标产量

是到2010年达到100亿米3（3530亿英

尺3），到2015年达到300亿米3（1.059
万亿英尺3），到2020年达到500亿米3

（1.765万亿英尺3）[6]。

美国已形成了成熟的CBM工业，

开发了10个主要盆地。美国本土各州

基本都已进行过CBM储量勘探，但拥

有丰富储量的阿拉斯加州还没有进行

大规模的调查，该州估计储量在30万
亿米3（1000万亿英尺3）以上[7]。

澳大利亚的煤层气产量仅次于

美国。澳大利亚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才开始小规模的煤层气商业开采，到

2008年，已开采出40亿米3，产量在前

一年基础上增加了39%[8]。

印度也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而

且多数都适合煤层气开发。一些传统

开采方法无法触及的深层煤藏的CMB
也有待开发。1997年，印度政府制定

了煤层气开发政策，并划分了多个

勘探区块。印度的CBM商业开采始于

2007年[9]。

在C B M开发方面，俄罗斯潜力

巨大却尚未发挥：根据资料来源的不

同，俄罗斯的CBM储量估计为17－80
万亿米3（600－2825万亿英尺3）。到

2009年初为止，俄罗斯总共才钻了几

口井，用以评估CBM的商业开采潜

力。然而，由于政治和市场因素的影

响，这一局面或许已经在发生变化。

俄罗斯西部开采出的天然气售往欧

洲。可以开发集中于西伯利亚中部的

CBM供俄罗斯中部的重工业使用，这

样就可将更多天然气售往西方。

从任何盆地开发煤层气都会面临

一些挑战，包括经济、地质、后勤和

作业各方面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

是如何处理产出水。

吸附、煤化和脱水

煤层气藏与常规储藏有着诸多

方面的差异，最大不同在于产水和储

气机理。因为天然气圈闭并储存在基

岩的孔隙系统中，所以多数油气藏的

油气储存能力与孔隙度有关。煤的固

有孔隙度为中等，但其储气量是同体

积同压力条件下砂岩储气量的七倍以

上。煤的气体储存能力主要取决于煤

的品级。高品级煤－烟煤和无烟煤－

最可能储存甲烷（下图）。但是，高

储气能力并不是成功进行煤层气生产

的必要条件[10]。

低品级煤中的甲烷是微生物活动

产生的，高品级煤中的甲烷是在其中

的有机化合物热成熟过程中形成的。

一旦形成之后，甲烷就被弱分子间引

力－范德瓦尔斯力－吸引束缚到那些

形成煤的有机物质上。煤的储气能力

与压力和被吸附气体的含量有关，后

^ 储气能力、煤品级和甲烷生成机理。储气能力是煤品级和压力的函数，随着煤发育成熟，其吸附能力不断提高（左）。在所有品级的煤中，无烟煤（绿
色）具有最大的储气能力，其次是不同品级的烟煤（红色、橘色和黄色）。甲烷是通过生物活动（生物降解）和热作用（右）生成的。甲烷被吸附在形

成煤的有机物质的表面上。当有机物质转换成高品级煤，并被大量的热量包围后，生物作用过程停止。然而，如果流体运动又带来了新的微生物，生

物过程会再次发生。

热成熟形成
的甲烷

生物甲烷、
氮和二氧化碳

产
气

量
增

加

煤品级增高

褐煤 亚烟煤 烟煤 无烟煤 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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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从煤颗粒
内表面解吸

煤基岩

面割理

端割理

流体流入天然
裂缝网络

气体通过基岩
和微孔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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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水必需通过注入到更深的

地层或处理后在地表排放的方式进行

处理。产出气在和产出水发生分离后

沿套管和油管之间的环空上升到地面

（右下图）。

CBM井的产量一般都比较低。为

得到最大排气面积，许多CBM井都要

通过水力压裂将割理和天然裂缝与井

筒连通起来。一些CBM盆地本身具有

较高的自然渗透率（大于100 mD），

不需要实施增产措施。

脱水模式也有例外情形。一些井

无需漫长的脱水过程就可以马上开采

煤层气。成熟煤田因为已经进行了开

采，一般都已部分甚至是全部脱水。

这种情况类似于那些在采煤过程中已

经脱水的煤层完井的生产井。

通常在采煤前在煤层内打水平

井，以降低甲烷水平。同样，钻水平

井能够为CBM开采建立高效通道。一

些地区，如美国的圣胡安盆地，无需

实施增产措施，其产气量和生产速度

就相当于常规砂岩储层的生产规模。

在另一些产气盆地，在煤层内布置多

分支井，以获得最高产气量。

^ 煤层气的吸附和解吸。在煤化过程中基岩收缩产生的正交裂缝称为割理。面割理趋向于连续。端
割理垂直于面割理。一般情况下，煤基岩孔隙中充满水。随着水的产出，地层压力下降，那些吸附

在煤基岩表面上、储存在微小孔隙中的甲烷被释放出来。释放出的气体随后通过基岩扩散，运移到

割理和裂缝中，最后达到井筒。

^ CBM 井示意图。图中是一口典型多煤层完井的 CBM 直井。油管下到了
最深的煤层。实施压裂措施后，水从煤层中流出，并沿环空向下流动，然

后通过油管泵出。基岩中释放出的甲烷流入套管和油管之间的环空，上升

到地面，通过管道送到压缩站进行压缩，然后和其他井生产的气合并一起。

产出水要么重新注入地下较深的地层，要么在地面进行处理。

煤层

煤层

煤层

气体流入管线

产出水在地面进行
处理，或重新注入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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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分支井一个极端例子是CDX天
然气有限公司开发的Z-Pinnate 水平井

钻井和完井系统（左图）。

开发方法取决于煤的特点及煤藏

地质情况。要确定适用于具体CBM储

层的最佳钻采方法，作业者常常需要

借助于煤层建模技术。

煤层模拟

目前已有既定标准用来评价非常

规储层，如CBM和天然气页岩储层。

要进行正确适当的评价，需要很多数

据，包括含气量、气体吸附能力、渗

透率、储层压力、储层几何形状和煤

的化学特征等。通过常规岩心和岩石

样品分析得到经验数据，标定到岩心

数据后，利用诸如ECS能谱仪器、岩性

密度测井仪器等测得的数据，为储层

模拟提供输入数据。

模拟分析程序（如斯伦贝谢的

Petrel和ECLIPSE软件包）一般都包括为

评价CBM储层专门设计的模块。首先

根据煤层厚度和展布面积计算煤的体

积，然后利用软件，通过岩心数据和

测井数据外插估算煤层气地质储量。

因为煤层情况变化很大，基于几个分

散的参考点采用外插法推算煤层条件

很难准确计算煤层气储量。但是如果

有足够的数据，利用上述软件就可以

计算潜在产量，提出达到最大产量的

最佳建议。

在澳大利亚，一家CBM作业者面

临如下挑战，即为一个液化气（LNG）
厂提供12年的原料供应。液化气厂需

要的气量是一个已知量。提供进行产

气量分析的区域是32375公里2（800万
英亩）探区的一部分，生产井就在其

附近。该作业者需要知道生产满足液

化气厂需求气量所需的新井数，同时

还要制定最佳钻井和开采计划。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

斯伦贝谢DCS煤层气研究中心工作的

工程师为澳大利亚的CBM作业者解决

了这一难题，帮助他们分析了煤藏特

征，确定了煤层气开发计划。完成这

个项目的关键是要彻底了解整个研究

^ 极端钻井实例。Z-Pinnate 钻井技术可利用多分支井最大程度地接触煤层。尽管单口 CBM 直井可
能只覆盖到 0.324 公里 2（80 英亩）的煤层，但据报道，从一口直井侧向开发的整个分支井网络能够

覆盖 7.284 公里 2（1800 英亩）的煤层。如此大的接触面使得采收率大大提高。（图片由 CDX 天然气

有限公司提供）。

^ 澳大利亚多煤层模型。Petrel 建模软件提供了一个 3D 生产层图像。模型输出数据包括多个煤层蕴
含煤量的估算值。图中显示的面积达数百万英亩。

小煤层

小煤层

煤层

井位

煤层1

煤层2

煤层3

煤层4

煤层5 

煤层6 

盖层

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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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煤炭的未来（2030 － 2050 年热煤的供应前

景），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报告 EUR 
22644 EN（2007 年 2 月），http://ie.jrc.ec.europa.
eu/publications/scientific_publications/2007/
EUR22644EN.pdf（2009 年 4 月 6 日浏览）。

区域煤层的相对连续性（厚度和空间

展布）和不均质性（储气能力、孔隙

度和渗透率的变化）。利用煤层厚度

和面积展布估算每英亩面积上的含煤

量（吨）。利用建模程序根据含煤量

（体积）和储气能力估算天然气地质

储量。含煤量和储气能力可通过实验

室岩心分析或根据测井数据计算。然

后就可以确定潜在产气量。

分析人员利用Petrel地震模拟程序

建立了本地区的三维地质模型，以便

了解并直观显示本地区地下构造（前

一页，左下图）。Petrel模型根据生产

井和取心井的资料对煤层厚度和深度

进行了评估。

工程师把 P e t r e l 模型合并到

ECLIPSE储层模拟程序中。根据500多
个控制点的生产历史和标准曲线确定

了储层的生产潜力。研究区内生产井

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状态，分别反映了

低、中、高三种生产动态。

根据输入值范围，工程师利用蒙

特卡罗模拟程序估算了各种结果。孔

隙度、渗透率、煤层厚度和地层压力

是模拟过程中的变量。其中，孔隙度

和渗透率范围通过历史拟合来确定，

厚度和压力分布来自Petrel模型。利

用已确定的压力梯度计算出了压力分

布。然后在已确定的输入值范围内随

意选择一组数据，创建了单井生产趋

势，利用12000个这样的单井生产趋势

对产量进行了预测。

接下来，DCS工程师着手解决需

要多少口井的问题。他们设计了气田

开发模型，并建立了作业计划，该计

划大大提高了设备利用率，并将井位

确定在生产能力最高的区域。综合考

虑了各种限制因素后，DCS工程师借

助模型，预测出大约需要800口井才能

满足液化气厂的要求（上图）。

历史经验表明，生产初期CBM井

都产出大量水，但产水量随着水饱和

度的降低而逐渐下降，同时气体渗透

率会逐渐增加。根据历史拟合资料，

模型预测出了产水量和产气量。然

后，分析人员根据开采速度选定了12
年的项目周期内处理产出水所需地面

设备。

完成项目模拟之后，随着钻井的

完成和生产数据的获得，不断修改、

完善现有生产框架。如果以后的生产

状况因为储层条件的变化需要更改，

可随时调整钻井和完井计划，以达到

生产目标。

煤层钻井

一般C B M项目都采用低科技手

段进行钻井、完井和增产。因为钻穿

不稳定煤层比较困难，所以常常打直

井。在可能的情况下，钻长水平井可

以最大程度地接触到储层。有记录显

示，采用钻多分支井的方法在前24－
48个月的生产时期内采收率能达到70
－90%[13]。

水平钻井需要特殊装置确保

钻头始终在储层范围内钻进，如

PowerDrive旋转导向系统。定向司钻

通常使用方位自然伽马（GR）LWD
测量方法，以便于在常规岩石中定

向钻进。但这种方法对CBM井不是很

有效，因为CBM井的目的层一般比较

薄，GR仪器对地层边界的响应与其对

煤层的响应类似。甚至在能够检测出

差别的地方，浅探测GR测量值仅能

告诉作业者钻头是否在目的层内。它

不能给出钻头距层边界的相对位置，

也不能指导钻头如何进入下一个钻井

段。

定向深探测电阻率仪器（如

PeriScope仪器）可绘制地层边界图，

提供了一种克服方位GR仪器局限性

的方法。PeriScope仪器对井眼周围及

钻头前的区域径向成像范围可达4.6米
（15英尺）。成像图提供了仪器相对

于煤层和边界的位置。利用实时反演

软件绘制出的PeriScope原始定向数据

和仪器与地层边界的相对位置，用来

指导钻井系统的前进方向。对实时数

据进行正确解释需要掌握大量的专业

^ 生产潜力和钻井优化。工程师利用 ECLIPSE 软件对澳大利亚的一个煤层气田进行了模拟，该煤层气田需要以预先确定的产气量（黑色）进行煤层气开采，
为一家液化气厂提供原料（左）。工程师设计了两种情形，一种仅基于新井产量（红色），另一种合并了现有产气井产量和新井产量（蓝色）。通过该软

件还建立了达到并维持目标产气量的钻井计划（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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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还需要充分了解地层响应。

加拿大能源公司计划在加拿大艾

伯塔省的Manville煤层钻一口大位移

水平井。目标还包括两个平行的煤层

（Mikwan A和B），厚度为5－7米（16
－23英尺），煤层间是厚度为0.6米（2
英尺）的页岩夹层。在该地区，常规

打井方法是先沿垂直方向钻到煤层，

然后从主井筒沿水平方向尽可能远地

在煤层内钻进。

保持在煤层中钻进是CBM井成功

的关键因素，在这一点上CBM井比常

规储层要求更高。因为多数煤层不均

质、构造复杂，连通性不好，因此钻

进时可能会错过最佳层段，Manville
煤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常规地质导

向方法往往难以确保在煤层内钻进，

成功率通常低于50%，有时甚至只有

30%。

尽管PowerDrive和PeriScope系
统从未同时应用于CBM钻井，但加

拿大能源公司决定进行一次这样的

尝试 [ 14 ]。根据该井的钻井计划，首

先钻到Mikwan B煤层顶，然后使用

PowerDrive系统分别钻穿Mikwan B和
Mikwan A层段。最初的钻井计划是在

假设两个煤层都相对平坦且均质的条

件下制定的。作业前模拟结果显示，

煤层与邻层页岩的电阻率差异足够

^ 保持在煤层内钻进。加拿大能源公司尝试使用PowerDrive钻井系统和PeriScope LWD仪器在Manville
煤层内进行钻井。开钻前，设计了井眼轨迹（蓝绿色），并根据邻井测井资料，假设煤层平行，建立

了Petrel构造模型。对PeriScope资料进行反演处理后，确定了上（蓝色点）、下（红色点）界面。井

眼轨迹（淡绿色）经校正后进入煤层，并保持在煤层中。钻头先进入Mikwan B层，在该煤层钻进，

直到该煤层底（A）后转为上行，钻进大约400米（1312英尺）到达B。接着向下钻进（C），穿过页岩

夹层，进入Mikwan A煤层。然后沿Mikwan A煤层下边缘继续钻进了几百米（D）。

大，能够使用定向电阻率数据做出地

质导向决策。

位于加拿大能源公司卡尔加里

办公室的斯伦贝谢OSC交互钻井作业

中心对现场作业提供了数据解释支

持（请参见“远程井场支持”，第48
页）。由于不得不调整钻井计划，这

种支持从一开始就显得非常重要。煤

层比预期的要深，而且不是平坦、均

质煤层，而是起伏不平，厚度不均。

在假设煤层均质的条件下，根据邻井

裸眼井测井资料建立了Petrel 构造模

型。采集到PeriScope资料后，又对模

型进行了适当修正，以解释观测到的

地层形态变化情况（下图）。

发现了Mikwan B煤层后，继续钻

进，直到PeriScope资料显示钻头靠近

该煤层底。然后利用PowerDrive系统

向上钻进，水平钻进大约400米（1312
英尺）到达上面的煤层。接下来又

向下钻进，穿过中间的页岩，进入

Mikwan A层，沿其底部等高线钻进。

通过OSC支持进行远程监测，加拿大

能源公司利用实时资料调整钻进方

向。

煤层固井

在制定固井计划时需要特别考

虑煤层的割理系统（下一页，右上

图）。在浅层深度，常规水泥浆侵入

割理和天然裂缝较深，妨碍将来地层

水和煤层气的产出。煤层的机械强度

低，在水泥压力下可能会坍塌。因

此，用于CBM井的固井水泥浆密度比

一般标准水泥的密度低得多。

但是，单纯降低水泥浆密度并

不能保证固井效果。注入的水泥必须

能够形成一个密封体，起到层间隔离

的作用，并且在实施压裂作业过程中

具有足够的耐压强度，能够保持完整

性。有时采用两阶段操作法－先注入

重量轻的领浆，然后再注入较重的尾

浆，即使是这样，仍然会出现不希望

的结果。用于减轻水泥浆重量的水泥

混合剂可能使水泥浆耐压强度降低到

不能接受的程度，而且耐压强度高的

尾浆常常使地层发生破裂。水泥浆漏

失到产层会使浅煤层遭到损害。

对固井水泥浆进行了精心设计以

解决传统两阶段作业法中出现的一些

问题。LiteCRETE体系综合了水泥浆的

低密度和早期高耐压强度的特点，在

CBM应用方面非常有效。即使这些轻

质水泥浆也会出现漏失到煤层裂缝网

络中的情况：裂缝系统越完善，漏失

量越大。作业者可在前置液中添加桥

堵材料，以弥补和封堵裂缝，但其充

填情况不好控制。

CemNET纤维是常规堵漏材料的

替代物。CemNET纤维尺寸经过优化，

可封堵联通裂缝和割理，它们在整个

地层内形成网络系统（下一页，右下

图）。因为这种添加剂属于惰性物

质，因此不与地层流体发生反应，

对地层损害较轻，甚至没有损害。

CemNET添加剂不会降低水泥的耐压强

度，也不会延长水泥的凝固时间。

在最近的一个CBM项目中应用了

LiteCRETE体系和CemNET体系，显著

提高了作业成功率[15]。成功率（即泵

送的水泥顶或维持的水泥返回量）在

全年钻井过程中达到了80%。而前一

年的成功率是40%。作业公司将多余

的水泥用量从25%减少到15%。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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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间内，水泥浆比重累计下降了1.6
磅/加仑（192千克/米 3）。实行单阶

段水泥固井作业也使成本大幅下降。

LiteCRETE和CemNET体系的成功固井和

层间隔离，使增产成功率从常规水泥

浆固井的20%提高到70%。

CBM 储层压裂

压裂措施广泛用于开采C B M储

层。通过压裂，在天然裂缝网络和井

筒间建立连通通道，使水和气能够被

采出。目前已对煤层气储层成功进行

水力压裂作业，但与砂岩气层压裂相

比其增产效果一般不佳[16]。

煤的物理特点与常规岩石不同。

煤的泊松比较高，导致其压裂梯度较

高，通常高于邻层的压裂梯度。煤质

较软，使得裂缝难以延伸。割理系统

使裂缝网络复杂化。杨氏模量低、裂

缝发育的煤层，容易形成复杂的裂缝

网络。这样，即使施加较高的压力，

形成的裂缝长度也有限。此外胶基处

理液的渗漏可能引起地层膨胀，对煤

层造成损害。

一个盆地中的煤层不均质程度高

可能使增产结果不一致。不同盆地的

煤质不同也会影响最终增产结果。反

复试验法虽然并不总是优化增产程序

的最有效方法，但有时却是唯一的途

径。

改善CBM开发的压裂措施主要采

用三种压裂液：聚合物基凝胶体系，

清水体系和泡沫或充能体系（充氮或

二氧化碳）。对于交联凝胶体系来

说，如果凝胶不破胶，就会造成地层

损害，造成割理永久封堵。清水体系

需要非常高的泵速，因为这种液体携

带支撑剂的能力弱。泡沫体系效果较

好，能够降低煤和压裂液相互作用对

地层造成的损害。但是，即使使用泡

沫体系，也可能会对地层造成破坏。

例如，压裂液体系使用的表面活性剂

对煤的天然润湿性造成不利影响，降

低脱水速度。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斯伦贝谢设

计了无固相、无聚合物CoalFRAC压裂

液，是ClearFRAC压裂液的改进产品。

相比其他压裂液，CoalFRAC的最大益

处之一就是使用了满足环境水质标准

的添加剂。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煤层

通常位于淡水层附近。

CoalFRAC压裂液经常和氮化泡沫

体系结合使用。减少压裂液中的液相

可降低注入地层的液体体积，因为这

些液体还需要回收，以便将甲烷从煤

层中解吸出来。氮不与其他物质发生

化学反应，是最节约成本，容易获得

的化学物质，也是造缝、裂缝延伸、

控制压裂液漏失和运送支撑剂的优质

媒介。充入储层中的氮可以加速压裂

液的清理，帮助煤层脱水。

^ 割理系统。从该地表露头可见割理在煤层中形成天然裂缝系统。在固井作业过程中，进入裂缝系

统中的水泥浆影响层间隔离的质量，妨碍未来水和气的产出。

^ CemNET纤维。煤层割理中的水泥浆阻碍水和气进入井筒，影响压裂增产效果（左）。CemNET纤
维（插图）在近井筒区域形成席状屏障，阻止水泥浆进入割理（右）。CemNET纤维不会降低水泥

凝固后的耐压强度，可添加到前置液或水泥浆中。把CemNET纤维直接添加到水泥浆中有助于在最

容易发生压裂液漏失的煤层中进行适当充填。

14. Christiaansen E，Bourgeois D，MacDonald C，
Longmuir K，Natras T 和 McIlreath I ：“Proactive 
Geosteering with Directional Deep Resistivity and 
Rotary Steerable Tool in Thin Coalbed Methane（CBM）

Reservoirs”，论文 AADE-07-NTCE-13，发表在

AADE 美国技术会议暨展览会上，休斯敦，

2007 年 4 月 10-12 日。

15. Sayers AC，Boyer CM，Frenzel TJ 和 Rodgers RA：

“Technologies Key to Deep CBM Success”，The 
American Oil & Gas Reporter，47 卷，第 3 期（2004
年 3 月）：79-85。

16. Olsen TN，Brenize G 和 Frenzel T ：“Improvement 
Processes for Coalbed Natural Gas Completion and 
Stimulation”，SPE 84122，发表在 SPE 技术年

会暨展览会上，丹佛，2003 年 10 月 5-8 日。

水泥浆流入煤层割理 CemNET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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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alFRAC 处理效果。图中是 Black Warrior 盆地 CBM 井经 CoalFRAC 压裂

液处理后的平均产量（蓝色）和类似邻井中利用其他充氮泡沫体系处理后

的产量（红色）对比。可以看出，前两个月产量相同，但此后用 CoalFRAC
处理过的井一直保持更高的产量。因为 CBM 井一般开采时间长，所以产

量的逐步提高对总采收率有较大的影响。

^ 精心设计的增产液。添加到常规增产液的表面活性剂会改变地层流体性质，

并影响对启动 CBM 生产至关重要的脱水过程。斯伦贝谢针对 CBM 储层开

发的 CBMA 添加剂可以优化脱水，并有助于控制生产过程中的微粒。实验

室模拟结果展示了含有 CBMA 添加剂的压裂液体系的脱水效率 （绿色）和

不含 CBMA 添加剂的典型压裂液体系的脱水效率（红色）。

Black Warrior盆地的煤层气井在

开始脱水后不久就显示出CoalFRAC压
裂液的增产效果。和附近生产状态相

同的井进行对比，经过CoalFRAC体系

处理的井的产量比周围那些用其他压

裂液处理的井产量高38%（左图）。

传统压裂液能够改变煤层基质的

润湿性，不利于煤层脱水。专为煤层

气生产开发的CBMA添加剂能够加强

煤层脱水。这种添加剂不仅能够保持

煤表面的润湿性，还能减少微粒运移

（左下图）。微粒会降低产液量，堵

塞井筒，损坏生产设备。

储层评价新方法

CBM储层和井的评价方法不同于

常规油气产层的评价方法。寻找常规

油气储量需要识别生油岩上部的可渗

透储层是否有足够大的存储体积（孔

隙度），以存储具备足够经济价值的

油气。可渗透储层中有封闭构造能够

圈闭其中的油气物质。比较而言，煤

既是源岩，又是圈闭和存储介质，因

此评价煤层的方法肯定不同于评价常

规气藏的方法。

煤的物理特征是低密度，一般只

有1.25克/厘米 3，而砂岩骨架密度是

2.65 克/厘米3。割理结构和孔隙中含有

固态烃类基质和水，因此煤的氢指数

很高。烟煤的中子孔隙度高达80%，

一般都在65%以上。

大多数电缆测井仪器都是针对常

规油气藏而开发的，但针对低密度和

高氢指数的典型煤层的测井仪器却很

少，因此利用标准测井仪器难以对煤

层气储层进行准确评价。例如，密度

测井仪器在测量高密度岩石时不太精

确，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密度测井仪

器的计数率较低，但尽管如此，研究

人员却更多关注改善低孔隙度地层的

测量方法，而不是高孔隙度岩石的测

量方法。另外，用来确定岩性的岩性

密度仪器的Pe测量的下限是1.0，而煤

的Pe可能低于0.2[17]。

中子孔隙度测量方法也不适合

17. 光电吸收因子 Pe 是基岩的一个属性值，可

以用来确定岩石的矿物学性质，是煤质的

一项指标。

18. Arthur JD，Langhus BG 和 Vonfeldt C ：“Current 
and Evolving Issues Pertaining to Produced 
Water and the Ongoing Development of Coal Bed 
Methane”，论文 0814，发表在国际煤层气

和页岩气研讨会上，阿拉巴马州 Tuscaloosa，
2008 年 5 月 21-22 日。

19. Byrer CW，Litynski JT 和 Plasynski SI ：“U.S. DOE 
Regional Carbon Sequestration Partnerships Effort”，
论文 0722，发表在国际煤层气和页岩气研讨

会上，阿拉巴马州 Tuscaloosa，2007 年 5 月

23-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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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M井。许多CBM井都是采用旋转冲

钻头进行空气钻井。热中子仪器在充

满空气的井筒中无法正常工作。即使

井筒中有液体，在孔隙度较高或氢指

数较高的环境下，测量物理学本身的

局限性也会导致测量数据统计结果变

化很大。煤层的中子孔隙度测量值一

般是65－80%，比常规储层的测量值

精确度低。

缺乏适当的储层描述方法，在高

孔隙度环境和空气钻井情况下测量精

度不高，这些都是评价CBM储层时岩

石物理师重点考虑的因素。斯伦贝谢

最近引入了Multi Express小直井多输送

平台，这是一套用于煤层评价的测井

系列，具有如下扩展功能：煤层密度

响应特征描述、更能代表煤层属性的

Pe测量值、在充满空气的井筒中有效

的超热中子密度测量方法。

这些仪器已在美国的几个盆地得

到应用，如Black Warrior盆地、阿巴拉

契亚盆地和圣胡安盆地以及加拿大西

部的煤矿。因为测量方法的开发针对

于非传统环境，所以为CBM评价程序

提供的输入数据的精度高于常规仪器

所提供的数据。

为Multi Express平台开发的中子仪

器能够进行热中子或超热中子孔隙度

测量。超热中子测量在充满空气的井筒

中有效，但在充满水的井筒中无效。利

用这种新型测井仪器，首先在井中测量

热中子孔隙度，然后工程师采用软件控

制转换重放测井数据，以便将正确的算

法应用到空气而不是水充填的井筒环

境。因为资料采集不受算法的影响，所

以不需要进行多次测量。

Multi Express平台的另一个特征是

具有一套综合声频温度仪器。在经过

部分或全部脱水的盆地中，煤层气会

随着钻头钻穿煤层而立即逃逸出去。

这会使得流动层段前面的井筒温度降

低。该仪器能够识别这些可能具有较

大即时产气潜力的地层。声频部分能

检测气体逃逸煤层并进入井筒时产生

的噪声。

环境问题

纯甲烷是最清洁的烃类燃料，因

此，CBM是一种清洁的替代能源。然

而，CBM开发对环境的影响是一个不

可忽视的问题。

对美国西北部Powder River盆地

的CBM开发来说，产出水处理目前成

本最高[18]。在大多数盆地，产出水是

CBM开采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副产品。

根据煤层地质情况，产出水的水质有

的可饮用，有的由于可溶解固相颗粒

含量过高而不可直接进行排放。由于

产出水的溶解氧浓度较低，即使固相

颗粒含量低，在排放到河流之前也必

须对其进行处理。如果不经过适当处

理，用产出水进行农田灌溉是有一定

风险的，因为其中的固相颗粒可能破

坏土壤。固相颗粒含量高的产出水必

须注入到远离淡水饮用水源的深盐水

层中。

地表的一些干扰因素，如道路、

钻井场地、管线以及生产设施对CBM
开发区域有一定的影响。从一个井位

钻多分支井提供了将环境影响降到最

低的方法。

对典型C B M完井方法造成的地

下影响也必须加以考虑。对常规气藏

来说，压裂裂缝延伸至气层外一般只

影响产量。因为多数CBM盆地都比较

浅，所以压裂裂缝延伸至气层外可能

会对淡水层造成影响。通过充分了解

岩石特性，有利于尽量降低这些影

响。不过，浅层CBM井压裂可以采用

环保型压裂液。

采用正确的管理方法能够尽量降

低CBM开采对环境的影响，加强CBM
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采用创新钻

井技术能够减少对地表的破坏。充分

了解储层岩石特性能够改善增产效

果。所有这些方法，加上对产出水的

尽职管理，能够减轻CBM开发对当前

生态系统的影响。

未来的发展

大约有70个国家拥有煤藏，其中

40多个国家已经开始某种方式的煤层

气开采活动。约20个国家已经或正在

积极开展钻井项目。本文介绍了世界

各地一些提高煤层气开发经济效益的

新技术应用实例，另外还有更多新技

术正在研究开发之中。

其中一些新技术包括压裂实时

监测、新型CBM压力液输送系统、特

殊水泥浆和新型射孔方法。裂缝监测

技术允许对压裂作业进行实时调整，

以达到最佳压裂液泵入速度和输送方

式。ThorFRAC技术是一种利用连续油

管输送氮气的极端正压增产技术，专

为煤层气生产而开发。这种技术以高

压、高速、低摩阻损失的方式输送氮

气。连续油管的使用提高了这种压裂

方法的作业效率。利用酸溶性水泥完

井可以溶解目的层上的水泥、消除水

泥造成的堵塞从而提高产量。另外，

还研制了专用射孔弹，与专为常规储

层设计的聚能射孔弹相比，这种专用

射孔弹在煤层中的穿透力更强。以上

技术有的正处于试验阶段，有的已经

投入使用。

未来煤层气工业可能要向全新的

方向挺进，逐步成为碳存储的一个重

要参与者。许多强化煤层气开采项目

（ECBM）对一些不可开采的煤层和产

量衰竭的煤层气田进行了调查，看其是

否适合封存二氧化碳。组成煤的有机

物质对二氧化碳的亲和力一般比甲烷

强。采用类似于二次采油的工艺，将二

氧化碳注入煤层，二氧化碳被煤层吸

收，同时，煤层中的甲烷被驱替出来。

ECBM项目提供了一项清除大气中温室

气体的方法，同时还增加了天然气供

应。相关研究已从数据收集和分析阶

段进行到执行阶段，结果令人鼓舞[19]。

美国引领了CBM的早期开发。如

今，澳大利亚、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正迅速赶超。作为全球性资源的CBM
注定成为一种重要的储量丰富的清洁

能源。虽然当前的新技术新方法还没

有为煤层气揭去“非常规资源”的标

签，但它们为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煤层

气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