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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真三轴物理模型试验机、水力压裂伺服系统、声发射定位系统以及压裂液中添加示踪剂等方式，在真三轴条件

下对大尺寸页岩水平井进行了水力压裂物理模拟试验，通过裂缝的动态监测和压裂后剖切等分析了裂缝的扩展规律，并对页

岩压裂缝网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表明：（1）水力裂缝自割缝处起裂并扩展、压开或贯穿层理面，形成相对较复

杂的裂缝形态；（2）裂缝中既有垂直于层理面的新生水力主裂缝，又有沿弱层理面扩展延伸的次级裂缝，形成了纵向和横向

裂缝并存的裂缝网络；（3）水力裂缝在延伸过程中会发生转向而逐渐垂直最小主应力；（4）水力裂缝在扩展过程中遇到弱层

理面时的止裂、分叉、穿过和转向现象是形成页岩储层复杂裂缝网络的主要原因，而弱结构面的大量存在是形成复杂裂缝的

基础。其研究结果可为页岩气藏水平井分段压裂开采等提供有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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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aulic fracture propagation of shale horizontal well  
by large-scale true triaxial physical simulatio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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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rue triaxial simulation experimental system, servo control system of hydraulic fracturing equipment and tracer 

technique, a large-scale true triaxial physical simulation test on hydraulic fracturing of shale horizontal well is conducted. The 

extension of the hydraulic fractures is analyzed by dynamically monitoring of fractures and sectioning the fractured specime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fracture network is discuss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A relatively complex fracture morphology is 

formed due to the hydraulic fractures extending along and perpendicular to the bedding planes after initiation. (2) The fracture 

network which contains longitudinal and transverse fractures is formed in hydraulic fracturing of shale specimens. Main hydraulic 

fractures perpendicular to the bedding plane and secondary fractures extending along the week bedding plane all exist in the fracture 

network. (3) Hydraulic fractures will gradually turn to the direction perpendicular to the minimum principal stress in extension. (4) 

Arresting, branching, penetrating and re-orientation of hydraulic fractures in bedding planes are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formation of 

complex fracture network of shale gas reservoir. The existance of the weak structural planes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forming of 

complex fracture morphology.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s for staged exploitation of horizontal well of shale gas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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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我国非常规天然气总量巨大，特别是页岩气，

可采储量高达 36.08×1012 m3，居世界第一[1]。目前

页岩气开采的核心技术是水力压裂，产生裂隙网络，

但页岩储层埋藏较深、地下岩层结构和应力水平复

杂，加上缺乏准确有效的现场监测手段，因而无法

直接观测地下储层的水力压裂效果。现阶段对水力

压裂裂缝的扩展模式和分布规律认识不清，对地下

压裂井网的设计和布置具有盲目性，因此，探明和

掌握水力压裂裂缝的起裂条件、扩展形态和影响因

素，对于水力压裂开采设计、储层改造和提高油气

资源的采收率十分重要。对页岩储层特征岩石进行

的室内水力压裂物理模拟试验，是认识页岩裂缝几

何形态和扩展规律的一种有可靠、有效手段[2]。 

国内外针对水力压裂试验以及裂缝扩展规律开

展了相关的研究：郭印同等[3]使用真三轴岩土工程

模型试验机并结合工业 CT 扫描技术，建立一套页

岩水力压裂物理模拟与压裂缝表征的方法，并通过

竖直井模拟试验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但并未对

裂缝扩展机制进行分析；衡帅等[2]初步探讨了模拟

竖直井条件下页岩水力压裂网状裂缝的形成机制以

及裂缝扩展规律；陈勉等[4]通过天然和人造岩样的

水力压裂试验，实现了对裂缝扩展物理过程的监测

并探讨了水力裂缝扩展的影响因素，但并未对裂缝

进行剖切分析；赵益忠等[5]对玄武岩、巨砾岩、泥

灰岩岩心进行了水力压裂裂缝起裂及裂缝扩展模拟

试验，得到了压后裂缝几何形态和压裂过程中压力

随时间的变化规律；黄荣樽[6]综合国外关于水力压

裂裂缝的起裂和扩展的研究，提出了垂直裂缝和水

平裂缝的起裂判据并分析了影响裂缝延伸方向的各

种因素；姚飞等[7]研究了裂缝性地层中天然裂缝网

络对水力裂缝延伸的影响规律，得到天然裂缝性地

层中水力裂缝的延伸具有一定的随机性；Haimson[8]

对应力和天然裂缝对水力压裂裂缝形态的影响进行

了理论和试验研究；Blanton[9]通过含天然裂缝页岩

的室内三轴水力压裂试验指出，只有在高应力差和

大逼近角情形下水力裂缝才会穿过天然裂缝继续扩

展，而多数情况下水力裂缝会在天然裂缝处止裂或

转向，但在他的研究中忽略了流体滤失的影响；

Blair[10]的研究表明，水力裂缝垂直非连续体扩展

时，流体首先会沿着界面渗透，在界面上渗透一定

距离之后，水力裂缝会突破界面沿着原方向扩展。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关于水力压裂的研

究多集中在理论分析、数值模拟、模型材料压裂等

方面，水力压裂裂缝描述主要采用直接观测的方法，

压裂过程中裂缝信息的监测方法尚不够完善，直接

采用大尺寸页岩的试验并不多见，随着水平井分段

压裂的兴起，有必要开展适用于页岩储层特征的大

尺寸、真三轴、水平井、水力压裂物理模拟试验。

本文以天然露头页岩为物理模拟对象，开展了水平

井水力压裂物理模拟试验，重点通过压后剖切的方

式分析了裂缝形态和延伸规律，为页岩气藏水平井

分段压裂开采等提供了技术支持。 

2  试验仪器简介 

2.1  大型真三轴物理模型试验机 

如图 1所示，大型真三轴物理模型试验机可模

拟地层三向应力环境，取得了如下创新性： 

真三轴模型功能：X（左右向）、Y（垂直向）、
Z（前后向）3个方向均可独立加压；适用的试件尺

寸大，最大尺寸可达 800 mm×800 mm×800 mm；加

载的吨位大：3个方向最大载荷均可达到 3 000 kN；

受力较均匀，X、Y、Z 3个方向通过连接板、传力

板等装置，把轴向力均匀地传到试件上，且加载过

程中试样的中心位置可通过程序控制保持不变，有

效避免了试样偏心受力和弯矩的产生。 

 

 

图 1  大型真三轴物理模型试验机 
Fig.1  Large-scale true triaxial physical model experiment 

 

为了进行监测，如图 2所示，在加载板端面预

制了 12个 25 mm的声发射探头放置孔，可根据实

际三维定位效果调整声发射探头位置。 

 

  

图 2  试验机加载板 
Fig.2  Loading plate of testing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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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水力压裂伺服泵压系统 

如图 3所示，该泵压系统可精确控制水力压裂

液泵入排量，主要技术参数如下：增压活塞最高输

出压力为 100 MPa，分辨率为 0.05 MPa；配备了位

移传感器，分辨率为 0.04 mm；增压器有效容积为

800 mL；电液伺服阀的额定流量 9 L/min；进油口

和回油口都配备蓄能器，提高了系统动态响应和工

作稳定性。 

 

 

图 3  水力压裂伺服泵压系统图 
Fig.3  Servo control system of hydraulic fracturing pump 

 

2.3  DISP声发射测试系统 

本试验声发射测试系统完成了 16 通道声发射

主机升级、调试及检测，优化后在模拟水平地应力

的 4个端面各非对称放置 2只声发射探头并配备相 

 

应的前置放大器，采用耦合剂将探头与试样粘结，

以便有效监测试样内部的裂缝信息，声发射测试系

统见图 4。 

 

 

图 4  DISP声发射测试系统 
Fig.4  DISP acoustic emission test system 

3  试验方法及过程 

3.1  试验方法 

采用真三轴物理模型试验机施加三向应力，水

力压裂伺服泵压系统精确控制压裂液排量，16通道

Disp 声发射系统监测水力压裂过程中裂缝起裂及

扩展规律，并在压裂液中添加示踪剂等多种方式，

对真三轴压缩条件下页岩水力压裂裂缝的起裂和扩

展形态进行研究，技术路线见图 5。 

 
图 5  室内真三轴水力压裂试验路线图 

Fig.5  Route chart of true triaxial fracturing simulation experiment system 

 

3.2  试样制备 

试验采用重庆石柱县漆辽打风坳剖面龙马溪组

露头页岩岩芯，如图 6所示，该露头点位于石柱县

漆-辽剖面，坐标为 N29°52 47.8 、E108°17 06.6 ，
它是渝东地区志留统龙马溪组页岩气储层地层的 

延伸，保证露头岩样与龙马溪组页岩气储层岩性的

一致性。力学参数如下：平行层理面抗压强度为

118.4 MPa，弹性模量为 25 GPa，泊松比为 0.312，

抗拉强度为 4.86 MPa；垂直层理面抗压强度为  

118 MPa，弹性模量为 14.06 GPa，泊松比为 0.367，

抗拉强度为 9.67 MPa。 

现场获取的页岩露头经过水力切割以后加工为

300 mm×300 mm×300 mm的水力压裂试样，采用外

径 24 mm金刚石钻头平行层理方向完成深 170 mm

预制井眼，割缝套管采用外径 20 mm、内径 15 mm

高强度钢管，在 135～165 mm位置，对称切割 1.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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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的水力通道，底端封闭，上端内置螺纹与水力压

裂泵管线密封连接，采用高强度粘结剂将套管与预

制井眼封固，来模拟页岩气藏水平井，如图 7所示。

模拟固井完成后，待开展物理模拟试验的水力压裂

试样及其真三轴加载方式如图 8所示。 

 

  
图 6  现场取芯 

Fig.6  Site sampling 

 

 
图 7  岩芯加工 

Fig.7  Core processing 

 

  
图 8  试验模型实物图 

Fig.8  Photos of test model 

 

在模拟水平井时，如图 9所示，沿平行层理方

向钻孔预制井眼并固井后，沿井眼轴线方向加载水

平最小地应力，垂直层理加载垂向地应力，在垂直

井眼轴线的平行层理方向加载水平最小地应力；而

模拟竖直井时，垂直层理方向钻取井眼，并沿井眼

方向加载垂向地应力，而在平行层理方向分别加载

水平最小和水平最大地应力。 

3.3  试验过程 

（1）把页岩露头加工成标准试样，记录其层理

面分布形态。 

（2）在压裂试样内部钻模拟井眼，下入割缝套

管，将准备好的试样放入真三轴加载室内，并在水

力压裂试样4个端面各对角线安置2个声发射探头，

以便有效地监测试样内部裂缝开裂信息。 

 
 

 
 

图 9  与地层对应的坐标系统 
Fig.9  Coordinate system of stratum 

 

（3）在压裂液中添加红色示踪剂，方便试验后

通过剖开试样观察水力压裂通道，并采用真三轴物

理模型试验机完成模拟三向地应力条件加载。 

（4）启动水力压裂泵压系统和声发射监测系统，

电脑实时同步采集数据。 

（5）压裂试验完成后，停止水力压裂泵压和声

发射系统，真三轴物理模型试验机平稳卸载到 0。 

（6）拆卸试样，对试样加载各面直接观测记录，

并采用数码相机进行拍摄。 

（7）对压裂试样进行剖切，通过对压裂液中红

色示踪剂观察，描述试样内部水力运移通道，掌握

水力压裂缝扩展规律。 

（8）对试样内部红色示踪剂进行描述，并分析

泵压曲线、声发射监测数据，完成页岩压裂水力裂

缝开裂形态的综合分析。 

4  试验结果 

本文提供了一种模拟水平井水力压裂的试验方

法，重点分析了裂缝扩展规律、裂缝的监测机制以

及裂缝的形成机制。试验参数见表 1，加载方式见

图 9，其中 X为试验机左右方向（地层竖直方向），
加载应力为最大主应力 v 且与层理面垂直，Y、Z
为地层水平方向，同时 Y也是试验机上、下方向，
加载应力为 H ，Z为试验机前后方向，加载应力为

h 。 

 
表 1  水力压裂试验参数 

Table 1  Test parameters for hydraulic fracturing 

试样

编号

v
/ MPa

H
/ MPa

h
/ MPa

地应力 

差异系数 

割缝方位角

/ (°) 

泵压排量

/ (mL/s)

Y-7-1 20 19.51 16.98 0.15 45 0.5 

Y-7-3 20 19.51 16.98 0.15 45 1.0 

Y-7-4 20 19.51 16.98 0.15 45 1.5 

Y(H)

层理面

层理面

层理面

层理面

井筒所

在平面

X(v)

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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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试验结果整体分析 

试样 Y-7-4的起裂压力为 19.78 MPa，主压裂

缝沟通弱层理面，形成交叉压裂缝，但未形成缝网；

试样 Y-7-3的起裂压力为 26.88 MPa，井壁起裂处

可见与最小水平主应力垂直的裂缝，水力裂缝自垂

直于层理面起裂，遇弱胶结层理面时将其压开，形

成纵横交错的裂缝网络；试样 Y-7-1的起裂压力为

25.0 MPa，压裂后形成了相互交错的裂缝网络，既

有垂直于层理面的新生水力裂缝，又有水力裂缝沿

原始弱层理面的扩展，既有纵向裂缝，又有横向裂

缝。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较低排量下，主裂缝在

延伸扩展过程中，更易沟通层理面等天然裂缝，形

成更为复杂的网络裂缝；虽然它们都形成了裂缝，

但同一批次试样的裂缝形态和数量差异较大，在定

量分析时，仍需要继续进行大量的重复试验。故本

文仅以 Y-7-1页岩岩样为例，集中分析压裂后裂缝

的形态、动态扩展过程以及缝网产生的机制。 

4.2  Y-7-1页岩压裂试验分析 

4.2.1 Y-7-1页岩压裂试验裂缝整体情况 

沿井筒末端所在平面进行剖切，得到裂缝网络

横切面示意图，如图 10所示，Y-7-1页岩在压裂过

程中，主要形成了 2条新的主裂缝面 1L 、 2L ，开启
2个层理面 2C 、 3C ，Y-7-1页岩首先在井筒割缝处

起裂形成裂缝面 1L ， 1L 沿 X 轴（ v ）方向上下延
伸，随着压裂液压力的增加，压裂液压开并贯穿微

张开的层理面 2C ，同时向上延伸的 1L 停止前进， 1L
继续向下发展，开启薄弱的层理面 3C ，同时也在垂
直于最大主应力方向形成了纵向裂缝面 2L 。 

 

 
（注：红色线条表示形成的水力裂缝网络，绿线为层理面， 

岩样摆放位置对应图 9坐标系。） 

图 10  裂缝网络横切面示意图 
Fig.10  Schematic section of fracture network 

 

4.2.2 Y-71页岩压裂后剖开裂缝分析 

如图 11所示，闭合层理面 1C 、裂缝面 2L 以及
微张开层理面 2C 把该页岩试件划分成 A、B、C、D 
4个部分，用黄色线条分。依据图 11划分方式，依

次将 Y-7-1页岩剖开，如图 12所示。 

沿闭合层理面 1C 剖开同时移开 A，如图 12(a)

所示，未见压裂液痕迹，说明压裂液并未将该层理

面压开；把 B左侧部分向左翻转观察裂缝面 2L 的形
态，如图 12(b)所示， 2L 为纵向裂缝，与最大水平
主应力垂直；沿微张开层理面 2C 剖开，可得图
12(c)，层理面上留有红色示踪剂的痕迹，说明该裂

缝面是压裂液压开层理面形成的；沿层理面 3C 将该
试样剖开，如图 12(d)所示，此裂缝面也是压裂液压

开层理面形成的，不同的是在 3C 上形成了横向裂缝

4L ， 4L 与最小水平主应力垂直；沿裂缝面 4L 剖开，
如图 12(e)所示， 4L 遇到下一层理面时发生转向，
压开了层理面 4C ，但并未贯穿；最后，取井筒割缝
附近岩块，如图 12(f)所示，裂缝在井筒割缝附近起

裂，形成一段沿管轴线方向的纵向裂缝，裂缝扩展

过程中发生 3处弯曲转向，离井筒越来越远时，转

向 1和转向 2有转向垂直最小主应力方向的趋势，

转向 3在遇弱胶结层理面 2C 时，将其压开。 

经过以上分析可得如下认识： 

（1）总体来看，裂缝以 1L 为主线，向上、下扩
展，遭遇层理面时压开或者贯穿，形成相互交错的

裂缝网络，这些裂缝既有垂直于层理面的新生水力

裂缝，又有水力裂缝沿原始弱层理面的扩展，既有

纵向裂缝，又有横向裂缝，实现了体积压裂。 

（2）水力裂缝自割缝处起裂，在扩展过程中发

生弯曲转向，最后有与最小水平主应力垂直的趋势，

如转向 1和转向 2。 

（3）水力裂缝会沿轻微张开的层理面扩展，而

闭合的层理面只有部分被压开。 

（4）弱胶结层理面上可能存在横向水力裂缝（与

最小水平主应力垂直），即水力裂缝沿弱胶结层理

面扩展的过程中可以形成新的横向裂缝面，如裂缝

面 4L 。 

 

 
(注：L1为内部裂缝在本图中未体现，本图对应图 9坐标系。) 

图 11  页岩试件划分图 
Fig.11  Partitioning of shale speci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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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沿闭合层理面 C1剖开                   (b) 沿纵向裂缝面 L2剖开                   (c) 沿微张开层理面 C2剖开 

 

     
(d) 沿闭合裂缝面 C3剖开          (e) 沿横向裂缝面 L4剖开                 (f) 井壁起裂附近岩块压裂液的流通路径 

（图(f)注：①黄色箭头表示压裂液的流通路径；②绿色粗线条表示水力裂缝的起裂和转向。） 

图 12  试样水力压裂后剖开过程图解 
Fig.12  Cross-sections of shale samples after hydraulic fracturing 

 

4.2.3 Y-7-1页岩声发射特征分析 

压裂过程中裂缝的起裂和扩展大多发生在页岩

内部，为了了解和认识裂缝扩展的动态过程，采用

了声发射监测系统。 

图 13为 Y-7-1页岩声发射监测效果图，采用 8

个声发射探头，每 2个一组分布在前、后、左、右

4 个面上，监测过程中发现，监测到的事件主要分

布在套管割缝出水位置与试样靠近后面位置，与图

12 所示压裂后试样中后部产生较多的水力压裂缝

相一致，证明声发射监测的有效性。 

 

 
注：红点代表声发射事件即裂缝破裂点。 

图 13  声发射监测效果图 
Fig.13  Effect of acoustic emission events 

图 14 为 Y-7-1 页岩声发射监测动态效果分析

对比图，图 14(a)为声发射监测的正视图，红色点表

示声发射事件，蓝色的椭圆圈表示声发射事件边 

界，图 14(b)中青色的斜线表示层理面，红色的细线

表示水力压裂裂缝，试样中心黑色的圆孔代表井 

筒，提取水力裂缝起裂对应时刻声发射定位数据，

将其与剖开过程中观察统计到的主要水力裂缝进行

对比发现：声发射事件蓝色圈和红色的裂缝有一一

对应的关系，不仅数量相同，而且在页岩试样中的

位置也大致相同，当水力压裂时间 t  37 s，泵压P   

25 MPa时，此时裂缝刚刚起裂，筒壁破裂，监测系

统可以监测到少量声发射信号，图中有一个声发射

事件蓝色圈和一条红色的裂缝，依次，其余 3个时

间段内，是裂缝的扩展阶段，水力裂缝由井壁处产

生，迅速扩展到试样表面，水力裂缝通道基本形成，

因此，随着时间的增加，检测到的声发射信号逐渐

增多，新生裂缝数量也越来越多，他们依旧一一对

应，即蓝色圈和红色裂缝不仅数量相同，在试样中

的位置也相同，这充分证明了声发射定位系统的可

靠性。 

5  水平井压裂裂缝网络形成机制分析 

页岩储层中充满层理、节理和微裂缝等天然缺

陷，这些结构弱面的存在使水力裂缝等人工裂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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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裂缝的影响下发生止裂、分叉、穿过或转向，

最终演变成图 15的 5种方式：①顺从：顺着天然裂

缝发展；②先顺从后转向：顺着天然裂缝走不到头

又拐弯了；③贯穿闭合：无视天然裂缝的存在直接

穿过去，即不影响水力裂缝的延伸；④贯穿开启：

穿过同时压开天然裂缝；⑤多裂缝：裂缝格局发生

改变形成多裂缝，易形成缝网。这 5种方式主要由

岩石力学性质、地应力、压裂液的流变性质、局部

非均质性、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相交的切入角度、

裂缝界面摩擦性质等共同决定。 

对应图 10～12：裂缝 1L 自割缝处起裂并扩展，
向上扩展部分在弱层理处即发生止裂现象，向下扩

展时先遭遇微张开层理面 2C ，将其压开并穿过，对
应④贯穿开启；后 1L 又遭遇闭合层理面 3C ，将其压
开但并未穿过，从图 12(d)、12(e)可以看出，水力

压开 3C 的同时发生转向，形成典型的转向裂缝 4L ，
对应②先顺从后转向；高压水流在 2C 中发生分叉，
形成 2L ， 2L 在扩展过程中直接穿过多个闭合层理
面，对应③贯穿闭合；图 11 中的 5C 直接被压开，
对应①顺从。 

 

 
图 14  声发射动态监测效果分析与对比 

Fig.14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 of acoustic emission monitoring 

 

 

图 15  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相互作用过程 
Fig.15  Interaction process between hydraulic fracture  

and natural fracture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页岩水力裂缝网络的形

成，和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的相互作用以及发生止

裂、分叉、穿过或转向密切相关，水力裂缝在扩展

过程中遭遇层理面等天然缺陷，不断地分叉转向，

在形成若干主裂缝的同时衍生出很多次生裂缝，最

终发展成网状结构，这与天然裂缝以及层理面的发

育程度、地应力的大小、岩石力学性质、泵压排量

等密切相关，其具体形成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地探讨。 

6  结  论 

（1）水力裂缝自套管割缝处起裂并延伸，在扩

展过程中会发生压开或贯穿层理现象，从而形成相

对较复杂的裂缝形态；复杂裂缝中既有垂直于层理

面的新生水力裂缝，又有水力裂缝沿弱层理面的扩

展延伸，总体上，形成了纵向和横向裂缝并存的裂

缝网络。 

（2）水力裂缝在近似垂直层理方向起裂并扩展

t=37 s, P=25.0 MPa t=38.2 s, P=20.8 MPa t=39.6 s, P=15.8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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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弱层理面处会发生分叉和转向现象，而裂缝

的不断转向使其在延伸的过程中逐渐趋于垂直水平

最小地应力方向，使其进一步的扩展延伸需要的能

量最小。 

（3）基于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相互作用的 5种

方式，对水平井压裂裂缝网络形成机制进行了初步

探讨，认为页岩水力裂缝在扩展过程中遇到弱层理

面时的止裂、分叉、穿过和转向现象是形成页岩储

层复杂裂缝网络的主要原因，而弱结构面的大量存

在是形成复杂裂缝的基础。 

（4）在页岩气勘探中，应优先开采储层中裂隙

或天然裂缝达到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储层，这对增强

页岩气的压裂作业效果，提高页岩气的产能至关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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