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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地质力学耦合建模表征水力压裂诱发地震：

以加拿大犉狅狓犆狉犲犲犽地区为例

惠钢１，陈胜男１，顾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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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水力压裂技术在页岩气开发中的广泛应用，加拿大西部盆地的诱发地震活动显著增加．目前对于诱发

地震的综合表征方法还不成熟．本文采用一种综合地质、岩石力学及流体力学的研究方法，对ＦｏｘＣｒｅｅｋ地区２０１５

年２月８日发生的犕３．０诱发地震事件进行了综合表征．首先，利用高分辨率三维反射地震资料，采用蚂蚁体追踪

技术识别潜在断层．其次，利用测井曲线和压裂施工数据等资料定量求取岩石力学及地应力参数，建立三维地质力

学模型，明确水力压裂缝的空间扩展规律．最后，建立流体地质力学耦合模型，计算水力压裂过程中断层附近的孔

隙压力及局部应力变化，利用摩尔库仑破裂准则判定断层激活的时间与空间位置，揭示本次诱发地震事件的触发

机制并提出风险控制对策．结果表明，三条由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基底向上延伸至Ｄｕｖｅｒｎａｙ地层的近垂直断层在水平井

压裂过程中被激活．由于水平井的部分压裂缝与断层沟通，注入流体沿断层的高渗透破裂带向下迅速扩散，在基底

位置激活断层并诱发犕３．０地震事件．其中孔隙压力增加是本例中断层活化的主要因素．现场措施表明，增大压裂

水平井与已知断层之间的距离被可以有效地降低地震风险．因此在进行水平井钻井及压裂作业之前，明确地下断

层的分布位置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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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随着水平井多级压裂技术在页岩气开

发中的广泛应用，水力压裂引发的人为地震活动显

著增加（张东晓和杨婷云，２０１５；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Ｌ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Ｓｃｈｕｌ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全球一

些较大震级的诱发地震事件，例如在中国四川盆地

发生的２０１７０１２８筠连４．９级地震，２０１８１２１８兴

文５．７级地震，２０１９０９０７威远５．４级地震和加拿

大西部盆地发生的２０１９０３０４ＲｅｄＤｅｅｒ４．２地震

事件，都被证实与附近的水平井压裂作业有时空相

关性 （Ｌ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２０１９，２０２０；Ｓｃｈｕｌｔｚａｎｄ

Ｗａｎｇ，２０２０）．

水平井多级压裂被认为是一项有效开发页岩气

资源的前沿技术．在水力压裂过程中，压裂液被加压

并泵入目标地层，造成岩石的拉伸破坏，产生特定方

向的压裂缝（一般平行于最大水平主应力）．然后将

配伍的支撑剂注入到新生压裂缝中，使其在后续油

气开采过程中保持张开状态，从而使页岩气被高效

快速采出．一般而言，该压裂过程会产生不连续的、

瞬时的微地震事件，而且其震级通常小于０，多数在

－１级以下（Ｃｈｅｎ等，２０１８）．然而，当水力压裂缝在

地下扩展并沟通潜在的断层或者大裂缝时，就会诱

发较大震级的地震活动．一些中等强度（０．５＜犕＜

７）的诱发地震事件已被证实与压裂缝沟通潜在断层

有关（ＢａｏａｎｄＥａｔｏｎ，２０１６；Ｅｙｒ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Ｌｅｉ

等，２０１７，２０１９，２０２０）．为减少诱发地震带来的财产

及人身安全，各国相继设立了信号灯预警系统，即当

水平井压裂过程中产生的诱发地震事件达到警戒震

级（红灯）时，所有的压裂作业需立即停止．英国将警

戒震级设为０．５，而加拿大阿尔伯塔省设为４．０（Ｅａｔｏｎ，

２０１８）．警戒震级的不同显示了各国能源管理部门对

于工业活动诱发地震事件的管控程度，并与区域背

景下的地震活动频率密切相关．

加拿大西部盆地具有丰富的页岩气资源，水平井

多级压裂技术在该盆地取得了巨大成功（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近年来，该盆地发生了很多中等强度的

地震事件．这些事件都被证实与附近的水力压裂作

业密切相关（ＢａｏａｎｄＥａｔｏｎ，２０１６；Ｅａｔｏ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ＳｃｈｕｌｔｚａｎｄＷａｎｇ，２０２０）．图１显示了加拿大

西部盆地记录的犕＞２．５地震事件．其中，震级２．５

被认为是加拿大西部盆地诱发地震事件的长期监测

阈值（Ｓｃｈｕｌ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图１还显示出诱发地震

事件群具有明显的聚集特征，即沿落基山脉变形边

缘带 （图１虚线）分布．其中的震源球指示地震事件

的震源机制（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图中显示ＦｏｘＣｒｅｅｋ

地区是该盆地诱发地震事件的频发区域之一．前人

研究表明，该地区诱发地震与地层孔隙压力（Ｅａｔｏｎ

ａｎｄＳｃｈｕｌｔｚ，２０１８）、纵向接近基底的距离（Ｐａｗｌｅｙ

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平面接近生物礁边界（Ｓｃｈｕｌｔｚ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及断层应力状态（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等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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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密切相关．此外，ＦｏｘＣｒｅｅｋ地区单口水平井压

裂液注入总体积达到３２９４４ｍ３．根据压裂液注入体

积与诱发地震震级的经验线（ＭｃＧａｒｒ，２０１４），该注

入体积所对应的地震事件最大震级可以达到犕４．０．

综上可知，ＦｏｘＣｒｅｅｋ地区水力压裂诱发的地震事

件受到地质和工程因素的共同制约（Ｐａｗｌｅｙ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Ｓｃｈｕｌ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图１　加拿大西部盆地震级大于２．５的地震事件分布

（截止至２０１９０４３０）

圆圈代表诱发地震事件．圆球显示工业活动诱发地震的震源

机制（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８）．圆球上方数字代表事件发生事件．虚

线代表落基山脉变形边缘带．

Ｆｉｇ．１　Ｍａｐ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ｏｆ犕Ｌ≥２．５ｕｐｔｏ

２０１９０４３０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ａｎａｄａ

Ｔｈｅｃｙｃｌ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ｓｃａｌｅｄ“ｂｅａｃｈｂａｌｌ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ｉｎｄｕｃｅ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Ｆｏｕｒｄｉｇｉｔｓ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ｂｅａｃｈ

ｂａｌ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ｅｄｔｉｍｅｆ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

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Ｒｏｃｋｙ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诱

发地震进行了表征．国外方面，Ｂａｏ和Ｅａｔｏｎ（２０１６）

研究了诱发地震活动的触发模式，提出压裂过程中

的应力变化能够激活断层．Ｌｅｌｅ等 （２０１７）建立了压

裂诱发地震的概念模型，认为水力压裂缝与附近断

层沟通、并引起断层内部压力上升是导致断层活化

并诱发地震事件的主要原因．国内方面，张致伟等

（２０１２）研究了四川地震活动与注水井压力与注水量

的关系，认为诱发地震频次、强度与注水量呈正相

关．何登发等（２０１９）利用高精度三维地震资料探索

诱发地震的形成机制，认为四川长宁地区的地震活

动与现今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大地构造背景密切相

关．本文在Ｌｅｉ等（２０１７）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地

质、岩石力学及流体力学等特征，来表征加拿大西部

盆地水力压裂诱发的地震事件．

本文采用一种综合地质、岩石力学及流体力学

的研究方法，对加拿大西部盆地 ＦｏｘＣｒｅｅｋ地区

２０１５年２月８日发生的犕３．０诱发地震事件进行精

细表征．首先，建立区域地质、完井、测井、三维地震

及压裂施工等资料库．其次，利用该区高分辨率三维

地震勘探资料，采用蚂蚁体追踪技术识别潜在断

层．然后，根据测井曲线和施工数据等定量求取岩石

力学参数及地应力，建立三维地质力学模型，计算出

水力压裂缝的几何形状和缝内流体压力的分布特

征．最后，建立流体地质力学耦合模型，计算水力压

裂过程中断层附近的孔隙压力及局部应力变化，利

用摩尔库仑破裂准则判定断层激活的时间与空间

位置，从而揭示本次诱发地震事件的触发机制并提

出相应的风险控制对策．

１　诱发地震触发机理及断层失稳准则

一般认为，诱发地震的触发机制主要包括两方

面（见图２）．一种是注入流体通过高渗透单元（如压

裂缝）直接沟通断层，造成断层内流体压力增加；另

一种是在流体注入或者开采过程中，弹性应力从目

标地层传递到断层，引起断层面应力变化 （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

２０１３）．上述两种情况均导致断层失稳并发生移动，

从而诱发地震事件（Ｈｅａｌｙｅｔａｌ．，１９６８；Ｒａｌｅｉｇｈｅｔ

ａｌ．，１９７６）．

图２　流体注入或采出诱发地震示意图（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２０１３）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ｌｕｉｄ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Ｅｌｌｗｏｒｔｈ，２０１３）

具体而言，当断层内部孔隙压力或者弹性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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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高、超过断层的破坏强度时，断层将发生滑动进

而诱发地震活动．为表征断层的失稳特征，国内外研

究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判别标准，其中最常用的是摩

尔库仑破坏准则．该准则是确定断层失稳和预测强

震活动后余震分布的有效工具（Ｃａｔａｌ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摩

尔库伦破坏准则定义如下：

ＣＦＳ＝τ＋μ（σｎ＋狆ｐ）， （１）

其中，ＣＦＳ为断层面上的库仑破坏应力，ＭＰａ；μ为

摩擦系数，无因次；τ为剪切应力（滑动方向为正），

ＭＰａ；σｎ为正应力（拉伸方向为正），ＭＰａ；犘ｐ 为孔隙

压力，ＭＰａ．在三维应力场中，断层面（犾，犿，狀）上的

剪切应力τ及正应力σｎ计可以通过最大，垂向及最

小主应力（σ１，σ２和σ３，ＭＰａ）计算，其计算公式为（Ｌｅｉ

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σｎ＝σ１犾
２
＋σ２犿

２
＋σ３狀

２， （２）

τ
２
＝ （σ１－σ２）

２犾２犿２＋（σ２－σ３）
２犿２狀２

＋（σ３－σ１）
２狀２犾２． （３）

　　为方便运算，本文对上述公式进行了二维近似．

在二维摩尔圆中，断层面左右侧的剪切应力τ及有

效正应力σｎ的计算公式为

σｎ＝
１

２
（σ１＋σ３）－

１

２
（σ１－σ３）ｃｏｓ（２β）， （４）

τ
ｌ
＝
１

２
（σ１－σ３）ｓｉｎ（２β）， （５）

τ
ｒ
＝－

１

２
（σ１－σ３）ｓｉｎ（２β）， （６）

其中，τ
ｌ和τ

ｒ分别为断层左、右侧的剪切应力，ＭＰａ；

σ１与σ３分别为断层面承受的最大、最小主应力，ＭＰａ；β
为断层走向与最大水平主应力的夹角．

在断层滑动过程中，断层周围的岩石会发生弹

性变形，导致断层附近局部应力场发生变化，产生库

仑破坏应力（ＣＦＳ）正变化和负变化区域．研究表明，

在ＣＦＳ正变化区域，断层将处于不稳定状态，断层发生

失稳、滑移的几率显著增加（ＳｔｉｒｏｓａｎｄＫｏｎｔｏｇｉａｎｎｉ，

２００９；Ｋ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ｖèｓ，２０１５）．其判别方程基于（１）

式得出，Δ为各参数变化量．

ΔＣＦＳ＝Δτ＋μ（Δσｎ＋Δ狆ｐ）． （７）

摩尔圆可以直观显示上述判别准则．通常根据断层

面的剪切应力及有效应力来绘制摩尔圆及库仑破坏

线．具体来说，在压裂过程中，压裂缝扩展并沟通地

层的潜在断层时，注入流体会增加断层内的孔隙压

力，从而降低断层面上的正应力，使断层向摩尔库

仑失稳向移动，直至到达库仑破坏线引起断层滑动

（见图３ａ）．在这种情况下，注入流体通常会以超过

１ｋｍ·ｄ－１的速率在已沟通的断层内扩散，因此会

图３　（ａ—ｂ）压裂过程中孔隙压力变化和

应力变化引起的库仑应力失稳

Ｆｉｇ．３　（ａ—ｂ）ＴｈｅＣｏｕｌｏｍｂＦａｉｌｕｒｅｔｉｇｇｅｒｅｄｂｙ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ｐｏ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ｉｎｓｉｔｕｓｔｒｅｓｓ

很快触发地震事件（Ｔａｄｏｋｏｒ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另一种情况是压裂缝没有直接沟通断层．但压

裂液的注入引起地层孔隙压力增大，并导致区域岩

石弹性变形，从而改变断层附近的局部应力场．在这

种情形下，摩尔圆也将接近库仑破坏线并激活断层

（见图３ｂ）．其中，垂直主应力变化是由负载压力变

化和Ｂｉｏｔ系数决定，而水平主应力变化则与岩石的

泊松比有关，并且通常小于垂直应力变化（Ｈａｄｄａｄ

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计算出压裂过程中断层附

近的孔隙压力及局部应力变化，利用摩尔库仑破裂

准则来判定断层激活的时间及空间位置，从而揭示

诱发地震的触发机制．

２　区域地质背景及犕３．０地震事件

ＦｏｘＣｒｅｅｋ地区位于加拿大西部盆地中部（见

图１）．该地区地层发育较全，自上至下依次为泥盆

系、寒武系及前寒武系花岗岩基底，上述地层的总厚

度超过２０００ｍ（图４ａ）．其中Ｄｕｖｅｒｎａｙ地层的页岩

气资源为该地区主要的油气开发对象．该地层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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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富有机质页岩，上覆泥岩为主的Ｉｒｅｔｏｎ地层，

下覆灰岩为主的ＳｗａｎＨｉｌｌｓ地层，地层之间均为整

合接触．Ｄｕｖｅｒｎａｙ地层厚度约为４０ｍ，埋藏中深低

于海平面约２５２０ｍ．地层平均有效孔隙度为６．６％，

平均渗透率为３９２ｎＤ（３．９２×１０－２０ｍ２），平均总有

机质（ＴＯＣ）含量为４．５％（ＣｒｅａｎｅｙａｎｄＡｌｌａｎ，１９９０；

Ｗｅｉ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ＦｏｘＣｒｅｅｋ地区作为诱发地震事件的高发区域，其

地震活动最早可追溯到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Ｓｃｈｕｌｔｚ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此后，随着水平井多级压裂技术的广泛应用，

该区诱发地震活动频繁发生．其中有超过１０次震级

大于３．０的地震事件被证实与水力压裂作业密切相

关（ＢａｏａｎｄＥａｔｏｎ，２０１６；Ｅｙｒ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９）．这些地

震事件主要归因于该地区特定的地质因素和工程因

素，如 Ｄｕｖｅｒｎａｙ地层高孔隙压力、与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基底的距离、与ＳｗａｎＨｉｌｌｓ生物礁边缘的距离、被

激活断层的初始应力状态等地质因素及压裂液的累

计注入体积等工程因素（Ｅａ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Ｐａｗｌｅｙ

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截止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本地区有６０６

口水平井进行了水力压裂作业．统计表明，平均每口

水平井压裂级数为２８．７段，水平段长度为２１３５ｍ，

压裂液注入速率为９．５ｍ３·ｍｉｎ－１，累计注入体积

达到３２９４４ｍ３．如前文所述，该注入体积可诱发震

级超过犕４．０的地震事件（Ｍｃｊａｒｒ，２０１４）．

系 地层组 地层 岩性

泥盆系

Ｗａｂａｍｕｍ 灰岩

Ｗｉｎｔｅｒｂｕｒｎ

Ｇｒａｍｉｎｉａ 灰岩

Ｂｌｕｅｒｉｄｇｅ 灰岩

Ｃａｌｍａｒ 泥岩和页岩

Ｎｉｓｋｕ 灰岩

Ｗｏｏｄｂｅｎｄ
Ｉｒｅｔｏｎ 泥岩和页岩

Ｄｕｖｅｒｎａｙ 泥岩和页岩

Ｂｅａｖｅｒｉｌｌ

Ｌａｋｅ

ＳｗａｎＨｉｌｌｓ 灰岩

ＳｌａｖｅＰｏｉｎｔ 蒸发岩

ＥｌｋＰｏｉｎｔ

Ｇｉｌｌｗｏｏｄ 砂岩

Ｐｒａｉｒｉｅ－ 蒸发岩

Ｍｕｓｋｅｇ 灰岩

寒武系
Ｕｐｐｅｒ 灰岩

Ｌｏｗｅｒ 砂岩

前寒武系基底 变质花岗岩

图４　ＦｏｘＣｒｅｅｋ地区发育的地层及岩性统计

Ｆｉｇ．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ｉｔｓ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ｏｘＣｒｅｅｋｒｅｇｉｏｎ

　　本文以２０１５年２月８日发生的犕３．０地震事

件群为例，对诱发地震的触发机制进行综合研究．该

地震群发生在ＦｏｘＣｒｅｅｋ地区中部的一口压裂水平

井附近．图５ａ表明，研究区与本区发育的大型断层

都有一定的距离（Ｐａｗ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其中与最近

断层的距离已超过５ｋｍ，表明本次事件与大型断层

无直接关系．因此，需要利用高精度的三维地震勘探

资料，识别发育规模相对较小的断层，从而揭示构造

与诱发地震的关系．

２０１５年２月５日—１４日，该水平井从南向北

实施了水力压裂作业．根据压裂参数的统计结果，

该水平井共压裂级数２０段，水平段长度１．５ｋｍ．

平均施工压力５５．８ＭＰａ，平均压裂液注入速率为

８．７ｍ３·ｍｉｎ－１，平均每个压裂段注入１９０４ｍ３，累

计注入量为３８０７８ｍ３．区域地震台站监测结果显

示，压裂过程中共有１０９起地震事件发生（Ｂａｏａｎｄ

Ｅａｔｏｎ，２０１６）．图５ｂ显示了该诱发地震群与水平井

压裂段的空间分布特征．可以看出，大部分地震事件

发生在水平井的东侧，以及Ｄｕｖｅｒｎａｙ地层下方２００～

１３００ｍ范围内．

现场资料表明，压裂开始４０ｈ后，南部地震群

在水平井筒东侧约２００ｍ处被激活．其中包括本次

研究的犕３．０事件．该事件的震源分析表明（图５ｂ

震源球），被激活的断层呈近ＮＳ走向展布（Ｓｃｈｕｌｔｚ

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南部地震群的发生持续了４０ｈ，直到

２月８日结束（图５ｃ中第６级压裂段结束）．随后，

中部地震群被激活，结束后，北部地震群在距井筒东

侧３００ｍ处被激活，其震级范围为犕１．５～犕２．９（图

５ｂ—ｃ）．

利用地震震级与地震事件频率关系拟合曲线的

斜率值（犫值），可识别地震事件群的触发类型．一般

而言，对于天然断层激活所诱发的地震事件群，其犫

值一般小于１（ＢｕｒｒｉｄｇｅａｎｄＫｎｏｐｏｆｆ，１９６７）．而水力

压裂活动所诱发的地震事件群，通常犫值要大于１．５

（Ｅａ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本次地震事件群的犫值为０．８４，

为典型的天然断层活化特征．根据水平井压裂缝的

位置推断，本次地震群可能是由于压裂缝扩展并沟

通了断层的基底部分，从而激活断层并诱发一系列

地震事件．为进一步明确其触发机制，需要结合测

井、三维地震、岩石力学及应力场、施工数据等资料

对本次诱发地震进行综合表征．

３　蚂蚁体追踪技术识别断层

该地区进行过三维地震勘探，因此可用来探寻

８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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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ａ）研究区位置及大断层分布，底图为Ｄｕｖｅｒｎａｙ顶部构造等值图；（ｂ）地震事件及

水平井空间分布特征；（ｃ）压裂施工与诱发地震事件时间顺序

Ｆｉｇ．５　（ａ）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ｒｇｅｆａｕｌｔｓ．Ｔｈｅｂａｓｅｍａｐｄ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ｐ

Ｄｕｖｅｒｎａｙ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ｗｅｌｌ；（ｃ）Ｔｉ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ｖｅｎｔｓ

构造特征与诱发地震事件的关系．在三维反射地震

解释中，蚂蚁体跟踪技术通常用于识别小型断层，其

工作流程为：（１）井震结合建立关键井合成地震记

录，提取工区相关层位；（２）对三维地震数据进行预

处理，包括中值滤波、结构平滑、高斯空间滤波和带

通滤波处理；（３）从地震属性中提取Ｃｈａｏｓ、方差和

倾角偏差，进行地震反射边缘检测；（４）将滤波方法

应用于地震解释后处理，开展蚂蚁体自动跟踪，刻画

出断层的空间分布（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Ｈｕｉ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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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ａ—６ｃ分别为Ｄｕｖｅｒｎａｙ、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地层的蚂蚁体属性切片及地震事件叠合图．可以看

出，大部分地震事件集中在基底，并与基底复杂的断

层分布特征大致相同．基于蚂蚁体属性特征，分析断

层与地震事件之间的空间关系，共识别出３条近垂

直的天然断层（图６ｄ）．三条断层均由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基底向上延伸至Ｄｕｖｅｒｎａｙ地层顶部．其中，断层１

的走向和倾角分别为１７５°和８９°，与前人的震源反

图６　（ａ—ｃ）三个地层的蚂蚁体属性切片及地震事

件（黑点）叠合图；（ｄ）Ａ—Ａ′地震剖面断层解释结果

及断层两侧的地震事件．Ａ—Ａ′剖面位置见图５ｂ

Ｆｉｇ．６　（ａ—ｃ）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ｅｗｏｆａｎｔ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ｖｅｎｔ（ｂｌａｃｋｓｐｏｔ）ｉｎ

ｔｈｒｅ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ｂｏｕｎｄｅｄｂ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Ａ—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５ｂ

演结果一致（Ｓｃｈｕｌ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７）．断层１高度约为

１３００ｍ，延伸距离为８１０ｍ．其发育规模表明，该断

层被激活后具有诱发最大震级４．８级地震的潜力

（ＺｏｂａｃｋａｎｄＧｏｒｅｌｉｃｋ，２０１２）．断层２和断层３走向

大致相同，为北东—南西向，延伸长度分别约为８２０

ｍ和５９０ｍ，倾角分别为８９°和８８°．根据前人的研究

结果（Ｙｅｈｙ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Ｆ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本次研

究将三条断层带的厚度设置为４５ｍ，包括５ｍ的断

层核及两侧各２０ｍ的断层破裂带．图６ｄ还显示出

压裂诱发的地震事件在纵向上沿三条断层两侧分

布．结合图５ｂ—５ｃ，这些地震事件与水平井的某些

压裂段具有时间与空间相关性．这表明，压裂过程中

水平井压裂缝扩展并沟通了三条基底断层，引起断

层失稳并诱发了犕３．０地震事件．

４　三维地质力学模型与压裂缝扩展

４．１　地层异常高压与局部地应力场

研究表明，ＦｏｘＣｒｅｅｋ地区的高地层压力及局

部应力场对诱发地震有重要影响（Ｅａｔｏ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Ｐａｗ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本文综合测井和压裂施

工资料，对本区的地层孔隙压力及地应力参数进行

了定量求取．

首先，利用压裂过程中的瞬时关井压力来估算

孔隙压力．本例水平井２０级压裂段的平均瞬时关井

压力及测试深度分别为５６．８ＭＰａ和３３８７ｍ．因此

孔隙压力犘ｐ梯度估算为１６．７７ｋＰａ·ｍ
－１，接近前

人研究结果的１６．８ｋＰａ·ｍ－１（Ｅａ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地层压力，ＦｏｘＣｒｅｅｋ地区的地

层异常高压成为诱发地震事件在该区频繁发生的重

要地质因素（Ｐａｗ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根据井眼垮塌和钻井诱导缝等资料，结合Ｓｈｅｎ

等（２０１９）的研究结果，确定本地区自Ｉｒｅｔｏｎ至基底

地层的最大水平主应力犛Ｈｍａｘ方向均为 ＮＥ４５°．同

时，为便于耦合模拟，本文对最大及最小应力轴进行

了水平近似处理．垂直主应力犛狏 梯度则由附近直井

的密度测井数据求得，为２４．６±０．２５ｋＰａ·ｍ－１．其

中０．２５为分析误差，设定为计算值的１％（Ｚｏｂａｃｋ，

２００７）．根据施工过程中的闭合压力，估算本区最小

水平主应力犛ｈｍｉｎ梯度为２０．９２±０．５６ｋＰａ·ｍ
－１．最

后，利用经验公式犛Ｈｍａｘ＝ ３犛ｈｍｉｎ－ ２犘ｐ（Ｚｏｂａｃｋ，

２００７），估算犛Ｈｍａｘ梯度为２９．１６±１．６８ｋＰａ·ｍ
－１．

主应力计算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Ｅｙｒｅ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Ｓ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通过比较三应力张量的大小（犛Ｈｍａｘ≥犛狏≥

犛ｈｍｉｎ），可以确定本区发育的断层类型为走滑断层．

根据公式（４）—（６），绘制出三条被激活断层的摩尔

圆，以表征其初始应力状态．如图７所示，如果忽略

压裂过程中的局部应力变化，则激活断层１、断层２

和断层３分别需要增加３．５、２．０、０．５ＭＰａ的断层

内部孔隙压力．

４．２　岩石力学及物性参数的确定

利用岩石力学参数可以定量表征压裂过程中岩

石弹性变形对于断层激活的影响．研究区附近的一

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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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三条断层的初始应力状态

斜线为库仑破坏线．圆点代表各断层相关地震事件的震源机制．摩

尔圆内的等值线表示激活断层所需要增加的孔隙压力（ＭＰａ）．

Ｆｉｇ．７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ｆａｕｌｔｓ

Ｔｈｅｐｉｎｋ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Ｃｏｕｌｏｍｂｆａｉｌｕｒｅｌｉｎｅ．Ｔｈｅｄｏｔｓ

ｄｅｎｏｔｅ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ｖｅｎｔ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Ｍｏｌ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ｈｏｗ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ｏ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Ｐａ）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口直井测量了从Ｄｕｖｅｒｎａｙ地层到 Ｍｕｓｋｅｇ顶部地

层的纵波（犞Ｐ，ｍ·ｓ
－１）及横波（犞Ｓ，ｍ·ｓ

－１）测井数

据．从 Ｍｕｓｋｅｇ底部到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地层的速度数

据则采用前人的研究成果（Ｒｏｎａｌ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可

据此计算各地层的动态泊松比（υ，无因次）和杨氏模

量（犈，ＧＰａ），再结合三轴应力实验得到的静态参数

对其进行校正．此外，根据附近取心井的岩心化验数

据，对各地层的孔隙度和渗透率进行了统计（Ｗｅｉｒ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表１统计了从Ｄｕｖｅｒｎａｙ地层到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基底各地层的弹性参数及物性参数．其中静态泊松

比范围为０．１９～０．３０，静态杨氏模量范围为４８～

７０ＧＰａ，孔隙度和渗透率分别为０．０２～０．０７和５．２×

１０－２０～６．４６×１０
－１８ ｍ２．根据以上结果，建立了整合

应力场、岩石力学参数和物性参数的三维地质力学

模型．

表１　各地层弹性参数及物性参数统计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犲犾犪狊狋犻犮犪狀犱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狅犳犲犪犮犺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

地层
厚度

（ｍ）

泊松比

υ

杨氏模量

（ＧＰａ）

孔隙度



渗透率

（ｍ２）

Ｉｒｅｔｏｎ １６０ ０．２４ ４８ ０．０７ ６．４６×１０－１８

Ｄｕｖｅｒｎａｙ ４０ ０．１９ ５０ ０．０６５ ４．１１×１０－１９

ＳｗａｎＨｉｌｌｓ １００ ０．３０ ７０ ０．０５ ７．１０×１０－１９

Ｍｕｓｋｅｇ １００ ０．２４ ６６ ０．０５ ３．３６×１０－１８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２００ ０．２５ ６６ ０．０２ ５．２０×１０－２０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１２００ ０．２５ ６６ ０．０２ ５．２０×１０－２０

４．３　人工压裂缝扩展模拟

当对水平井实施水力压裂作业时，压裂缝扩展

方向通常与水平最大主应力犛Ｈｍａｘ平行．对于水力压

裂缝扩展的表征，通常是利用施工数据和地质参数，

进行压裂过程中的净压力（施工压力减去最小主应

力及摩擦阻力等）的历史拟合，从而模拟压裂缝的空

间扩展．本文采用ＰＫＮ模型模拟压裂缝的三维实

时扩展．在ＰＫＮ 模型中，断裂面处于平面应变状

态，断裂界面为椭圆形，裂缝高度为固定值．假定忽

略滤失效应，则在某一时刻压裂缝半长和宽度的计

算公式为 （ＹｅｗａｎｄＷｅｎｇ，１９９７）

犔（狋）＝０．６５４
犌狇

３

狅

（１－ν）μ犺
［ ］４

（１／５）

狋
（４／５）， （８）

犠（狋）＝２．５
（１－ν）μ狇

２

狅［ ］犌犺

（１／５）

狋
（１／５）， （９）

犘（狋）＝２．５
犌６μ狇

２

狅

（１－ν）
４犺［ ］６

（１／５）

狋
（１／５）， （１０）

其中，犔（狋）为狋时刻压裂缝半长，ｍ；犠（狋）为狋时刻压裂

缝宽度，ｍ；犘（狋）为狋时刻压裂缝内初始压力，ＭＰａ；犌

为剪切模量，ＧＰａ；狇狅 为注入速率，ｍ
３·ｍｉｎ－１；μ为

注入流体黏度，ｃｐ；犺为压裂缝缝高，ｍ．

模拟结果表明，压裂缝半长为１０４～１６６ｍ，平

均为１３１ｍ（图５ｂ）．裂缝宽度为０．０１３５～０．０１７３ｍ，

平均为０．０１６６ｍ．根据裂缝渗透率与裂缝宽度的

经验公式，计算裂缝渗透率约为７．５×１０－１２ ｍ２，远

超过Ｄｕｖｅｒｎａｙ地层基质渗透率３．９４×１０
－１９ｍ２．上

述压裂缝属性特征将用于流体地质力学耦合模型．

５　耦合流体地质力学有限元模拟

５．１　流体地质力学耦合方程

本文采用线性孔隙弹性理论来表征压裂过程中

的孔隙压力扩散和应力扰动．基于多孔介质连续性

方程及固体弹性变形方程，可推导出流体地质力学

耦合方程（Ｗａｎｇ，２０００）：

犌

Δ

２狌＋
犌

１－２ν

Δ

ε－α

Δ

狆ｐ＝犳（狓，狋）， （１１）

１

犕
狆
狋
＋α
ε
狋
－

Δ

· 犽

η

Δ

狆（ ）ｐ ＝狇（狓，狋），（１２）
其中，犳（狓，狋）为单位体积应力，Ｎ·ｍ

－３；狇（狓，狋）为流

体注入速率，ｍ３·ｓ－１；狌为平移向量，ｍ；ν为泊松

比，无因次；ε为体积应变，无因次；α为Ｂｉｏｔ系数，

无因次；犕 为Ｂｉｏｔ模量，无因次；犽为渗透率，μｍ
－２；

η为动态流体黏度，ｃｐ．

上述方程可以利用有限元方法进行求解．本文

使用ＣＯＭＳＯＬ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ｉｃｓ软件进行流体地质力

学耦合建模，定量表征压裂过程中的孔隙压力及应

力变化，再利用摩尔库仑失稳准则来确定断层被激

活的位置及时间．

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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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建立有限元耦合模型及初始化设置

三维模型在狓、狔、狕方向的尺寸分别设为２．５ｋｍ×

３．５ｋｍ×１．８ｋｍ．狕底部设为－４．１ｋｍ．根据实际地

层特征，自Ｉｒｅｔｏｎ至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地层厚度依次设

置为１６０、４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ｍ．水平井深度设

为－２５２０ｍ．压裂缝沿 ＮＥ４５°扩展，其几何参数及

属性采用前文计算结果．三条解释断层嵌入到模型

中，其断层带厚度设为４５ｍ，包括中间５ｍ的致密

断层核部分及两侧各２０ｍ的断层破裂带（Ｆ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其中断层核及破裂带渗透率分别设为经

验值１×１０－２０ｍ２、１×１０－１４ｍ２（Ｙｅｈｙ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同时，模型中各地层物性及岩石力学参数设定为表

１对应数值．压裂液密度设定为１２００ｋｇ·ｍ
－３，压

缩系数设定为４．６×１０－１０／Ｐａ，动态黏度设定为０．４

ｍＰａ·ｓ．图８ａ—８ｂ为耦合模型的三维视图及网格

划分．

图８　（ａ）三维耦合模型初始化示意图；（ｂ）模型网格

划分．在压裂缝及断层附近加密网格

Ｆｉｇ．８　（ａ）３Ｄｖｉｅｗｏｆｐｏ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

３Ｄｍｅｓｈｕｓｉｎｇ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ｍｅｓｈ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ａｒｅｒｅｆｉｎｅｄ

在耦合模型中还设置了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

假设模型的初始流体系统处于流体静力平衡状态，

则可以设置初始孔隙压力狆（狋＝０）＝０和初始应力

张量σ（狋＝０）＝０．因此，耦合模拟结果即为孔隙压力

和应力张量的相应变化值．将各压裂段的压裂液注

入体积转化为各段净注入压力，并作为其耦合模拟

过程中的驱动力，其计算公式如（１０）所示．压裂缝延

伸长度与宽度如公式（８）和（９）所示．净注入压力的

作用时间同各压裂段实际施工时间保持一致．前一

段压裂结束后，压裂缝末端延伸净压力接近于０（接

近于地层孔隙压力），后一段压裂开启，如此循环至

最后一级压裂结束．模型边界设定为固定边界，即顶

部处于无牵引状态，侧向和底面边界的位移保持为

零．为便于耦合模拟，本文对最大及最小应力轴进行

了水平近似处理．即垂直上覆压力为变量，最大及最

小主应力取决于上覆压力，因此三轴应力简化为单

轴应力状态．设定耦合模型受控于线性弹性力学和

达西定律，并在压裂缝及断层附近加密网格（图

８ｂ）．通过固体力学与多孔介质流体流动的耦合模

拟，计算出压裂过程中的应力扰动和孔隙压力变化．

５．３　模拟结果及犕３．０地震事件的诱发机理

图９ａ—９ｃ显示压裂８０ｈ后压裂层位（Ｄｕｖｅｒｎａｙ）及

震源位置所在基底（Ｂａｓｅｍｅｎｔ）的孔隙压力平面变

化情况．可以看出，断层１两侧破裂带区域的孔隙压

力变化明显．表明致密断层核对流体流动的阻碍作

用不明显．图９ｄ为犕Ｗ３．０事件震源位置处（图９ｂ十

字）Δ犘ｐ及ΔＣＦＳ随时间变化的情况．犕Ｗ３．０地震时

间发生时，Δ犘ｐ及ΔＣＦＳ瞬时值分别达到３．６ＭＰａ

及２．２ＭＰａ．基于有效正应力变化值（Δσｎ－Δ犘ｐ＝

－３．１２ＭＰａ）和剪切应力变化值（Δτ＝０．１４ＭＰａ），

图７所示的断层１将达到失稳状态，可以断定断层

１被激活．同样，压裂过程中孔隙压力及局部应力的

变化使得断层２和３也被激活．值得注意的是，孔隙

压力增加仍然是影响犕犠３．０诱发地震事件的主要

因素（图９ｄ）．

另外，为检测耦合模型是否受到设定边界的影

响．将模型尺寸扩大为５ｋｍ×７ｋｍ×１．８ｋｍ（原模

型体积的４倍）．模拟结果如图９ｄ所示．可以看出，

新模型震源位置的ΔＣＦＳ及Δ犘ｐ 与原模型差别不

大（变化值７％左右）．因此在原模型尺度大小及边

界条件的设定下，边界大小对于本次模型的结果输

出影响不大．

６　讨论

目前，针对ＦｏｘＣｒｅｅｋ地区诱发地震的风险控

制对策主要体现在施工控制方面，如优化新钻水平

井与已知断层的空间位置、控制压裂液注入速率及

累计注入体积等（Ｓｃｈｕｌ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其中，增大

水平井筒与已知断层的距离被证实可以有效地降低

地震风险．

如图１０ａ所示，根据蚂蚁体反演属性，本例中的

断层１向南延伸３ｋｍ，呈ＳＥＮＷ 走向．２０１５年１１

月，即北部水平井（本例）完井９个月之后，在断层西

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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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ａ—ｂ）压裂８０ｈ后压裂层位及基底层位Δ犘ｐ 分布图；（ｃ）地震事件叠合于（ｂ）图上；（ｄ）原边界及大边界

模型震源处（图９ｂ十字）的Δ犘ｐ 及ΔＣＦＳ随时间变化情况．压裂段及地震事件也在图中绘出

Ｆｉｇ．９　（ａ—ｂ）Δ犘ｐａｔｔｈｅＤｕｖｅｒｎａｙ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ｔ狋＝８０ｈｏｕｒ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ｖｅｎｔｓ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Ｆｉｇ．９ｂ；（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Δ犘ｐａｎｄΔＣＦＳａｔｔｈ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犕Ｗ３．０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ｖｅｎｔｓａｒｅａｌｓｏｄｅｐｉｃｔｅｄ

侧１．５ｋｍ左右完钻一口ＮＳ向、水平井段长度为３ｋｍ

的新水平井．自１１月１１日至２９日，对该水平井实施

压裂施工作业，共压裂级数３１段．压裂液注入速率及

累计注入体积分别为９．５ｍ３·ｍｉｎ－１和３８３０３ｍ３，与

北部水平井压裂施工参数８．７ｍ３·ｍｉｎ－１和３８０７８ｍ３

大致相同．

地震监测结果表明，压裂过程中在该井以东

６００～１５００ｍ处诱发了一系列震级较小的地震事

件，其中最大为犕１．２５事件（图１０ａ）．图１０ｂ比较了

南、北水平井压裂过程中的两次主要地震事件的空

间分布特征．可以看出，南部水平井诱发的事件震级

明显变小，而且深度主要集中于压裂地层（Ｄｕｖｅｒｎａｙ）

上下５０ｍ范围内，这与北部地震事件主要集中在

基底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南部最大地震事

件犕１．２５的震源机制表明（图１０ａ下部震源球），被

激活断层的走向为 ＮＥ２８．２°±８．３°（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这与北部被激活断层（断层１）的近南北走向

显著不同．因此可以推断，由于南部水平井与断层１

位置较远，其压裂施工并未激活断层１．相反，在南

部水平井和断层１之间或存在一个小规模断层（图

１０ａ断层４）．南部地震群的产生可能由于该断层与

南部井的压裂缝连接而被激活．此外，模拟结果表

明，南部井压裂过程中的ＣＦＳ变化仅为０．１５ＭＰａ，

远小于北部井的１．５３ＭＰａ．由此可见，优化水平井

与已知断层的距离可以有效降低诱发地震活动的风

险．该现场措施为优选水平井井位、降低地震风险提

供了可靠的现场依据．

７　结论

本文以ＦｏｘＣｒｅｅｋ地区２０１５年２月８日发生

的犕３．０地震事件为例，基于蚂蚁体识别的潜在断

３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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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ａ）Ｄｕｖｅｒｎａｙ地层顶部的蚂蚁体属性分布．下

部圆球显示南部水平井压裂过程中的最大震级犕１．２５

事件的震源机制．黑色虚线为 Ｄ—Ｄ′剖面位置；（ｂ）

Ｄ—Ｄ′剖面的地震事件空间分布特征．圆球大小和颜色

分别代表地震事件的震级大小和发生时间

Ｆｉｇ．１０　 （ａ）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ｏ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ｔｔｈｅ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ｏｆＦａｕｌｔ１ａｔ狋＝８０ｈｏｕｒｓ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ｏｆＨ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ｂ）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ＦＦ′

ｓ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ｅｗ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ｂａｌｌｓ

ｄｅｎｏｔｅｄ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ｃｏｌｏｒｅｄｂｙ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ｃａｌｅｄ

ｂｙ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层及三维地质力学模型，通过流体地质力学的耦合

模拟，明确了水力压裂施工过程中孔隙压力及局部

应力的变化特征，揭示出本次地震事件的触发机制，

并提出相应的风险控制对策．具体包括：（１）利用蚂

蚁体追踪方法识别出三条由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基底向上

延伸至Ｄｕｖｅｒｎａｙ顶部的近垂直断层；（２）基于三维

地质力学模型，模拟出水平井压裂缝半长约为１３１

ｍ；（３）部分压裂缝与解释断层相沟通，导致部分注

入流体沿断层高渗透破裂带向下扩散，在基底地层

激活断层并诱发犕Ｗ３．０地震事件．其中孔隙压力的

增加是断层失稳的主要因素；（４）增大水平井与已知

断层之间的距离，被现场证实可以有效地降低地震

风险．因此在致密储层进行水平井钻井及压裂施工

作业之前，明确地下断层的分布状态至关重要．

致谢　图１地震活动目录来自加拿大Ａｌｂｅｒｔａ地震活

动记录（ｗｗｗ．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ｃａ／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ｓ／）．犕Ｗ３．０

诱发地震事件及压裂施工数据来自Ｂａｏ和Ｅａｔｏｎ（２０１６）．

本次研究使用的三维地震数据由加拿大ＴＧＳ公司提

供．该研究得到ＣａｎａｄａＦｉｒｓ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Ｆｕｎｄ

（ＣＦＲＥＦ）的资助．感谢卡尔加里大学地质系 Ｄａｖｉｄ

Ｅａｔｏｎ教授的帮助．感谢两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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