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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近十年来在北美掀起的页岩革命, 释放了大量的深地资源, 改变了人们对油
气资源稀缺性的认识, 受到了科学界和工业界的广泛关注. 页岩油气是我国重大
战略性能源, 其高效开发和利用对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缓解能源供需矛盾有极
其重大的意义. 然而, 由于我国页岩储层埋藏极深、构造复杂、低孔低渗、吸附
量大, 造成页岩气的采收率极低. 未来我国页岩油气的高效开发, 亟待突破采收
率低的桎梏. 这在一方面需要结合工程实际, 精确描述页岩储层孔隙系统特征及
其内部流体的赋存和相平衡规律; 另一方面需要从力学的基本原理和第一性的
实验出发, 揭示岩石储层孔隙系统的力学–化学演化机理. 本文结合国家对页岩
油气资源的重大需求和采收率极低的工程科学基本难题, 以实验研究为主线, 重
点围绕页岩储层孔隙系统的多尺度特征、储集空间中流体的相平衡、纳米孔隙的
力学–化学演化等三个方面内容开展了研究工作, 具体如下:
页岩储层孔隙系统的多尺度特征. 页岩储层既是烃源岩又是储集岩, 其孔隙
系统是经过漫长的地质历史演化形成的, 是页岩油气的主要赋存空间和运移通
道. 明确页岩储层孔隙系统的孔隙结构及其动态演化等关键信息是页岩油气生
成、储集、富集、成藏、解吸、驱替和运移等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本文联合采用
多种先进实验技术手段, 系统地厘清了页岩储层纳米孔隙的多尺度特征, 发现页
岩储层中纳米孔隙主要为呈不规则圆形、狭缝形的有机介孔, 其孔径呈不对称双
优势峰分布, 孔喉直径小、连续性低、连通性差, 整体呈孤立状.
储集空间中流体的赋存状态与相平衡. 首先, 揭示了页岩储层中气体随压力
变化的赋存状态和相平衡规律: 页岩储集空间中吸附态、游离态甲烷均随气体压
力增加而增加; 在较低气体压力下, 吸附态甲烷含量大于游离态的含量; 随着气
体压力的上升、吸附位逐渐饱和, 游离态甲烷的增长速率大于吸附态, 最终其含
量超过吸附态甲烷. 其次, 阐明了页岩储层的流体渗吸动态过程和主导效应: 在
渗吸初期, 流体的运动主要由孔隙的毛细作用驱动, 为自发渗吸; 随着岩心的流
体饱和度逐渐增加, 自发渗吸逐渐消失, 岩心端面的注入压力开始起主导作用,
流体运动逐渐达到平衡状态.
页岩储层纳米孔隙的力学–化学阻塞机理. 阐明了力载荷作用下页岩样品比
表面积的发展和演化规律, 厘清了其孔容积的变化历程, 分析了页岩储层在力载
荷作用下分形维数的演化趋势. 结合搭建的超临界流体实验平台上的原位吸附
实验, 厘清了页岩储层孔隙系统在吸附超临界二氧化碳后比表面积与孔容积的
变化历程. 结合原位表征实验, 阐明了该过程中的物理吸附、缔合化学吸附和解
离吸附导致纳米孔隙阻塞的微观机理.
本文系统地研究了页岩储层孔隙系统的多尺度特征和力学–化学演化机理,
为解决页岩气开发中采收率极低的工程科学基本难题提供了实验基础和依据,
I

页岩储层纳米孔隙的力学–化学阻塞机理研究

为加速推进形成页岩油气高效开发核心技术, 为我国页岩油气产业的发展起到
支撑作用.
关键词: 纳米孔隙, 吸附, 赋存状态, 孔隙阻塞, 超临界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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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In the past decade, the shale revolution in North America has released a large
amount of deep resources. It changed the public’s view of the scarcity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and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the scientific fields to industy.
Shale oil and gas are the major strategic energy resources in China. Their efficient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asing energy supply and ensuring energy
security. However, due to the extremely depth of the shale reservoirs, the complex
geological structure, low porosity, low permeability and large adsorption amount, the
current recovery efficiency of shale oil and gas in China is extremely low. The
development of shale oil and gas in China in the future is urgent to break through low
recovery efficiency.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 to accurately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re-system and the occurrence
state of fluids in the shale reservoir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elucidate the
mechanical-chemical evolution mechanisms of the pore-system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echanics and the experiments.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country’s major
demand for shale resources, and focuses on the low recovery efficiency. Three main
issues are investigated: multisca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re-system, the phase balance
of fluids in the reservoir space, and the mechanical-chemical evolutions of nanopores.
Specific as follows.
Multiscale characteristics of pore-system. The shale reservoirs are both the source
rock and the reservoir rock. Their pore-system were formed by a long geological history
and is the main channel for the storage and migration of shale oil and gas. The key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pore structure and its dynamic evolution is the basis and
premise for the generation, accumulation, enrichment, accumulation, desorption,
displacement and migration of oil and gas. Combined with a variety of advanced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we systematically clarify the multiscale characteristics of
nanopores in shale reservoirs. It is found that the nanopores in shale reservoirs are
mainly irregularly round, slit-shaped organic mesopores. The pore size shows an
asymmetric double-dominant peak distribution. The pore throats are small, and their
continuity and connectivity are very poor with an isolated distribution.
The occurrence state and phase equilibrium of the fluids in the reservoir space.
Firstly, the occurrence and phase equilibrium of gas in shale reservoirs are revealed. It
is found that both adsorbed methane and free methane in the reservoir space increase
with increasing gas pressure. At lower pressures, the content of adsorbed methane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free state. As the gas pressure increases and the adsorption sites
approach saturated, the growth rate of free methane is greater, and finally its content
exceeds the adsorbed one. Secondly, the dynamic process and dominant effects of fluid
imbibition in shale reservoirs are clarified.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imbibition, the
movement of fluids is mainly driven by the capillary action of pores. As the fl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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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ate the core gradually, the spontaneous imbibition disappears, and the injection
pressure begins to dominate. At last, the fluid motion reaches equilibrium.
The mechanical-chemical blocking of nanopores in shale reservoirs. The
development law of shale’s specific surface area and the variation history of pore
volume are clarified. The evolution trend of fractal dimension of shale samples under
force load is analyzed. Based on the in-situ adsorption experiments conducted on the
supercritical fluid platform, we clarify the variation process of the specific surface area
and pore volume of the shale reservoirs after surpercritical CO2 adsorption. Combined
with in-situ characterization experiments, the microscopic mechanism of nanopore
blocking caused by physical adsorption, associative chemisorption and dissociative
chemisorption is clarifie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multiscal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calchemical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he pore-system in shale reservoir. It provides
experimental basis for solving the basic problems of low recovery efficiency in shale
oil and gas development. It may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core technologies for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shale oil and gas and supports their future industrial exploition.
Key Words: nanopore, adsorption, occurrence state, pore blocking, supercritical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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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经济的快速增长意味着更高的能源消耗. 当前, 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
常规能源 (conventional resources of energy) 的开发、储备和消耗不能持续支持经
济的快速增长, 推动我国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和能源体制等的优化和
革新势在必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将能源放在
“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 中的第一位, 重点支持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利用. 与
常规能源相比, 全球非常规能源 (unconventional resources of energy) 的储量要大
得多. 加大对非常规能源的开发和使用力度, 不仅有利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促
进节能减排, 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战略选择. 非常规能源的
高效开发和利用已成为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页岩气 (shale gas) 是一种蕴藏于页岩储层 (shale reservoir) 中以甲烷为主
的天然气, 是一种典型的、清洁高效的非常规能源. 近十年来, 水平井技术和水
力压裂技术的突破引发了美国的 “页岩革命” (shale revolution), 深刻地改变了世
界能源格局, 对科学、工程、政治和经济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图 1.1 (a~c)].
作为一种有望替代常规能源的深地油气资源, 页岩气成为我国能源安全战略的
重点发展方向. 根据国家自然资源部资源评价结果, 我国页岩气的技术可采量达
到 21.8 万亿立方米, 居世界首位. 随着在我国西南川渝、鄂尔多斯等地区取得
页岩气勘探突破和成功开发以来, 页岩气开发引起了我国政府、工业界、科学界
的广泛兴趣和大力支持 [图 1.1 (d~f)]. 2016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特别强调要开展页岩气等非常规油
气勘探开发综合技术示范. 按照《纲要》的指示精神, 国家能源局于 2016 年制
定下发了《页岩气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提出力争 “十三五” 时期实现页
岩气产量 300 亿立方米的总目标, 并展望到 2030 年.
目前, 严重限制我国页岩气开发的工程科学基本难题是: 吸附在纳米孔隙中
的页岩气难以解吸并运移出岩石储层, 造成采收率极低. 吸附是一种典型的表面
现象[1], 而纳米孔隙则是突显其效应主要场域[2], 两者的关系从来都是 “焦不离
孟、孟不离焦”. 页岩气储存于岩石裂隙及微纳米孔隙内, 吸附量大、解吸困难、
气流阻力比传统天然气大得多, 导致其生产的速度和效率均极低, 目前页岩气的
采收率仅为 5%~15%. 如果解吸附、驱替的天然气增加 ~8%, 就相当于开一口新
井, 可以节约成本近亿元. 这不仅是工业界亟待提高非常规能源采收率的关键,
也是力学、地质、地球化学等学科迫切需要解决的工程科学基本难题[3]. 解决这
一难题, 一方面需要结合工程实际, 精确描述页岩储层孔隙特征及其内流体的赋
存规律; 另一方面需要从力学的基本原理[4]和第一性的实验出发, 揭示页岩储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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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页岩繁荣掀起了一场能源革命. (a) 美国油气产量及未来预测 (Source: EIA); (b)
“伟大的天然气淘金热”[5]; (c)《时代》周刊封面故事: 这种石头可以控制世界—为什么页岩
可以解决能源危机 (Source: TIME) (d) 中国页岩气资源区域[6]; (e)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
(Source: 四川在线); (f)《中国科学: 物理学 力学 天文学》组织 “页岩油气高效开发专题”
的封面[33].
Figure 1.1 Shale boom set off an energy revolution. (a) US oil and gas production and its
future projections; (b) “The Great Gas Gold Rush”; (c) Cover of TIME: This Stones could
power the world–Why shale can solve the energy crisis; (d) China’s shale gas resource
distribution; (e) PetroChina Southwest Oil and Gas Field; Cover of the special issue in
SCIENCE CHINA Physics, Mechanics & Astronomy with respect to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shale oil and gas.

孔隙系统 (pore-system) 的特征及其力学–化学演化机理. 近年来, 国内外许多学
者对促进页岩气高效开发中的关键力学问题开展了有益探索, 并取得了重大进
展, 如钻井或水平井问题[7-12]、水力压裂 (hydraulic fracturing or fracking) 问题[1325]

、渗流问题[26-29]、解吸与驱替问题[30-35]等. 2017 年,《中国科学: 物理学 力学

天文学》组织了 “页岩油气高效开发专题” [图 1.1 (f)], 内容涵盖了页岩工程地质
力学评价、钻井、压裂等诸多关键力学方面的研究成果[36] (图 1.2).
从学术研究层面看, 页岩储层极其复杂, 充斥着坚硬的岩石、复杂的深部构
造应力、以及高温高压等极端环境. 页岩储层具有强非均质性 (heterogeneity)[3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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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页岩气开发中的关键力学问题: (a) 大型丛式水平井工程[8]; (b) 渝页井两段压裂施
工曲线[15]; (c) 储层岩石力学特性及脆性评价[38]; (d) 页岩气纳米孔隙中的吸附与解吸[32]与
(e) 注气驱替与运移[34]; (f) 页岩数字岩心中的微纳尺度流动[39]. (a-c) 宏尺度; (d-f) 微尺度.
Figure 1.2 The critical mechanics problems in shale gas development: (a) Failure analysis
of borehole; (b) Hydraulic fracture network formation; (c) Reservoir rock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brittleness evaluation; (d) Adsorption and desorption in shale gas nanopores
and (e) Gas injection and migration; (f) Micro-nanoscale flow in a digital core of shale. (a~c)
Macroscale; (d~f) Microscale.

存在大量纳米孔隙, 渗透率超低 (ultra-low), 比常规储层低约 6 个数量级[39-41].
页岩气主要以吸附态或游离态形式赋存于页岩储层的微观储集空间中, 孔隙系
统可能发生动态演化, 进而影响气体的赋存状态与相平衡. 同时, 随着人工压裂
的进行及压裂液的跟进导致页岩气储层的渐进破坏 [42], 以游离态赋存在页岩储
层孔隙系统中的气体率先向天然裂纹和人工缝网系统扩散运移, 原本吸附在孔
隙结构中的页岩气从孔壁发生解吸而形成游离气, 并进一步向缝网系统运移[43],
如图 1.3 所示. 该过程跨越了数十个数量级, 涉及到气体吸附、解吸、驱替、扩
散、渗流等多物理过程, 基本物理机制有: 多相、界面、限域、几何、分形、拓
扑、多物化场等效应的耦合, 导致相关的问题十分复杂, 学术创新空间极大, 这
也正是力学学科面临的主要挑战. 因此, 亟待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自下而上地对
页岩储层孔隙系统的动态演化及其中气体的相平衡规律开展系统、深入、定量化
的探索, 剖析和厘定页岩储层纳米孔隙在力学–化学作用下的演化规律, 为进一
步研究岩石储层孔隙系统中气体吸附、解吸和扩散运移等过程奠定基础, 为页岩
气的高效开发勘探理论和关键技术提供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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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从跨尺度视角看页岩气开采过程: 宏观尺度→介观尺度→微观尺度→纳观米孔→
分子尺度 (根据文献[43]修改).
Figure 1.3 Multiscale shale gas mining:
macroscale→mesoscale→microscale→nanoscale→molecular scale.

从实际应用层面上看, 北美发生页岩革命已经对国际能源格局进行了重新
洗牌, 各资源大国都已经争先部署了页岩气开发任务. 由于我国页岩气 “甜点区”
存在地质构造复杂、埋藏极深、水资源缺乏等特殊国情, 导致国外成功页岩气开
采模式难以复制, 必须探索和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页岩气开发勘探基础理论和
关键技术. 目前我国页岩气开发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突破页岩气高效开发技术是
“十三五” 科技创新规划中深海、深地、深空、深蓝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44], 也是
推进能源技术革命的必由之路. 为了力争 “十三五” 时期实现页岩气产量 3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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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立方米的宏伟目标, 首要任务就是要紧密结合页岩气工业生产中的技术难题,
大力开展页岩气勘探开发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的科技攻关和探索, 为进一步拓
展商业性开发奠定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本文结合国家对能源领域的重大需求和国际学科前沿问题, 拟通过实验研
究为主线, 采用多种先进实验技术对页岩气储层孔隙系统的力学–化学演化机理
开展研究, 定量揭示微观孔隙结构特征、孔隙度和连通性等的动态演化规律, 并
探讨页岩储层孔隙系统中页岩气的赋存状态与相平衡规律. 此外, 结合目前页岩
气开采新趋势—超临界二氧化碳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sCO2) 压裂新技术
[45, 46]

, 本文还将深入探索地球深部气体的赋存与岩石纳米孔隙的相互作用, 这不

仅 可 以 促 进 强 化 页 岩 气 开 发 技 术 的 发 展 , 同 时 也 将 为 碳 封 存 技 术 (carbon
sequestration) 奠定基础[47-52]. 预期通过本文研究工作的开展, 加速推进形成新的
页岩气勘探与高效开发核心技术, 促进打破页岩气采收率低的桎梏, 为我国页岩
气产业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
在本文研究工作的开展过程中, 作者主持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
学基金 (NSFC, 项目号: 11702299). 此外, 本文的研究工作还受到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石油化工联合基金、面上项目 (项目号: U1562105、11872363)、中科院前
沿科学重点研究计划 (项目号: QYZDJ–SSW–JSC019)、以及中国科学院 “非常规
能源开发中的关键力学问题创新交叉团队” 等项目的联合资助.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进展
页岩是黏土 (clay) 经过漫长的地层压力和温度的作用下沉积形成的细粒岩
[53]

, 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沉积岩 (sedimentary rock), 约占沉积岩总量的 80%.

页岩的粒径小于 0.0039 mm, 主要成分包括黏土矿物, 有机质 (organic-matter),
以及石英 (quartz)、云母 (mica)、长石 (feldspar) 等细粒碎屑, 具有页状或薄片
状层理. 当页岩中的有机质含量很高时, 可称之为富有机质页岩 (organic-rich
shale). 由于碳含量高, 外观一般呈黑色, 因此也被称为黑色页岩 (black shale).
富有机质页岩中的有机质在漫长地质历史过程中会发生裂解, 生成石油或天然
气, 即称为页岩油或页岩气, 所在储层称为页岩储层, 所形成的矿藏称为页岩气
藏. 伴随着有机质裂解生成油气的漫长地质历史过程中, 岩石内部将逐渐发育形
成孔隙系统. 由于页岩本身非常致密, 孔隙数量少、连通性差, 因此油气分子在
生成后即储存于孔隙内部, 因此页岩既是烃源岩又是储集岩[54], 具有典型的 “自
生自储”、“低孔低渗” 等特征. 页岩油气是一种非常规能源. 所谓的 “非常规能
源” 与 “常规能源” 的区别, 主要根据岩石储层的渗透率进行评价和划分, 如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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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按照渗透率划分的非常规能源与常规能源 (Modified from FFBRA).
Figure 1.4 Classification of unconventional energy and conventional energy according to
the permeability.

页岩微观储集空间的孔隙结构是经过漫长的地质历史演化形成的, 是页岩
气的主要赋存空间和运移通道. 因此, 明确页岩储层孔隙系统的孔隙结构及其动
态演化等关键信息是页岩气生成、储集、富集、成藏、解吸、驱替和运移等研究
的基础和前提, 如图 1.5 所示. 根据中国科学院与科睿唯安公司联合发布的
《2017 研究前沿》显示, “页岩气储层孔隙系统类型及表征” 位列地球科学十大
热点前沿内容[55], 表明在现阶段关于页岩储层孔隙系统的类型识别与表征已成
为限制页岩气高效开发的工程科学基本难题之一, 这也正是本文研究工作的切
入点. 以下将从页岩储层孔隙系统的孔隙类型、孔径分布与孔隙度、纳米孔隙中
的气体赋存、有机孔隙的热演化等几个方面综述其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进展情况.

图 1.5 页岩储层孔隙系统中发生的裂解、吸附、驱替和运移.
Figure 1.5 Pyrolysis, adsorption, displacement and migration in the pore system of sh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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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页岩储层孔隙类型
页岩储层孔隙类型的描述包括孔隙形状、孔隙赋存位置等信息. 对页岩气储
层的孔隙进行系统地分类和表征是标定孔隙度与渗透率定量关系的基础, 同时
也是研究储层孔隙网络随时间、温度、压力演化和探索孔隙中气体储存、吸附、
解吸和驱替运移的必要前提, 因此在整个页岩储层的勘察和开发的研究中显得
尤为基础和重要[56].
如前所述, 页岩含有不同的矿物质和有机质细粒, 这些不同组分内、组分间
含有的孔隙在结构特征、空间分布和尺寸等都有较大差异. 在过去数十年里已有
大量的研究工作确定了泥岩中的各种孔隙类型[57-72]. 基于这些工作, Loucks 等[73]
于 2012 年提出了一种简单且相对客观的孔隙分类描述方法, 将泥页岩储层基
质 中 的 孔 隙 分 为 有 机 孔 隙 (organic-matter pores, OM pores) 、 粒 内 孔 隙
(interparticle pores, interP pores) 和粒间孔隙 (intraparticle pores, intraP pores) 三个
基本类别. 其中后两种孔隙主要与页岩储层中的矿物质有关, 如图 1.6 所示. 该
图 1.6 (c) 中还列出了一类裂缝孔隙, 由于该类孔隙不受单个颗粒控制, 因此未
将其归入到基质孔隙列表中. 图 1.7 和 1.8 所示为页岩储层中观察到的上述几
种孔隙类型.

图 1.6 页岩储层中的孔隙类型: (a) 孔隙分类三元图及其含量; (b) 有机孔隙; (c) 裂隙 (未
进行归类); (d) 粒间孔隙及粒内孔隙. (Modified from[73]).
Figure 1.6 Types of pores in shale reservoirs: (a) Pore classification ternary map and its
content; (b) Organic-matter pores; (c) Fracture pores (not classified); (d) Interparticle pores
and intraparticle pore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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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经过离子研磨的页岩样品的孔隙扫描电镜图: (a) 有机孔隙; (b~d) 粒间孔隙、粒内
孔隙. (根据参考文献[73]修改).
Figure 1.7 Pores in the ion-milled shale sample: (a) OM pores; (b~d) interP & intraP pores.

8

第一章

绪论

经过大量的显微观察后, Loucks 等得出如下主要结论[73]: 页岩储层中的孔
隙具有不同形状, 如椭圆形、三角形、矩形、狭缝形等. 历史较短、埋藏较浅的
页岩中的粒间孔隙和粒内孔隙含量非常丰富. 随着埋藏深度的增加, 有机孔隙开
始增加, 并与有机质的含量和类型直接相关. 粒间孔隙和有机孔隙通常比粒内孔
隙的连通性更好. 尽管页岩中孔隙的类型在起源、形状和尺寸差别很大, 但几乎
所有的孔隙都可以通过分配到图 1.6 (a) 所示的孔隙分类三元图中. 虽然裂缝孔
隙并未被包含在三大基本孔隙类型中, 但这些孔隙在页岩储层中的作用不可忽
略, 对于页岩油气的采收至关重要, 如图 1.8 (g, h) 为页岩储层中典型裂缝孔隙.

图 1.8 龙马溪页岩的场发射电镜图. (a~f) 图 1.7 已有的孔隙类型; (g, h) 裂缝孔隙.[74]
Figure 1.8 FESEM images of Longmaxi Shale. (a~f) Pore types aready exist in Figure 1.7;
(g, h) fracture p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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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孔径分布与孔隙度
页岩储层孔隙系统的另一个重要参量为孔径分布 (pore size distribution,
PSD), 是评估和讨论油气的储存、吸附、解吸、驱替的极其重要的孔隙参数. 准
确描述储层岩样的孔喉尺寸需要三个前提条件: (1) 采用的测量方法; (2) 将测量
值换算为尺寸的理论模型; (3) 选择表征尺寸分布的参数[75]. 这三点将在本文第
二章涉及到具体的测量方法时再详细介绍.
图 1.9 较全面地统计了页岩、致密砂岩 (tight sandstone) 和普通砂岩等典型
储层的孔喉尺寸分布范围, 以及用于探测孔径分布的各种实验方法的分辨率, 如
小角中子散射 (SANS)、压汞法、扫描电镜 (SEM)、光学显微方法等[75].

图 1.9 页岩、致密砂岩和普通砂岩储层的孔喉尺寸及 He、N2、CH4 等分子直径. 页岩
储层的最小孔喉尺寸几乎与这几种分子直径相当[75].
Figure 1.9 The pore size of shale, tight sandstone and sandstone, and molecular diameters
of He, N2 and CH4, etc. The smallest size of shale is almost equivalent to the molecules.

从图 1.9 可以看出, 页岩储层中的孔径分布范围较广, 但主要集中在纳米
范围内[76], 比致密砂岩储层低一个量级, 比普通砂岩 (sandstones) 储层低两到三
个量级, 这也是页岩储层中的甲烷总以吸附的赋存形式储存的主要原因. 不同页
岩气藏的孔径分布和孔隙度存在较大差异. Javadpour 通过对北美 9 个页岩区块
的 152 个岩心的实验分析, 发现大多数孔喉直径集中在 4~200 nm 范围内 [43].
Adesida 等[77]发现页岩储层孔隙结构的孔径在微观到介观尺度范围内, 平均小于
10 nm. 邹才能等[78]的研究表明, 我国页岩储层孔隙直径在 5~400 nm, 渗透率为
0.0001~0.01 mD. 采用小角散射 (small angle scattering, SAS) 和气体吸附方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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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到其内部的孔隙的孔径分布范围从几埃到几微米范围 [79-84]. 本文的研究工作
则表明, 页岩储层的孔隙分布具有双优势峰分布, 直径在 1~100 nm 之间.
一般地, 页岩储层孔隙的孔喉直径或孔隙度与储层渗透率之间存在一定的
关系: 孔喉尺寸变化一个数量级, 则渗透率将变化两个数量级. 这其实可以从逾
渗的观点解释, 如采用赵亚溥等基于实空间重整化群方法建立的三维各向异性
逾渗模型, 将连通性问题考虑成几何相变, 通过孔隙的分布密度、压力、平均长
度等, 可以计算连通概率, 从而得到岩体的三维连通相图. 他们的研究发现, 只
有当孔隙度发育超过临界点时, 岩体才发生连通, 而此时渗透率才会有所增加,
如图 1.10 所示[85].

图 1.10 三维各向异性模型实例: (a~d) 岩体的连通概率与孔隙率正相关 (红色表示孔隙连
通区域). 在孔隙率小于 40% 时, 岩体没有连通; 当孔隙率大于 40%, 岩体连通了. (e) 当
连通概率 p = 0.3 时的三维逾渗模拟 (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连通群)[85].
Figure 1.10

Example of a three-dimensional anisotropic model: (a~e) The connectivity
probability of the rock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or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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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孔隙中流体的赋存状态和纳微流动
在页岩储集空间中, 页岩气主要有三种赋存形式: 以吸附气 (adsorption gas)
的形式赋存于有机质和黏土颗粒表面; 以游离气 (free gas) 的形式赋存于基质孔
隙和裂缝中; 以及少量气体溶解 (dissolved gas) 在有机质中. 其中吸附气的比例
占总含气量的 20%~80%, 具体的吸附量取决于孔隙系统特征、储层温度、压力、
粒度等因素. 总有机碳含量 (total organic content, TOC) 和黏土含量也是影响吸
附量的重要参数. 我国鄂尔多斯盆地页岩气藏的吸附气含气量占 ~70%[86], 美国
Barnett 页岩气藏的吸附气含量更是高达 85%[87]. 鉴于页岩气藏的吸附量如此之
高, 显然常规天然气的原位计算不能用于估算页岩气储量. 目前页岩气的吸附理
论普遍采用 Langmuir 模型[88, 89] [n = nLbp/(1+bp), 其中 n 为平衡时的吸附量, nL
为饱和吸附量, p 为平衡压力, b 是吸附常数; 另一种形式请见本文第二章内容].
然而在页岩气藏的真实地层环境和赋存条件下该模型可能已不再适用. 对页岩
储层空间孔隙系统中气体的赋存状态和相平衡认识的不足, 是限制页岩气采收
率提高的瓶颈所在.
页岩气受限吸附在岩石纳米孔隙, 造成解吸的困难. 页岩储层空间孔隙结构
的尺寸、形态、分布等都对页岩气的赋存状态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纳米孔隙中, 孔
隙的尺寸接近吸附分子的直径, 孔隙壁面产生的 van der Waals 势重叠, 其作用
范围覆盖了整个孔隙, 使气体分子的吸附能很大. Polanyi 吸附理论 [90,
[92, 93]

Dubinin–Radushkevich 方程 (DR 方程)

91]

和

对于亚临界条件下的微孔吸附过程

的描述非常成功, 然而无法描述甲烷所处的超临界环境. 另外, 纳米孔隙的尺寸
和曲率对于气体的吸附量的多少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2014 年, 赵亚溥团队[32]研
究了纳米限域通道中的吸附现象, 发现在超临界条件下吸附密度随着压强的增
大而连续变化. 他们还发现在相同的温度和压强条件下, 吸附相的密度大于体相
的密度, 表明吸附相具有比体相更强的储存甲烷的能力, 如图 1.11 (a) 所示. 基
于以上发现, 朱雪燕和赵亚溥建立了考虑分离压力 (disjoining pressure) 和曲率
效应的吸附相状态方程 [32]. 此外, 赵亚溥团队首次采用分子动力学 (molecular
dynamics, MD) 模拟发现, 相比于降压方法, 二氧化碳注入方法至少可以将受限
甲烷的采收率提高 ~15%[31], 如图 1.11 (b, c) 所示.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Wilcox
等研究了甲烷在碳裂隙中的吸附, 发现页岩气的吸附量随着孔隙尺寸的减小而
增大[94]; 美国北卡州立大学的 Gubbins 等研究了超临界温度下甲烷在不同尺寸
孔隙中的吸附规律, 发现存在最优孔径使吸附量最大[95]; 在 3.4 MPa 压强及室
温下, 最优孔径为 11.4 Å[96]. 北京大学张东晓团队研究了伊利石和石墨烯纳米
通道中吸附作用对气体流动的影响, 发现总流量既可能增加也可能降低, 这取决
于在不同条件下吸附的变化[9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吴恒安团队采用 MD 模拟研
究了纳米通道中甲烷的吸附过程, 发现由于吸附作用造成分子势能降低, 壁面附
近形成吸附层, 总体储量增加[34]. 他们提出了页岩气吸附/解吸滞后的一类新机
制—孔喉变化滞后机理, 很好地解释了非毛细凝聚导致的吸附滞后现象[98]. 吴恒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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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超临界条件下纳米限域通道中吸附密度随压强的变化[32]. (b) 二氧化碳注入方
法采收甲烷; (c) 降压方法采收甲烷.[31]

Figure 1.11 (a) Change of adsorption density with pressure in nanopores under
supercritical conditions. Recovery of methane using (b) CO2 injection and (c) pressure drop.

安团队还发现狭缝纳米孔中甲烷气体的传输特性主要取决于压力, 孔隙宽度可
以显著影响不同传输机制的质量通量贡献[99]. Yu 等提出了一种 MD 模拟、 解
析模型和孔隙网络模型相结合的方法, 可有效研究页岩基质中的实际流动过程
[100]

. 他们发现页岩基质中页岩气的运移受储层压力的影响显著, 并导致不同开

采阶段具有不同的运移特性[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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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表面的分形特征也对气体的赋存和相平衡产生影响. Krohn 通过 SEM
图像分析的方法测得页岩表面的分形维数在 2.27~2.75 之间[101]. Ross 和 Bustin
系统地研究了页岩组分及孔隙结构对于储层中气体储量的影响, 发现不能只靠
储层中 TOC 含量及成熟度来评估页岩气资源储量, 必须考虑孔隙的具体情况
以及页岩表面非均质的影响[102].
1.2.4 有机质孔隙的热演化
页岩储层中的生烃有机质主要为干酪根 (kerogen)[103-105], 是一种由无定形
多孔碳骨架构成的有机聚合物, 也是页岩油气的主要烃源. 干酪根一般可由范氏
图 (van Krevelen diagram) 界定其成油成气类别, 区分为 I 型、II 型和 III 型三
种类型 [106]. 目前学界对干酪根的认识主要基于大型复杂碳质分子的二维模型,
或基于分子动力学方法将其描述为分子组合体, 如 Lille 等采用固体

13

C 核磁

共振方法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NMR) 建立的 Estonian 页岩干酪根分子
模型

[107]

, Orendt 等建立的美国绿河组 (Green River) 油页岩干酪根分子模型[108].

麻省理工学院 Coasne 等利用实验-模拟相结合的方法, 提出了一组 “真实” 干
酪根分子模型[109]. 王晓荷等[110]采用傅里叶红外光谱 (FT-IR)、X 射线光电子能
谱分析 (XPS)、元素分析、NMR 等实验手段构建了两种目前国际上最大的干酪
根分子模型, 并使用 MD 弛豫得到了相应的三维分子模型, 如图 1.12 所示.

图 1.12 美国绿河组 (Green River) 油页岩干酪根分子模型[108, 111]. (b, c) 王晓荷等基于获
取的井下实际工况的珍贵页岩样品, 构建出两种目前国际上最大的干酪根分子模型 (b, c)
分别为 I 型与 III 型干酪根)[110].
Figure 1.12 The molecular model of kerogen for Green River oil shale [26]. (b, c) The two
largest international kerogen molecular models reconstructed by Wang et al. (b, c) are type I
and type III kerogens, respectively).

在干酪根裂解生成油气的过程中, 干酪根裂解为气体而形成有机孔隙, 这些
孔隙是页岩气的最重要的赋存与流通通道. 页岩储层的微孔性被认为是造成页
岩层超低渗透率及产能快速降低的主要原因 [112,

113]

. 采用中子小角散射技术

(small angle neutron scattering, SANS), 可以发现干酪根中孔隙的孔径分布范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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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Å 到 µm 不等[79, 84]. 干酪根孔隙度是直接影响气体分子输运性质的另一个
重要因素. Vasileiadis 等采用分子动力学模拟方法研究了不同干酪根模型的孔隙
度, 提出了一种根据实验结果构建合适孔隙度模型的有效方法 [114]. 现有的研究
表明, 有机质中的孔隙度及其连通性与其成熟度存在联系 [115]: 成熟度越高, 其
孔隙度也越高.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的 Curtis 采用结合聚焦离子束 (FIB) 磨抛
与扫描电镜 (SEM) 的方法, 研究了 Woodford 页岩样品中次生有机质孔隙的演
变, 发现次生孔隙仅存在于成熟度较高的页岩样品中 [116]. 此外, 有机质孔隙的
生成和演化还与所处的地热及地应力环境有关, 表现为孔隙度与储层的埋深直
接相关. 早在 1930 年, Athy 就指出, 在正常压实条件下岩石孔隙度与埋深之间
存在指数关系 ϕ = ψe-kx (ϕ 为孔隙度; ψ 为表层岩石的平均孔隙度; k 为常数, 其
量纲为长度的倒数; x 为岩体埋深)[117], 该关系至今被学界广泛采用.
1.3 关键科学问题
目前, 前人已经在页岩储集空间纳米级孔喉结构的精细表征方面取得了很
大进展. 然而, 由于页岩储层中的有机质与矿物质复杂多变, 各国家、各矿区的
样品也存在较大差异, 使孔隙度和孔径分布的测量变得十分困难. 此外, 页岩储
集空间纳米孔隙结构的表征方法在多技术联合、多数据融合、多尺度表征等方面
仍然值得进一步探索. 非常有必要构建一套标准联合实验方案, 以利于开展页岩
储层纳米孔隙特征及其演化规律的研究, 这也正是本文工作的出发点.
其次, 目前虽然页岩储层孔隙系统中微观层次的吸附与解吸研究已经在理
论和模拟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 然而尚缺乏相关的实验支持. 作为第一性地位的
实验研究迟迟得不到应有的进展, 因此迫切需要发展相应的实验手段, 深入探索
符合真实地层环境和赋存条件[118]的页岩储层孔隙系统中气体的赋存状态与相平
衡规律, 这也正是本文的主要任务之二.
最后, 由于页岩气藏常深埋于地下数千米的岩石储层, 长期处于在地球深部
构造应力、高温高压等极端环境, 在页岩气开采过程中还受到泵压、驱替压、压
裂液等的力学、化学场的耦合作用, 这将改造页岩储层的微观储集空间, 使其发
生动态演化, 并影响气体的赋存状态及运移过程, 如图 1.13 所示. 因此, 迫切
需要开展页岩储层孔隙系统的演化规律的研究, 揭示纳米孔隙结构的演化特征,
这也正是本文研究工作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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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页岩气藏常深埋于地下数千米的岩石储层, 长期处于在地球深部构造应力、高温
高压等极端环境; 在开采过程中受到泵压、驱替压、压裂液等的力学、化学场的耦合作用,
这将改造页岩储集空间, 使其发生动态演化.
Figure 1.13 Shale gas reservoirs are often buried deep of several kilometers underground.
They have long been in extreme environments such as tectonic stress,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pressure in the earth; they are also subjected to the mechanics of pumping,
displacement, fracturing fluids, etc. during mining. The coupling of mechanical and
chemical fields will transform the pore structures to evolve dynamically.

1.4 本文主要工作
工程上对于页岩油气高效开采的迫切需求推动了相关领域内的基础研究,
迫切需要自下而上地开展页岩储层纳米孔隙的化学–学阻塞机理研究, 从微观尺
度实验出发理解相关的机理, 再结合多尺度力学的研究手段获得相关的规律以
指导工程实际. 这也正是目前页岩气资源勘探和开发的基础研究中所缺乏的. 页
岩油气由非常规能源向常规能源的发展是微观向宏观发展的过程, 宏观上的突
破会越来越依赖于微观成果, 因而采用新观念、新方法加大微观领域的研究十分
必要, 促使从根本上变 “非常规” 为 “新常规”、“新常态” .
如图 1.14 所示, 本文工作主要围绕页岩储层的 “孔隙系统的多尺度特征”、
“储集空间中流体的相平衡”、“纳米孔隙的化学–学演化” 这三个方面研究内容,
以实验研究为主线, 采用多种先进实验技术对页岩气储层孔隙系统的力学–化学
演化机理开展研究, 定量揭示微观孔隙结构特征、孔隙度和连通性等的动态演化
机理, 并探讨页岩储层孔隙系统中页岩气的赋存状态与相平衡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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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本文主要工作: (a) 孔隙系统的多尺度特征; (b) 储集空间中流体的相平衡; (c) 纳
米孔隙的化学–学演化.
Figure 1.14 The main work of this dissertaton: (a) Multiscale features of pore system; (b)
phase equilibrium of fluids in pore system; (c) Chemical-mechanical evolution of nanopores.

本文各章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 绪论. 介绍了页岩储层孔隙系统的研究背景和意义, 以及其国内外
研究现状和进展, 引出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第二章, 纳米孔隙实验研究方法及相关理论基础. 主要来介绍气体吸附法、
核磁共振方法用于研究纳米孔隙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理论基础. 并重点介绍气体
吸附法中的吸附等温线和相关吸附理论.
第三章, 页岩储层孔隙系统多尺度特征及流体相平衡. 联合多种先进实验方
法, 厘清了页岩储层纳米孔隙的多尺度特征, 揭示了页岩储层中气体随压力变化
的赋存状态和相平衡规律, 阐明了页岩储层流体运移的动态过程和主导效应.
第四章, 页岩储层纳米孔隙的力学阻塞机理. 阐明了力载荷作用下页岩储层
孔隙系统比表面积的发展规律, 厘清了其孔容积的变化历程, 分析了其分形维数
的演化趋势.
第五章, 纳米孔隙的超临界吸附阻塞机理. 厘清了页岩储层经超临界 CO2
吸附后孔容积及比表面积的变化趋势. 揭示了吸附导致纳米孔隙阻塞的物理吸
附、缔合化学吸附和解离吸附三个主控因素.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对本文工作进行总结, 并对下一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预期通过本文研究工作的开展, 加速推进形成新的页岩气勘探与高效开发
核心技术, 促进打破页岩气采收率低的桎梏, 为我国页岩气产业在十三五阶段的
发展起到引领和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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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概述
正如上一章所述, 纳米孔隙不仅是页岩油气的主要生成和储集空间, 而且还
是油气开采时的流通通道, 页岩储层孔隙系统的研究是页岩油气解吸、驱替和运
移的基础, 对页岩气的勘探基础理论、产能预测和高效开发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根据邹才能等人的研究, 页岩储层纳米孔隙以有机孔为主, 孔隙直径主要范
围为 5~400 nm, 孔径分布范围广、孔隙结构和存在形式复杂多样[78].
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IUPAC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制定了以氮分子有效平均分子直径为基准的孔隙分类方法[119]:
微孔 (Micropore): 孔径 < 2 nm
介孔 (Mesopore): 2 nm < 孔径 < 50 nm
宏孔 (Macropore): 孔径 > 50 nm
由上可知页岩储层的纳米孔隙以介孔和宏孔为主, 但其微孔性同样不能忽
[68]

略

. 对于岩石储层的孔隙系统, 一般可以借助纳米材料科学、物理化学和分析

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表征, 评价其纳米孔喉的尺寸、形态、分布及其
三维连通性. 按照探测源的种类, 可以将纳米孔隙分析方法分成三大类, 即射线
法、流体侵入法、以及无损法 (非物质侵入法), 如图 2.1 所示. 其中, 射线法主
要包括光学显微镜 (OM)、扫描电镜 (SEM)、透射电镜 (TEM)、小角 X 射线/中
子散射 (SAXS/SANS) 等图像分析方法[58, 73, 79, 84, 120-123]; 流体侵入法主要包括压
汞法、气体吸附法、氦气比重法等[102, 124-126]; 无损方法主要为核磁共振法[127]. 各
种方法的测量范围如图 2.1 上半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 目前还难以仅用一
种方法对页岩储层孔隙系统进行全面地表征. 举例来说, 气体吸附法可以表征
0.4~100 nm 的岩石孔隙, 由于页岩的孔隙直径在 5~400 nm 之间, 因此不能对
页岩的宏孔部分进行完全的覆盖. 同样, 压汞法和核磁方法可以覆盖页岩储层孔
隙系统的宏孔部分, 但无法表征微孔和部分介孔. 由于实际页岩储层通常孔隙很
小、结构极其复杂, 因此在采用相关方法对其孔隙系统的研究过程中, 必须十分
谨慎、有所针对、有所取舍.
以上纳米孔隙的表征方法中, 流体侵入法尤其是其中的气体吸附法是目前
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类方法之一, 可以用于定量表征页岩储层的孔隙结构. 图 2.1
下半图为采用流体侵入法表征页岩样品的实例 [128]. 此外, 气体吸附法具有操作
简单、核磁共振方法具有测试孔隙范围广、纳米 CT 可以进行三维可视化、扫描
电镜具有可视化且分辨率高等优点. 本文将采用以上实验方法, 对页岩储层纳米
孔隙系统进行定量表征, 并研究其力学–化学阻塞机理.

19

页岩储层纳米孔隙的力学–化学阻塞机理研究

本章主要来介绍与气体吸附法、核磁共振及纳米 CT 等方法用于研究纳米
孔隙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理论基础.

图 2.1 研究孔隙系统参数的常用实验测定方法及探测孔隙尺寸范围对比 (根据文献[124]修
改); 采用流体侵入法研究页岩储层孔隙系统实例 (根据文献[128]修改).
Figure 2.1 The common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used to detecting the parameters of pore
systems. Their range of application is also listed; Real examples of some fluid invasion
techniques used to test the pore systems of shale reservo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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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气体吸附法
吸附是指在固–气、固–液、固–固、液–气、液–液等表面与界面体系中, 原子、
离子或分子从某一相凝聚到两相界面的现象, 其逆过程称为解吸或脱附
(desorption)[129]. 在上述过程中, 被吸附的物质为吸附质 (adsorbate), 与之相对
应的是吸附剂 (adsorbent). 吸附的英文单词是 “adsorption”, 应区别于 “吸收
(absorption)”, 虽然两种的中英文写法很相近, 但却是两种不同的现象: 吸附是
一种表面现象, 而吸收则是物质穿透表面的现象. 表 2.1 列出了吸附与吸收这
两种现象之间的主要区别.
表 2.1

“吸附” 与 “吸收” 的区别.

Table 2.1 Difference between “adsorption” and “absorption” .
吸附 (adsorption)

吸收 (absorption)

表面现象
吸附速率先上升后下降
受温度影响
放热过程
表面相与体相的浓度不一致

物质穿透表面
速率恒定
与温度无关
吸热过程
表面相、体相浓度一致

在恒温常压下, 吸附是一个自发、放热的过程, 其焓变为负 (1 mol 的吸附
质吸附在吸附剂上时所产生的热量为其焓变), 这是由于吸附质分子吸附在吸附
剂表面时, 分子的运动受到限制, 导致熵的减小. 吸附可分为物理吸附 (physical
adsorption, or physisorption) 和化学吸附 (chemical adsorption, or chemisorption)
两种主要类型, 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吸附剂与吸附质之间的作用力不用.
对于物理吸附, 吸附质和吸附剂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是 van der Waals 力 [1],
因此物理吸附也被称为 van der Waals 吸附. 如图 2.2 所示, 吸附质和吸附剂分
子的极性在物理吸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极性分子的正负电荷中心不重合,
如水、一氧化碳等; 非极性分子的正负电荷中心重合 (电子云是球对称的), 不显
示出永久偶极矩, 如二氧化碳、甲烷等. 当吸附质分子和吸附剂均为非极性分子
时 , 两 者相 互靠 近将产 生 瞬时 偶极 矩 , 其相 互 作用 力称 为 London 色 散 力
(London dispersion force), 力的大小与原子间距离的 –6 次方成正比, 可以用
Lenard–Jones 公式表示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势能曲线. 当吸附质和吸附剂均为极
性分子时, 它们之间存在电偶极矩, 其相互作用力是偶极矩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
的, 称为取向力 (orientation force). 当吸附质与吸附剂一方为极性分子, 另一方
为非极性分子时, 非极性分子可以被极性分子的电场极化, 形成诱导偶极矩并与
极性分子发生相互作用, 称为诱导力 (induction force). 与化学键能相比, van der
Waals 作用能要小 1~2 个数量级, 是分子间存在的一种弱相互作用, 因此物理
吸附是完全可逆的, 可以通过加热或降低压力的方法进行解吸. 物理吸附通常可
以形成多分子吸附层. 页岩储层纳米孔隙中甲烷吸附属于物理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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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物理吸附中的 van der Waals 相互作用. 左: 极性分子间的取向力; 中: 非极性分
子间的色散力; 右: 极性吸附质分子与非极性吸附剂表面的诱导力 (根据[130]修改).
Figure 2.2 Van der Waals interactions in physisorption. Left: Orientation effect between
polar-polar molecules. Middle: Dispersion effect between nonpolar-nonpolar molecules.
Right: Induction effect between polar adsobates and nopolar adsorbent.

化学吸附也称 Langmuir 吸附, 是一种吸附质分子与吸附剂分子之间发生
电荷转移、交换或共有的吸附现象. 显然, 这种吸附类型涉及到了化学反应. 化
学吸附涉及在吸附质和吸附剂分子之间形成强化学键, 该过程几乎是不可逆的.
化学吸附仅在吸附剂上发生单分子吸附层. 化学吸附比物理吸附所放出的热量
要高得多, 两者的相互比较详见表 2.2.
表 2.2 物理吸附与化学吸附的比较[131].
Table 2.2 Difference between physical adsorption and chemical adsorption
物理吸附

化学吸附

吸附热低 (20~40 kJ/mole),
比蒸发潜热低 2~3 倍
吸引力为范德华力
可逆
通常在低温下发生, 温度升高而抑制
与气体的液化相关
形成多分子层
不需活化能
高压有利于吸附, 低压下易发生解吸

吸附热高 (50-400 kJ/mole),
比蒸发潜热高 2~3 倍
吸引力是化学键力
不可逆
在高温下发生
与气体液化无关
形成单分子层
需要很高的活化能
高压有利于吸附, 降压不会引起解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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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吸附法是固定在恒定温度下, 通过定量测定吸附体系的吸附等温线
(adsorption isotherm), 进而通过选用相应的理论模型来解析气体的吸附行为和孔
隙的结构参数. 该过程是物理吸附, 根据表 2.2 知, 低温有利于增强物理吸附过
程, 因此实验通常是在低温下通过逐步增加气体压力来测试相应的吸附量, 直至
达到该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 故该方法也称为低压气体吸附法. 该类方法可以用
于表征和分析地质材料的比表面积 (specific surface area, SSA)、孔径分布 (PSD)
和孔容积 (pore volume, PV), 这将在下面小节中详细介绍.
2.2.1 吸附等温线的类型
如前所述, 对于吸附问题的研究通常是从吸附等温线开始着手的. 吸附等温
线是研究吸附剂材料的吸附行为及其内部孔隙结构参数的最重要手段. 对于给
定固–气体吸附体系, 吸附量与气相压力及温度直接相关. 当固定吸附体系的温
度 T 时, 则吸附剂与吸附质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势 E 恒定. 此时吸附量 Q 只是
吸附体系压力 p 的确定函数: Q = f (p)T,E, 通过实验确定的 Q 与 p 的关系绘图
即为吸附等温线. 对于不同的固–气吸附系统, 其吸附状态多种多样, 吸附等温
线的形状特征也不尽相同. 这些形状提供了关于孔隙结构信息, 可以依此预判吸
附和孔隙类型, 进而选用正确的理论模型对其进行分析. 因此对吸附等温线的整
理和归类就显得尤为重要, 只有依据其类型选用正确的模型才能洞悉吸附过程
的本质. 早在 1940 年, Brunauer、Deming、Deming 和 Teller 通过对几万根吸附
等温线进行细致整理, 将其分成五大类[132], 见图 2.3 I~V 型吸附等温线, 他们
的这种分类方法通常被称为 BDDT 分类法或 Brunauer 分类法. 后来 Sing 在
BDDT 分类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阶梯型吸附等温线, 即图 2.3 中的 VI 型.
其后, IUPAC 正式将这六种类型的等温吸附线类型确定为六种基本特征形状[119].
2013 年, Rouquerol 等在 IUPAC 分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种子类, 得到共 9
组等温线[133], 主要增加的是解吸曲线的差异, 称为扩展的 IUPAC 分类法. 大部
分固–气吸附等温线都可以在扩展的 IUPAC 中直接找到, 特殊情况下某些固–
气吸附等温线是这九种形状中两种或更多种等温线的复合. 以下将分别介绍这
六大基本类型等温吸附线.
(1) I 型吸附等温线[129]
该类型等温线包含两个子类, 其等温线相对于相对压力轴 (p/p0) 是凹的.
气体的吸附量在较低的相对压力下迅速上升并达到某个极限值. 这种吸附等温
线一般常见于微孔吸附剂的吸附, 其体系的吸附质分子与吸附剂孔隙存在较强
的相互作用. 这种类型的等温线在较小的相对压力下吸附量就达到了稳定水平,
表明孔径分布范围小; 近视水平的吸附量 “平台” 表明孔隙外表表面积很小. Ia
型和 Ib 型吸附等温线的区别在于, 前者对应于窄微孔填充, 而后者则对应于更
宽一些的微孔介质吸附. I 型等温吸附还可用于描述化学吸附, 即吸附质分子和
吸附剂之间存在化学反应、发生了电荷转移的情况, 此时该类型等温线不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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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吸附等温线的分类 (参照文献[119, 133]修改).
Figure 2.3 Classification of adsorption isotherms with additional three types Ib, IIb, and
IVb to the six basic types of IUPCA.

(2) II 型吸附等温线[129]
这种类型等温吸附曲线也包含两个子类, 其吸附分支的形状一致, 相对于相
对压力轴 (p/p0) 是凹的, 对应于非多孔性固体表面、开放固体表面或宏孔吸附剂
中发生吸附的情形. 这种类型的吸附等温线对应于吸附质分子间存在较强的相
互作用, 可以发生多分子层吸附. 在相对压力约为 0.3 时, 吸附等温线向上凸起,
这表明在吸附剂表面或孔隙内的第一层吸附已经大致完成. 随着体系压力的继
续上升, 开始发生多层吸附. IIa 型吸附等温线是完全可逆的, 主要形成于开放固
体表面. IIb 型吸附等温线的吸附与解吸分支不重合, 存在较窄的 H3 型吸附滞
后环 (在本章的下一小节中将详细介绍吸附等温线滞后环的分类), 主要是在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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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或聚集体吸附剂的颗粒间发生了毛细凝聚的结果.
(3) III 型吸附等温线[129]
III 型吸附等温线的形状相对于相对压力轴 (p/p0) 是凸的. 其在低压区的吸
附量少, 随着相对压力的增加, 吸附量也开始升高, 表明体系中吸附质分子之间
的相互作用比吸附质分子与吸附剂之间的相互作用强. 较高的气体压力下, 出现
了冷凝而使吸附量极具增大. 这种类型的吸附在实际中不常见, 氮气在聚乙烯表
面的吸附是这种类型.
(4) IV 型吸附等温线[129]
该类型吸附等温线包含两个子类, 其特点是在初始阶段呈 II 型表面相互作
用, 吸附质表面存在介孔和宏孔. 该类型等温线在相对压力约为 0.4 时, 吸附质
分子在吸附剂材料的孔隙中发生毛细凝聚, 此时吸附等温线迅速向上抬起. 而在
高压区, 介孔中的吸附已经结束, 该阶段的吸附仅在吸附剂的表面发生, 因此吸
附线再次出现平台. 在相对压力接近于 1 时, 宏孔内发生凝聚, 此时等温线再
次上扬. IVa 型等温线的脱附支在吸附支的上方, 两者不重合, 存在滞后环. IVb
型等温线完全可逆, 在一些有序介孔吸附剂存在这种类型的吸附等温线.
(5) V 型吸附等温线[129]
该类型的等温线的形状在初始阶段相对于相对压力轴 (p/p0) 是凸的, 在相
对压力较高时出现平台, 在接近与 1 时再次上凸. 该类型吸附等温线的初始阶
段呈 III 型表面相互作用, 发生多层吸附, 吸附剂同 III 型, 但存在介孔和宏孔,
在吸附过程中存在毛细凝聚, 并导致吸附支与脱附支等温线不重合—存在吸附
滞后. 这种类型的吸附并不常见,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水蒸气在经疏水化处理后的
硅胶表面上的吸附.
(6) VI 型吸附等温线[129]
该类型吸附等温线也被称为阶梯型等温线 (stepwise isotherm), 主要表示在
均匀非多孔吸附剂表面上发生的逐级多层吸附. 该类型吸附等温线是先在固体
表面上吸附形成第一层有序排列的单分子层后, 再在第一层的基础上吸附第二
层吸附质分子…每一台阶的高度表示每一吸附层的单层吸附量. 发生这种类型
的吸附时, 达到平衡所需的时间长, 解吸完全可逆.
2.2.2 毛细凝聚与吸附滞后
上一小节介绍了几种类型的吸附等温线均存在吸附滞后, 并给出了造成吸
附滞后的根源——毛细凝聚[1, 2]. 所谓毛细凝聚, 即在介孔内的气体在小于饱和
蒸 气 压 的 情 况 下 凝 聚 为 液 体 的 现 象 , 最 早 在 1911 年 被 德 国 化 学 家 R. A.
Zsigmondy (1925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发现[2]. Kelvin 方程描述了半径为 r 的
内孔里发生凝聚的临界压强 p(r) 与平液面的饱和蒸气压 p0 之间的关系[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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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式 中, lv 是液 –气界面张力 , Vm 为摩尔体积 , NA 是 Avogadro 常数 , kB 为
Boltzmann 常数, T 为绝对温度.
由上述方程可知, 孔隙尺寸越大, p(r) 越大, 当 r→ 时, p(r) = p0, 这表明在
开放固体表面或者宏观孔中只有当压强等于饱和蒸汽压时, 才会发生凝聚现象.
另外, 接触角越小, p(r) 越小, 越容易发生毛细凝聚.
由上式知, 孔隙内的液体饱和蒸气压比平液面饱和蒸气压小, 于是毛细管内
的液面向上爬高, 气体凝聚成液体. 一般而言, 绝大部分具有介孔的吸附剂材料
一般都会发生毛细凝聚现象[119, 134].
与吸附等温线的分类类似, 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IUPAC 根据滞后
环的形状确定了滞后环的四种基本类型[119], 如图 2.4 所示.

图 2.4 滞后环的分类 (参照文献[119]修改).
Figure 2.4 Types of hysterisis loops.

在过去的 100 年里, 对于产生吸附滞后的原因引起了很多关注, 有多种解
释. 如 Zigmondy 认为在介孔中发生吸附时, 吸附是固体表面发生润湿的过程,
此时接触角是前进角[135, 136]. 而解吸则是液体从已经被润湿的固体表面后退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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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此时接触角是后退角 . 一般的, 前进角要大于后退角 [1]. 根据式 2.1 的
Kelvin 公式, 解吸时的平衡相对压力比吸附时的要小, 因此出现吸附滞后. 其他
的一些关于吸附滞后的经典解释如 “墨水瓶理论”[137, 138]、“圆筒形孔理论”[139, 140]
也都是从毛细凝聚的基本方程—Kelvin 公式出发, 并结合孔隙的某些特定假设
给出的, 可以解释特定固–气体系的吸附滞后, 但目前还没有一种理论能解释所
有体系的吸附滞后现象.
从图 2.4 还可看出, 在较低的相对压力下一般不出现滞后. 但某些特殊情
况下也存在低压滞后环, 并可延伸到最小相对压力处, 如图中的虚线所示. 这种
低压吸附滞后现象一般认为与非刚性多孔结构的膨胀或孔隙的不可逆吸附有关,
如当吸附剂已经扩散近吸附剂基体中, 或吸附质分子直径与孔隙直径相当时, 在
脱附过程中无法脱离出来, 由此造成了低压吸附滞后.
实验测定了固–气体系的吸附等温线和滞后环并对其初步确认了其类型后,
就可以选用相应的理论模型来解析气体的吸附行为和和表征孔隙结构特征. 过
去的 100 多年, 已诸多学者已经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著名理论来解析气体的吸附
行为, 如 Henry 吸附式[141]、Freundlich 吸附式[142]、Langmuir 理论[143]、Brunauer–
Emmett–Teller (BET) 吸附理论[144]、Polanyi 吸附理论[145]、FHH (Frenkel–Halsey–
Hill) 吸附理论[146, 147]、微孔填充模型 (micropore filling)[92, 93]等. 以下将简要介绍
本文采用的几种吸附模型.
2.2.3

Langmuir 理论[129]

1918 年, 美国化学家、物理学家 Irving Langmuir (1932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
主 ) 首 次 从 动 力 学 平 衡 的 观 点 推 导 了 单 分 子 层 吸 附 等 温 式 [143], 也 被 称 为
Langmuir 公 式 、 Langmuir 吸 附 式 . 该 理 论 认 为 吸 附 剂 表 面 存 在 吸 附 位
(adsorption site), 吸附质分子仅吸附在吸附位上. Langmuir 理论的建立需满足以
下四条基本假设:
(1) 单分子层吸附: 吸附剂的表面只能发生单分子层吸附;
(2) 吸附剂表面均匀: 吸附剂表面各处吸附能力相同, 不随覆盖范围而改变;
(3) 吸附质分子间无相互作用: 吸附与解吸难易程度与其周围吸附质分子无关;
(4) 吸附平衡是动态平衡: 吸附质分子碰撞到吸附剂表面, 有可能被吸附; 被吸
附的分子也可能解吸, 吸附速度与解吸速度相等时, 吸附量不再变化, 两者
达到动态平衡.
根据气体的分子运动理论, 单位时间内碰撞到单位表面上物质的量为:
(2.2)
式中, T 为绝对温度, p 为气体压力, M 为气体相对分子质量, R 为气体常数.
并非所有碰撞到吸附剂表面的分子都被吸附, 仅有其中一部分被吸附位俘
获, 以 α 表示被吸附的比例, 则吸附速度 vads 正比于 αμ. 同时, vads 也正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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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表面的空吸附位所占比例 θ0, 则有:
(2.3)
式中 kads 为常数. 同样的, 解吸速度与被吸附的分子数成正比, 则有:
(2.4)
式中 kdes 为常数, θ 为表面被吸附分子占领吸附位的比例.
当达到吸附平衡时, 吸附速度 vads 与解吸速度 vdes 相等 (即单位时间进入
到吸附位的分子数等于离开吸附位的分子数), 有:
(2.5)
由 θ + θ0 = 1, 带入上式得:
(2.6)
若设单位表面总吸附位数为 N0, 也即是总吸附位数或饱和吸附量; 单位表
面上吸附的分子数为 N; 则 θ = N/N0, 带入上式, 并联系单位表面上分子的碰撞
数 μ, 得:
(2.7)
取 N = A,

, N0 = b, 则上式变为经典的 Langmuir

吸附等温式:
(2.8)
或:
(2.9)
式中 a 为与活化能有关的常数. 一般地, 为了确定等温线是否符合 Langmuir
吸附等温式, 将上式变为如下形式:
(2.10)
结合所测试的吸附等温线, 以 p/A 对 p 作图, 如果是直线则表明吸附符合
Langmuir 吸附等温式. 一般地, I 型吸附等温线满足 Langmuir 吸附等温式, 如
化学吸附就被称为 Langmuir 吸附.
根据统计热力学、热力学等也能推导出 Langmuir 吸附等温式. Langmuir 的
需要满足的条件较为苛刻, 大多数情况下的吸附都不仅限于单分子层的吸附. 但
该模型仍然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模型之一, 因为它在数学上简单、深刻而有效,
使其在吸附理论中占有首要之地. 实际上, Langmuir 模型已被广泛使用于模拟
煤层气和页岩气在储层条件下的吸附行为.
2.2.4

BET 吸附理论
1938 年, Stephen Brunauer、Paul Emmet 和 Edward Teller 从经典统计理论

出发, 导出了多分子层吸附公式 [144], 将 Langmuir 单层吸附理论扩展到了多层
吸附的 II 型和 III 型等温线, 被称为 BET 吸附理论. BET 吸附理论一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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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受到了广泛关注, 目前仍然是所有吸附理论中应用最多的.
与 Langmuir 理论一样, BET 吸附理论也建立在以下基本假设上:
(1) 吸附剂表面化学性质均匀;
(2) 表面吸附相互作用比吸附质分子间相互作用强;
(3) 吸附质分子可以在吸附剂表面上吸附无数多层, 且第 2 层开始吸附
热等于蒸发热 EL;
(4) Langmuir 吸附理论对每一单分子吸附层成立.
以 下 推 导 过 程 参 考 文 献 [129]. 图 2.5 所 示 为 多 分 子 层 吸 附 模 型 . 与
Langmuir 模型的假设类似, 吸附剂表面存在吸附位. 假设吸附了 i (i = 1, 2, 3…)
层吸附质分子的吸附位数量分别为 si. 当固–气吸附体系达到上述的动态平衡时,
则空吸附位上的吸附质分子的吸附速度应等于第 1 层上吸附质分子的解吸速度:
(2.11)
式中, p 为吸附质气体的平衡压力; R 为气体常数; T 为绝对温度; E1 第 1 层吸
附热; a1、b1 为常数.

图 2.5 多分子层吸附模型.
Figure 2.5 Model of multimolecular layer adsorption.

同理, 对于第 2 层的吸附平衡, 则第 1 层的已经吸附的分子上的吸附速率
等于第 2 层上分子的解吸速度; …; 对于第 i 层上的吸附平衡, 则第 i-1 层上
的吸附速度等于第 i 层上分子的解吸速度:
(2.12)
式中 Ei 为第 i 层分子的吸附热; ai、bi 为常数.
总吸附量 Q 为全部层上吸附分子的求和: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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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的加和为总吸附位数, 也即单分子层吸附量:
(2.14)
综合上两式, 得表面覆盖率为:
(2.15)
由 BET 吸附理论的基本假设知, 从第 2 层开始, E2 = E3 = … = Ei = EL, 且
由于该层上主要为吸附质分子间相互作用, 故: b2/a2 = b3/a3 = … =bi/ai = g

(常

数). 设:
(2.16)
(2.17)
综合以上几式, 可得:
(2.18)
在上式中, x = 1 时, 吸附量为无穷大, 对应于吸附质气体达到饱和蒸气压
p0. 将该关系带入到 2.16 中, 有:

, 再比较这两式, 得

x = p/p0, 即相对压力. 将之带入 2.18 中, 最终得到经典的 BET 吸附等温式:
(2.19)
在相对压力很小时, BET 吸附等温式退化为 Langmuir 吸附等温式. 结合实
验测定的吸附等温线数据, 以上式的左侧为纵轴, 以相对压力 p/p0 为横轴作
BET 图, 如果是直线则说明 BET 吸附等温式成立. BET 吸附等温式一般对应
于 II 型和 III 型吸附等温线, 成立的范围一般在 p/p0 = 0.05~0.35. 此时可以运
用该理论测定粉末、介孔和宏孔等多孔材料的比表面积. 由上式知, BET 图直线
的斜率为 (c-1)/Qmc, 截距为 1/Qmc, 结合实际图中直线的斜率和截距, 可以求
得单分子吸附量 Qm. 在实际确定 Qm 时, 可以采用一点法和多点 BET 法, 此
处不再细述, 可参考文献[148, 149]. 得到单分子层吸附量 Qm 后, 则待测吸附剂的
比表面积为:
(2.20)
式中, NA 为 Avogadro 常数 (= 6.022 × 1023); am (nm2) 为单个吸附质分子在吸附
剂表面的投影面积, 也称为分子占有面积; M 为吸附质分子的相对分子质量.
2.2.5 孔径分析方法及 BJH 理论
对于多孔材料而言, 孔隙的内表面积要比起外表面积大的多, 所有孔的容积
之和也即总孔容积 (total pore volume, TPV) 也就大. 比表面积 SSA、孔径分布
PSD 和总孔容积 TPV 都是多孔材料的重要物理属性. 1951 年, E. P. Barret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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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Joyner 和 P. H. Halenda 提出了一种基于孔隙填充的 Kelvin 模型解析吸附等
温线的孔径分析方法[150], 现被称为 Barrett–Joyner–Halenda 理论或 BJH 法, 至
今仍然是最为常用和经典的孔径分析方法. 他们把 Wheeler 理论同物理吸附和
毛细凝聚结合, 可以直接由解吸等温线计算孔径分布. 其他的一些介孔分析方法
有 CI 法[151]、DH 法[152]、和 Pierce 法[153]等. 和 BJH 法一样, 这些方法都是基
于 Kelvin 公式解析吸附等温线, 主要区别在于对 Kelvin 公式的处理上差异.
本小节主要介绍本文研究工作涉及的 BJH 法.
BJH 法的建立和使用需满足一些基本前提 [133]. 设 vK 为在相对压力 p/p0
时发生毛细凝聚的孔容积 (称为 Kelvin 孔容积), vP 为孔容积, 两者的孔隙半径
对应于 rK (称为 Kelvin 半径或临界半径) 和 rP (称为真实半径), 如图 2.6 所示.

图 2.6 Kelvin 半径 rK 与真实半径 rP 间的关系.
Figure 2.6 Relation between the Kelvin radius rK and the pore radius rP.

以下推导过程参考文献 [133]. 设解吸过程由几个步骤组成, 第 j 步所对应的
解吸量为 δQ(j), 对应的体积解吸量为 δvl(j). 在第一步解吸步骤中 (j = 1), 初始
解吸量仅由毛细蒸发造成, 因此 Kelvin 孔容积与所解吸吸附质的体积相对, 即
δvK(1) = δvl(1). 如果孔隙为圆柱形, 则可以将绝大多数介孔的 Kelvin 孔容积
vK(1) 与孔容积 vP(1) 建立起如下关系:
(2.21)
式中, r̅2P (1) 及 r̅2K (1) 为第一步的平均孔径和平均临界孔径.
随着解吸步骤的逐步增加 (j > 1), 必须考虑多层吸附分子层的厚度 δt(j):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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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δvt(j) 与多分子吸附层中解吸的凝聚液体积相等.
在第 j 个解吸步骤中, 排空孔隙的孔体积由如下关系给出:
(2.23)
为了通过以上公式计算得到每一步的 δvP(1), δvP(2), …, δvP(j), 必须先求得
每一步的 δvt(j). 对于 Kelvin 孔面积和真实孔面积, 有:
(2.24)
(2.25)
相应的 Kelvin 孔和真实孔面积有如下关系:
(2.26)
式中, ρ(j) 为一与占比最多孔径有关的值. 通过对 δvP(j) 及 δat(j) 进行累计求和,
可以得到累计孔体积 (cumulative pore volume) 和孔面积. 图 2.7 所示为采用
BJH 法处理相应的吸附等温线后得到的吸附剂吸附等温图的应用实例.

图 2.7 采用 BJH 法处理相应的吸附等温线后得到的吸附剂吸附等温图的应用实例. (a)
IV 型吸附等温线; (b) 累积孔径分布; (c) 微分孔径分布[133].
Figure 2.7 Example of pore size distribution analyzed by the BJH method. (a) Type IV
adsorption isotherm. (b) cumulative and (c) differential pore volume distribution versus
pore diameter.

本节讨论的所有吸附等温测量或吸附等温线, 目前最常用的是低温氮吸附
测试, 即采用氮分子作为吸附质探针, 其主要原因是氮多层厚度对吸附剂颗粒大
小或表面结构的差异不敏感[154]、其等温线可用于同时计算表面积及介孔尺寸分
布[119]. 此外, 高纯氮气和液氮也较易获得. 如果在超低相对压力范围内获得足
够的 N2 吸附点数据, 则低温氮吸附法可测定 0.3~200 nm 范围内的孔隙结构参
数. 该范围已涵盖了页岩储层主要孔径, 因此本文将主要采用低温氮吸附法对岩
石储层的纳米孔隙开展相关研究, 这将在之后的几个章节中重点体现. 除了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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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 CO2 也是常用的吸附质探针, 测定的孔径范围在 0.3~1.5 nm, 属于微孔范
围.
2.3 核磁共振方法
核磁共振是指位于恒稳磁场中的原子核对电磁辐射能的共振吸收现象. 同
时, 核磁共振与诺贝尔奖有着不解之缘, 是获诺贝尔奖最多的一个专题, 自上世
纪 30 年代末被发现以来, 至少有六次诺贝尔奖与核磁共振有关. 核磁共振技术
已经在各行各业如医学、化学、材料、生物、计量等领域得到了重要的应用, 极
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在地学领域, 核磁共振也已经被广泛用于石油分析、
地质勘探, 为油气开采中的测井、孔隙结构描述和流体识别与定量评价开辟了特
有途径[155]. 由于核磁共振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有很多相关的书籍可供参考, 因
此本小节只介绍其基本原理及一些在表征储层孔隙系统上的应用实例, 不再做
长篇公式推导.
原子核具有自旋, 根据 Maxwell 方程, 这种自旋的带电粒子具有核磁矩,
如图 2.8 (a) 所示. 当不存在强外磁场时, 原子核以随机取向. 当原子核处于沿
某一方向的恒稳静磁场中时, 其将被极化, 取向与外磁场一致, 如图 2.8 (b) 所
示. 随后, 对原子核施加一个垂直于静磁场方向的射频 (radio frequency, RF) 磁
场 (一系列的短脉冲磁场), 原子核将吸收该电磁辐射能并偏离静磁场方向, 在
能级间发生共振跃迁, 所需能量为[156]:
(2.27)
式中, γ 为旋磁比; h 为普朗克常数, B0 为外加静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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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核磁共振方法基本原理示意图. (a) 具有自旋的带电原子核产生磁矩. (bi) 原子核在
静磁场下极化; (bii) 在射频磁场下发生偏转; (biii) 由于转轴方向改变发生进动; (biv~bvi)
关停射频磁场后原子核的弛豫过程及弛豫信号的探测[157].
Figure 2.8 Schematic diagram of NMR. (a) A spin and charged nucleus creats magnetic
field. (bi) Polarization of the nucleus by a static magnetic field; (c) The nucleus tips away
from the polarization direction by a RF magnetic field; (d) Precession motion during the
tipping; (biv~bvi) The relaxation and its dectction of the nucleus after turn-off the RF field.

如图 2.8 (biii) 所示, 在原子核偏离静磁场方向时, 其旋转轴方向的改变将
导致进动, 进动速度取决于静磁场的强度和原子核性质. 在进动运动期间, 核发
射可由调谐线圈检测到的 RF 波, 如图 2.8 (biv-bvi) 所示. 当关停 RF 磁场时,
原子核将继续旋转一段时间, 直到最终达到热平衡并再次回到与静磁场一致方
向, 如图 2.8 (bvi) 所示, 该过程称为弛豫过程, 所需时间为弛豫时间, 包含纵向
弛豫时间 T1 和横向弛豫时间 T2 两种类型. 其中纵向弛豫时间也被称为自旋晶
格弛豫时间, 它描述的是高能态原子核通过将能量传递给周围分子而自身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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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能态的过程. 横向弛豫时间亦称自旋–自旋弛豫时间, 描述进动频率相同、但进
动取向不同的原子核之间的相互作用交换能量的过程. 弛豫时间可由调谐线圈
检测到的 RF 波的变化来确定, 可以通过自旋回波技术获得, 如图 2.9 (a) 中所
示. 该时间通常取决于所测物质结构、外加磁场以及核探针共同决定. 在实际应
用中, 通常采用 1H 作为原子核探针, 其他常见的核探针还包括
23

13

C、2H、31P、

Na 等. 回波信号的幅度与横向平面中的净磁化强度成正比, 并包含原子核的

数量信息, 可用于孔隙参数的测量.

图 2.9 采用 NMR 测量孔隙结构参数的过程实例[157].
Figure 2.9 Example of pore structure measurement using N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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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孔介质孔隙参数的测量, 一般地, 所测定的 T2 幅度与孔隙率成正比,
其衰减速率与孔隙尺寸、流体类型及其在孔隙空间中的黏度有关. T2 时间短通常
表明介质具有大表面积与体积比, 是低渗透性的小孔. 相反, 较长的 T2 时间表
示具有较高渗透性的大孔. 在具体测量过程中, 应考虑孔隙系统中流体的三种不
同弛豫机制: 自由弛豫、表面弛豫、扩散弛豫, 这将在后面章节的实际运用时再
具体介绍.
核磁共振技术的优势主要在于该方法基本不受待测样品骨架成分的影响,
可 获 得 较 准 确 的 孔 隙 度 及 孔 径 分 布 . 该 方 法 还 可 用 于 内 部 成 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因此也可归入到图像分析方法. 此外, 核磁共振方法可
以深入井下进行随钻测井, 提供地层信息, 这是其他方法难于做到的.

2.4 本章小结
本章较系统地介绍了气体吸附法及核磁共振法的相关理论, 为之后章节中
涉及到的纳米孔隙表征做了必要的知识准备和铺垫:
(1) 简要地介绍了吸附及气体吸附法的基本概念、原理、吸附等温线分类及
相关解析的理论模型. 重点介绍了 Langmuir 理论、BET 方程、毛细凝聚与吸附
滞后、孔径分析方法等, 为研究孔隙系统的结构及其吸附奠定了基础.
(2) 介绍了核磁共振技术的基本原理及在孔隙表征上的运用. 孔隙参数一般
与核磁共振测量到的饱和流体的横向弛豫时间 T2 有关, T2 时间短对应小孔, T2
时间长对应大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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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背景概述
页岩气储层的地质条件导致天然气开采难度很大, 约 70%~85% 的气体吸
附储存于页岩储层的纳米孔隙中[87]. 此外, 页岩层的孔隙度和渗透率极低, 通常
比常规气藏低 1~6 个数量级. 页岩气的采收率只有 5%~15%[158]. 据估算, 如果
能将采收率增加 ~8%, 就相当于开一口新井[86], 可极大减少页岩气的开发成本.
页岩储层具有强非均质性, 其组成及内部孔隙结构的非均质特征对气体的
差异富集与运移产生重要影响[159]. 页岩储层的孔隙系统是经过漫长的地质历史
演化形成的, 是页岩油气的主要赋存空间和运移通道. 因此, 明确页岩储层的孔
隙系统的结构和分布特征是页岩气吸附、解吸和扩散运移、驱替等研究的基础和
前提. 前人已经在页岩储层纳米级孔喉结构的精细表征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然
而, 页岩储层孔隙系统的表征方法在多技术联合、多数据融合、多尺度表征等方
面仍然值得进一步探索. 非常有必要构建一套标准联合实验方案, 以利于开展页
岩储层纳米孔隙特征及其演化规律的研究, 这也正是本文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对于页岩储层中的气体赋存, 前人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模拟如分子动力学、蒙
特卡洛等手段开展, 如朱雪燕和赵亚溥等采用分子动力学模拟研究了不同流体
性质和外界环境中流体在纳米通道中的吸附状态和吸附量[32]. 他们对比超临界
状态 (指压力和温度均超过临界压力和临界温度时的流体状态) 与亚临界状态
(指温度高于其沸点但低于临界温度，压力低于其临界压力时的流体状态) 下的
等温吸附曲线发现, 亚临界条件下, 甲烷在纳米通道中会发生毛细凝聚现象, 并
且发生毛细凝聚的临界压强随着通道尺寸的减小而减小, 当通道尺寸足够小的
时候, 毛细凝聚现象消失. 超临界条件下, 吸附密度随着压强的增大连续变化,
对应于 I 型等温吸附曲线, 这表明没有毛细凝聚现象的发生; 并且吸附密度随
着温度的增大而减小. 此外, 他们对比体相的等温曲线与吸附相的等温曲线发现:
在相同的温度和压强条件下, 吸附相的密度要大于体相的密度. 这表明吸附相具
有比体相更强的储存甲烷的能力. 随着压强的增大, 过剩吸附量先增大后减小;
当压强为 60 bar 时, 过剩吸附量最大. 过剩吸附量随着温度的变化关系与压强
有关. 此外, 存在最优孔径使得甲烷在碳纳米管中的吸附量最大 [32]. 林岿等[160]
对比了石墨烯表面上甲烷的吸附和页岩中气体的吸附发现, 两种的吸附现象很
相近, 为简化页岩气吸附计算模型提供了一条绝佳途径. 吴恒安等开展了纳米通
道中气体吸附和驱替的 MD 模拟, 发现较小的狭缝孔在相对低的压力下可以储
存更多的气体 [34]. Mosher 等人发现页岩气的吸附量随孔径的减小而增加 [94].
Chen 等人基于 MD 模拟研究结果, 提出孔喉大小的变化可以解释纳米孔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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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气的吸附滞后现象[98]. 以上模拟方法确实可以提供气体吸附、解吸和驱替过程
中的细节信息, 极大地促进了相关机制的理解. 然而, 相比于页岩气吸附的模拟
研究的蓬勃发展, 基于实验的第一手资料却迟迟得不到应有的进展, 各种关键数
据尚缺乏相关的实验支持. 这是由于目前实验手段在研究试剂工况下页岩吸附
的乏力所导致的. 迫切需要建立一种通用的实验手段, 以研究高压下页岩储层中
的气体赋存状态和相平衡, 这也正是本章的第二个任务.
当页岩气从纳米孔隙中解吸后, 主要通过扩散运移的方式从孔隙到达天然
裂缝[161]和人工裂隙, 进而运移到达页岩气井筒中. 如图 3.1 所示, 页岩气在跨
尺度的孔隙–裂隙–裂缝–井筒中的运移机制各不相同, 主要由 Knudsen 数决定
[162]

: Kn = λ/L (λ 为气体分子平均自由程, d 为平均孔隙直径). 当 Kn < 0.1 时, 孔

隙直径 (裂隙宽度) 远大于气体平均自由程, 气体在孔内主要为分子间的碰撞,
呈 Fick 扩散. 当 Kn > 10 时, 孔隙中气体的运移机制为通过气体与孔壁的碰撞
进行传递, 分子间的碰撞可忽略不计, 呈 Knudsen 扩散. Kn 数介于 0.1~10 时,
孔隙中气体的运移机制为过渡扩散 (过渡区), 需要同时考虑气体分子间和气体
分子与孔壁间的碰撞. 水力压裂过程中, 天然裂纹与人工裂纹耦合作用 [163], 页
岩储层将渗吸/返排压裂液中的流体, 其孔隙系统对流体的运移有重要影响 [164,
165]

, 进而影响页岩油气的采收. 但目前尚缺乏有效的方法对其动态过程进行研

究. 本章将探索低场核磁共振技术在页岩储层流体运移方面的应用, 并以岩心渗
吸实验为例, 研究其过程中的不同主导效应.

图 3.1 按 Knudsen 数划分的流动分区图.
Figure 3.1 Flow regimes in multiscale channels based on the Knudsen number. Fluid
transport in (a) Gas well. (b) Artificial fracture, (c) Natural fracture (slit pores) and (d)
nanopores.

本章首先联合采用低场核磁共振 (low–field NMR, LF–NMR)、FESEM、纳米
CT 等先进实验方法研究了页岩储层纳米孔隙系统的结构和分布特征、气体赋存
状态和相平衡、流体渗吸运移等三个方面内容, 厘清了页岩储层纳米孔隙的多尺
度特征, 揭示了页岩储层中气体随压力变化的赋存状态和相平衡规律, 阐明了页
岩储层流体渗吸的动态过程和主导效应. 本章工作为页岩储层中气体吸附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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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和流体运移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 LF–NMR 实验方案, 为进一步
开展页岩储层纳米孔隙的动态演化、真实地层环境和赋存条件的页岩气赋存状态
与相平衡规律、纳米孔隙中页岩气的解吸和扩散运移微观机制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3.2 样品与方法
本课题组获取了国内数口井下实际工况的珍贵页岩样品, 分别为涪陵焦页
1HF 井下 ~2400 米的海相页岩、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长 7 段井下 ~2650 米陆
相页岩、松辽油页岩矿井下 ~600 米油页岩, 如图 3.2 所示.

图 3.2 本课题组取自于实际工况的页岩样品: (a) 涪陵海相页岩 (地下 2400 米); (b) 鄂
尔多斯陆相页岩 (地下 ~2650 米); (c) 松辽油页岩 (地下 600 米).
Figure 3.2 The shale samples from actual conditions: (a) Fuling shale (2400 m
underground); (b) Ordos shale (~2650 m underground); (c) Songliao shale (600 m
underground).

对于本章实验用的页岩样品, 首先将样品浸泡在蒸馏水中, 并采用抽真空加
压饱和 24 小时, 压力设定为 15 MPa. 最后, 将样品至于抽真空干燥箱, 温度设
定 90 °C, 干燥 4 小时, 以去除岩心中的水分.
本章将采用 LF–NMR 研究页岩样品的孔隙度、多尺度孔隙结构及其孔径分
布. LF–NMR 分析是一种正在兴起的强大的无损检测技术, 可以精确探测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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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层的孔隙结构、孔隙内分子的运动状态、反应过程及其关系等, 其采用的磁场
强一般较低, 故称低场核磁共振技术 . 本研究中, 所采用的 LF–NMR 系统
(Niumag, MacroMR12–150H–I, China) 的共振频率为 12.8 MHz, 磁场强度为 0.28
T, 磁体温度为 32 °C. 同样, 本章中还采用 LF–NMR 技术开展了页岩的气体吸
附及流体运移 (即自发渗吸) 实验. 图 3.3 (a) 所示为 NMR 实验系统示意图,
图 3.3 (b) 为所设计的用于提供围压和环境温度的页岩岩心夹持器. 实验样品在
使用前, 依次使用丙酮、乙醇、去离子水超声清洗 15 min, 氮气吹干, 然后经过
等离子体处理表面 120 s, 以提高表面亲水性. 在实验中采用磁信号的 Carr–
Purcell–Meiboom–Gill (CPMG) 序列确定待测参数. LF–NMR 实验所用参数如表
3.1 所示.

图 3.3

(a) 低场核磁共振实验系统, 可开展不同气体压力下的吸附实验; (b) LF–NMR 系
统中用于提供围压和环境温度的岩心夹持器.

Figure 3.3 (a) The NMR setups for adsorption experiments with different pressures. (b)
The core holder in NMR for providing confining pressure and environmental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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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LF–NMR 实验 CPMG 序列参数.
Table 3.1 The parameters of CPMG sequences for the NMR experiments.

Wait time (ms)
Echo spacing (ms)
Number of trains
Number of echoes

孔隙度测试

气体吸附实验

自发渗吸实验

2000
0.10
16
3000

3000
0.20
16
16000

1000
0.25
64
15000

对于孔隙率和孔隙结构测试、气体吸附和自发渗吸实验, LF–NMR 所采用的
线圈直径分别为 25 mm、60 mm 和 70 mm. 气体吸附实验在室温 (25 °C) 下进
行, 吸附气体为纯甲烷, 实验设定气体压力分别为 0.66 MPa、1.48 MPa、2.45 MPa、
4.45 MPa、5.79 MPa、7.76 MPa 下测试岩心核磁信号的变化. 最后, 通过岩心一
端注入水, 开展页岩岩心自发渗吸实验, 注入压力设定为 5 MPa, 围压设定为 7
MPa, 每间隔一小时记录注水岩心的核磁共振信号, 7.3 小时后结束实验.
使用场发射 SEM (FESEM, Hitachi SU–8020) 观察和分析页岩样品的孔隙结
构, 研究其孔隙形状及孔径大小与分布. FESEM 可进行超高分辨成像, 在表征
孔隙形态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另外, FESEM 还可与统计方法相结合, 以定量
获取孔隙率、孔径及其分布、孔隙形状等孔隙参数. 考虑页岩中含有大量的纳米
孔隙, 喷金有可能造成孔隙堵塞, 因此本研究中不对样品进行喷金. 考虑到页岩
样品不到电, 且含有大量的有机质, 因此进行电镜观察时加速电压要设置地小一
点. 为了保证图像有较好的分辨率以便于对纳米孔隙的观察, 工作距离需设置得
小一些. 将电镜观察用的页岩样品切成小块 (15×10×5 mm3). 由于机械式表面加
工是的产生的粉末颗粒容易造成微纳米孔隙的堵塞, 并造成误识别, 因此本文对
页岩样品采用先机械磨抛后, 再先进行离子研磨, 即将氩气离子化, 氩离子经过
加速并轰击样品表面, 以去除机械研磨造成的孔隙堵塞和表面损伤, 达到 “镜面”
研磨效果. 离子研磨是一种无应力加工方式, 本文采用日立离子研磨仪 (Hitachi
IM4000) 对页岩样品进行加工, 使页岩露出其内部的真实形貌.
最后, 采用 X 射线纳米 CT 对页岩储层孔隙结构、有机质及矿物质进行三
维可视化研究. CT 具有无损分析和三维重建的特点, 非常适用于岩石的孔隙研究,
可以有效地处理岩石的强非均质特征, 并提供孔隙结构的连续变化[166, 167]. 将用
于纳米 CT 实验的样品制作成直径和长度均为 2 mm 的圆柱形. 采用实验室 X
射线纳米 CT 系统 (General Electric phoenix nanotom M 180) 对页岩样品进行三
维扫描. 该系统通过将页岩样品逐渐旋转 360°, 采集了 600 张 X 射线图像,
以上二维图像包含样品内吸收对象特征的位置和密度信息. 对这些二维数字图
像经去除伪影、射束硬化等操作, 建立页岩数字岩心三维模型. 最后, 基于该数
字岩心统计页岩储层的矿物质、有机质及孔隙、喉道等孔隙参数, 如图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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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工业纳米 CT 原理图.
Figure 3.4 Principle of industrial Computer Tomography.

3.3 理论模型
3.3.1 利用 NMR 表征孔隙结构
NMR 测量给出的是衰减时间谱, 即纵向弛豫时间分布 (T1) 和横向弛豫时
间分布 (T2). 其中横向弛豫时间 T2 反映了 1H 所处的环境, 与其束缚力及自由
度有关, 而束缚力又与样品内部的孔隙结构密不可分. 因此, 它更常用于测量多
孔介质的孔喉大小. 孔径越大, 孔隙中的水弛豫时间越长, 反之则越短. 一般地,
如上一章所述, 受磁场梯度影响的多孔介质中存在三种类型的弛豫, 其给出横向
弛豫时间 T2 如下:
(3.1)
其中 T2B、T2D、T2S 分别为体积是自由弛豫、扩散弛豫和表面弛豫.
对于 LF–NMR 测量, 磁场近似均匀, 可将以上弛豫时间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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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式中 ρ2 (m∙s-1) 是与孔表面上顺磁离子的丰度有关的横向表面弛豫率; S/V (m-1)
表示孔的比表面积.
可以用以下指数形式表示不同大小和形状孔隙的磁化强度衰减[168]:
(3.3)
式中 Ai 为大小为 i 的孔中的质子数, T2i 为相应的衰变时间常数. 因此, NMR
测量通过 CPMG 序列测定先给出 M(t) 后, 再得到 T2 分布.
3.3.2

页岩的渗吸模型
描述岩石自发渗吸的最常用无量纲时间为[169]:
(3.4)

式中, k 为岩石渗透率 (D), ϕ 为孔隙率, σ 为水的表面张力 (N/m), μm 为水的黏
度 (Pa∙s), Lc 为特征长度 (m), t 为渗吸时间 (s).
Katz 和 Thompson 于 1986 年提出了多孔介质的孔隙度和渗透率之间的
关系如下[170]:
(3.5)
k 为渗透率，量纲为 [L2], d 是孔喉大小分布的中值, 量纲为 [L], ϕ 是孔隙
率, 无量纲. Nelson[73] 的研究表明, 孔隙度为 2~18% 范围时, 该公式是适用的.
将式 (3.4) 与式 (3.5) 合并, 得:
(3.6)
上式中变量可分为三类: 岩石性质 (d, ϕ), 流体性质 (σ, μm), 以及几何参数 Lc.
Li 和 Horne 于 2004 年发展了一个描述渗吸与采收率关系的理论模型[169]:

(3.7)

上式中,

,

Qw 是渗吸率 (m3/s); Nwt 是渗吸体积 (m3); U 是与孔容积相关的采收率; a 和 b
分别是与毛细力及重力有关的两个常数; A 是岩心横截面积 (m2); Swf 是渗吸端
后的水饱和度; Swi 为岩心初始含水饱和度; pc 为是毛细压 (Pa); Δρ 为水与气体
间的密度差 (kg/m3); g 是重力加速度 (m/s2); β 是水平轴方向与岩心轴向之间的
夹角; td 为含有重力和毛细力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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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结果与讨论
3.4.1

页岩储层中的多尺度孔隙结构
本文采用 LF–NMR、FESEM、Nano CT 相结合的方法对页岩储层的多尺度

孔隙结构及其孔径分布进行表征, 为气页岩储层的复杂孔隙结构提供全面的信
息. 对于孔隙度的 LF–NMR 测量, 首先采用 15%、10%、6%、3%、1% 的标准
浓度气体来标定孔隙度和信号幅度之间的关系, 如图 3.5 所示:
P = 149.610ϕ (R2 = 0.999)

(3.8)

式中, P 为信号幅度 (amplitude), ϕ 为孔隙率, R2 为可决系数 (越接近 1 表示拟
合度越高).

图 3.5 核磁共振信号幅度与孔隙度之间的关系标定.
Figure 3.5 Calibr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rosity and the signal amplitude.

本文一共测试了五个鄂尔多斯盆地陆相页岩样品的孔隙度. 根据所标定的
信号幅度与孔隙率之间的关系式 (3.8), 得到以上样品的平均孔隙率为 2.64%
的孔隙率 (图 3.5 中红色五角星), 远低于微裂纹连通逾渗阈值 (~21.5%)[85], 如
表 3.2 所示.

44

第三章

页岩储层孔隙系统多尺度特征及流体相平衡

表 3.2 孔隙度测定结果.
Table 3.2 Porosity measurement results.
密度

体积 (mL)

饱和样信号量

去基底信号

单位体积信号量

2.64

27

13418.143

12514.91

463.5152

孔隙度
(%)
2.64

假设孔隙形状近似为圆柱形, 则其孔径分布可以通过式 (3.2) 得到, 如图
3.6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 该批页岩样品的孔径呈不对称双优势峰分布, 范围
为 1 nm~10 μm, 大部分分布在 1~100 nm 之间, 占总孔容积的 97%. 设若页岩
储层纳米孔隙直径 d~100 nm 时, 根据式 (4.5) 可计算得到其渗透率为 31 μD,
远低于常规油气藏. 实际上, 由于其孔径的最大优势峰小于 100 nm, 因此其渗
透率还要更小.

图 3.6 页岩储层的孔径分布.
Figure 3.6 Distribution of pore size for a shale sample.

页岩表面经氩离子研磨加工后的 SEM 图像如图 3.7 所示, 观察到页岩气
储层中存在大量的矿物质, 富集的黄铁矿 (图中有白色高亮物) 聚集形成草莓状
分布, 晶粒大小约为 300 nm. 有机质 (图中黑色区域) 则成条带状分布、交联式
分布、孤立分布等三种模式. 在某些有机质内部亦可发现少量的矿物质及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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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7 (e, f) 所示, 在有机质内部存在大量的纳米尺度的孔隙, 多为圆形或椭
圆形, 直径大约在 20~100 nm. 此外, 有机质内部还存在狭缝形孔隙, 宽度在数
百纳米到几微米不等, 如图 3.7 (d) 所示. 有机质内部的孔隙 (简称为有机孔隙)
一般是在有机质裂解成气过程中形成, 是页岩气的主要存储空间和流通通道. 由
于有机物的成熟度不一, 并非所有有机质都演化出纳米孔隙结构.
本研究中, 页岩储层的有机孔孔容积占总孔容积的 75% 以上. 一般地, 储
层的总有机碳 (TOC) 含量与其储气能力之间存在定量关系. 图 3.8 显示了页
岩岩石及其组成部分的多尺度图像. 图 3.8 所示为页岩气储层纳米孔隙中气体
的赋存状态, 主要包括三种: 自由运动于孔隙中的游离气、吸附于孔壁上的吸附
气、扩散到页岩基质中的溶解气. 储层中存在大量纳米有机孔隙使其储存页岩油
气的潜力巨大.

图 3.7 离子研磨后页岩样品的 SEM 图像: (a) 草莓状富集的黄铁矿; (b) 黏土中条带状
分布的有机质; (c) 散布于黏土中的矿物质和有机质; (d) 干酪根中的狭缝状孔隙; (e,f) 纳米
~微米级有机孔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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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7 SEM images of the iron milled shale samples: (a) accumulated iron pyrite in a
round berry shape. (b) Organic matters with a banding distribution across the clay. (c)
Scattered minerals and organic matters. (d) Slit pores in a kerogen. (e, f) Different types of
pores at micro- and nanoscale.

图 3.8 页岩岩样的多尺度图像: (a) 鄂尔多斯盆地陆相页岩气井井下 ~2650 米的岩心样
品; (b, c) 经氩离子研磨页岩表面后所得到的 SEM 图像; (d) 页岩储层基质和纳米孔隙中
的吸附气、游离气和溶解气示意图.
Figure 3.8 Multiscale images of a shale rock sample: (a) Photo of a drilled core sample
from a ~2650 m underground shale gas well. (b, c) SEM images of ion beam milled sample
surface, containing the organic matter (kerogen), minerals (grain), matrix (clay), and pores.
(d) Schematic diagram showing the adsorption, dissolved and free gases inner the shale rock
sample and the nanopore.

采用纳米 CT 对页岩样品进行 360° 扫描后所构建的页岩三维数字岩心模
型如图 3.9 (a) 所示. 由于 CT 图像所反映的是 X 射线在穿透岩石过程中的能
量衰减信息, 其灰度与岩石内部的相对密度成正相关. 而岩石的相对密度是由其
内部物质结构所决定的, 故 CT 是研究岩石孔隙三维分布的绝佳技术手段 [171].
基于以上原理, 由所构建的三维数字岩心构建了页岩储层的矿物质和有机质的
三维分布如图 3.9 (b) 和图 3.9 (c) 所示, 它们在页岩储层中的分布较为均匀,
表明虽然孔隙度较差, 但也可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沟通、开采其内蕴资源.

图 3.9 (a) 页岩三维数字岩心; (b, c) 页岩中矿物质和有机物的三维空间分布.
Figure 3.9 Digital core of the shale sample. (b, c) The three dimensional distributions of
mineral and the organic matter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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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数字岩心, 分析页岩储层的孔隙结构如图 3.10 所示. 从图中可以
看出, 绝大部分孔喉在三维空间内呈孤立状, 直径小、连续性较低, 这也是为什
么大多数气页岩储层需通过压裂技术进行开采的原因. 基于以上三维数字岩心
模型, 统计了评估页岩储层的孔隙参数如表 3.3 所示.

图 3.10
Figure 3.10

(a) 孔隙模型; (b) 球棍网络模型; (c) 喉道模型.

(a) Pore model. (b) ball-and-stick model. (c) Pore-throat model.

表 3.3 基于页岩储层数字岩心模型所计算的孔隙参数.
Table 3.3 Parameters evaluated by the digital core model.
体积

孔喉

数字岩心
(mm3)

有机质
(mm3)

矿物质
(mm3)

孔隙
(μm3)

平均长度
(μm)

平均半径
(μm)

喉道片段数量

孔隙
个数

0.1380

0.0119

0.0265

109.87

13.61

0.7407

2897

9321

3.4.2

气体的赋存状态与相平衡
多孔介质的气体可表现出复杂的相行为 [172]. 为了表征在不同气压下气页岩

储层的气体赋存状态及相平衡, 将纯甲烷注入所设计的 LF–NMR 页岩岩心夹
持器中的页岩岩心样品中. 通过 LF–NMR 所测定的横向弛豫时间 T2 谱图可以
判定甲烷的赋存状态 (吸附态或游离态), 如图 3.11 (a) 所示. 结果表明, 在相对
较低的气压下, 页岩中的吸附气体和游离气含量几乎相同 [53%: 47%, 见图
3.11 (b)]. 随着气压的增加, 它们的含量均逐渐增加. 达到 ~1.5 MPa 注入气压后,
游离态甲烷含量的增加速度更快, 并最终超过岩心中吸附态甲烷的含量 [34%:
66%, 见图 3.11 (b)]. 随着注入气压的进一步上升, 达到 ~4.45 MPa 后, 吸附态
甲烷大致饱和, 不再增加. 其原因是由于超临界态下页岩中的气体吸附为单分子
层吸附

(Langmuir 吸附), 随着吸附量的增加, 孔壁上的吸附位逐渐饱和, 而孔

隙中心仍有较大的空间来填充游离态甲烷, 导致游离态甲烷的含量大于吸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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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同气压下甲烷的 T2 谱; (b) 由核磁信号计算的不同压力下的吸附气体和游
离气体的比例.

Figure 3.11 (a) T2 spectrum of methane under different gas pressures. (b) Proportions of
adsorption gas and free gas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s calculated by the gas signals.

3.4.2 页岩储层的自发渗吸
采用去离子水作为页岩岩心自发渗吸的 NMR 探针, 以检测其 T2 谱信号
的变化历程来分析流体在页岩岩心中的运移行为, 如图 3.12 所示. 在本章节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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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 整个渗吸的平衡时间约为 7 小时, 到达该时间后岩心的 T2 谱图基本不
再变化, 表明其已经达到渗吸饱和, 实验停止. 对于室温下的水, 其表面张力与
黏度分别为 σ = 71.97×10-3 N/m 和 μm = 0.8937 mPa∙s. 经前几节的研究, 对于我
们的页岩样品 d~100 nm, Lc = 120 mm. 根据式 (3.6) 计算得到自发渗吸无量纲
时间为 2.29.

图 3.12 页岩储层中流体渗吸过程中的 NMR 的 T2 谱图.
Figure 3.12

T2 spectrum over the fluid transport history through the shale rock.

如图 3.12 所示, 在页岩岩心的自发渗吸过程中, T2 谱的峰值逐渐右移, 且
渗吸初期右移速度比末期更快, 直到最后不再变化. 这是因为页岩储层中微纳米
孔隙的毛细效应主导了渗吸初期的流体流动. 当岩心端面饱和水后 (约 5 小时),
T2 谱图右移, 代表了水逐渐进入到孔隙内部, 自发渗吸现象逐渐消失, 后端注
入压力开始起作用. 随着整个样本饱和, T2 信号不再变化.
本研究中所采用的 LF–NMR 方法研究流体在岩心中的运移过程, 为研究
渗吸速率与采收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实验方案, 同时还具有流体驱
替实验研究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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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本章小结
本章联合采用 LF–NMR、FESEM、纳米 CT 等先进实验方法研究了页岩
储层纳米孔隙系统的结构和分布特征、气体赋存状态和相平衡、流体渗吸运移
等三个方面内容, 研究发现:
(1) 厘清了页岩储层纳米孔隙的多尺度特征. 页岩储层中纳米孔隙主要为呈不规
则圆形、狭缝形的有机介孔, 其孔径呈不对称双优势峰分布, 以 1~100 nm
的孔径为主, 占总孔容积的 97%. 孔喉直径小、连续性低、连通性差, 整体
呈孤立状. 该结果对于我国广大陆相页岩储层孔隙结构具有参考价值。
(2) 揭示了页岩储层中气体随压力变化的赋存状态和相平衡规律. 页岩储层中吸
附态、游离态甲烷均随气体压力增加而增加. 在较低气体压力下, 吸附态甲
烷含量大于游离态的含量; 随着气体压力的上升、吸附位逐渐饱和, 游离态
甲烷的增长速率大于吸附态, 最终其含量超过吸附态甲烷.
(3) 阐明了页岩储层流体渗吸的动态过程和主导效应. 在渗吸初期, 流体的运动
主要由纳米孔隙的毛细作用驱动, 为自发渗吸; 随着岩心的流体饱和度逐渐
增加, 自发渗吸逐渐消失, 岩心的端面注入压力开始起主导作用, 岩心中的
流体运动达到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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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研究背景概述
在页岩气的开发过程中, 需要采用压裂技术对页岩储层空间进行改造, 以改
善其渗透性[22, 23]. 水力压裂技术是页岩气开采时的通用方法, 其主要采用压裂车
将高能量加压的压裂液注入到页岩开采井, 岩石层在水的压强作用下张开形成
裂纹, 并进一步发展成裂纹网络. 同时, 由于压裂液中携带有一定量的支撑剂,
其在压裂液回流后滞留在岩石裂纹网络中, 使得岩石的裂纹保持张开状态. 从以
上页岩油气压裂开采过程不难看出, 在压裂液的泵入页岩储层促使岩石裂纹张
开、起裂、扩展和长久保持过程中, 岩石储层不仅直接受到压裂液泵压压强的作
用, 同时也受到储层地应力的影响, 随着压裂液的进一步注入, 裂纹两侧岩石受
压变形. 而由本文第三章的研究内容知, 页岩为纳米多孔岩石, 其微观储集空间
的孔隙及其孔径分布十分复杂, 是页岩油气的主要储存空间, 也是页岩油气生产
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渗流通道, 因此探索其在应力作用下的演化规律不仅对页岩
的压裂意义重大, 而且对于认识和理解页岩气的储存、解吸和驱替至关重要. 图
4.1 为页岩气压裂开采过程中流体压强如何对孔隙造成影响的多尺度图.

图 4.1 页岩气压裂开采过程中压裂液流体压强与地应力耦合作用于岩石储层的多尺度受
力情况示意图: (a) 宏观尺度 (储层尺度); (b) 岩心尺度; (c) 微米尺度; (d) 纳米尺度.
Figure 4.1 Multiscale stress conditions of coupling effects of fracturing stress and crustal
stress acting on the shale gas reservoirs during the hydrocarbon recovery: (a) Macroscale
(reservoir scale), (b) Core scale, (c) Microscale, (d) Nanoscale.

本章以抚顺某页岩井的页岩样品为例, 采用塑模压片的方法对页岩颗粒施
加载荷, 通过氮吸附等温实验测试相应样品的孔隙结构变化, 结合高分辨率场发
射扫描电镜观察各样品剖面微观组织的演化. 研究发现, 经过对页岩颗粒施加特
定载荷进行塑模后, 其氮 BET 比表面积先增大后减小, 分形维数略有增加, 孔
容积在施加较大应力后 (> 300 MPa), 呈线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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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验方法与材料
4.2.1 页岩压片样品的制备
本实验所采用的页岩样品来自于松辽盆地 (中国东北部) 南部页岩井, 其具
有有机质含量高、成熟度低和矿物质丰富等特征. 由于页岩的模量较大, 而用于
测试孔径分布和比表面仪的等温吸附仪的样品管口径小 (~10 mm) 且呈细长管
状, 无法在样品管内对页岩施加应力, 因此本研究中采用先将页岩颗粒粉碎, 并
对粉碎页岩颗粒施加特定压力后, 再测试不同压力作用后页岩孔容、孔径和比表
面变化的方法, 具体实验样品的制备步骤如下 (图 4.1).

图 4.2 页岩样品的实验制备流程.
Figure 4.2 Experimental preparation process for shale samples.

(1) 破碎: 用地质锤将整块页岩样品破碎成数毫米粒径的页岩小.
(2) 粉碎: 用研钵将破碎的页岩颗粒进一步粉碎, 并采用 50 目标准筛对粉碎的
页岩颗粒进行筛分, 得到 50~100 目页岩颗粒.
(3) 干燥与脱气: 用将经过筛分的页岩颗粒置入低温氮吸附仪的脱气样品管 (注
意不要污染样品管口) 后, 用单向塞封闭样品管, 将其安装到吸附仪的脱气
站 (脱气所用仪器将于下一小节 4.2.2 中详细介绍), 对页岩颗粒样品进行脱
气处理. 设定脱气温度及脱气时间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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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压片 1: 取 0.1~1 g 干燥和脱气后的页岩粉状颗粒置入压片模具中, 用手对
模具顶部的压杆 (如图 4.1 所示 pressing 步骤) 施微力压实页岩粉状颗粒
后, 移开压杆, 用游标卡尺测量模具顶部的初始深度. 然后用压片机 (天津精
拓仪器, PC-12) 将该页岩颗粒进行压片, 压力大小设定为 50 MPa, 100 MPa,
200 MPa, 300 MPa, 400 MPa, 500 MPa, 600 MPa, 700 MPa, 并每次载荷之间取
出压杆, 同样用游标卡尺测量模具顶部的深度, 以此测量页岩粉末颗粒在不
同压片载荷下的应变.
(5) 压片 2: 取 0.1~1 g 干燥和脱气后的页岩粉状颗粒置入压片模具中, 用压片机
将该页岩颗粒进行压片, 压力设定为 50 MPa, 得到样品 #2 (初始未压片的页
岩粉末作为参考, 标记为样品 #1). 重复该步骤, 压力设定为 100 MPa, 200
MPa, 300 MPa, 400 MPa, 500 MPa, 600 MPa, 700 MPa, 得到样品 #3、#4、#5、
#6、#7、#8、#9.
(6) 对以上所得到的 9 个样品进行干燥、脱气处理. 脱气条件同步骤 (3).
表 4.1 页岩样品的干燥与脱气实验参数.
Table 4.1 The parameters of shale sample in the drying and outgassing experiments.
Evacution Phase
Temperature ramp rate
Target temperature
Evacution rate
Unrestricted evac. from
Vacuum level
Evacuation time

4.2.2

Heating Phase
10.0 °C/min
65 °C
5.0 mmHg/s
5.0 mmHg
500 μmHg
30 min

Ramp rate
10.0 °C/min
Hold temperature
65 °C
Hold time
240 min
–
–
Evacuation and Heating Phase
Hold pressure
100 mmHg

低温氮吸附实验
本文采用低温氮吸附测试方法研究页岩压片样品的孔径分布、BET 比表面

等的变化. 低温氮吸附法是采用氮气作为吸附质分子, 使其吸附在吸附剂 (此处
为页岩压片) 的表面和孔隙, 并根据气体吸附前后的容积和压力关系来测量吸附
量 (即容量法, volumetric method), 最后根据测定的等温吸附线、选用特定的吸附
模型来评价待测样品的孔径分布、总孔容及比表面积. 由于氮吸附法需在液氮温
度下 (77 K 或 –195.8 °C) 进行, 因此被称为低温氮吸附法. 氮气具有化学性质
不活泼、低温和常温难以跟其他物质发生反应、安全无毒、容易获取等一系列优
点, 最重要的是, 且其分子直径为 0.37 nm, 与微孔尺寸接近, 是作为研究微孔比
表面积孔径分布的理想分子探针.
本文采用美国麦克默瑞提克公司出品的比表面及孔径测定物理吸附仪
(ASAP 2020 PLUS; Micromeritics, US) 完成低温氮吸附实验, 其原理为等温物理
吸附静态容量法, 包含分子泵、低压传感器等系统, 可以进行单点/多点 BET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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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测量、微孔/中孔/大孔孔径分布、总孔容及平均孔径测定和分析. 实验主要
材料为高纯氮气 (纯度 > 99.999%) 、高纯氦气 (纯度 > 99.999%) 、液氮 (77 K)
等. 根据上一章研究结果可知, 页岩中的孔隙主要分布在介孔 (2~50 nm) 和大
孔 (> 50 nm), 因此本章采用介孔法来依次测定本章 4.2.1 小节所得到的 9 个
页岩压片样品的比表面积孔径分布. 具体实验步骤如下:
1. 样品预处理
(1) 洗涤: 用蒸馏水、乙醇先后洗涤样品管和填充棒, 并在烘箱中烘干后自
然冷却;
(2) 脱气: 将空样品管安装到吸附仪的脱气站, 进行脱气后回填气体;
(3) 称量 1: 从脱气站取下的样品管, 用分析天平称量样品管+单向塞的质
量 (精确到 0.0001 g, 下同), 记为 M1;
(3) 置样: 将上一节中制备的页岩压片样品置入样品管, 用单向塞塞住管口;
(4) 称量 2: 称量样品管+单向塞+样品的质量, 记为 M2;
(5) 脱气: 将装有页岩压片样品的样品安装到物理吸附仪的脱气站, 套上加
热套, 对样品进行脱气、回填气体处理. 脱气参数如表 4.1 一致;
(6) 称量 3: 脱气、回填气体完成后, 将样品管从脱气站取下, 再次称量脱气
后的样品管+单向塞+样品总质量, 记为 M3;
(7) 置入填充棒: 取下单向塞, 置入填充棒后再用单向塞将样品管密封好.
填充棒应从水平方向缓慢置入, 避免对样品或样品管进行冲击. 置入填
充棒可以减少只有空间体积, 从而提高低比表面吸附剂的测试精度;
(8) 套管: 给样品管套上保温套管.
2. 样品分析 (如图 4.3 所示)
(1) 将样品管转移到物理吸附仪的分析站, 在样品管头处安装连接头和密封
圈并将之拧紧;
(2) 将杜瓦瓶口的白色泡沫盖安装到样品管上, 拧好 p0 管并将其移到样品
管正后方;
(3) 用液氮枪给杜瓦瓶填充满液氮至瓶口约 5 厘米处后, 将之放置于样品
管下方的杜瓦瓶升降台上;
(4) 设定分析参数, 开始对样品进行分析.
(5) 生成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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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低温氮吸附实验设置图.
Figure 4.3 Experimental set-ups for the low temperature nitrogen adsorption experiments.

4.2.3 页岩压片的 SEM 观察
对本章 4.2.1 小节所得到的 9 个页岩样品的剖面微观组织和结构进行
SEM 观察. 实验所采用的仪器为德国卡尔蔡司公司的 G300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
微镜 (FESEM, G300; Carl Zeiss, Germany). 由于页岩表面不导电, 在将样品置入
SEM 扫描腔之前需对其进行喷铂处理, 时间为 300 s.
4.3 实验结果
4.3.1 页岩压片的应力–应变关系
采用压片机对页岩粉末颗粒进行塑模压片是对其不断压实的过程. 在该过
程中, 压片的压力越大, 页岩压片的变形也越大. 以初始置入模具中的粉末具有
的高度为初始值, 计算在不同压力条件下页岩压片的应力应变图如图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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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页岩压片的应力–应变图. 压片的直径为 10 mm; 压力大小分别设定为 50 MPa、
100 MPa、200 MPa、300 MPa、400 MPa、500 MPa、600 MPa、700 MPa.
Figure 4.4 The stress-strain diagram of shale tablets. The diameter of the shale tablets were
10 mm. The pressures setted in the experiments were 50 MPa, 100 MPa, 200 MPa, 300 MPa,
400 MPa, 500 MPa, 600 MPa, and 700 MPa, respectively.

从图 4.3 可以看出, 对页岩粉末颗粒进行塑模压片的初期 (0~200 MPa), 页
岩压片样品的应变变化极大, 这是页岩颗粒由松散状态到逐步压实状态的过程,
压片样品的主要变形是由页岩颗粒间的孔隙在急剧减小造成的. 在对页岩压片
的中后期 (200~700 MPa), 相同压力梯度下页岩颗粒的变形相较于初期变得平缓,
这是由于页岩颗粒已被压得密实, 颗粒间的空隙几乎消失, 页岩压片的变形主要
是由于颗粒挤压变形产生的.
4.3.2 吸附–脱附等温线
采用低温氮吸附实验所测定的页岩压片样品的氮吸附-脱附线如图 4.5 所示.
根据本文第二章中 IUPAC 所给出的六种吸附等温线的分类, 页岩压片样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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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脱附等温线与 IV 型较为接近, 表明样品表面存在大量介孔. 根据所测定
的页岩压片样品的吸附–脱附等温线, 可以根据相对压力与吸附量的变化将整个
吸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为低压吸附阶段 (0 < p/p0 ≤ 0.42), 吸附量随相对压力的增加而缓慢
增加, 等温线平缓上升, 对应于氮分子在页岩压片样品表面和孔隙内发生单
分子层吸附.
(2) 第二阶段为过渡吸附段 (0.42 < p/p0 ≤ 0.9). 样品吸附量随相对压力的增加而
快速增加, 表现为吸附等温线迅速上升, 对应于氮分子在样品表面发生多分
子层吸附. 此外, 在相对压力超过约 0.42 之后, 吸附质分子 (氮分子) 在孔
隙中发生毛细凝聚.
(3) 第三阶段为高压吸附段 (p/p0 > 0.9). 样品的吸附量随着体系相对压力的增加
而迅速上升, 这是由于气体压力已经接近饱和蒸气压 (p/p0 = 1) 而仍未出现
限制吸附, 对应于样品孔隙发生显著吸附质分子毛细凝聚现象. 从图 4.4 可
以看出, 对页岩压片样品施加的压力越大, 其末端吸附等温线的上升趋势变
得逐渐平缓 (同一行图从左往右施加的压力递增). 这表明对页岩压片样品宏
孔容积总量随着压片压力的增大而减小.
同样地, 亦可根据脱附量随相对压力的变化而将脱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对应于吸附过程的第三阶段 (p/p0 > 0.9). 脱附等温测试是吸附等温
测试的逆过程, 在测试过程中逐渐减小相对压力以测定在相对压力与吸附量
的关系. 在该阶段, 脱附等温线随相对压力的减小而急剧下降, 对应于样品
开放性宏孔中的吸附质凝聚液率先蒸发, 表明样品含有较多的开放性宏孔.
(2) 第二阶段与吸附过程的第二阶段一致 (0.42 < p/p0 ≤ 0.9), 脱附等温线表现为
随相对压力的降低而较为快速地下降. 这是由于随着脱附气体量的增加, 蒸
发主要发生在介孔或宏孔中的多分子吸附层. 在本阶段, 等温线的吸附支和
脱附支出现明显的不重合现象, 脱附支位于吸附支上方, 出现滞后环. 这是
在相对压力逐步增加过程中, 吸附质分子在介孔中发生毛细凝聚; 而在相对
压力逐步下降过程中, 凝聚液逐渐蒸发. 在相同压力下, 这两者所引起的自
由能变化并不相同. 可以从接触角滞后的观点来理解: 毛细凝聚是润湿和铺
展过程, 接触角为前进角 (advancing angle); 而蒸发则是凝聚液从被润湿的
固体表面往后回撤的过程, 接触角为后退角 (receding angle). 前进角大于后
退角, 产生接触角滞后 (contact angle hysterisis)[1], 根据本文第二章讨论的
Kelvin 公式中的 cos θ 项知, 解吸比吸附所需的相对压力小, 因此出现吸附
滞后现象.
(3) 第三阶段对应于吸附过程的第一阶段 (0 < p/p0 ≤ 0.42). 脱附曲线在相对压力
约为 0.42 时出现明显的拐点, 而后其趋势与吸附过程一致, 此时主要为单分
子层脱附, 或吸附在微孔中的气体发生脱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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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页岩压片样品的吸附-脱附等温线: (a~i) 分别对应本章 4.2.1 小节制备的 #1~#9 号
样品.
Figure 4.5 The adsorption-desorption isotherms of shale tablets. (a~i) represent the #1~#9
shale sample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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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出, 在低压吸附阶段, 虽然页岩样品的吸附–脱附等温线形状
类似, 但两者仍不重合, 脱附支略高于吸附支. 对于这种低压吸附滞后现象, 一
般认为与非刚性多孔结构的膨胀或孔隙的不可逆吸附有关, 如当吸附剂已经扩
散近吸附剂基体中, 或吸附质分子直径与孔隙直径相当时, 在脱附过程中无法脱
离出来, 由此造成了略微的滞后.
对于在相对压力超过 0.42 之后出现的显著的吸附滞后环, 前面已经分析过
是由于吸附质分子在样品孔隙中发生了毛细凝聚造成的. 不同类型的孔隙其滞
后环存在较大差异. 根据本文第二章介绍的 IUPAC 对滞后环的分类及其与孔
隙形状的对应关系, 可看出各样品的滞后环与 H3 型最为接近, 表明页岩样品
的孔隙形态主要为狭缝形或平行板状, 且种类比较单一.
4.3.3 氮 BET 比表面积变化
本文的第二章已详细介绍, 根据所测定的吸附-脱附等温线的形态特点, 可
以选着合适的模型来分析所测试样品的比表面积、孔径分布和总孔容积、分形维
数等. 本章采用多点 BET 法对吸附等温线进行分析测定各页岩压片的比表面
积. 该方法要求在低压吸附区取值, 吸附等温线的相对压力取值范围为 0.05~0.3.
以 1/[Q(p0/p-1)] 为纵轴, p/p0 为横轴, 作 9 个页岩样品氮吸附 BET 图如图
4.6 所示.

图 4.6

9 个受不同塑模压力后的页岩压片样品的 BET 图 (77 K).

Figure 4.6 The BET plot of nine shale tablet pressed with different pres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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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4.6 可见, 所有页岩压片样品的 BET 图均呈直线. 根据本文第二章
内容, 表 4.2 为根据上图直线斜率和截距求得完全覆盖固体表面所需的分子量
即单分子层吸附量 Qm (cm3/g). 从表中可以看出, 页岩样品的单分子层吸附量随
着塑模压力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小.
表 4.2 页岩压片样品的单分子层吸附量.
Table 4.2 The adsorption volume for the formation of one monolayer on the shale tablets.
样品编号
3

Qm (cm /g)

#1

#2

#3

#4

#5

#6

#7

#8

#9

1.664

1.743

1.784

1.827

1.940

1.749

1.727

1.745

1.571

结合上表, 进而根据第二章所给出的 BET 理论计算得到的页岩压片样品
的氮 BET 比表面积如图 4.7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 页岩压片的氮 BET 比表
面积分布在 7.5~9.3 m2/g 之间, 其变化趋势与相应的单分子层吸附量 Qm 的变
化一致, 即随着塑模压力的增加, 页岩压片样品的 BET 比表面积先增大后减小:
第一阶段为 0~300 MPa, 页岩压片样品的 BET 比表面积随塑模压力的增大而
增大; 第二阶段为 300~700 MPa, 页岩压片样品的氮 BET 比表面积随塑模压力
的增大而减小. 在 700 MPa 的塑模压力下, 页岩压片样品的氮 BET 比表面积比
初始未施加塑模压力 (0 MPa) 的页岩颗粒小 ~6%, 比峰值 BET 比表面积小
~20%.

图 4.7 不同塑模压力后的 9 个页岩压片样品的氮 BET 比表面积.
Figure 4.7 The nitrogen BET specific surface area of the nine shale tablets pressed with
different pres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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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孔径分布及总孔容积变化
采用本文第二章所介绍的经典 Barrett-Joyner-Halenda 理论模型, 并基于所
测定的吸附–脱附等温线的吸附支来计算和评价各页岩压片样品的孔径分布和总
孔容积的变化, 结果如图 4.8 所示, 其中图 4.8 (a) 为孔径分布在 1.5 nm 以下
的孔隙分布的局部放大图. 从该图中的曲线分布不难看出, 页岩压片样品经过塑
模压力的压实作用后, 其小孔径先有一定的增加, 而后逐渐减小, 直至几乎全部
“湮灭” .

图 4.8 不同塑模压力后的 9 个页岩压片样品的孔径分布曲线.
Figure 4.8

The pore size distributions of the nine shale tablets pressed with different
pressures.

从图 4.8 (b) 可以看出, 所有页岩压片样品的孔径分布均为双优势峰分布,
表明页岩孔径分布并不均匀. 根据 IUPAC 对孔隙的分类标准, 所有样品的孔隙
主要以介孔为主, 同时也含有少量的微孔. 9 个样品的峰值位置未发生明显变化,
峰值的大小直接对应于孔容积, 峰的宽度则显示了孔径分布的离散和集中程度.
9 个样品的第一优势峰峰值均在 1.2 nm 左右, 其峰值较小, 表明微孔对总孔容
积的贡献率较低, 几可忽略. 总体来说, 微孔分布较为均匀, 且随着孔径的增大
而略有少量的增加. 第二优势峰的峰值位置约在 2.0 nm 左右, 即微孔与介孔的
临界点处. 该峰值处所对应的孔容积最大, 波峰特征明显. 样品孔径大于 2.0 nm
后, 未出现优势峰, 且曲线缓慢下降, 表明样品的介孔总体分布相对较均匀, 且
随着孔径增加而逐渐减少. 对于施加不同塑模压力的页岩压片样品, 可以看出第
二优势峰的峰值随着塑模压力的增加而先略有减低, 而后再次增加, 表明在该处
附近的孔径分布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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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为对各页岩压片样品的孔径分布进行积分计算后得到的总孔容积随
塑模应力的变化情况. 从图中可以看出, 总孔容积受塑模压力的影响较大, 随着
塑模压力的增加主要经历了减少→增加→减少三个阶段. 在 0~100 MPa 塑模压
力下, 样品的总孔容积减小了 ~10%, 而后在 200 MPa 塑模压力后又几乎增加
至其初始总孔容积. 最后, 总孔容以近似呈线性减小, 到 700 MPa 塑模压力下,
样品的总孔容积 (残余孔体积) 相较于初始状态减小了约 ~30%. 基于此, 本文
提出 “残余孔容积” 的概念, 用于描述页岩受压后的剩余孔容积. 残余孔容积是
页岩气压裂开采中的岩石储层的实际孔体积, 对于油气的解吸、驱替和运移均具
有极其重要意义.

图 4.9 不同塑模压力后的 9 个页岩压片样品的总孔容积 Figure 4.9 The total pore
volume of the nine shale tablets pressed with different pressures.

表 4.3 给出了本章 4.3.2 和 4.3.3 小节所测定的 9 个页岩压片样品的氮
BET 比表面积、总孔体积和平均孔径数据 . 可以看出, 在塑模压片的初期
(0~300 MPa), 页岩压片样品的氮吸附 BET 比表面积和其总孔容积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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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相反, 而在中后期其变化趋势一致, 均随塑模压力的增大而减小. 此外, 页
岩样品的平均孔隙随塑模压力的增大而减小.
表 4.3 页岩压片样品的孔隙结构参数.
Table 4.3 The pore structure parameters of the shale samples.
样品编号

比表面积
(m2/g)

总孔容积
(cm3/g)

平均孔径
(nm)

#1
#2
#3
#4
#5
#6
#7
#8
#9

7.9823
8.27105
8.61815
8.88235
9.2702
8.36415
8.22333
8.32305
7.5143

0.02655
0.02398
0.02402
0.02603
0.02522
0.02235
0.02029
0.02002
0.01853

5.13
4.42
4.29
4.27
4.06
3.74
3.40
3.30
3.38

4.3.5 孔隙分形特征
分形维数是孔隙的比表面积、孔容积、平均孔径等孔隙结构参数的综合度量,
可以反映定量描述所测样品孔隙结构的复杂程度和非均质程度. 本章将基于低
温氮吸附等温测试结果来定量计算各页岩压片样品的分形维数, 分析塑模压力
对页岩样品分形维度的影响, 所用模型和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上世纪 40 和 50 年代所提出的著名 Frenkel-Halsey-Hill (FHH) 理论描述
了固体表面上的多分子层吸附形式为:
(4.1)
式中, Q 表示吸附体积 (体积吸附量) ; Qm 为单分子层吸附量 (cm3/g) ; s 为描述
等温线形状的参数, 实际取值一般在 2.5~2.7 之间.
Pfeifer 等人进一步发展了 FHH 理论在计算多孔材料分形维数 D 方面上
的应用[147, 173, 174]:
(4.2)
(4.3)
其中, 式 (4.2) 适用于由范德华相互作用主导的吸附过程, 式 (4.3) 适用于由固
液界面张力主导的吸附过程.
根据以上模型, 如果孔隙结构存在分形特征, 则等式两侧的变量 ln ln(p0/p)
与 ln(Q/Qm) 存在线性关系, 样品的分形维数可以由单一吸附等温线一步确定.
由于页岩压片样品的吸附–脱附等温吸附线存在典型的滞后环, 即吸附过程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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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细凝聚, 主要由固液界面张力主导, 因此选择式 (4.3) 作为计算页岩压片样
品分形维数更为合理. 结合式 (4.3) 及图 4.3、表 4.2, 绘制出用于计算页岩压片
样品分形维数的拟合直线如图 4.10 所示. 图中直线的线性拟合度非常高 (R2 >
0.99), 说明所测页岩样品孔隙结构具有非常明显的分形结构特征. 由图中拟合直
线的斜率 a, 再结合式 4.3 可计算出各页岩压片样品的分形维数如表 4.4 所示
(保留四位有效数字). 各页岩压片样品的分形维数均在 2.527~2.562 之间, 变化
很小, 说明塑模压力对样品分形维度的影响不明显. 分形维度的值越接近于 2,
表明孔隙表面越规整 (光滑) ; 相反, 分形维度越接近于 3, 则表明样品的孔隙
表面不规整程度越高, 即孔隙结构越不规整 (粗糙) 、越复杂, 孔隙连通性越差,
非均质性也越强.
表 4.4 页岩压片样品的分形维数.
Table 4.4 The fractal dimension of the shale tablets.
样品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D

2.543

2.552

2.553

2.527

2.560

2.560

2.557

2.562

2.561

仔细观察图 4.10, 虽然图中的线性拟合度已经非常高了 (R2 > 0.99), 但仍可
按横轴将其细分成两段进行线性拟合, 这种趋势对于承受过塑模压力越高的样
品越为明显. 以图 4.10 (a) 和 (i) 为例 (分别代表未施加塑模压力页岩压片样品
和施加过 700 MPa 塑模应力页岩压片样品), 将数据点划分成两部分对其进行
线性拟合, 所得结果如图 4.11 所示. 可以看出, 经过分段拟合后, 数据的拟合
度变得更高. 结合该图所拟合直线的斜率与式 (4.4), 计算得到两个样品的分阶
段的四个分形维数如表 4.5 所示. 表中, D1 对应吸附等温线的高压吸附段, 即
宏孔的分形维数, 由图 4.11 中的蓝色拟合直线的斜率计算得出; D2 对应于吸
附等温线的低压吸附段, 即介孔及微孔的分形维数, 由图 4.11 中的黑色拟合直
线的斜率计算得出. 从表中可以看出, 两种样品的宏孔分形维数均大于介孔的分
形维数 (D1 > D2), 表明页岩样品中的宏孔表面相较于介孔和微孔表面更粗糙、
非均质性更强. 此外, 经过塑模压片后的页岩样品相较于初始未塑模的页岩样品,
其宏孔分形维数和介孔/微孔分形维数均有一定的增加, 这表明经过对页岩样品
进行塑模压片后, 其孔隙表面变得更为复杂, 其孔隙形状的不规则程度更高, 孔
隙的连通性也变得更差.
表 4.5 页岩压片样品的分段分形维数.
Table 4.5 Segmental fractal dimension of shale tableting samples.
样品编号

#1

#9

D1

2.570

2.635

D2

2.477

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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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用于计算页岩样品分形维数的 ln(p0/p)-ln(Q/Qm) 关系曲线及其线性拟合.
Figure 4.10

The linear fitting curves of ln ln(p0/p) versus ln(Q/Qm) for calculating the
fractal dimensions of shale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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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页岩压片样品的分段分形维数. (a) 初始页岩样品; (b) 700 MPa.
Figure 4.11 Segmental fractal dimension of the tableted samples. (a) Raw; (b) 700 MPa.

4.3.6 微观结构变化
图 4.12 为页岩压片样品的剖面微观结构的 SEM 图. 其中图 4.12 (a) 为初
始未进行压缩的页岩样品, 可以看出, 页岩矿物颗粒粒径小 (已研磨成 50 目粒
径), 颗粒之间较为松散. 对图 4.12 (a) 进一步放大得到局部区域如 (b) 和 (c)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 页岩表面矿物呈片理状结构, 这是由于在造岩过程中的
沉积压实作用下矿物发生了定向排列而形成了层理面, 这也正是其中文名的来
源. 从局部放大的页岩颗粒图中, 发现其表面较为粗糙、并不规整, 层片间可见
亚微米级的狭缝或裂缝、几十到几百纳米的孔隙. 颗粒内部表面较为密实, 胶接
性好. 图 4.12 (d~j) 为经过塑模压力作用后的页岩压片样品的剖面 SEM 图, 可
以看出, 与初始的页岩样品相比, 页岩颗粒间的空隙几乎被压实了. 随着塑模压
力的增大, 页岩颗粒也变得更为致密, 最后几乎分不出颗粒间的界限. 同时, 其
剖面表面变得更为粗糙、更不规整, 这也和上一小节中分析的页岩受塑模压力作
用后其分形维数会有一定的增加的结果一致. 图 4.12 (h~i) 显示了页岩压片样
品受塑模压力作用后, 可能会出现两种形式的微裂纹: 锯齿状微裂纹和平直状微
裂纹, 其宽度都在数百纳米. 这两种裂纹是在不同矿物质中产生的, 是由于不同
矿物质的强度不同引起的其受压破坏的形式不同. 页岩中, 石英、长石等矿物的
强度较大, 通常为平直状裂纹. 而碳酸盐和黏土矿物的强度相对较小, 其裂纹也
更为复杂, 一般呈锯齿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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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页岩样品的 SEM 图.
Figure 4.12

The SEM micrographs of the shale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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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讨论
使用 Biot 本构模型分析页岩颗粒材料的孔隙度改变. 均匀各向同性材料的
Biot 本构模型可表示为[42]:
(4.4)

式中, εij 和 σij 是试样微元体上的应变和应力; ζ 和 p 是局部孔隙体积应变和压
强; G 和 K 分别是页岩的剪切模量和体积模量; H′, H′′ 和 R′ 是 Biot 本构引入
的材料参数, 具有应力的量纲, 表征的是固体、流体应力和应变之间的耦合, 三
者之间只有两个是线性无关的[42]. 由于实验中气体吸附导致的孔隙压强 p 与载
荷的应力相比很小, 所以可以简化为 p = 0. 此时 (4.4) 式变为:
(4.5)

Biot 本构模型中微元体的应变和孔隙的体应变解耦.
实验中的样品关于加载方向为轴对称, 以施加载荷方向为 z 轴建立柱坐标
系, 则在垂直对称轴方向没有位移 ur (r, z) = 0, 所以 εrr = εθθ = εrθ = εθz = εzr = 0.
通过轴对称问题的 Hooke 定律可得:

(4.6)

并且 σrθ = σθz = σzr =0, 式中, σ 为实验加载的应力; 杨氏模量 E 和 泊松比
ν 与体积模量和剪切模量之间的关系为
(4.7)

由 (4.6) 式可得: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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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式代入公式 (4.5) 获得试样微元体体积应变和孔隙的体积应变分别为:

(4.9)

由上式可知: 在加载应力足够小而试样中的颗粒未发生破坏前, 试样整体的
孔隙度和加载应力之间满足线性关系.
如果初始状态颗粒材料的孔隙度为 ϕ0, 通过公式 (4.9) 可知在载荷作用下,
试样和孔隙体积应变为:

(4.10)

式中, 下标

“p” 代表孔隙; 下标

“0” 代表初始状态; V 代表载荷作用下

试样的体积. 联立公式 (4.9) 和 (4.10) 可得载荷作用下的试样孔隙度为:
(4.11)
由于在颗粒材料未发生破坏时, 应力 σ ≪ E 且 σ ≪ H′, 上式可以写为:
(4.12)
从上式可知, 试样的孔隙度与载荷应力之间存在简单线性关系, σ 为负值时
表示压应力. 当 k > 0 时, 表示孔隙内的流体比固体基质更 “软”, 压应力导致孔
隙度减小; 当 k < 0 时, 表示孔隙内的流体比固体基质更 “硬”, 压应力导致孔隙
度增加; 当 k = 0 时, 孔隙度不发生改变, 流体和固体一起被等比例地压缩, 这
与物理直观相符.

4.5 本章小结
本章研究了经塑模压力作用后的页岩储层纳米孔隙系统的演化规律, 得到
以下结论:
(1) 阐明了力载荷作用下页岩储层比表面的发展规律. 在小于 300 MPa 压片载
荷作用下, 页岩储层的氮 BET 比表面积随载荷增加而增加, 其原因是页岩
颗粒受压变形、破碎, 增加了表面积; 大于 300 MPa 压片载荷后, 页岩储层
的氮 BET 比表面积随载荷的增加而减小, 主要原因是在相对大的载荷作用
下, 页岩颗粒发生胶结、形成致密组织, 孔隙体积被压缩, 发生阻塞.
(2) 厘清了力载荷作用下页岩储层孔隙系统的孔容积变化历程. 随着塑模压力的
增大, 总孔容积经历了减少→增加→持续减少三个阶段. 在 0~100 MPa 塑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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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下, 样品的总孔容积减小了 ~10%, 其原因是在压片过程中, 颗粒间空
隙减小, 颗粒表面的孔结构也发生了堵塞. 在 100~200 MPa 塑模压力下, 孔
容积又增加至其初始状态, 这是由于在压片过程中页岩颗粒发生了破裂, 形
成了新的裂隙. 最后, 总孔容以近似呈线性减小, 到 700 MPa 塑模压力下,
样品的总孔容积 (残余孔容积) 相较于初始状态减小了约 ~30%.
(3) 分析了页岩储层在力载荷作用下分形维数的演化趋势和孔隙的力学阻塞机
理. 页岩储层纳米孔隙结构的分形维数在 2.527~2.562 之间. 经过塑模压片
后的页岩样品相较于初始未塑模的页岩样品, 其宏孔分形维数和介孔/微孔
分形维数均有一定的增加, 这表明经过对页岩样品进行塑模压片后, 其孔隙
表面变得更为复杂, 其孔隙形状的不规则程度更高, 孔隙的连通性也变得更
差. 宏孔分形维数均大于介孔, 其表面也相较于介孔和微孔表面更粗糙、非
均质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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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研究背景概述
上一章讨论了水力压裂过程中液压对岩石储层纳米孔隙的影响. 水力压裂
是一种通过将加压的液体注入到裂缝中以迫使岩石储层打开并持续保持的一种
井增产技术, 该过程中可以产生大量的裂纹网络, 以增加储层的渗透率 [175]. 所
注入的压裂液通常由 98%~99.5% 的水、其余为 0.5%~2% 的沙子和 3~20 种化
学品组成[176]. 这引起了公众对水力压裂技术的担忧, 如可能触发地震、造成水资
源污染 (压裂液中化学品迁移污染地下水、甲烷泄露导致自来水自燃) 等已确认
的或潜在的健康和安全风险等[177-181], 尤其是在我国页岩气资源富集地区如大西
南、鄂尔多斯、塔里木盆地等干旱地区, 淡水资源严重匮乏, 水力压裂消耗的大
量水资源将使得干旱问题和居民饮水问题变得更为严峻.
作为一种水力压裂的替代方案, 科学家们正在寻找一种 “绿色压裂” 技术,
即采用超临界 CO2 替代水作为压裂液以提高页岩油气的采收率[45, 46]. 赵亚溥团
队[31, 182]的研究发现, 采用超临界 CO2 驱替甲烷的效率非常高. 超临界 CO2 是
CO2 的一种流体状态, 其处于或高于 CO2 的临界温度和临界压力. 超临界流体
的密度接近液体、黏度接近于气体, 主要表现为低黏度和高扩散性. 与同种物质
的气态和液态相比, 超临界流体具有许多独特的物理特性, 如表 5.1 所列.
表 5.1 CO2 作为气体、超临界流体和液体状态时的物理特性.
Table 5.1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CO2 as a gas, supercritical fluid, and liquid state.
物理特性
(g/cm3)

密度
黏度 (mPa∙s)
扩散系数 (cm2/s)

气体 (常温常压)

超临界流体

液体 (常温常压)

0.0006~0.002
10-2
10-1

0.2~0.9
0.03~0.1
10-4

0.6~1.6
0.2~3.0
10-5

采用超临界 CO2 作为压裂液开采页岩油气具有大规模的工业应用前景,
其主要优点包括:
(1) 节约大量的水资源. 这对于缺乏水资源的国家和地区意义尤为重大, 可促使
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发展.
(2) 开采过程中, 回流的二氧化碳可以全部重复利用, 而水力压裂回流的水一般
难以重复利用.
(3) 采用超临界 CO2 压裂可以产生更连通和密集的裂缝网络, 因此简化了油气
的抽提, 使得储层中的油气资源更易流出岩石孔隙.
(4) 可延长页岩油气井的寿命, 没有水力压裂中存在的微观 “能量屏障” [39].
(5) CO2 与页岩储层更亲和, 因此可以驱替出吸附在岩石储层中的页岩油气[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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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当页岩油气井的寿命结束时, CO2 可以被永久地封存于地下, 有助于减少大
气中二氧化碳的排放, 是一种应对开采难题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双赢策略[49-52].
综上, 探索超临界 CO2 与页岩相互作用的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过程, 尤其
是对储层纳米孔隙的影响, 对于建立描述页岩油气的采收率的提高和二氧化碳
的封存潜能的模型至关重要. 如图 5.1 所示, 当超临界 CO2 被高压注入到页岩
储层时, 一方面它将岩石压裂. 另一方面, 它驱替出油气分子并吸附到纳米孔隙
和天然裂缝中. 如前面章节所述, 页岩是一种富有机质沉积岩, 主要由矿物质和
纳米多孔的有机质 (干酪根 [109, 183]和沥青[184]) 组成. 其中矿物质包括黏土颗粒
(<0.004 mm) 、石英、云母、黄铁矿和方解石等[185]. 非均质多孔有机物的特点是
孔隙度极低, 孔径分布范围在几埃到几微米 [84], 主要在纳米尺度, 是油气生成
[109]

、吸附[98]、运移[99, 186, 187]和储存[188]的主要通道. 在分子尺度, Falk 等[113]证明

了达西定律 (Darcy’s law) 因纳米孔隙中的分子吸附而无法准确预测页岩中的油
气运移. Monteiro 等[189]通过引入高压力梯度以增加渗透率的方法, 提出了纳米
孔隙/通道中油气分子流动的数学模型. Lee 等[39]揭示了由于纳米多孔介质的界
面效应 (又称为活化解吸现象), 阻碍了在非均质界面处油气分子的采收. 他们
进一步强调需要研究二氧化碳压裂过程中页岩的膨胀效应, 因为这可能会降低
储层的渗透率, 进而影响油气的采收率以及二氧化碳的地质封存.

图 5.1 使用无水 CO2 压裂技术从页岩储层中采收油气过程中, sCO2 (绿色) 与页岩储层
的多尺度作用示意图. 首先, sCO2 在页岩储层 (棕色) 中压裂形成裂缝网络 (黑树), 随后
流入到微裂纹和纳米孔隙中, 驱替吸附的油气分子 (橙色和蓝色). 最后, 由于其对页岩的
较好的亲和力, CO2 吸附并扩散到孔隙和基质 (黑色和灰色) 中. 当井的寿命结束时, 二氧
化碳被封存于地下, 并平衡地层压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减缓全球变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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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1 Hydrocarbon recovery from shale formations using waterless CO2-fracking.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a multiscale interaction of sCO2 (green) with nanoporous shale.
First it creates a fracture network (black trees) in the shale formations (brown), which is
better than water does. And then it flows into the microcracks and nanopores, displaces the
oil and gas molecules (orange and blue) that stick to the shale. At last it adsorbs and diffuses
in the pores and shale matrix (black and grey) due to its affinity for shale. When the well life
ends, CO2 is sealed up underground, which will balance the formation pressure, cut down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reduce global warming.

目前, 学界和工业界对于二氧化碳压裂过程中超临界 CO2 如何与页岩储层
相互作用的认识和理解还远远不够. 从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 由于页岩储层复杂
性, CO2 对岩石的影响仍然存在较大争议. 一方面, 当 CO2 吸附到多孔介质上
时, 它会降低吸附剂的表面能, 导致称为膨胀现象的体积变化 [190, 191], 这已经被
超临界 CO2 导致煤和页岩的膨胀实验所证实[192-195]. 显然, 如果体相发生膨胀,
其本质应归因于微观结构的膨胀, 这必然导致孔隙的阻塞. 已有实验表明, 页岩
暴露于超临界 CO2 环境中后其孔体积变小. 然而, Hanrahan 等人发现超临界
CO2 会导致二氧化硅介孔孔隙的发生膨胀 [196], Jiang 等人也观察到在超临界
CO2 处理后页岩的孔隙度有一定的增加[197].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 目前对于超
临界 CO2 与页岩的相互作用的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
本章主要开展页岩储层纳米孔隙与超临界 CO2 相互作用机理研究, 发现超
临界 CO2 吸附后页岩的总孔容积减少了约 20%, 其中孔径在 0.85~2.0 nm 范围
内的孔隙下降最多, 高达 60%. 此外, 比表面积减少了约 36%. 揭示了纳米孔
隙的减少是由超临界 CO2–水–矿物质相互作用引起的纳米孔隙阻塞的结果. 页
岩是一种本质上复杂的材料, 在高压和高温的地质条件下, 超临界 CO2 与矿物
质或有机物发生反应, 对岩石造成了不可逆的地球化学和组织结构的变化, 从而
影响纳米孔隙的结构及其分布. 以上结论由低温氮吸附实验、SEM-EDS 和 XPS
等实验结果所证实.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页岩在吸附超临界 CO2 后的强度会降
低, 而延性提高. 组织结构和力学的变化是由超临界 CO2 的物理吸附、缔合化
学吸附和解离化学吸附造成的.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 总孔容积和比表面积的等孔
隙参数的变化规律是评估超临界 CO2 压裂开采页岩油气效率的基础, 同时也是
评估页岩储层中 CO2 封存潜力的基础.
5.2 实验方法与材料
5.2.1 样品制备
与上一章一样, 本章亦选择松辽盆地 (中国东北部) 富有机质的页岩样品作
为典型样品开展研究. 将页岩样品粉碎至 50 目 (0.300 mm) 以增加作用面, 并在
65 °C 下脱气 6 小时以除去页岩中已吸附的气体, 然后将页岩颗粒样品均匀分成
8 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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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索页岩与超临界 CO2 的相互作用, 本文设计并加工了超临界流体平
台和页岩样品管, 可以为页岩颗粒样品提供高于 CO2 临界值的稳定压力和温度
的超临界吸附环境, 实验装置如图 5.2 所示.

图 5.2 超临界流体平台. 在实验中, 首先用 CO2 充满样品管, 以排出管内空气. 然后将
页岩颗粒样品放入管中, 将管密闭后浸入水浴中. 最后, 调节减压阀以提供所需压力并将水
浴升温至目标温度.
Figure 5.2 The supercritical fluid platform which provides stable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conditions. In the experiments, the sample cell was first filled with CO2. After
that a shale sample was placed into the cell. The cell was then sealed and immersion into the
waterbath. Finally, the reducing valve is adjusted to provide a required pressure and the
waterbath to a target temperature.

页岩样品的超临界 CO2 吸附实验过程如下:
(1) 将样品管充满 CO2, 以排出管内空气;
(2) 将 1 份页岩颗粒样品放入到样品管中, 并将之密闭到超临界流体平台管路;
(3) 调节超临界流体平台的减压阀以达到设定气体压力;
(4) 将样品管浸入水浴, 调整水浴温度以达到设定温度;
(5) 待页岩吸附超临界 CO2 预定的时间后, 关闭气阀, 将页岩样品取出待测;
(6) 改变预定吸附时间, 重复以上步骤, 直到 7 份页岩颗粒样品全部实验完毕.
在本研究中, 考虑到页岩样品的实际地质条件, 将压力设定为 11 MPa, 温
度为 323.15 K (50 °C), 此时样品管内的 CO2 已经处于超临界态, 如图 5.3 所示
CO2 相图. 7 个不同的预定吸附时间为 0.5、2、4、6、10、16.5、22 小时. 综上,
包括未放入样品管的页岩样品在内 (0 小时), 一共获得了 8 个不同吸附时间的
页岩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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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CO2 温度–压力相图. 图中红点 (323.15 K, 11 MPa) 是本研究的实验的条件.
Figure 5.3 Pressure-temperature phase diagram of CO2. The red point (323.15 K, 11 MPa)
marked in the figure is the condition of the experiments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5.2.2 低温氮吸附测量
采用低温吸附方法, 测试了以上 8 个页岩样品的吸附等温线. 实验在比表
面积与孔隙率仪 (ASAP 2020 PLUS; Micromeritics, US) 上进行用, 所用的分析气
体为氮气. 为了除去吸附在孔隙中的气体, 需预先先将所有样品进行脱气, 脱气
条件为在 65 °C 下抽真空直至样品的质量保持不变. 经预实验, 抽真空和加热 6
小时可保证排出样品中所有吸附的气体. 将样品管浸入到液氮中 (77 K) 以提供
0.01~0.998 的相对压力测试范围, 每个样品测试三次, 以得到页岩样品的吸附等
温线.
5.2.3 SEM–EDS 表征
为了观察超临界 CO2 吸附后页岩表面和孔隙的形态变化, 使用配备有 EDS
(Oxford Instruments, UK) 的场发射 SEM (FESEM, G300; Carl Zeiss, Germany) 表
征各页岩样品吸附 CO2 后的表面形貌和孔隙形态. FESEM 的分辨率可以达到
纳米量级, 因此可对页岩样品的矿物结构和孔隙形态进行直观的观察. 由于页岩
表面不导电, 因此在扫描观察之前先对样品用铂 (Pt) 溅射 30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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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XPS 分析
为了研究页岩样品在吸附超临界 CO2 后其矿物组分及含量的变化, 采用
XPS 分析了以上 8 个页岩样品, 并通过分峰拟合定量分析了每种矿物质的含量.
在 进 行 XPS 实 验 前 需 先 使 用 压 片 机 将 页 岩 样 品 压 成 薄 片 , 然 后 在 XPS
(ESCALAB 250Xi;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US) 测试仪上测得所有页岩样品的
XPS 谱图. 具体实验参数为: Al Ka (1486.6Ev) 激发源, 扫描 Ar+ 枪, 测试面积
为 8×8mm2, 溅射速率为 4 nm/min, 能量为 15 kV, 发射电流为 10 mA. 最后, 通
过 XPSPEAK 4.1 软件分析 XPS 谱图, 定量分析 O、C、Mg、Si、Al、Fe、Ca、
K 等元素的官能团.
5.3 实验结果
5.3.1 氮吸附–解吸等温线特征
图 5.4 为所有页岩样品的低温氮吸附–解吸等温线. 根据 IUPAC 的吸附等
温线类型和滞后环分类, 所有的吸附等温线均为 IV 型, 吸附滞后环为 H3 型,
表明页岩样品中的孔隙结构形状主要为平行板状和狭缝状[119].
在吸附初期 (p/p0 ≤ 0.4), 所有吸附等温线均缓慢地上升, 并且呈现向上凸起
的形状, 表明从单分子层吸附转变为多分子层吸附. 其后, 在中等相对压力 (0.4
< p/p0 ≤ 0.8) 下, 等温线随着相对压力 p/p0 的增加而缓慢增加, 这是多分子层吸
附过程. 在高压 (0.8 < p/p0 ≤ 1) 下, 吸附量急剧增加且没有任何限制, 表明页岩
样品中包含的宏孔由于毛细凝聚而被填充. 毛细凝聚和凝聚液蒸发的对应的相
对压力不同, 当 p/p0 < 0.5 时, 等温线出现滞后环, 解吸分支位于吸附分支之上.
吸附和解吸分支的下部闭合点发生在相对压力约为 ~0.42. 对于未经超临界
CO2 处理的原始页岩样品, 可以观察到低压区吸附滞后, 其延伸至吸附等温线
的最低压力处, 原因可能是微孔中的不可逆气体吸收——微孔直接与吸附质分
子直径大小相当.
5.3.2 氮 BET 比表面积分析
为了研究各页岩样品的比表面积的变化, 采用第二章介绍的 BET 理论对
上一小节中的吸附等温线进行处理. 对于介孔材料, 在 0.05~0.3 的相对压力下
BET 表面积的计算是最合理的且是线性相关的, 绘制该相对压力区间的 BET
图如图 5.5 (a) 所示, 其中各直线的斜率和截距可用于计算 BET 表面积. 图 5 (b)
为计算得到的各页岩样品的 BET 比表面积 AS 随超临界 CO2 吸附时间 t 的
变化: 随着吸附时间的增加, AS 其明显降低, 且与吸附时间近似呈负线性关系:
AS ~-t. 应注意的是, 吸附 6 小时后的 AS 值与拟合直线的偏差较大, 在本研究
中该点被忽略了, 但在未来可能值得进一步研究. 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页岩样品
吸附了超临界 CO2 22 小时后, 其比表面积降低了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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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吸附不同时长的超临界 CO2 后页岩样品的氮吸附-解吸等温线: (a) 初始样品; (b)
0.5 小时; (c) 2 小时; (d) 4 小时; (e) 6 小时; (f) 10 小时; (g) 16.5 小时; (h) 22 小时. 实验中氮
气的饱和蒸气压 (p0) 为 77.5 kPa @ 77 K.
Figure 5.4 Nitrogen adsorption-desorption isotherms of shale samples after different
adsorption time of sCO2: (a) 0 h; (b) 0.5 h; (c) 2 h; (d) 4 h; (e) 6 h; (f) 10 h; (g) 16.5 h; (h) 22
h. The saturated vapor pressure (p0) is 103.5 kPa @ 77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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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比表面积随超临界 CO2 吸附时长的变化. (a) 相对压力为 0.05~0.3 区间的 BET
图, 直线线性拟合度高, 斜率随吸附时间的增加而上升. (b) 根据 (a) 计算的 BET 比表面
积. 吸附 22 小时后, 样品的 BET 比表面积降低了 36%.
Figure 5.5 The specific surface area varies with the adsorption time of sCO2. (a) BET plot
at a relative pressure of 0.05–0.3. With increasing the adsorption time, the slope went up. (b)
The calculated BET surface area. It decreased with adsorption time. After 22 h of sCO2
adsorption, the SSA decreased by up to 36%.

5.3.3 孔径分析
采用第二章介绍的 Barrett–Joyner–Halenda 方法处理所测定的 8 个样品的
吸附等温线, 选择吸附分支进行分析得到各样品的孔径分布如图 6 (a) 所示. 从
图中可以看出, 页岩样品的孔径的主要分布在 0.85~150 nm 范围内. 随着页岩
样品吸附超临界 CO2 时间的增加, 其总孔容积发生振荡, 总体呈减小趋势. 对
孔径分布进行积分得到累计总孔容积如图 5.6 (b) 所示. 22 小时后, 总孔容积减
少了 ~20%. 特别地, 在 0.85~2.0 nm 范围内的纳米孔隙的孔容积减小高达 60%,
与总孔容积的减小趋势一致. 图 5.6 (b) 未显示出孔容积的下降趋势, 这时候因
为吸附时间过于密集, 相邻两点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些随机误差. 如果将时间间隔
放大, 则下降趋势就很变得很明显了, 如图 5.6 (c)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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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孔径分布及累积总孔容积统计. (a) 孔径分布图: 随着超临界 CO2 吸附时间的增
加, 孔径减小. (b) 在 0.85~2.0 nm (绿松石) 范围内孔隙的累积孔容积和总孔容积 (红色)
的变化. 吸附超临界 CO2 小时后, 前者降低了 60%, 后者降低了 20%. (c) 从长间隔吸附
时间看孔容积变化趋势.
Figure 5.6 Statistics of pore size and volume. (a) Pore size distribution of the eight shale
samples. As the adsorption time of sCO2 increases, the pore volume decreases, especially in
the range of 0.85–2.0 nm. (b, c) The cumulative pore volume in the range of 0.85–2.0 nm
(turquoise) and the total pore volume (red) vary with the adsorption time. After 22 h
adsorption of sCO2, the former decreased by up to 60% and the latter decreased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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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形貌特征
图 5.7 (a) 为电镜下观察到的典型页岩颗粒, 其具有显著的沉积岩结构特征,
颗粒表面具有丰富的孔隙结构, 呈片状或碎屑状的有机物、黏土 (主要是伊利石
和绿泥石) 、石英、长石、碳酸盐岩 (方解石和白云石) 和黄铁矿等形成了致密
的分层形态. 图 5.7 (b)、(c) 分别为 (a) 图初级矿物孔的放大图及其 EDS 图.
观察可见, 孔隙形状并不规则, 在孔壁上覆盖着兰花状方解石. 其 EDS 结果表
明, 页岩的主要元素为 O、C、Mg、Si、Al、Fe、Ca 和 K, 其中 C (30.4%) 和
O (44.3%) 含量最为丰富, 表明 该页岩富含有机质. 图 5.7 (d) 为页岩样品中的
一些狭缝状纳米孔隙 (约 6 nm 宽), 其主要散布于有机质中.

图 5.7 页岩颗粒的 SEM-EDS 显微图. (a) 具有致密和分层的结构的典型页岩颗粒. (b)
为 (a) 中矿物孔的放大图, 孔壁中生长有兰花状方解石. (c) 为 (b) 中所示区域的 EDS 谱
图, 可见页岩的主要元素为 O、C、Mg、Si、Al、Fe、Ca 和 K. (d) 分散于有机质中的狭
缝状纳米孔隙. (e)、(f) 分别为未吸附超临界 CO2 及吸附 22 小时后的页岩颗粒典型区域.
可以发现, 吸附超临界 CO2 后, 有许多纳米孔隙被阻塞了, 而有些孔则是新产生的.
Figure 5.7 SEM-EDS micrographics of shale particles. (a) A typical shale particle with
cemented, flaky and pore-rich matters forms a dense and layered morphology. (b) A close-up
view of a primary mineral pore in (a). Lanciform calcite cover in the pore wall. (c) EDS
spectrum of the region shown in (b). The main elements of the shale were O, C, Mg, Si, Al,
Fe, Ca, and K. (d) Narrow, slit-shaped open nanopores scattered in the organic matters. (e)
and (f) Region of a shale particle before and after 22 h adsorption of sCO2. Many nanopores
were blocking, while some were newly opened.

图 5.7 (e) 和 (f) 分别是吸附 22 小时超临界 CO2 之前和之后的页岩颗粒
的典型区域. 图 5.7 (e) 中的插入图为其 EDS 谱图, 可看出该区域中 C 元素的
含量非常高 (~70%). 值得注意的是, 图 5.7 (e) 中含有丰富的有机微孔, 但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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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都在吸附超临界 CO2 后消失了, 这与通过氮吸附测量的孔体积减少结果一致.
此外, 还出现了一些特定的较大的中孔, 颗粒表面的形态也变得更加粗糙.
5.3.5 组分变化
图 5.8 (a) 和 (b) 为各吸附不同时长超临界 CO2 后页岩样品的
XPS 谱图及所计算得到的各样品组分统计. 从图中可见, Si 元素主要赋
存于长石 (NaAlSi3O8、KAlSi3O8)、石英 (SiO2) 和/或偏硅酸盐 (SiO32-, 如
硅灰石) 等矿物质中. 随着超临界 CO2 吸附时间的增加, 长石的含量经
历了减少→增加→减少→增加历程, 这与石英 (或偏硅酸盐) 含量的变化
正好完全相反, 表明这两种矿物在超临界 CO2 吸附过程中进行了相互转
化. Mg 元素主要赋存于氧化镁 (MgO) 和菱镁矿 (MgCO3). 前者的变化
趋势与长石类似, 后者则经历了增加→减少的过程. 页岩中的钙含量较低,
主要赋存于生石灰 (CaO) 和方解石 (CaCO3) 中. 前者的含量几乎为零,
后者约为 ~15%, 其含量的变化与菱镁矿相似.

图 5.8

(a) 吸附不同时长超临界 CO2 后 8 个页岩样本的 XPS 谱图. (b)页岩样品的组分
变化.

Figure 5.8 (a) XPS survey spectra of the eight shale samples after different adsorption time
of sCO2. (b) The Content of compositions varies with adsorption time.

5.4 讨论
综合上述实验结果, 发现页岩储层纳米孔隙在吸附超临界 CO2 后, 其 BET
比表面积及总孔容积均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减小, 在此过程中各矿物质的含量也
发生了变化. 这些变化可以从三个因素进行解释: 物理吸附、缔合化学吸附和解
离化学吸附, 如图 5.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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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因素是有机孔隙的超临界 CO2 物理吸附阻塞, 如图 5.9 (b) 所示. 在
页岩基质中, CO2 分子最有可能吸附到有机孔隙中原油气分子的吸附位. 油气分
子的解吸和 CO2 的吸附将导致页岩表面能的变化, 进而使页岩发生膨胀. Pan
和 Connell 提出了描述吸附和应变平衡下由吸附诱导的煤膨胀的理论模型. 该
模型考虑了煤密度、孔隙率、弹性模量和泊松比,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描述页岩体
的膨胀现象. 然而, 实际页岩中的有机孔隙更复杂. 页岩中的生烃有机物主要为
干酪根, 是一种超弹性的交联聚合物, 具有丰富的纳米孔隙, 孔径在几埃至几微
米范围. 在超临界 CO2 吸附的过程中, CO2 在浓度梯度的驱动下扩散到聚合物
中, 这将导致大分子结构的交联度降低. 此时聚合物–CO2 体系的相行为可以由
Panayiotou–Vera 状态方程进行描述[198]:
(5.1)
式中

分别为无量纲压力、温度和体积; Z 是有限配位数; q 是有效链长;

r 是分子占据的晶格位置且

; θ 为分子链占据的晶格位置的

表面积分数.
干酪根-超临界 CO2 体系的相变将导致干酪根结构发生调整、膨胀, 这将促
使其占据内部原有的孔隙体积. 在这种情况下, 微孔可能会被阻塞, 导致总孔容
积尤其是孔径分布在微孔范围内的孔容积迅速减小.
第二个因素是超临界 CO2 在矿物表面或孔隙处发生缔合化学吸附, 导致纳
米孔隙阻塞. 在临界压力和临界温度上, CO2 和 H2O—尽管很少—可能与页岩
矿物的微小碎片反应并形成新产物, 如图 5.9 (c) 所示. 由 XPS 实验结果知,
在吸附超临界 CO2 后, 长石经历了减少—增加—减少—增加的过程. 则该过程
可能涉及的反应是:
NaAlSi3O8 + CO2 +H2O ⇋ NaAl (CO3)(OH)2 + 3SiO2
(5.2)
其中 NaAlSi3O8、NaAl (CO3)(OH)2 和 SiO2 为固体; CO2 是超临界态, H2O 为气
体或液体.
对于其他可能的缔合化学吸附包括:
MgO + CO2 → MgCO3
(5.3)
Mg(OH)2 + CO2 → MgCO3 + H2O
(5.4)
Ca(OH)2 + CO2 → CaCO3 + H2O
(5.5)
所有这些反应都是多种流体和固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 虽然它们也
可能是可逆的, 但同样会对页岩中矿物的迁移、孔隙存在和元素赋存状态产生重
大影响. 如图 5.9 (c) 所示, 新生成物可能覆盖于岩石表面和孔隙壁, 这将导致
纳米孔隙尤其是微孔发生堵塞.
最后的因素是二氧化碳生成物在矿物表面或孔隙中的解离化学吸附. 当注
入超临界 CO2 时, CO2 与水分子结合生成碳酸 H2CO3: CO2 + H2O ⇋ H2CO3. 当
碳酸吸附到页岩表面时, 它将解离成 H+ 和 HCO3-. 在弱酸环境下, 岩石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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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超临界 CO2 在页岩储层中的物理吸附、缔合化学吸附和解离化学吸附. (a) 干酪
根和矿物纳米孔隙吸附 CO2 示意图. (b) 物理吸附: CO2 分子吸附到原油气分子的吸附位
上, 并扩散到有机质聚合物中, 导致溶胀现象并阻塞纳米孔隙. (c) CO2 的缔合化学吸附.
CO2 和 H2O 可能与页岩中微小的矿物碎片发生反应形成新产物, 这也可能阻塞纳米孔并
使表面变得更粗糙. (d) 游离化学吸附. 二氧化碳与水结合, 然后在页岩表面解离 H+, 溶解
岩石中的某些矿物质并产生新的纳米孔.
Figure 5.9 Physisorption, associative chemisorption, and dissociative chemisorption of
sCO2 in shale matrix. (a) Illustration of a nanopore of kerogen and minerals in sCO2
environment. (b) Physisorption of CO2. The molecule adsorbs to the adsorption sites of oil
and gas, as well as diffused in the organic polymers, resulting in the swelling phenomenon
and blocking the nanopores. (c) Associative chemisorption of CO2. CO2 and H2O may react
with tiny fragments of minerals in shale to form new products, which may also block the
nanopore and make the surface rougher. (d) Dissociative chemisorption. CO2 bonds with
water and then dissociates H+ on the shale surface, which dissolves some certain minerals in
the rock and creates new nanop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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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矿物组分将被溶解和腐蚀, 如图 5.9 (d) 所示. 根据 XPS 实验结果, 该过程
可能涉及的反应是:
KAlSi3O8 + 4H2O + 4H+ → K+ + Al3 + + 3H4SiO4
(5.6)
+
+
3+
NaAlSi3O8 + 4H2O + 4H → Na + Al + 3H4SiO4
(5.7)
其中 NaAlSi3O8 和 KAlSi3O8 是长石的主要成分. 随着反应的进行将消耗大量
的 H+, 这将使碳酸的生成反应向右持续进行. 此外, 由于上述反应将消耗大量
H2O, 而页岩储层中仅含有微量的水分子, 这表明解离化学吸附的比前两个吸附
要弱得多.
矿物的溶蚀将对页岩产生两种主要影响: 腐蚀矿物质以产生新孔隙、以及在
页岩表面上再次生成并沉积二次矿物质. 对于前者, 当 CO2 连续吸附时, 页岩
中原先封闭或半封闭的纳米孔隙将可能被打开, 如图 5.9 (d) 所示. 而对于后者,
K+、Al3+ 和 Na+ 等离子将作为新生成的次生矿物提供离子源. 如上文关于缔合
化学吸附所讨论的, 次生矿物将覆盖于岩石表面和孔壁, 从而阻塞纳米孔隙. 结
合解离化学吸附的这两种效应, 孔容积将可以增加, 也可能减少, 并且页岩表面
将在该过程中变得粗糙, 这也可以解释页岩储层总孔容积随着超临界 CO2 吸附
时长而发生振荡的现象.

5.5 本章小结
本章研究结果表明, 在吸附超临界 CO2 后, 页岩的总孔容积减小高达 20%,
比表面积的减小高达 36%. 其中, 孔径在 0.85~2.0 nm 范围内的微孔的孔容积
减少最多, 高达 60%. 以上变化是超临界 CO2 与页岩的三种主要地球化学反应,
即物理吸附、缔合化学吸附和解离化学吸附造成的:
(1) 物理吸附. CO2 分子经过物理吸附到有机孔隙中并扩散到有机质的交联聚合
物中. 油气分子的解吸和 CO2 的吸附和扩散将导致页岩表面能的变化, 使
有机质结构发生调整、膨胀, 这将促使其占据内部原有的孔隙体积. 在这种
情况下, 页岩储层中的微孔可能会被阻塞, 导致总孔容积尤其是孔径分布在
微孔范围内的孔容积和比表面积迅速减小.
(2) 缔合化学吸附. 该吸附效应涉及矿物质与水及超临界 CO2 的反应, 对页岩
中矿物的迁移、孔隙存在和元素赋存状态产生重大影响. 新生成的矿物质将
分布与页岩表面或孔壁, 造成纳米孔隙堵塞.
(3) 解离化学吸附. 该吸附效应涉及 CO2 分子与水结合生成碳酸, 后者在页岩
表面解离生成 H+ 和 HCO3–. 在弱酸环境下, 岩石中的一些矿物组分将被
溶蚀. 矿物的溶蚀将对页岩产生两种主要影响: 腐蚀矿物质以产生新孔隙、
以及在页岩表面上再次生成并沉积二次矿物质. 对于前者, 当 CO2 连续吸
附时, 页岩中原先封闭或半封闭的纳米孔隙将可能被打开. 而对于后者, K+、
Al3+ 和 Na+ 等离子将作为新生成的次生矿物提供离子源, 次生矿物将覆盖
于岩石表面和孔壁, 从而阻塞纳米孔隙. 结合解离化学吸附的这两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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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容积将可以增加, 也可能减少, 并且页岩表面将在该过程中变得粗糙, 这
也可以解释页岩储层总孔容积随着超临界 CO2 吸附时长而发生振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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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6.1 全文总结
页岩储层纳米孔隙系统是经过漫长的地质历史演化形成的, 是页岩气的主
要赋存空间和运移通道. 明确页岩储层孔隙系统的孔隙结构及其动态演化等关
键信息是页岩气生成、储集、富集、成藏、解吸、驱替和运移等研究的基础和前
提, 也是限制我国页岩气高效开发的工程科学基本难题之一. 由于页岩储层中的
有机质与矿物质复杂多变, 使孔隙度和孔径分布的表征变得十分困难. 同时, 对
于储层孔隙系统中的流体赋存状态及相平衡, 目前缺乏相应的实验手段, 导致页
岩气吸附和驱替实验研究乏力. 此外, 页岩储层孔隙系统所处空间十分复杂, 长
期受到构造应力、高温、高压及开采压等复杂环境的影响, 其纳米孔隙将发生动
态演化, 进而影响页岩油气的赋存和开发.
本文结合国家对能源领域的重大需求, 围绕页岩气开发中的工程科学基本
难题, 以实验研究为主线, 采用联合采用多种先进实验技术, 系统地研究了页岩
储层孔隙系统的多尺度特征、微观储集空间中流体的相平衡、纳米孔隙的力学–
化学演化等三方面内容. 期望通过本文的工作, 可以加深对页岩储层孔隙系统及
其动态演化规律的认识, 揭示其中的机理.
本文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页岩储层孔隙系统的多尺度特征
联合采用多种先进实验技术手段, 系统地厘清了页岩储层纳米孔隙的多尺
度特征, 发现页岩储层中纳米孔隙主要为呈不规则圆形、狭缝形的有机孔隙, 其
孔径呈不对称双优势峰分布, 以 1~100 nm 的孔径为主, 占总孔容积的 97%. 页
岩储层中矿物质和有机质的三维分布较为均匀; 孔喉直径小、连续性低、连通性
差, 整体呈孤立状.
(2) 微观储集空间中流体的相平衡
首先, 发展了用于观测储层储集空间流体运动的实验方法, 揭示了页岩储层
中气体随压力变化的赋存状态和相平衡规律: 页岩储集空间中吸附态、游离态甲
烷均随气体压力增加而增加; 在较低气体压力下, 吸附态甲烷含量大于游离态的
含量; 随着气体压力的上升、吸附位逐渐饱和, 游离态甲烷的增长速率大于吸附
态, 最终其含量超过吸附态甲烷.
其次, 阐明了页岩储层流体渗吸的动态过程和主导效应: 在渗吸初期, 流体
的运动主要由孔隙的毛细作用驱动, 为自发渗吸; 随着岩心的流体饱和度逐渐增
加, 自发渗吸逐渐消失, 岩心端面的注入压力开始起主导作用, 流体运动逐渐达
到平衡状态.
(3) 页岩储层纳米孔隙的力学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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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了力载荷作用下页岩样品比表面积的发展规律: 在小于 300 MPa 压片
载荷作用下, 页岩储层的氮 BET 比表面积随载荷增加而增加, 其原因是页岩颗
粒受压变形、破碎, 增加了表面积; 大于 300 MPa 压片载荷后, 页岩储层的氮
BET 比表面积随载荷的增加而减小, 主要原因是在相对大的载荷作用下, 页岩
颗粒发生胶结、形成致密组织, 孔隙体积被压缩, 发生阻塞.
厘清了力载荷作用下页岩储层孔隙系统的孔容积变化历程. 随着塑模压力
的增大, 总孔容积经历了减少→增加→持续减少三个阶段. 在 0~100 MPa 塑模
压力下, 样品的总孔容积减小了 ~10%, 其原因是在压片过程中, 颗粒间空隙减
小, 颗粒表面的孔结构也发生了阻塞. 在 100~200 MPa 塑模压力下, 孔容积又
增加至其初始状态, 这是由于在压片过程中页岩颗粒发生了破裂, 形成了新的裂
隙. 最后, 总孔容以近似呈线性减小, 到 700 MPa 塑模压力下, 样品的总孔容积
(残余孔容积) 相较于初始状态减小了约 ~30%.
分析了页岩储层在力载荷作用下分形维数的演化趋势. 页岩储层纳米孔隙
结构的分形维数在 2.527~2.562 之间, 经过塑模压片后的页岩样品相较于初始
未塑模后宏孔分形维数和介孔/微孔分形维数均有一定的增加, 表明页岩经过应
力作用后, 其孔隙表面变得更为复杂, 孔隙形状的不规则程度增加, 孔隙的连通
性也变得更差. 宏孔分形维数均大于介孔, 说明其表面相较于介孔和微孔表面更
粗糙、非均质性更强.
(4) 纳米孔隙的超临界吸附阻塞
厘清了页岩储层纳米孔隙在吸附超临界 CO2 后比表面积、总孔容积的变化
历程. 在吸附超临界 CO2 后, 页岩的总孔容积减小高达 20%, 其中孔径分布
0.85~2.0 nm 范围内的微孔孔容积减少最多, 高达 60%; 此外, 比表面积的减小
了近 36%.
阐明了页岩储层纳米孔隙的超临界 CO2 吸附阻塞机理. 纳米孔隙的阻塞主
由超临界 CO2 与页岩之间发生的三种主要地球化学反应, 即物理吸附、缔合化
学吸附和解离吸附造成的:
首先, CO2 分子经过物理吸附到有机孔隙中并扩散到有机质的交联聚合物
中. 油气分子的解吸和 CO2 的吸附和扩散将导致页岩表面能的变化, 使有机质
结构发生调整、膨胀, 这将促使其占据内部原有的孔隙体积. 在这种情况下, 页
岩储层中的微孔可能会被阻塞, 导致总孔容积尤其是孔径分布在微孔范围内的
孔容积和比表面积迅速减小.
其次, 缔合化学吸附涉及矿物质与水及超临界 CO2 的反应, 对页岩中矿物
的迁移、孔隙存在和元素赋存状态产生重大影响. 新生成的矿物质将分布与页岩
表面或孔壁, 造成纳米孔隙堵塞.
最后, 解离吸附涉及 CO2 分子与水结合生成碳酸, 后者在页岩表面解离生
成 H+ 和 HCO3–. 在弱酸环境下, 岩石中的一些矿物组分将被溶蚀. 矿物的溶
蚀将对页岩产生两种主要影响: 腐蚀矿物质以产生新孔隙、以及在页岩表面上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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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生成并沉积二次矿物质. 对于前者, 当 CO2 连续吸附时, 页岩中原先封闭或
半封闭的纳米孔隙将可能被打开. 而对于后者, K+、Al3+ 和 Na+ 等离子将作为新
生成的次生矿物提供离子源, 次生矿物将覆盖于岩石表面和孔壁, 从而阻塞纳米
孔隙. 结合解离化学吸附的这两种效应, 孔容积将可以增加, 也可能减少, 并且
页岩表面将在该过程中变得粗糙, 这也可以解释页岩储层总孔容积随着超临界
CO2 吸附时长而发生振荡的现象.
6.2 本文工作创新点
本文工作的主要创新点包括:
(1) 系统地厘清了页岩储层纳米孔隙的多尺度特征, 揭示了页岩储层微观储集空
间中流体随体系压力的赋存状态和相平衡规律, 阐明了页岩储层流体渗吸的
动态过程和主导效应.
(2) 阐明了力载荷作用下页岩储层孔隙系统比表面积的发展规律, 厘清了其孔容
积的变化历程, 分析了其分形维数的演化趋势.
(3) 厘清了页岩储层纳米孔隙在吸附超临界 CO2 后比表面积、总孔容积的变化
历程, 阐明了页岩储层纳米孔隙的超临界 CO2 吸附阻塞机理.
本文研究成果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认识页岩储层孔隙系统的多尺度特征、储集
空间中流体的相平衡及纳米孔隙的力学–化学动态演化机理, 为解决页岩气开发
中的工程科学基本难题提供了思路和依据, 为加速推进形成页岩气高效开发核
心技术、促进打破页岩气采收率低的桎梏提供新知识. 此外, 本文所阐明的纳米
孔隙的超临界 CO2 吸附阻塞机理, 不仅为超临界 CO2 压力技术的发展和完善
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为二氧化碳的地质封存技术提供了新理解.

6.3 今后工作展望
本文主要研究了页岩储层孔隙系统的多尺度特征、储集空间中流体相平衡以
及纳米孔隙的力学–化学阻塞机理三方面内容. 未来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开
展进一步研究工作:
(1) 关于纳米孔隙的力学阻塞机理需要进一步的理论研究. 需要建立相应的力学
模型, 分析应力对多尺度孔隙系统的阻塞机理, 阐明页岩样品在各阶段比表
面积、孔容积和分形维数的机制和效应. 此外, 采用超临界 CO2 开发非常规
油气时, 孔隙不仅受到超临界吸附的影响, 而且还受到超临界流体压裂储层
压强的影响, 是一个典型的化学–力学耦合问题, 有必要开展相关的研究, 以
厘清实际情况下纳米孔隙的化学–力学耦合演化.
(2) 关于页岩储层孔隙系统存在的纳米阻塞效应对气体生成、储集、富集、解吸、
驱替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 页岩储层的纳米孔隙阻塞必然影响孔隙中页岩
油气的赋存状态, 进而影响油气开采, 因此十分有必要开展纳米孔隙的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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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对储层中气体的生成、储集、富集、解吸、驱替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以利
于认识孔隙演化对油气开发全过程的影响.
(3) 关于压裂液对页岩储层孔隙系统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 目前仍然主要采用
水基压裂液对页岩气藏进行压裂开采. 压裂液中含有大量的水、几十种化学
药品, 这定然对储层的孔隙系统造成重要影响, 进而影响页岩油气的开发.
因此, 需要厘清不同压裂液及压裂时间等对页岩储层孔隙系统的影响, 并阐
明其中的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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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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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uang XF, Zhao YP. Characterization of pore structure, gas adsorption, and
spontaneous imbibition in shale gas reservoirs. 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7, 159: 197–204. (SCI, 国际石油工程领域第二, 力学所一类,
JCR Q1; 他引 19 次)
2. Huang XF, Zhao YP, Wang XH, Pan LS. Adsorption-induced pore blocking and its
mechanisms in nanoporous shale due to interactions with supercritical CO2. 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9, 178: 74–81. (期刊同上)
3. Huang XF, Dong HM, Liu ZW, Zhao YP. Probing micro-Newton forc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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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ang XH, Huang XF, Lin K and Zhao YP. The construction and pyrolysis of 3D
kerogen macromolecular models: Experiments and simulations. Global Challenges,
2019, 3: 1900006. (封面论文)
5. Gao MN, Huang XF, Zhao YP. Formation of wavy-ring crack pattern in d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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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引用两幅实验照片)

109

页岩储层纳米孔隙的力学–化学阻塞机理研究

6. Wang XH, Shen WH, Huang XF, Zang JL, Zhao YP. Estimating the thickness of
diffusive solid electrolyte interface. SCIENCE CHINA Physics, Mechanics &
Astronomy, 2017, 60: 064612. (SCI, SCI 他引 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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