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2018 年 2 月

油

勘

探

与

开

发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文章编号：1000-0747(2018)01-0119-09

Vol.45

No.1

119

DOI: 10.11698/PED.2018.01.12

页岩高压等温吸附曲线及气井生产动态特征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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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四川盆地长宁—威远地区龙马溪组页岩储集层样品，采用高压等温吸附仪开展高压等温吸附曲线测试，
运用自主研发页岩气流固耦合实验系统开展了单岩心对比和多岩心串联气井衰竭开发物理模拟实验；在总结吸附、
解吸规律基础上，建立了高压等温吸附模型，修正了含气量计算方法，明确吸附气动用规律。研究表明，页岩高
压条件下的等温吸附规律与常规低压下吸附规律不同，高压等温吸附曲线随压力变化存在最大过剩吸附量，对应
压力为临界解吸压力。高压等温吸附曲线可用于评价页岩吸附气量及吸附气动用程度；高压等温吸附模型能够拟
合和表征页岩高压等温吸附规律；修正后的含气量计算方法，可以更客观评估含气量与吸附气比例，是储量评估和
产量递减分析的理论基础；吸附气动用程度与压力密切相关，储集层压力低于临界解吸压力，吸附气才能有效动用；
气井生产过程中，近井地带压力下降幅度大，吸附气动用程度高，远离井筒，吸附气动用程度低或不动用。图 14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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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le high pressure isothermal adsorption curve and the production
dynamic experiments of gas well
DUAN Xianggang1, 2, HU Zhiming1, GAO Shusheng1, SHEN Rui1, LIU Huaxun1, CHANG Jin1, WANG Lin1, 2
(1. Petro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Langfang 065007, China; 2. Institute
of Porous Flow & Fluid Mechan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angfang 065007, China)
Abstract: The high pressure static adsorption curves of shale samples from Silurian Changning-Weiyuan Longmaxi Formation were
tested by using high pressure isothermal adsorption equipment. The physical modeling of depletion production was tested on single cores
and multi-core series by using self-developed shale gas flow solid coupling experiment system. The adsorption and desorption laws were
summarized and a high pressure isothermal adsorp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The calculation formula of gas content was corrected, and
the producing law of adsorption gas was determined. 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the isothermal adsorption law of the shale reservoir
under high pressure was different from the conventional low pressure. The high pressure isothermal adsorption curve had the maximum
value in excess adsorption with pressure change, and the corresponding pressure was the critical desorption pressure. The high pressure
isothermal curve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amount of adsorbed gas and the producing degree of adsorption gas. The high pressure
isothermal adsorption model can fit and characterize the high pressure isothermal adsorption law of shale. The modified gas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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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 method can evaluate the gas content and the proportion of adsorbed gas more objectively, and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reserve assessment and production decline analysis. The producing degree of adsorption ga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essure, only when
the reservoir pressure is lower than the critical desorption pressure, the adsorption gas can be produced effectively. In the process of gas
well production, the pressure drop in the near-well area is large, the producing degree of adsorption gas is high, the adsorption gas is low
in producing degree, or not produced at all, away from the wellbore.

Key words: shale; high pressure isothermal adsorption; excess adsorption; critical desorption pressure; shale gas; adsorption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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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实验设备

0 引言

等温吸附测试实验采用经典的容量法，设备为高
页岩储集层富含有机质，有机质中发育大量微纳

压气体等温吸附仪，最大工作压力为 69 MPa，其压力

米级孔隙，作为自生自储的非常规气藏，大量页岩气

传感器精度为最大量程的 0.05%，恒温油浴最高可达

以吸附态赋存于页岩孔隙中，其比例一般超过 40%，研

177 ℃，控制精度为 0.1 ℃。开发特征模拟实验采用

究页岩吸附规律对含气量计算、储量评估以及产量预

自主设计的页岩气衰竭开发物理模拟实验装置，可实

测具有重要意义 [1-2]。目前页岩等温吸附规律的研究多

现不同尺度、不同气体和不同岩心的页岩气流动物理

沿用煤层气的吸附理论，以室内等温吸附实验为主 [3-4]，

模拟实验。

测试压力一般在 6～15 MPa，远低于国内现阶段投入

1.3 实验方案

开发页岩储集层的压力 [5-8]（四川盆地长宁—威远地区

1.3.1 高压等温吸附测试实验

储集层温度 70～120 ℃，压力 30～60 MPa），低温低

实验装置见图 1，步骤为：①将 100 g 样品放入样

压下的测试方法和理论能否反映真实页岩储集层气体

品缸，检查气密性，利用基准缸精确测量实验系统的

的吸附/解吸规律值得商榷。国外研究 [9-12] 表明，页岩

自由空间体积（包括参照缸及连接管线空间体积、样

等温吸附曲线在高压下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

品缸剩余的自由空间及连接管线空间体积和页岩颗粒

与常规吸附规律有所不同，说明目前采用低压测试曲

间空隙），连续测量多次，直至误差小于 5%；②抽真空

线和 Langmuir 模型获得储集层条件的含气量存在一定

后关闭样品缸，向参照缸中充入一定压力的甲烷气体，

的局限性 [13-15] 。吸附气在含气量中所占比例很大，是

待压力平稳后打开样品缸阀门，连通两缸气体，达到

气井进入低产、稳产期后的重要气源，明确储集层条

压力平衡稳定后，记录平衡压力，计算测试吸附量：

件下的页岩气吸附/解吸规律，是制订页岩气开发规划

 pV
p1 Vc  Vs  
ntest  106  0 c 

Z
RT
Z1 RT 
 0

石油勘探与开发

和研究产量递减规律的基础。
页岩高压等温吸附方面的研究目前未形成统一的
机理认识，吸附/解吸规律不清，将导致含气量计算不
准、开发规划预测误差大。因此，采用高压等温吸附

（1）

③关闭样品缸，继续向参照缸充入气体，循环上述平
衡过程，直到完成全部实验。

仪器（最高测试压力 69 MPa），选取四川盆地长宁—
威远地区志留系龙马溪组页岩样品，开展储集层压力
条件下的等温吸附测试、吸附气的产出特征、吸附气
动用规律等实验，在此基础上建立等温吸附模型并修
正页岩含气量计算方法，探索页岩气高效开发的基础
理论。

1 实验设计
1.1 实验样品
实验样品选自四川盆地长宁—威远地区龙马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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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一段一亚段，基础参数见表 1。实验中将样品分成两
部分，一部分烘干后粉碎，筛选 0.15～0.25 mm（100～

60 目）页岩样品进行等温吸附测试，另一部分柱状样
品用于开发特征模拟实验。
表1

图1

容积法等温吸附曲线测试装置

1.3.2 页岩气开发特征模拟实验
实验装置见图 2，方案为：①采用同层位的柱状页

岩样品，干燥后放入驱替系统，饱和甲烷气体至原始
地层压力状态后，打开出口端模拟储集层条件下的衰

样品基础参数

地区

样品编号

取心层位

取样深度/m

总有机碳含量/%

长宁

N01 井 1 号
N03 井 2 号

龙一段一亚段
龙一段一亚段

2 516
2 391

4.60
4.20

威远

V02 井 1 号
V03 井 2 号
V04 井 3 号

龙一段一亚段
龙一段一亚段
龙一段一亚段

2 568
3 177
3 500

3.46
3.71
2.93

竭开发过程；②采用惰性气体氦气（忽略吸附作用）
开展比对实验，分析吸附作用对产气规律的影响；③
采用 5 块页岩样品串联的多测压点模拟实验，研究压
力传播距离与吸附气动用压力的关系，根据各测点压
力的变化，结合页岩物性参数和物质平衡方程研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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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没有直接的方法获取吸附相密度和吸附相体
积，容积法和重量法都是通过间接的手段获取过剩吸
附量。由（1）式可以看出，测试吸附量为游离气体的
减少量，在初始标定样品缸自由体积时，包括了吸附
空间和游离空间体积，随着吸附的进行，吸附分子逐
渐占据一部分自由体积，并随压力变化而变化，因此
吸附量计算需要在不同压力下进行自由体积修正，应
该减去吸附相体积，则测试绝对吸附量的计算式应为：
图2

 pV
p1 Vc  Vs  Va  
nabs  106  0 c 

Z1 RT
 Z 0 RT


页岩气开发特征模拟实验装置

气规律和吸附气产出比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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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相体积难以准确获取，目前的测试方法都不

2 高压等温吸附特征

进行体积修正，所获取的测试吸附量均为过剩吸附量，

2.1 吸附量的定义

剩吸附量 [18] 。综上所述，目前测试得到的吸附量均为

而不是绝对吸附量。同样，重量法测量得到的也是过

吸附是剩余力场使体相组分在相界面处富集的现

象，吸附量为界面层溶剂中所含溶质量与体相中相同
溶剂所含溶质量之差，也称之为过剩量

[16]

。以页岩吸

附甲烷气为例（见图 3），孔隙壁面存在吸附力场，吸
附层内的甲烷分子密度远大于远离壁面的游离空间的
甲烷密度，甲烷的过剩吸附量可表示为：





Gex  a  g Va

RZscTsc
Mm0 psc

过剩吸附量，而不是绝对吸附量，过剩吸附量与绝对
吸附量有如下关系：
Gex  Gabs  gVa

RZscTsc
Mm0 psc

（4）

需要明确的是，目前尚没有足够精确的测试技术
来获得绝对吸附量，通常采用假设吸附相密度或吸附

（2）

相体积计算绝对吸附量 [19-20]。
2.2 页岩高压等温吸附特征
从不同页岩样品在高压条件下的等温吸附曲线
（见图 4）可以看出，虽然样品都属于龙马溪组，但不
同地区、不同井的最大等温吸附量却存在一定的差异。
威远地区的最大过剩吸附量在 1.11～2.16 m3/t，长宁地
区两口井样品的最大过剩吸附量在 1.45～1.68 m3/t。在
低压阶段（小于 10 MPa），吸附量随着压力的增加而
快速上升，但是超过一定压力（12.0～18.5 MPa）之后，
吸附量随着压力的增加而降低。
如图 5 所示，实验结果（N03 井 2 号样品）与低

图3

压下的等温吸附曲线（Langmuir 模型拟合）的变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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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吸附甲烷分子示意图

律不同，高压条件下页岩等温吸附曲线不再是一条单

当压力较低时，游离相密度 ρg 较小，且远小于吸

调递增的曲线，而是存在最大过剩吸附量，其物理含

附相密度 ρa，因此 ρ gVa 项对吸附量的影响较小，一般

义为页岩的最大吸附能力，该值能够为评价不同地区

认为 ρaVa 即为页岩的吸附量。实际上根据 Gibbs 的定

吸附气量提供依据。最大过剩吸附量对应的压力为临

义

[17]

，ρaVa 为绝对吸附量，即吸附空间内所有的甲烷

气分子，而页岩吸附量为过剩吸附量，对于温度和压

界解吸压力，其物理意义为只有当系统压力小于临界
解吸压力时，吸附气才开始大量解吸。

力较高的页岩储集层，游离气处于超临界状态，游离

等温吸附曲线下降是页岩气在储集层高压条件下

相密度较大，如果忽略 ρgVa 会导致测试结果与页岩吸

的必然趋势，符合页岩气超临界吸附特征，其原因是

附量的差值很大。因此，必须区别高压和低压下吸附

测试曲线为过剩吸附量曲线，从定义和计算公式（2）

特征，才能更好地描述高压下页岩的等温吸附曲线。

可以看出，过剩吸附量是个相对量，而不是传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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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页岩等温吸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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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过剩吸附量在临界压力以上随着压

力的增加而降低并不表示页岩的吸附能力在降低，实
际上吸附空间内的绝对吸附量总是随着压力的增加而
增加，类似于图 5 中采用常规 Langmuir 绝对吸附量模

型拟合得到的吸附量变化曲线。在页岩高压吸附中，
由于游离分子所受作用力持续增加，导致游离气在吸
附空间的比例上升，表现为过剩的甲烷分子在减少，
因此测试过剩吸附量降低。

3 高压等温吸附模型
图5

最大过剩吸附量和临界解吸压力

上的绝对吸附量。吸附分子中主要存在岩石有机质和

过剩吸附量随着压力升高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
势，采用描述绝对吸附量的 Langmuir 模型及其他亚临

黏土矿物等固体分子对甲烷分子的色散力 [3]作用，当吸

界模型难以描述页岩的高压等温吸附规律 [20]。因此，

附进入高压阶段后（约大于 15 MPa），壁面吸附甲烷

需要建立新的模型，由（2）式和（4）式可知，过剩

分子的吸附力场随压力增加变化不大，吸附分子逐渐

吸附量和绝对吸附量有如下关系：

分子间作用力，随着压力增加，游离分子之间的作用

 g 
（5）
Gex  Gabs  1 

 a 
上式中需要假设吸附相的密度，不同学者分别以

力持续增加，使得游离相密度一直增加。当超过一定

液相密度 423 kg/m3、范德瓦尔斯密度 373 kg/m3 以及

压力之后，二者的密度差必然存在一个极值，因此过

临界密度作为吸附相密度来拟合过剩吸附量曲线[18,21]。

剩吸附量也必然在对应的压力上存在最大值。

虽然采用各种吸附相密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描述过剩

增加并达到饱和，在密度曲线上表现为吸附相密度在
高压下趋于平稳（见图 6）。而游离态分子仅受到气体

吸附量下降的变化趋势，但是存在的问题是，这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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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不同的压力阶段都采用同样的吸附相密度，而在
压力增加过程中吸附甲烷的体积不同，因此吸附相密
度是变化的，仅仅在吸附饱和以后吸附相密度才接近
一个定值，因此需要对此方法进行修正。
处于吸附态的分子具有一定体积，随着过剩吸附
量的增大，吸附态分子所占据的体积也会不断增大直
至吸附饱和。因此，可以假设吸附相体积近似等于吸
附相分子所占的总体积，而吸附相分子所占据的总体
积可由吸附量对应的分子个数与每个吸附分子所占据

图6

吸附相和游离相密度与压力关系曲线

的体积相乘得到，那么过剩吸附量与绝对吸附量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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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可由吸附相体积修正得到：

1
πd m 3
（8）
6
可以看出，修正关系式的关键在于确定吸附相分
Vmole 



103
Gex  Gabs  1  g
N AVmole 


M



（6）

采用 Langmuir 单层吸附模型描述页岩超临界条
件下的绝对吸附量，其拟合结果与超临界吸附特征
相符，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但是 Langmuir 模型中一
个最主要的假设条件是固体表面是均匀的，这与页
岩孔隙壁面的非均质性严重不符，故采用 Freundlich
等温吸附方程来修正固体表面的非均质性，获得 L-F
方程来描述绝对吸附量，进而可获得过剩吸附量模
型为：

子所占的特征直径。由于壁面对分子的作用力远大于气
体分子间作用力，而页岩吸附甲烷为单层吸附 [17]，因
此吸附分子的特征直径可视为与吸附层厚度相等。文
献[16,22]认为，单层分子的吸附厚度等于气体分子运
动直径，临界解吸压力以上吸附达到饱和，单层吸附
层的厚度在 0.5 nm 左右，Ambrose 等 [23]估算了给定温
度和压力下的页岩气体单层厚度，约为 0.7 nm。采用上
述模型对不同井的实验数据进行拟合（见图 7），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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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直径在 0.44～0.48 nm，与文献中给出的单层吸附


bp 
103
1
N AVmole 

 GL


g
n 

M
1  bp 

n

Gex

（7）

层厚度基本一致。拟合结果表明，采用高压吸附模型
可以很好拟合并预测高压等温吸附特征曲线，同时采

假设每个吸附相分子所占据的体积为球形体积，

用高压吸附模型可以预测地层条件下的过剩吸附量和
绝对吸附量，进而为含气量计算提供吸附气数据。

那么特征体积的计算式如下：

图7

过剩吸附量模型拟合结果

4 含气量计算方法修正
含气量的准确计算是页岩气储量评估及产能预测

分气体不同于吸附气，其密度与游离气密度一样），游
离气量计算仅考虑图 8 中游离相中的游离气体 [24]，公
式如下：

分析的基础，一般通过实验（取心现场解吸和实验室
Gfree 

等温吸附实验）和测井解释等方法获得。页岩气含气
量主要考虑吸附气和游离气（忽略溶解气），吸附气量

103  Sg

s B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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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Langmuir 模型计算，包括图 8 中吸附气和准吸附
气（其中准吸附气为吸附空间内的游离气体，该部

随着近两年研究的深入，逐渐认识到吸附态甲烷

占据一定的孔隙体积，需要对游离气体所占孔隙体积
进行修正，假设吸附气所占的孔隙度为 ϕs，游离气量

可修正为：

Gfree  103

 Sg  s
s Bg

（10）

目前方法的局限性在于，一是把测试的过剩吸附
量当作绝对吸附量，然后利用 Langmuir 公式外推得到
储集层温压下的绝对吸附量，这将对含气量的计算造
图8

含气量组成示意图

成很大误差。二是游离气量的计算需要估算吸附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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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孔隙体积，该体积只能通过计算获取，无法获得相
对准确值

[25]

。因此笔者结合过剩吸附量模型提出含气

量的计算方法。

min）氦气采气速度较快，大部分的气很快被采出，甲
烷初期采气速度明显低于氦气。这主要因为一方面甲
烷实验初期生产压力大于临界解吸压力，吸附气未被

根据图 8 及（4）式过剩吸附量与绝对吸附量关系，
可将含气量转换为过剩吸附气量和真实游离气量：
Gtotal

No.1

RZ scTsc
  gVp
 Gex
Mm0 psc

（11）

动用，主要产出游离气；另一方面孔隙内甲烷吸附层
占据了一部分流动通道，降低了气体流动能力。生产
进入后期（生产时间大于 1 900.6 min），随着生产时间
延长，压力逐步下降，出口端压力低于临界解吸压力，

由（11）式可知，只需测量过剩吸附量和有效孔

甲烷吸附气开始解吸成为供给气源，因而累产气量缓

隙体积就可以计算含气量，而不必考虑无法测量的绝

慢增加，而氦气由于没有解吸气补充，累产气量基本

对吸附量。

不再变化。

将利用高压吸附模型预测的储集层条件下的吸附

石油勘探与开发

气含量与 Langmuir 模型计算的结果对比（见表 2）可

知 ， 新 模 型 计 算 的 吸 附 气 量 比 Langmuir 模 型 低 了

21.18%～38.56%，这对含气量和储量计算的影响是不
可忽视的。
表2
地区

长宁

威远

储集层温压条件下不同模型吸附气量计算结果
吸附气量/（m3·t1)
Langmuir 模型

新模型

相对偏差/
%

N01 井 1 号

1.92

1.45

24.48

N03 井 2 号

1.70

1.34

21.18

V02 井 1 号

2.25

1.53

32.04

V03 井 2 号

2.68

1.84

31.33

V04 井 3 号

1.95

1.20

38.56

样品编号

5 气井生产动态特征
5.1 吸附气解吸生产动态对比实验
吸附气的有效动用是页岩气井生产后期稳产的保
证，在分析吸附气解吸规律时，常规等温吸附方法存
在两大难点：①难以准确判断临界解吸压力，②难以
确定最大解吸气量。因此，有必要开展页岩气井生产
动态模拟实验，结合高压等温吸附特征，研究吸附气
的动用规律。

图9

累计产气量对比曲线

从单位压差产气量指标看（见图 10），氦气因无吸
附/解吸作用，该指标在很长时间内保持在 4 mL/MPa
上下波动，变化幅度很小，生产进入末期（系统压力
小于约 4 MPa），因系统能量衰竭，该指标才迅速下降
直至停产。而甲烷在生产前期（系统压力大于约 15.8
MPa），系统压力高于临界解吸压力，单位压差产气量
随着压力的降低，缓慢上升；压力进一步下降，低于
临界解吸压力时，进入吸附气解吸供给阶段，部分吸
附气开始产出，压力下降越大，解吸气量越大，气源

版权所有

过剩吸附量特征曲线表明，当系统压力小于临界
解吸压力时，吸附气才开始大量解吸，且不同样品的
临界解吸压力不同，范围 12.0～18.5 MPa；当系统压

力大于临界解吸压力时，过剩吸附量随压力的增加而降

低。气藏降压开采过程中，地层压力高于临界解吸压力
时，吸附气基本不动用，气井主要产出游离气；地层压
力小于临界解吸压力时吸附气才会大量解吸并产出。
选取 N03 井 2 号样品，开展有吸附作用的甲烷与
无吸附作用的氦气衰竭开发对比实验，累计产气量对
比见图 9。分析可知，生产初期（生产时间小于 1 900.6

图 10

单位压降产气量对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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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越多，同时释放的流动通道越大，甲烷气体流动
能力越强，单位压降产气量明显上升，动用储量快速
增加。至生产末期，与氦气实验类似，因能量衰竭指
标迅速下降停产。
5.2 吸附气解吸范围实验
采用单岩心无法获取生产过程中不同泄气半径处
的压力分布数据，因而实验中采用 5 块岩心串联的方
式进行衰竭开发，获取压力剖面数据，分析吸附气的
动用程度与泄气半径的关系。
实验数据如图 11 所示，可以看出，初始产气速度
很高，但下降很快，47 min 后由初期的 107.6 mL/h 下

图 12

计算吸附气量、游离气量及累计产气量曲线

石油勘探与开发

降至 10 mL/h 以下，呈现典型的 L 型递减规律，随后

进入低产阶段，累计生产 650 h 后，产气速度仍为 1.5
mL/h。采用物质平衡方程，根据孔隙度、压力及高压
等温吸附数据计算得到的累产气量和实际产气量拟合
度很高，证实了新模型的可靠性。至生产后期计算累
产气量略高于实测累产气量，主要原因在于计算使用
的吸附气量为页岩粉碎颗粒的吸附气量，其值要高于
柱状页岩样品的吸附气量，生产后期吸附气的解吸供

附气产出比例分别达到了 14.4%和 22.5%（见图 14）；

2 号、3 号岩心的平均压力在实验期末才降至临界压力

以下，吸附气产出量很小，比例低于 5.0%；1 号岩心的
平均压力一直大于临界解吸压力，吸附气基本不产出。
这说明在气井生产过程中，近井地带压力下降快、幅
度大，远低于临界解吸压力，吸附气动用程度高；远离
井筒，压力下降程度小，吸附气动用程度低。因此，在
生产制度设计时要充分考虑这一因素，建议生产初期

给量略高。

图 11

15 MPa）以下，这两块岩心中的吸附气大量解吸，吸

串联岩心产气速度和累计产气量曲线
图 13

生产过程中不同位置岩心平均压力变化

计算不同压力阶段的游离气和吸附气量结果如图
12 所示。可以看出开发初期产出气主要为游离气，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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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产气量与平均视压力呈线性关系，这与常规气藏开
发规律一致，但由于临界解吸压力附近吸附气开始解
吸供给，累计产气量开始偏离游离气产量曲线，至实
验结束，吸附气量占累计总产气量的 15%。

将 5 块串联岩心按入口端至产气端方向编号，依
次为 1 号、2 号、3 号、4 号、5 号，这样便于单独分
析每块岩心的压力变化和吸附气采出量。
图 13 为不同位置的岩心生产过程中的压力变化，
可以看出，越接近出口端，岩心的平均压力越低。4
号和 5 号岩心的平均压力很快下降至临界解吸压力（约

图 14

生产过程中不同位置岩心吸附气产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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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虑压裂液返排、排水等，控压生产，尽可能降
低出砂、缝网闭合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随后放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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