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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氮对含水煤岩体增透作用的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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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研究液氮对含水煤岩的作用机制ꎬ利用自行研制的自增压式液氮冷浸装置对不同含水饱

和度煤样进行液氮冷浸试验ꎬ对比分析了液氮冷浸前后煤样渗透率变化规律和微观孔、裂隙发育情
况ꎬ并从理论角度解释了液氮冷浸对含水煤样的损伤机制ꎮ 结果表明ꎬ经液氮冷浸后ꎬ煤样渗透率随

含水饱和度的增大而增大ꎬ增加幅度成指数型增长且增加幅度在 ７０.６％ ~ １ ２５４.９％ꎻ在煤样饱水情况

下ꎬ液氮对煤岩的影响以水冰相变造成的体积膨胀为主ꎬ其微观结构破坏程度远高于干燥煤样ꎬ煤样
出现裂隙延伸、裂隙加宽等现象ꎬ增透效果更好ꎮ
关键词:煤层增透ꎻ煤岩ꎻ液氮冷浸ꎻ渗透率ꎻ水冰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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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ꎬ还极易引起瓦斯灾害ꎬ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财

言

产安全ꎮ 低渗透煤层取得良好抽采效果的关键在于

我国大部分煤层透气性较低ꎬ不仅阻碍煤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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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增透ꎬ为了提高煤层渗透性ꎬ国内学者一直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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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煤层卸压增透的技术方法ꎮ 煤层增透技术主要
有水力冲孔

[１－２]

第 ４６ 卷

煤炭科学技术
、水力割缝

[３]

、水力压裂

[４－５]

展了不同冻结温度( － ２０ ~ ２０ ℃ ) 和不同含水状态下

等ꎬ但是

的单轴、三轴压缩试验ꎬ分析了相关力学参数的变化

这些增透方法对实际工程运用有一定的局限性ꎮ 近

规律ꎬ得出了岩石的含水状态对岩石冻结强度影响
显著的结论ꎮ 文献[２１ － ２３] 对液氮冻融煤体的裂隙

年来ꎬ一些学者尝试用液氮等低温流体注入煤岩、砂
岩等物质ꎬ以达到冷裂岩体的目的 [６－８] ꎬ相比于水力

扩展规律进行了一系列试验和理论研究ꎬ结果表明ꎬ

压裂、水力冲孔等技术ꎬ液氮冷裂具有节约水资源、

冻融循环次数、液氮作用时间、煤的饱和度等对煤裂

对环境污染小等优势ꎬ能有效提高煤储层渗透性ꎬ已

隙扩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ꎬ液氮作用引起煤内温

经开始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ꎮ

度拉应力和应力集中ꎬ从而增透煤体ꎮ

对于煤岩在低温冻结条件下的损伤特性ꎬ国内

综上所述ꎬ液氮致裂增透煤岩的研究多是借鉴

外学者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相关研究ꎮ 文献[９] 研究

于寒区实际工程中的冻融损伤ꎬ使得多数学者致力

认为液氮的超低温作用会使岩石裂隙尖端产生超过

于研究液氮冷浸前后力学行为上的变化ꎬ仅有部分

其抗拉强度的温度拉应力ꎬ导致岩石裂隙面失稳扩

学者进行液氮冷浸煤岩前后的损伤研究ꎬ考虑的影

展ꎻ文献[１０] 结合热传导理论建立了液氮冷却煤层
的温度 － 变形 － 破坏 － 渗透率演化模型ꎬ并在 ＦＬＡＣ

响因素较多且较散ꎬ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ꎬ着重

后煤岩发生体积收缩ꎬ越靠近钻孔ꎬ温度梯度越大ꎬ

冷浸煤岩的增透机制提供依据ꎮ

产生 的 温 度 拉 应 力 越 大ꎬ 煤 岩 越 容 易 破 坏ꎻ 文 献
[１１ － １２] 分别进行了液氮溶浸煤致裂增透、液氮半

１

下利用 ｆｉｓｈ 函数方法给予实现ꎬ结果表明ꎬ液氮冷却

溶浸煤致裂增透的研究ꎬ通过电子显微镜、超声检测
分析仪等手段详细探讨了液氮冻结前后煤岩的内部
损伤ꎻ文献[１３] 经过试验研究ꎬ认为随着温度的降
低ꎬ岩石的抗压强度、抗拉强度以及断裂韧性有所增
加ꎬ但泊松比、比热容和膨胀系数降低ꎻ文献[１４] 对

考虑含水量对液氮冷浸煤岩损伤的影响ꎬ同时ꎬ利用
微细观手段进行煤岩微观结构的观察ꎬ以期为液氮

１.１

试验设备与方案
试验装置

在 ０. １ ＭＰａ 的 压 力 下ꎬ 液 氮 的 沸 点 为 － １９５. ８

℃ ꎬ为了对试样进行液氮冷浸处理ꎬ自行研制了自增
压式液氮冷浸试验装置( 图 １) ꎮ 对试样进行液氮冷
浸处理时ꎬ将煤样放入保温容器内并盖上压头ꎬ通过

微裂隙冻胀压力进行了初步研究ꎬ基于渗透理论、界

自增压液氮罐向保温容器内注入液氮ꎬ保证液氮冷

面力学和弹塑性力学推导了柱形裂隙的冻胀力解析

浸过程中煤样完全浸入液氮中ꎬ直至煤样完全淹没

解ꎻ文献[１５] 从理论解析的角度ꎬ论述当注入低温
气体时ꎬ会降低储层温度产生热应力ꎬ当温度拉应力

在液氮中开始计时ꎬ冷处理时间为 １ ｈꎮ

大于岩石的抗拉强度时ꎬ会促使岩石失稳破裂ꎮ
影响液氮增透煤岩效果的因素有很多ꎬ煤岩的
含水率是重要因素之一ꎮ 一般情况下ꎬ岩石含水量

越高ꎬ冻融影响效果越显著 [１６－１７] ꎮ 文献[１８] 利用核

磁共振( ＮＭＲ) 技术对液氮冻融前后的煤进行了试
验研究ꎬ试验结果表明ꎬ不同冻融循环次数、不同煤

种、不同含水率等冻融变量改变了岩石物理性质ꎬ改
变了煤的孔结构、孔隙度和渗透率ꎻ文献[１９] 研究

图１

Ｆｉｇ.１

自增压式液氮冷浸试验装置

Ｓｅｌ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ｉｎｇ ｌｉｑｕｉ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ｌｄ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

了砂岩在不同初始含水饱和度下的液氮冻结损伤机

笔者采用对比冷浸前后煤体渗透率的变化来表

制ꎬ试验结果表明岩石含水饱和度越大ꎬ损伤越严

征液氮冷浸前后煤体孔隙变化规律ꎬ试验所用渗透

重ꎬ其损伤形式主要是微孔隙的发育和扩展ꎬ并将冻

率测量装置为河南省瓦斯地质与瓦斯治理重点实验

造成挤压力ꎻ②水形成冰透镜体使岩石开裂ꎻ③部分

可以进行不同温度、不同轴压和不同围压下的瓦斯

结破坏分为 ３ 种形式:①水结冰体积膨胀对孔隙壁

室的三轴瓦斯渗流试验系统ꎬ如图 ２ 所示ꎮ 该装置

未结冰的水产生额外压力ꎻ文献[６] 认为裂隙中的

渗流试验ꎬ其围压范围 ０ ~ ５０ ＭＰａꎻ轴压范围为 ０ ~

水结冰造成体积膨胀产生冻胀力ꎬ导致煤体裂隙扩
展发育ꎻ文献[２０] 以红砂岩和页岩为研究对象ꎬ开
１４６

７０ ＭＰａꎻ孔隙气压范围为 ０ ~ １０ ＭＰａꎻ气体流量监测

范围 为 ０ ~ ５００ ｍＬ / ｍｉｎꎮ 试 验 加 载 气 体 为 纯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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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９９％的氮气ꎬ由精密压力传感器显示加载的气体
压力、轴压和围压ꎬ显示精度为 ０.００１ ＭＰａꎮ

１—煤样夹持装置ꎻ２—煤样ꎻ３—手动加压计量泵ꎻ４—高压气罐ꎻ
５—恒温器设备ꎻ６—气体质量流量计ꎻ７—真空泵ꎻ８—电脑ꎻ

９—三通阀ꎻ１０—减压阀ꎻ１１—精密压力表ꎻ１２—阀门ꎻ１３—温度传感器ꎻ
１４—位移传感器ꎻ１５—表圈

Ｆｉｇ.２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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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三轴瓦斯渗流试验系统

Ｔｒｉａｘｉａｌ ｇａｓ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煤样制备
试验所用煤样取自河南安阳主焦矿ꎮ 在实验室

中ꎬ利用岩心取钻机和岩心切磨机将原煤加工成若
干 ø５０ ｍｍ × ５０ ｍｍ 的圆柱体煤样ꎬ制备好的煤样如
图 ３ 所示ꎮ

饱和度ꎻｍ ｓ 为饱和水煤样的质量ꎮ

４) 重复步骤 １) —３) ꎬ可制备出不同含水饱和度

的煤样ꎮ

１.３

Ｆｉｇ.４

图４

饱和水装置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ａｔｉｅｔｙ ｄｅｖｉｃｅ

试验方案与步骤

为测试液氮对不同含水饱和度煤样渗透率的影
响ꎬ将制备的煤样按含水饱和度从小到大的顺序依
次进行标号ꎬ分别为 １、２、３、４、５、６ 号ꎮ 测试施加的
载荷 为 轴 压 １ ＭＰａꎬ 围 压 ２ ＭＰａꎬ 进 气 压 力 ０. ４５

ＭＰａꎮ 假设试验煤样为各向同性的均匀材料ꎬ煤中

瓦斯流动 符 合 达 西 定 律ꎬ 则 采 集 的 流 量 数 据 用 式
(１) 计算ꎮ

ｋ＝

０.２ｐ ０ μＬＱ

Ａ( Ｐ ２１ － Ｐ ２２ )

(１)

式中:ｋ 为煤样平均渗透率ꎬ１０ －１５ ｍ ２ ꎻ ｐ ０ 为 大 气 压

力ꎬ１０ ５ Ｐａꎻμ 为气体的动力黏度系数ꎬ１０ －６ Ｐａ ｓꎻ

Ｐ １ 、Ｐ ２ 分别为进气口、出气口压力ꎬＰａꎻＬ 为煤样长

Ｆｉｇ.３

图３

度ꎬｃｍꎻＱ 为气体渗透煤样的平均流量ꎬｃｍ ３ / ｓꎻＡ 为

试验煤样

Ｃｏ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试验所用不同含水饱和度煤样的制取过程为:

１) 将加工好的煤样放置于干燥箱中ꎬ设置干燥

箱温 度 ７０ ℃ ꎬ 烘 干 ４８ ｈ 以 上ꎬ 记 为 煤 样 的 干 质

煤样底面积ꎬｃｍ ２ ꎮ

具体试验 步 骤 为: ① 将 加 工 好 的 煤 样 干 燥 后

依次用三轴瓦斯渗流试验系统测定煤样的气体渗
透率ꎬ每个煤样测定 ３ 次ꎬ取平均值作为该煤样液

氮处理前的 渗 透 率ꎻ② 将 煤 样 进 行 不 同 含 水 饱 和

量 ｍｄ ꎮ

度的制备ꎬ制备过程如第 １.２ 节所述ꎻ③将制备好

处理ꎬ期间每隔 １２ ｈ 将煤样取出称重ꎬ直至煤样质

温容器内注 入 液 氮 进 行 液 氮 冷 浸 试 验ꎻ ④ 冷 处 理

２) 使用饱和水装置( 图 ４) 对煤样进行加压饱水

量不再增加ꎬ可认为煤样饱和ꎬ记录饱和水煤样的质
量 ｍｓ ꎮ

３) 将饱和水煤样放入干燥箱中ꎬ期间不断取出

称重ꎬ称重时间根据实际需要调整ꎬ直到达到目标干
燥质量后将煤样取出ꎬ立即放入密封袋中自然冷却

的不同含水 饱 和 度 的 煤 样 放 入 保 温 容 器 中ꎬ 向 保

结束后ꎬ待煤 样 恢 复 到 室 温 后 测 量 其 冷 处 理 后 的
渗透率ꎮ

２

试验结果分析
为探讨液氮冷浸对不同含水煤样的增透作用ꎬ

至室温备用ꎮ

自制不同含水饱和度的煤样进行液氮冷浸试验ꎬ对

目标干燥质量计算方法:预设含水饱和度分别
为 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１００％ꎬ则 ｍ ＝ Ｓ ０( ｍ ｓ －

比冷浸前后煤样渗透率变化用于表征煤体内部孔隙

ｍ ｄ ) ＋ ｍ ｄ ꎻ式中ꎬｍ 为目标干燥质量ꎻＳ ０ 为预设含水

结构的变化规律ꎮ 液氮冷浸后ꎬ１—６ 号煤样的渗透
率均有所增加且增加幅度随含水饱和度的增大而增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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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表 １) ꎬ增加幅度为 ７０.６％ ~ １ ２５４.９％ꎮ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有相当量的水在零下的温度仍未结冰ꎬ生长中的冰

液氮处理前后煤岩渗透率变化

Ｃｏａｌ ａｎｄ ｒｏｃｋ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ｌｉｑｕｉ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煤样编号
１

含水饱
和度 / ％

１.３６５ ３

２.３６９ ２

４０

１.３９１ ９

４.３８１ ３

２０

４

６０

５
６

液氮处理前 液氮处理后

０

２
３

渗透率 / １０ －１６ ｍ２

８０

１００

２.１３１ ５
０.８４９ ９
１.２８８ １

０.６２８ ８

渗透率
增幅 / ％
７０.６

４.８０２ ３

１２５.３

３.９５０ ３

３６４.８

９.９８７ ９

８.５１９ ６

第 ４６ 卷

２１５.２
６７５.４

１ ２５４.９

由渗透率试验结果可知ꎬ干燥煤样的渗透率增

幅最低ꎬ为 ７０.６％ꎬ而饱和煤样的渗透率增幅最高ꎬ
为干燥煤样的 １７ 倍左右ꎬ分析其原因可知ꎬ水在结

冰过程中约产生 ９％的体积膨胀ꎬ煤岩内部孔、裂隙
的水结冰过程中引起体积增加ꎬ由于周围煤岩体的

约束将导致冰压力的上升ꎬ进而引起煤岩的损伤ꎮ
形成较大的冰压力需要满足 ２ 个条件:①存在密闭

的含水空间ꎬ保证含水空间能提供足够的约束ꎻ②该

空间的初始含水饱和度大于 ９１％ꎮ 煤样含水饱和

度与渗透率增幅的关系并非线性变化ꎬ而是呈指数

型增长(图 ５)ꎬ因而ꎬ在不同的阶段内ꎬ液氮冷浸煤岩

影响机制及影响程度是不一的ꎬ在煤岩饱水情况下ꎬ
液氮对煤岩的影响以水冰相变造成的体积膨胀为主ꎻ
煤岩在不完全饱和情况下ꎬ一般来说ꎬ含水煤岩的最
外层最容易饱和ꎬ内部反而不容易被浸润ꎬ煤岩外围
最先结冰ꎬ冰的形成驱动未冻水向煤岩内部流动ꎬ随
着水结冰过程的进行ꎬ冰的生长对未冻水存在驱赶作
用ꎬ使得未冻水向煤样内部迁移ꎬ从而产生水压力ꎬ水
压力作用煤岩的表现形式也是体积膨胀ꎬ进而引起煤
岩的破坏ꎮ

晶体将上覆的煤岩颗粒移开ꎬ未冻水向冰进行迁移ꎬ
为冰透镜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ꎮ 文献[２４] 分析了
孔隙水在冻结过程中引起的岩石结构变化ꎬ对试样
各参数变化进行了定量分析ꎬ认为在 － ５ ~ － ２０ ℃ 内ꎬ
分凝冰机制引起裂隙的扩张ꎮ

液氮冷浸作用中ꎬ煤岩温度由室温下降至 － １９６

℃ ꎬ冷处理结束后ꎬ煤岩温度又逐渐恢复到室温ꎮ 此

过程中ꎬ温度的骤变及温度冲击作用在煤岩内部产
生较高的温度应力ꎬ温度应力造成煤岩内孔裂隙尖
端的应力集中ꎬ导致孔裂隙的扩容ꎮ
由以上分析可得ꎬ随含水饱和度的增加ꎬ煤岩增
透效果越好是冰水相变理论、静水压理论、分凝冰机
制、尖端应力等综合作用的结果ꎮ 干燥煤岩的损伤
机制较单一ꎬ以温度应力造成孔裂隙破坏为主ꎻ而随
着水分的引入ꎬ煤岩不仅存在温度应力造成的内部
结构损伤ꎬ更增加了水引起的破坏作用ꎬ含水饱和度
较低情况下ꎬ煤岩内部部分水分结冰ꎬ产生水压力ꎻ
煤岩饱和的情况下ꎬ孔裂隙内的水分完全结冰ꎬ体积
膨胀造成煤基质的收缩破坏ꎬ故含水饱和度越高ꎬ煤
岩增透效果越好ꎮ

３

液氮冷浸前后扫描电镜分析
由渗透率试验结果可知ꎬ煤样含水量越大ꎬ液氮

增透效果越好ꎬ为了探究液氮影响煤岩渗透率的形
式ꎬ笔者从微观角度进行了研究ꎬ由于篇幅有限ꎬ仅
分析干燥与饱水煤样进行液氮冷浸前后的扫描电镜
结果ꎮ 所用扫描电镜设备为 ＪＳＭ － ６３９０ＬＶꎬ其放大
倍数最高可达 ３００ ０００ꎮ

液氮冷浸前后煤粒表面扫描电镜结果如图 ６ 所

示ꎬ干燥与饱水煤样各取 ２ 个观测点进行分析ꎬ对于

干燥煤样( 图 ６ａ) ꎬ液氮冷浸作用导致煤样表面部分
煤粒剥落( 观测点 １、观测点 ２) ꎬ但煤样原有孔、裂

隙结构改变并不明显ꎬ对于饱水煤样( 图 ６ｂ) ꎬ煤样

表面出现了原生裂隙延伸( 观测点 ３) 、裂隙加宽( 观
测点 ４) 等现象ꎬ增加宽度约为 ５ μｍꎬ煤体结构破坏

较干燥煤样严重ꎬ可见ꎬ液氮冷浸作用下水分对煤岩
体的孔裂隙破坏尤为重要ꎮ
扫描电镜试验过程中ꎬ实际分别观察了不同煤
图５

Ｆｉｇ.５

液氮冷浸前后煤样渗透率增幅情况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ｌｉｑｕｉ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煤岩中的孔、裂隙水结冰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内ꎬ
１４８

样的十余个观测点ꎬ观察范围涉及较广ꎬ考虑一般位

置及裂隙发育等特殊位置ꎬ放大倍数在 ３０ ~ ３ ０００ꎬ

其中ꎬ大部分表面结构变化不明显ꎬ笔者仅对干燥及
饱水煤样分别列取 ２ 个、共计 ４ 个观测点ꎬ由试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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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６

图６

液氮冷浸前后煤样表面扫描电镜结果

ＳＥＭ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ｌｉｑｕｉ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果可直观得出ꎬ液氮对干燥及饱水煤样的微观破坏
形式、破坏程度不同ꎬ这与渗透率试验结果一致ꎮ
液氮冷浸过程中饱水煤岩内部水结冰过程属于

一级相变ꎬ伴随 ３ 个重要现象产生:①固液界面上结
晶潜热的释放ꎻ②固液界面上溶质的再分配ꎻ③热量

胀为 ６９６ ｍ ３ 的 ２１ ℃ 纯气态氮) ꎬ进而促进钻孔周围

煤体宏观裂隙和微观裂隙的扩展联通ꎬ增加煤层透
气性ꎬ提高抽采效果ꎮ

４

结

论

１) 通过自主设计并加工的保温容器作为液氮

的传输ꎮ 研究水冰相变过程时ꎬ以水冰相变过程中
的固液界面为分界线ꎬ在固液界面上固体与液体之

冷浸装置ꎬ对不同含水饱和度的焦煤进行冷浸处理ꎬ

间既有能量的交换也有物质的交换ꎬ随着凝固速度

煤样处理前后的渗透率试验结果表明ꎬ经液氮处理

的增加ꎬ其组织形态依次按照平面晶、胞晶、枝晶、细

后的煤样渗透率增加幅度随含水饱和度增加成指数

枝晶、细胞晶、绝对稳定平面晶的顺序发生改变ꎬ枝
晶间距随凝固速度的增加先逐渐增加ꎬ再逐渐减小ꎮ
水结冰 过 程 中ꎬ 从 平 面 晶 开 始 至 枝 晶 的 形 成

( 图 ７) ꎬ煤岩内的水从热力学非平衡态过渡到热力
学平衡态ꎬ固液相界面共存ꎬ孔裂隙内的水温逐渐上

型增长ꎬ增加幅度为 ７０.６％ ~ １ ２５４.９％ꎮ

２) 由液氮冷浸前后的扫描电镜观察可知ꎬ液氮

对饱水煤样的破坏程度远高于干燥煤样ꎬ水结冰体
积膨胀作用导致煤样出现裂隙延伸、裂隙加宽等现
象ꎬ使煤体渗透能力大幅度提高ꎮ

３) 经液氮冷浸煤岩损伤机制分析ꎬ在含水量较

升至凝固点ꎬ便随潜热的释放ꎻ此阶段之后相界面由
固相向液相推进直至整个水冰凝固过程的形成ꎬ并

低的情况下ꎬ水的冻结速度较缓慢ꎬ影响机制以静水

伴随体积的增加ꎮ

压理论与分凝冰理论为主ꎬ在煤岩饱水情况下ꎬ液氮
对煤岩的影响以水冰相变造成的体积膨胀为主ꎬ造
成对煤基质的损伤ꎮ

Ｆｉｇ.７

图７

凝固组织的形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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