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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探究煤系灰岩储层的孔隙结构ꎬ选取霍西煤田义棠矿 Ｆ７ 断层附近太原组中 Ｋ ２ 灰岩进行了

压汞测试ꎬ结合分形模型ꎬ定量化分析了孔隙结构的非均质性、分形维数与孔隙结构参数间的相互关
系ꎬ并与其他储层分形特征进行了对比ꎬ讨论了水文地质条件对煤系灰岩储层分形维数的影响ꎮ 结果
表明:样品孔隙主要以微米中孔为主ꎬ分形维数为 ２.６６６ ９ ~ ２.８４０ ３ꎬ平均为 ２.７６０ ８ꎬ介于煤层与砂岩

储层之间ꎬ与页岩储层分形维数值相近ꎻＦ７ 断层东北侧灰岩分形维数更高ꎬ非均质性更强ꎻ分形维数与

基质孔隙度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ꎬ而与孔容表现出负相关的关系ꎻ对于发育导水断层的煤系灰岩区ꎬ
分形维数会随着地下水的流向而增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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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迅速发展的态势 [１] ꎬ但煤系碳酸盐岩气藏尚鲜见报

言

近年来国内对碳酸盐岩气藏的勘探开发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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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ꎬ霍西煤田义棠矿太原组 Ｋ ２ 、Ｋ ３ 及 Ｋ ４ 三层灰岩含

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ꎬ矿上已开发利用ꎮ 由于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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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的微观非均质性是影响气藏开发特征与最终采

层目前的研究相对较少 [９－１０] ꎮ 灰岩储层非均质性

描述有着重要的意义ꎮ 由于灰岩储层在沉积的过程

用高压压汞及覆压孔渗试验结果ꎬ采用分形理论分

中会受到机械作用ꎬ化学作用及生物作用的共同控

析了灰岩储层孔隙的分形特征ꎬ探讨了分形维数差

收率的关键因素之一 [２] ꎬ因而对孔隙结构进行定量

制

[３]

ꎬ所以其复杂程度更高ꎮ 利用传统上的分选系

强ꎬ孔隙结构复杂多样ꎬ笔者选取义棠矿 Ｋ ２ 灰岩ꎬ利

异的原因ꎬ及水文地质条件对煤系灰岩储层孔隙分

数、微观均质系数和孔喉半径比等数理统计参数来

形特征的影响ꎮ

定量描述岩石的微观非均质性的结果往往并不尽如

１

人意 [４] ꎬ必须要从孔隙结构研究着手ꎬ才能合理定
量化地评价储层的微观非均质性 [５] ꎮ

分形几何可以更好的描述对象的不规则性与复

杂性ꎬ前人将其应用于孔隙结构研究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ꎮ 张晓辉等 [６] 认为分形维数可以准确描述煤
中孔隙结构复杂性ꎬ定量化表征孔隙结构的变形程
度ꎻ王有智等

[７]

在研究中指出分形维数是煤岩吸附

能力的体现ꎬ分形维数越高ꎬ微孔数量越多ꎬ吸附能
力越强ꎻ姜文等

[８]

利用 ＦＨＨ 模型发现页岩具有表面

分形维数与体积分形维数的双重分形特征ꎬ分形维
数可以定量表征页岩储层微孔结构ꎮ 但是前人有益
的探索目前大都集中于煤与页岩储层ꎬ对于灰岩储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２

图１

地质概况
霍西煤田义棠矿位于晋中介休市义棠镇刘屯

沟ꎬ井田东西长 ７.３５０ ｋｍꎬ南北宽 ３.８００ ｋｍꎬ井田面

积 １７.７２６ ３ ｋｍ ２ ꎮ 区内构造较为简单ꎬ主体构造大
西庄背斜为一闭合而完整的背斜ꎬ走向为北西 － 南

东ꎬ发育 １７ 条小型正断层ꎬ断层倾向以 ＮＷ 向为主ꎬ
ＮＥＥ 向次之ꎮ Ｆ３ 断层落差为 ４０ ｍꎬ其余断层均落差
较小ꎬ变化范围为 ５ ~ １２ ｍꎮ 断层延伸长度变化较

大ꎬ最长为 Ｆ７ 断层ꎬ延伸长度 ２ ４５０ ｍꎻ最短为 Ｆ１３ 断
层ꎬ延伸长度 ２５０ ｍ( 图 １) ꎮ 含煤地层为太原组、山

西组ꎬ地层平缓ꎬ倾角 ５° ~ １５°ꎮ

义棠矿构造纲要图及采样位置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Ｙｉｔａｎｇ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试验样品与压汞试验
太原组是霍西煤田开采的主力煤层ꎬ本文选取

太原组下段的 Ｋ ２ 灰岩作为研究对象ꎬ也是煤田内矿

限为 ３ ｎｍꎮ 由于灰岩储层致密ꎬ孔隙复杂程度高ꎬ笔

者采用邹才能[１２] 对致密非常规储层的孔隙分类方
案ꎬ即毫米孔(大于 １ ｍｍ)、微米孔(１ ~ １ ０００ μｍ)、亚

微米孔( １００ ~ １ ０００ ｎｍ) 及纳米孔( 小于 １００ ｎｍ) ꎬ

区开采的主力煤层ꎬ组 Ｋ ２ 灰岩是 ９ 号煤层的顶板ꎬ

朱如凯等 [１３] 对微米孔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划分ꎬ即微

岩较为新鲜的 ５ 个灰岩样品进行了压汞测试ꎬ分别

μｍ) 与微米小孔(１ ~ １０ μｍ) ꎮ

是组内稳定性好、厚度最大的灰岩层ꎮ 选取自 Ｋ ２ 灰
为 ＹＴ － １ － ２ꎬＹＴ － ２ － １ꎬ ＹＴ － ８ － ２( 取自矿区内 Ｆ７ 断层

东北侧ꎬ图 １) ꎬＹＴ － ７ － １ꎬＹＴ － ８ － １( 取自矿区内 Ｆ７ 断
层西南侧) ꎮ

对灰岩样品进行了压汞试验测试ꎬ测试孔径下

２０４

米大孔( ６２.５ ~ １ ０００.０ μｍ) 、微米中孔( １０.０ ~ ６２.５

５ 个灰岩样各孔径阶段孔容所占总孔容的百分

比均表现为微米孔孔容百分比最大ꎬ介于 ４１.４３ ％ ~

９６.３０ ％ꎬ平均为 ８１.０５ ％ꎻ亚微米孔孔容百分比大

于纳米孔ꎬ前者介于 ３.７０％ ~ １５.７１％ꎬ平均 ８.７４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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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介于 ０ ~ ３５.７１％ꎬ平均为 ７.１４％ꎮ 从研究区 ５ 个

Ｄ ＝ ３ －Ｋ( 表 ２) ꎬ不同类型储层分形维数取数范围见

微米孔所占比例很少ꎬ 基质孔隙度 介 于 １. ５９ ％ ~

现为末端平缓的曲线( 图 ２) ꎮ 因而采用了分段直线

灰岩样品整体来看ꎬ灰岩层孔隙基本都为微米孔ꎬ亚

２.５４ ％( 表 １) ꎮ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灰岩样品孔渗测试结果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ｏｆ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样品

( ｍＬｇ －１ )

ＹＴ－１－２

０.００２ ２

ＹＴ－７－１

０.００３ ８

ＹＴ－２－１

ＹＴ－８－１
ＹＴ－８－２

孔比

孔容 /

０.００５ １

基质

基质

孔隙度 /

渗透率 /

０.００１

２.５４

０.００１ ２５

０.００１

２.０２

０.００１ ２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

拟合的方式ꎬ分段点对应的孔径值分别为 １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１００ ｎｍꎬ与前述孔径划分对应ꎬ发现本次选取

的灰岩样品中随着孔径的增大ꎬ表现出直线斜率变
化更为明显ꎬ拟合度也变高的趋势ꎮ 又由于本文所

表面积 /

( ｍ２ ｇ －１ )

表 ３ꎮ 由于笔者所选样品经计算处理后ꎬ数据点表

％

μｍ２

２.４６

０.００１ ４０

１.５９

０.００１ ３０

２.４０

０.００１ ２５

５ 个灰岩样孔容和孔 比 表 面 积 有 明 显 的 差 异
性:ＹＴ － １ － ２ 孔容主要为微米孔孔容ꎬ同时孔比表面
积主要分布在亚微米孔、微米孔ꎻＹＴ － ２ － １ 基质孔隙

度高ꎬ纳米孔与微米孔孔容大ꎬ孔比表面积主要分布
在微米孔ꎻＹＴ － ７ － １ 孔容主要分布在微米孔ꎬ孔比表

面积主要分布在和亚微米孔ꎻＹＴ － ８ － １ 与 ＹＴ － ８ － ２

取灰岩样品微米中孔占据比例较大ꎬ所以主要选取
ｄ>１０ ０００ ｎｍ 的孔隙分形维数值进行分析ꎬ通过观

察计算结果可以发现ꎬ５ 个样品微米中孔分形维数

处于 ２.６６６ ９ ~ ２.８４０ ３ꎬ相关系数在 ０.９４ 以上ꎬ具有
较强的相关性ꎮ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孔径所

样品编号

ＹＴ－１－２

孔径范围 / ｎｍ

３

ＹＴ－２－１

孔隙分形特征

ｒ 与施加的外加压力 Ｐ 满足 Ｗａｓｈｂｕｒｎ 方程
ｒ ＝ － ２σｃｏｓ θ / Ｐ
式中:σ 为金属汞表面张力ꎬ取 ４８０ × １０

－５

金属汞与固体表面间的接触角ꎬ取 １４０°

(１)

Ｎ / ｃｍꎻθ 为

[１４]

ꎮ

ＹＴ－７－１

ＹＴ－８－１

数进行了推导

ꎬ提出了利进进汞体积 Ｖ 和其对

应的压力 Ｐ 来计算孔隙结构分形维数ꎬ即
Ｖ ＝ Ａ( Ｐ － Ｐ ｔ ) ３ －Ｄ
式中:Ａ 为常数ꎻＰ ｔ 为门限压力ꎮ

(２)

(３)
根据压汞法的测试数据ꎬ作出 ｌｎＶ 和 ｌｎ( Ｐ － Ｐ ｔ )

的双对数图ꎬ进行直线拟合求得其斜率 Ｋꎮ 计算分
Ｄ＝３ －Ｋ

(４)

根据压汞分形原理ꎬ进行直线拟合后分形维数

０.２０２ ９ ２.７９７ １ ０.９７０ １

％

７６

２０

ｄ≥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２８ ９ ２.８４０ ３ ０.９７１ ７

３２

１００≤ｄ<１ ０００

０.０２８ ９ ２.９７１ １ ０.９６９ ４

４

１ ０００≤ｄ<１０ ０００

０.１５９ ７ ２.９０９ ２ ０.９８０ ７

１１

ｄ≤１００

０.０３４ ８ ２.９６５ ２ ０.９１８ ８

２０

１００≤ｄ<１ ０００
ｄ≥１０ ０００

０.１６２ ７ ２.８３７ ３ ０.９６９ ７

０.３０２ ９ ２.６９７ １ ０.９７７ ０

３７

５８

１ ０００≤ｄ<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８０ ５ ２.９１９ ５ ０.９８２ ７

２５

ｄ≥１０ 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１ ２.６６６ ９ ０.９９３ ０

６４

１００≤ｄ<１ ０００

０.０５７ ９ ２.９４２ １ ０.９５７ ６

１７

１ ０００≤ｄ<１０ ０００

０.１４８ ７ ２.８５１ ３ ０.９８５ ８

２９

ｄ≥１０ ０００

０.１９７ ０ ２.８０３ ０ ０.９４０ ９

７６

１００≤ｄ<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ｄ<１０ ０００
１００≤ｄ<１ ０００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对式(２) 取对数ꎬ得
ｌｎＶ ＝ ｌｎＡ ＋ (３ － Ｄ) ｌｎ( Ｐ － Ｐ ｔ )

形维数方程为

ＹＴ－８－２

占比例 /

Ｒ２

０.０８０ ５ ２.９１９ ５ ０.９８６ ４

前人利用压汞法的孔隙数据对储层孔隙分形维
[１５－１６]

Ｄ

１ ０００≤ｄ<１０ ０００

高压压汞法是目前研究孔径结构的常用方法ꎬ
水银在压力的作用下不断被压入孔隙中ꎬ孔隙半径

Ｋ

ｄ≥１０ ０００

孔容主要分布在亚微米孔与微米孔ꎬ孔比表面积主
要分布在亚微米孔与微米孔ꎮ

灰岩样品分形维数计算结果

０.０３１ ０ ２.９６９ ０ ０.９４９ １

０.０８５ ２ ２.９１４ ８ ０.９６７ ５

０.０３１ １ ２.９６８ ９ ０.９４２ ９

７

１８
６

不同储层分形维数表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储层类型 分形维数
煤层
煤层
煤层
煤层

资料来源

２.６０ ~ ２.８３ 王有智等

[７]

储层类型 分形维数

资料来源

海相页岩 ２.６３ ~ ２.８６ 付常青等 [２３]

２.６２ ~ ２.９１ 傅雪海等[１５] 海相页岩 ２.５９ ~ ２.８７ 王志伟等 [２２]
２.８８ ~ ２.９５ 彭阳阳等[２０] 煤系页岩 ２.６９ ~ ２.７６ 张岩等 [２４]
２.１２ ~ ２.６６ 宋晓夏等[２１]

砂岩

２.０９ ~ ２.３２ 徐守余等 [２５]

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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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系统复杂化ꎬ最终煤岩吸附能力增强 [２０] ꎮ 页岩储

层的孔隙分形维数相对较高ꎬ非均质性强ꎬ并且大孔

隙( 孔径为 ５ ~ １００ ｎｍ) 结构复杂ꎬ其分形维数高于

小孔隙( 孔径小于 ５ ｎｍ) ꎬ页岩储层分形维数主要受
到有机质含量及矿物组分的影响ꎬ同一区域的页岩
分形维数会随着 ＴＯＣ 含量的增加而升高ꎮ 另外ꎬ由

于页岩储层特征受控于沉积环境ꎬ因而不同沉积相
下的页岩分形维数也存在着差异ꎬ湖相泥页岩孔隙
结构相对简单ꎬ分形维数小于海相泥页岩 [２３－２５] ꎮ 砂

岩储层分形维数相对较低ꎬ表面更为光滑ꎬ并且相对
于大孔及中孔、微孔形状更为规则ꎬ因而分形维数随
着微孔含量的升高而逐渐降低 [２６] ꎮ 义棠矿的 Ｋ ２ 灰

岩样品由于成岩演化过程复杂ꎬ分形维数值相对较
图２

Ｆｉｇ ２

高ꎬ介于煤层与砂岩储层之间ꎬ与页岩储层分形维数

灰岩分形维数计算直线拟合

值相近ꎬ说明区内 Ｋ ２ 灰岩孔隙表面粗糙程度与页岩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ｌｉｎｅ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相近ꎬ孔壁表面较粗糙、不平滑ꎬ非均质性较强ꎮ

分形维数常被用来定量化表征多孔隙表面的几何形

分形维数与基质孔隙度及孔容的相关性较高ꎬ

态ꎬ其值为 ２ ~ ３ꎮ 一般认为ꎬ取 ２ 表示绝对光滑的表

相关系数均在 ０.９０ 以上( 图 ３) ꎬ分形维数与基质孔

的含气储层的孔隙分 形 维 数 存 在 着 较 大 差 异 ( 表

的关系ꎬ说明基质孔隙度与孔容是灰岩储层的分形

面ꎬ取 ３ 则表示表面的粗糙程度达到最大

[１８]

ꎮ 不同

３) ꎬ煤层孔隙分形维数相对较高ꎬ是灰分产率与煤

岩组分的影响等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研究表明ꎬ煤储
层的分形维数值会随着煤级的升高而降低ꎬ相同煤

级从原生结构煤到构造煤分形维数表现出增加的趋
势 [１９] ꎬ煤岩变形程度增加ꎬ 微孔含量增加ꎬ 孔径变
小ꎬ比表面积增大ꎬ孔表面粗糙度增加ꎬ使得煤岩孔

Ｆｉｇ.３

图３

隙度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ꎬ而与孔容表现出负相关
维数的重要影响因素ꎬ基质孔隙度越大ꎬ微米孔的孔
容越小ꎬ分形维数值就越接近于 ３ꎮ 但是分形维数

与孔比表面积相关性较差ꎬ这是由于 ５ 个灰岩样中
纳米孔贡献的总孔比表面积均为 ９０ ％左右ꎬ剩余约

９ ％由亚微米孔贡献ꎬ而微米孔在总孔比表面积中
贡献不到 １％ꎮ

灰岩分形维数与孔隙结构参数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分形维数越接近于 ３ꎬ孔隙结构的复杂程度越
高ꎬ孔隙连通性越差ꎬ非均质性越强ꎮ 样品 ＹＴ － １ － ２

地下水对西南侧灰岩产生溶蚀作用ꎮ

矿内 Ｆ７ 断层西南侧ꎬ可以发现取自东北侧的灰岩样

内研究资料表明 Ｆ７ 断层ꎬ倾角 ５４°ꎬ落差 ２５ ｍꎬ井田

以推断义棠矿 Ｆ７ 断层东北侧灰岩孔隙复杂程度更
高ꎮ 这是由于 Ｆ７ 断层为一导水断层ꎬ太原组之下的
奥陶系灰岩中含有大量的地下水通过 Ｆ７ 断层导入ꎬ

表现出北部低南部高ꎬ因而奥灰水由 Ｆ７ 断层西南侧

与样品 ＹＴ － ２ － １ 及样品 ＹＴ － ８ － ２ 取自义棠矿内 Ｆ７
断层东北侧ꎬ样品 ＹＴ － ７ － １ꎬ样品 ＹＴ － ８ － １ 取自义棠

品分形维数值要比西南侧样品更接近于 ３ꎬ因而可

２０６

区内 Ｆ７ 断层东北侧维数要高于西南侧ꎬ根据矿
区内的相关资料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推测造成 Ｆ７

断层两侧分形维数差异的原因为地下水溶蚀ꎮ 矿区
内延伸长度 ２ ４５０ ｍꎬ为一导水断层ꎬ并且区内灰岩
流向东北侧ꎬ对煤系气的保存、运移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ꎮ 义棠矿区内 Ｋ ２ 灰岩是太原组内含水层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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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含水层ꎬ灰岩北低南高ꎬ使得 Ｋ ２ 灰岩在 Ｆ７ 断层

在西南侧不断接受补给ꎬ通过 Ｆ７ 断层流向东北侧ꎮ

[４]

ＬＩ Ｌｉｕｒｅｎꎬ ＺＨＡＯ

明ꎬ灰岩在发生地下水表面溶蚀作用的同时也会渗
ꎮ 义棠矿

内由于 Ｆ７ 断层西南侧 Ｋ ２ 灰岩持续接受地下水补给ꎬ

[５]

[６]

会使得地下水在流动过程改变灰岩孔隙结构ꎬ从而

１) 煤系灰岩以微米孔居多ꎬ亚微米孔ꎬ及纳米

[７]

２) 义棠矿太原组灰岩样品孔隙分形维数与基

[８]

[９]

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ｒｏｃｋ 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Ｊ] . Ａｃｔａ
[２]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ꎬ２０１３ꎬ３４(５) :９１４－９２３.

孙军昌ꎬ周洪涛ꎬ郭和坤ꎬ等.复杂储层岩石微观非均质性分形

[１０]

[１１]

[１２]

几何描述[ Ｊ] .武汉工业学院学报ꎬ２００９ꎬ２８(３) :４２－４６.

ｒｏｃｋ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０９ꎬ２８( ３) :

[３]

４２－４６.

[１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Ｊ] .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ꎬ２０１７ꎬ２９(５) :９７－１０５.

晖ꎬ等.基于低温氮吸附试验的页岩孔隙

１７１ꎬ１７７.

徐

勇ꎬ吕成福ꎬ陈国俊ꎬ等.川东南龙马溪组页岩孔隙分形特

征[ Ｊ] .岩性油气藏ꎬ２０１５ꎬ２７(４) :３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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