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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煤田煤成气低渗砂岩储层综合评价研究
王永建ꎬ潘建旭ꎬ刘咸卫
( 华北科技学院ꎬ河北 三河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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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煤成气是天然气资源的重要补充ꎬ淮北煤田煤成气资源丰富ꎬ勘探潜力较大ꎬ但缺乏对低渗砂

岩储层研究ꎬ进行储层评价更少ꎬ为了有效评价淮北煤田二叠系山西组、下石盒子组和上石盒子组砂
岩低孔低渗储层ꎬ利用孔渗测试、岩石薄片分析、扫描电镜等方法ꎬ以沉积相、孔渗特征、孔隙结构、孔
隙类型及成岩作用等为评价参数ꎬ对其进行了综合评价ꎮ 结果表明:从孔渗性和孔隙结构看ꎬ上石盒
子组最好ꎬ其次为山西组ꎬ下石盒子组较差ꎻ从孔隙发育程度和类型看ꎬ上石盒子组孔隙最发育ꎬ主要
为原生孔隙和次生溶孔ꎬ其次是山西组ꎬ主要为次生溶孔ꎬ而下石盒子组孔隙发育较差ꎻ综合评价看ꎬ
上石盒子组砂岩储层发育最好ꎬⅠ类储层占 ２２.６５％ꎬⅡ类储层占 ５０.３２％ꎬⅢ类储层占 ２７.０３％ꎻ其次
为山西组砂岩储层ꎬⅠ类储层占 ２１.７％ꎬⅡ类储层占 ４２.０５％ꎬⅢ类储层占 ３６.２５％ꎻ而下石盒子组砂岩
储层较差ꎬⅠ类储层占 ２.９１％ꎬⅡ类储层占 ３８.８５％ꎬⅢ类储层占 ５８.２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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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二叠系为一套发育较好的含煤碎屑岩沉积ꎬ

言

自下而上主要为山西组、下石盒子组和上石盒子组ꎬ

能源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基
础ꎬ而全球主要的消费能源是化石能源ꎬ尤其是油气
能源ꎮ 新时代的中国对油气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ꎬ
对相对较清洁的天然气能源更是需求迫切ꎮ 目前ꎬ
我国常规天然气能源产量和储量都相对有限ꎬ而煤

由南向北地层逐渐变厚ꎻ 煤系共划分为 ７ 个 含 煤

段ꎬ１１ 个煤层ꎮ 山西组地层厚 ９６ ~ １４３ ｍꎬ岩性主要

为灰色、灰白色砂岩、粉砂岩ꎬ灰( 黑) 色泥岩等ꎻ煤

层主要为 １０ 号、１１ 号两层ꎮ 下石盒子组地层厚 １１５

~ １３５ ｍꎬ岩性以浅灰色砂岩、灰色粉砂岩和砂质泥

成气则是天然气的重要补充ꎬ２０１６ 年全国煤成气产

岩、泥岩为主ꎻ煤层主要为 ６ 号 ~ ９ 号四层ꎮ 上石盒

代由德国学者提出的ꎬ而世界上第 １ 口煤成气试验

粉砂岩及深灰色泥岩ꎻ煤层主要为 １—５ 号五层ꎮ 但

量占天然气的 １ / ２ꎮ 煤成气最早是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
井是 １９５３ 年在美国的圣胡安盆地钻探完成ꎮ 随后ꎬ

前苏联、澳大利亚等开展了大量的有关煤成气研究
和勘探ꎬ取得了显著成就ꎬ尤其是 １９５９ 年在西荷兰
盆地东北部格罗宁根发现可采储量达 ２.７ × １０ １２ ｍ ３

的气田ꎬ这是世界上第 １ 个储量超万亿的煤成气大

气田

[１]

ꎮ 美国煤成气迈入商业化大规模开发的标

志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在黑勇士盆地的橡树林煤成气

田获得成功投产ꎮ ２００８ 年ꎬ美国煤成气产量达到高
峰ꎬ年产煤成气 ５５６ × １０ ８ ｍ ３[２] ꎮ 在中国ꎬ首次提出

煤成气概念是在 １９７８ 年ꎬ由戴金星提出ꎮ 煤成气理
论对指导我国天然气勘探效果显著ꎬ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子组地层厚度 ３８０ ~ ６４０ ｍꎬ岩性主要为灰白色砂岩、
上石盒子组在宿北断裂以北含煤少ꎬ可采煤层很少ꎬ
大多为碳质页岩或煤线ꎮ 煤和暗色泥岩均为良好的
气源岩ꎬ表明研究区具有良好的煤成气勘探潜力ꎮ
煤成气主要储层为山西组砂岩、下石盒子组砂岩和
上石盒子组砂岩ꎮ

２

储层砂岩沉积相分析
不同沉积环境形成的储层砂体类型及原始储集

性能差别较大ꎬ因此ꎬ弄清储层砂体发育的沉积相类
型ꎬ对于寻找有利储层具有重要意义 [９－１１] ꎮ 淮北煤

田二叠系含煤地层主要沉积相为三角洲相ꎬ少量河

年代ꎬ在塔里木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和四川盆地等相

流相ꎻ储层砂体沉积微相主要包括三角洲平原分流

继发现一批大中型天然气田ꎬ可以说煤成气理论的

河道相、三角洲前缘河口坝相、河道相等ꎮ

提出和成功实践推动了中国天然气工业加快发展ꎮ
据统计ꎬ２０１６ 年全国天然气总储量为 １１８ ９５１. ２ ×

２.１

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相
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相主要发育在山西组上

１０ ｍ ( 煤成气 ８２ ８８９.３２ × １０ ８ ｍ ３ ) ꎬ 年产气 １ ３８４ ×
１０ ８ ｍ ３( 煤成气 ７４２.９１ × １０ ８ ｍ ３ ) ꎬ使中国从贫气国迈

部、下石盒子组和上石盒子组中下部ꎬ砂体呈带状或

目前ꎬ淮北煤田煤成气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生
烃特征方面ꎬ如文献[４ － ６] 都先后对源岩地球化学

砂岩ꎮ 砂体在横向上成串出现ꎬ逐层基本可以对比ꎻ

８

３

向世界第 ６ 大产气国

[３]

ꎮ

特征进行了分析ꎮ 储层方面总体研究较少ꎬ韩树芬
等

[７]

研究认为ꎬ淮北二叠纪煤系三角洲相沉积砂岩

是良好的储集层ꎻ张文永等

[８]

对淮北煤田二叠系砂

树枝状ꎬ多呈近南北向或北西一南东向展布ꎻ岩性多
为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岩屑石英砂岩和长石岩屑
垂向上则为多重叠置砂体ꎬ如山西组 １０ 煤上砂岩和

下石盒子组 ８ 煤 上、 下 砂 岩ꎮ １０ 煤 上 砂 岩 厚 度 较

大ꎬ几乎全区可连续对比ꎬ厚度大于 １０ ｍ 的砂体主

要分布在萧县、涡阳地区ꎬ最厚处位于萧县闸河一

岩储层孔隙度、渗透率分析ꎬ指出其为致密砂岩低渗

带ꎮ 砂岩底部具有冲刷面ꎬ结构以板状层理为主ꎬ部

储层ꎮ 但对于淮北煤田二叠系山西组、下石盒子组

分波状或槽状交错层理ꎮ

和上石盒子组砂岩储层的系统研究与对比分析前人

２.２

三角洲前缘河口坝相

几乎未涉足ꎬ因此ꎬ笔者提出从沉积相、孔渗特征、成

主要分布在山西组下部ꎬ下石盒子组、上石盒

岩作用、孔隙结构及类型等方面对其进行系统分析ꎬ

子组下部ꎬ砂 体 在 平 面 上 呈 朵 状、 楔 状ꎬ 自 西 北 向

并依此建立适合研究区的评价标准ꎬ进行综合评价ꎬ

东南沿古地 形 倾 斜 方 向 延 伸 增 宽ꎻ岩 性 以 中 至 细

以期望更好地反映研究区二叠系储层特征ꎬ为今后

粒石英砂 岩、长 石 石 英 砂 岩 为 主ꎮ 在 垂 向 上 与 分

煤成气的勘探开发提供一定的支持ꎮ

流河道组成 三 角 洲 复 合 砂 体ꎬ在 沉 积 断 面 上 呈 向

１

侧上方连续 的 扁 平 透 镜 体ꎻ由 于 受 潮 汐 作 用 影 响

淮北煤田地质概况

和改造ꎬ砂体具有明显向上变粗的反粒序ꎬ且常被

淮北煤田位于安徽省北部ꎬ由淮北市、濉溪、宿

县、涡阳、萧县等地区所组成ꎬ面积超过 １０ ０００ ｋｍ ꎮ
２

１８８

分流河道切割ꎮ １０ 煤 下 砂 岩 厚 度 较 大ꎬ基 本 在 全

区可追踪ꎬ厚度大于 １０ ｍ 的有砀山、萧县蒋河、童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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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以南等地区ꎮ 砂质沉积物中ꎬ出现双向楔状的交错

Ｔａｂｌｅ１

层理ꎬ以及在潮汐作用下形成一系列透镜状、脉状、
河道相

地层

主要分布在上石盒子组上部ꎬ由冲积平原的河
道侧向迁移堆积而成ꎻ岩性以中粗粒长石岩屑砂岩、
岩屑石英砂岩和岩屑长石砂岩为主ꎮ 砂体在断面图
上常呈透镜状ꎬ平面上呈条带状或点状展布ꎬ总体呈

３

渗透率 / １０ －３ μｍ２

最大 最小 平均( 样数)

最大 最小

平均( 样数)

１.８

４.１(１７)

８.５０ ０.０１５

０.９５(１３)

８.０

１.２

３.７(１９)

２.２２ ０.０１６

０.４６(１４)

下石盒子组 ５.２
山西组

３.２

１.１

２.７(１７)

０.６８ ０.０１０

０.１８(１２)

孔隙结构
根据对淮北煤田二叠系储层砂岩部分样品的压

储层物性分析

３.１

孔隙度 / ％

上石盒子组 ７.７

北西—南东向ꎻ垂向上底部多含细砾或泥砾ꎬ为河道
滞留沉积ꎮ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Ｈｕａｉｂｅｉ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波状等复合型层理ꎮ
２.３

淮北煤田二叠系储层孔隙度、渗透率参数

汞等实验ꎬ并结合有关原始资料分析ꎬ山西组、下石

孔渗性

盒子组和上石盒子组储层在喉道半径、排驱压力、中

淮北煤田二叠系砂岩储层总体来说为低孔低渗
储层ꎬ但不同层组孔隙度和渗透率仍有差异ꎮ 对山
西组、下石盒子组和上石盒子组部分砂岩样品测试

值压力等孔隙结构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表 ２) ꎮ 喉
道半径为 ０.００２ ~ ０.１１７ μｍꎬ平均值为０.０３６ μｍꎻ排
驱压力为 ０.７６ ~ ３１.３０ ＭＰａꎬ平均值为 １０.６３ ＭＰａꎻ中

( 表 １) 表明ꎬ孔隙度为 １.１％ ~ ８.０％ꎬ平均 ３.５３％ꎻ渗
透率为(０.０１ ~ ８.５０) × １０ －３ μｍ ２ ꎬ平均值为 ０.５４ × １０ －３

值压力为６.４ ~ ５０. ０ ＭＰａꎬ平均值为 ２９. ４２ ＭＰａꎮ 从

好ꎬ其次为山西组ꎬ下石盒子组最差ꎮ

最好ꎬ其次为山西组ꎬ而下石盒子组最差ꎮ

μｍ ꎮ 从发育情况看ꎬ上石盒子组储层物性相对最
２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层

位

上石盒子组
下石盒子组
山西组

３.３

上述储层孔隙结构特征看ꎬ上石盒子组排驱压力、中
值压力相对较小ꎬ喉道半径相对较大ꎬ储层物性相对

淮北煤田二叠系储层孔隙结构参数

Ｐｏ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Ｈｕａｉｂｅｉ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排驱压力 / ＭＰａ

喉道半径 / μｍ

中值压力 / ＭＰａ

最大

最小

平均( 样品数)

最大

最小

平均( 样品数)

最大

最小

平均( 样品数)

０.１１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７(５)

９.５１

０.９６

４.４(６)

５０

６.４

２４.７(５)

０.０９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２(５)

３０.００

０.７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４(４)

３１.３０

孔隙类型
碎屑岩储层孔隙类型主要包括原生和次生ꎬ储

层物性好坏与发育孔隙类型密切相关 [１２－１３] ꎮ 利用
薄片、扫描电镜等试验观察分析ꎬ表明淮北煤田二叠

系主要砂岩储层发育的孔隙类型有残余原生粒间
孔、次生溶孔和微裂隙等ꎮ 受机械压实和压溶作用

３.６０

１７.９(５)
１０.８(６)

５０
５０

２６.０

８.０

４１.０(４)

２３.８(４)

而下石盒子组最少ꎮ

４

储层成岩作用
成岩作用是沉积物转化为岩石的关键因素ꎬ同

时对储层物性也有着重要影响 [１４－１６] ꎮ 淮北煤田二

叠系储层成岩作用很强ꎬ对其储集性好坏起着主要

影响ꎬ原生孔隙几乎损失殆尽ꎻ相对来说ꎬ上石盒子

控制作用ꎮ 山西组、下石盒子组和上石盒子组主要

组残余原生粒间孔最为发育ꎬ其次是下石盒子组ꎬ山

发育的成岩作用类型包括压实作用、胶结作用、溶蚀

西组最少ꎮ 砂岩中长石、碳酸盐等不稳定矿物及菱
铁矿等胶结物ꎬ在溶解作用下ꎬ可以形成较丰富的次

作用和重结晶作用 ４ 种ꎮ

４.１

压实作用

生溶孔ꎬ是形成有利砂岩储层的关键因素之一ꎻ次生

主要发生在成岩作用和后生作用早期ꎬ包括机

溶孔在山西组相对最发育ꎬ其次为上石盒子组ꎬ而下

械压实和压溶作用ꎬ是使砂岩颗粒紧密镶嵌ꎬ原生孔

石盒子组发育较少ꎮ 砂岩在成岩过程中或后期由于

隙显著减少的最主要因素ꎮ 压实作用很强ꎬ砂岩中

胶结物的脱水收缩作用或受各种构造应力作用等ꎬ

表现为( 石英) 颗粒之间呈缝合线接触或锯齿状接

产生大量微裂隙ꎬ也是改善储层物性的主要因素之
一ꎻ微裂隙在上石盒子组最为发育ꎬ其次是山西组ꎬ

触ꎮ 总体来说ꎬ山西组最强( 图 １ａ) ꎬ下石盒子组次
之ꎬ上石盒子组相对较弱( 图 １ｂ) ꎮ

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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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由于伊利石、高岭石经过重结晶改造ꎬ在其晶间
产生了一些晶间微孔隙ꎮ

图１

４.２

Ｆｉｇ.１

成岩压实作用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ｃｋ ｆｏｒｍｉｎｇ

图３

胶结( 充填) 作用

Ｆｉｇ.３

胶结( 充填) 作用较发育ꎬ是造成孔隙减少的主

要因素之一ꎮ 大量伊利石( 图 ２) 、高岭石等黏土矿

５

物和石英、钾长石等自生矿物对孔隙的胶结或充填
作用ꎬ不仅堵塞原生孔隙ꎬ而且对次生孔隙也有影

响ꎮ 此外ꎬ石英颗粒的次生加大作用对孔隙也会产
生较严重的破坏ꎮ 储层胶结( 充填) 作用在二叠系
各层组发育程度相当ꎬ差异不明显ꎮ

石英溶蚀孔隙

Ｑｕａｒｔｚ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ｏｒｅｓ

砂岩储层评价
目 前ꎬ 有 关 低 孔 低 渗 储 层 的 评 价 标 准 较

多

[１７－１９]

ꎬ但一般应用到某一地区时都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ꎬ不能真实反映其储层的相对优劣ꎮ 关于淮北

煤田ꎬ前人更是很少对其二叠系砂岩储层进行系统
研究和评价ꎮ 因此ꎬ本次根据储层的沉积特征、成岩
作用及物性特征等ꎬ并参照前人研究成果ꎬ建立了适
合淮北煤田二叠系低孔低渗储层的综合评价标准
( 表 ３) ꎮ 此评价标准使用的评价参数为孔隙度、渗
透率、喉道半径、排驱压力、中值压力、沉积相、成岩

图２

４.３

溶蚀作用

Ｆｉｇ.２

作用、孔隙类型等 ８ 个参数ꎬ与有关学者提出的评价
伊利石充填
Ｉｌｌｉｔｅ ｆｉｌｌｉｎｇ

溶蚀作用发育较好ꎬ是形成次生孔隙的主要因

参数不尽相同 [２０－２１] ꎮ 把总体为低孔低渗的储层再

细分为Ⅰ、Ⅱ、Ⅲ类ꎬ即Ⅰ类为好储层ꎬⅡ类为较好储
层ꎬⅢ类为较差储层ꎮ
根据建立的评价标准ꎬ结合淮北煤田二叠系主

素ꎬ对改善储层物性具有重要作用ꎮ 砂岩中的碎屑

要砂岩储层参数特征( 表 ３) ꎬ对其进行综合评价ꎬ表

类等ꎬ在一定的物理化学条件下ꎬ经历溶解、淋滤等ꎬ

组储层为Ⅲ类ꎬ上石盒子组储层为Ⅱ类ꎮ 由上述评

颗粒长石、石英( 图 ３) 及一些不稳定组分如碳酸盐
能够形成大量次生溶孔ꎮ 该作用在山西组中最为发
育ꎬ其次为上石盒子组ꎬ下石盒子组相对较差ꎮ
４.４

重结晶作用
重结晶作用相对较弱ꎬ但对砂岩储层物性的改

善也起到了一定作用ꎬ尤其上石盒子组较发育ꎮ 主

１９０

明山西组储层总体介于Ⅱ类和Ⅲ类之间ꎬ下石盒子

价结果看出ꎬ二叠系砂岩储层总体较差ꎬ未出现Ⅰ类
储层ꎮ 这是由于评价时仅以各参数的平均值进行衡
量ꎬ对各砂岩储层的优劣反映不够全面ꎮ 因此ꎬ在上
述评价结果基础上ꎬ结合对孔隙度、渗透率等相关可
量化数据的统计分析ꎬ对其进行定量评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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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淮北煤田二叠系山西组 ~ 上石盒子组储

中的孔隙度、渗透率、喉道半径、排驱压力及中值压

层参数综合统计见表 ４ꎬ依据建立的储层评价标准
表４

Ｔａｂｌｅ ４
地层

>６

山西组

３~６

１５.８

数值
>０.６

百分比 / ％
２８.６

数值
>０.０８

百分比 / ％
２０

排驱压力 / ＭＰａ
数值
<１

４２.１

０.６ ~ ０.１

４２.８

０.０８ ~ ０.０２

４０

１ ~ １０

０

>０.６

８.３

>０.０８

０

<１

４２.１

３~６

３５.３

０.６ ~ ０.１

５０.０

０.０８ ~ ０.０２

２５

１ ~ １０

１７.７

>０.６

３０.８

>０.０８

２０

<３

６４.７

３~６

５２.９

>６

上石盒子组

百分比 / ％

喉道半径 / μｍ

渗透率 / １０ －３ μｍ２

<３
>６

下石盒子

淮北煤田二叠系各地层砂岩储层参数统计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ｅａｃｈ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ｉｎ Ｈｕａｉｂｅｉ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孔隙度 / ％
数值

力 ５ 项定量指标进行详细评价ꎮ

<３

２９.４

<０.１

<０.１

０.６ ~ ０.１
<０.１

２８.６

４１.７

３８.５

３０.７

<０.０２

４０

<０.０２

７５

０.０８ ~ ０.０２

６０

<０.０２

２０

百分比 / ％

>１０

１６.７
３３.３

数值
<１０

１０ ~ ３０

百分比 / ％
２５

５０

>３０

２５

４０.０

１０ ~ ３０

２５

<１

１６.７

<１０

>１０

０

>１０

１ ~ １０

５０.０

中值压力 / ＭＰａ

０

６０.０

８３.３

<１０

０

>３０

７５

１０ ~ ３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４０

从前人提出的一些低渗储层评价标准可以看

和重结晶作用较发育ꎬ形成了较多的次生溶孔ꎻ其

出ꎬ虽然这些标准所选用的参数各不相同ꎬ但总的来

次ꎬ山西组虽然压实作用最强ꎬ但溶蚀作用很发育ꎬ

说都是以渗透率、孔隙度为主要参数ꎮ 因此ꎬ本次对

次生溶孔较多ꎻ而下石盒子组由于压实作用较发育ꎬ

孔隙度和渗透率 ２ 个参数赋予较大的权重值ꎬ各占

３５％ꎻ喉道 半 径、 排 驱 压 力 和 中 值 压 力 权 重 各 占

且溶蚀作用较差ꎬ孔隙总体不发育ꎮ

３) 根据建立的淮北煤田二叠系砂岩储层评价

１０％ꎬ依此标准对其二叠系砂岩储层进行评价ꎮ 结

标准对其进行综合评价表明ꎬ上石盒子组储层发育

４２.０５％ꎬⅢ类储层占 ３６.２５％ꎻ下石盒子组Ⅰ类储层

类储 层 占 ２７. ０３％ꎻ 其 次 为 山 西 组ꎬ Ⅰ 类 储 层 占

果表 明: 山 西 组 Ⅰ 类 储 层 占 ２１. ７％ꎬ Ⅱ 类 储 层 占

最好ꎬⅠ类储层占 ２２.６５％ꎬⅡ类储层占 ５０.３２％ꎬⅢ

占 ２.９１％ꎬⅡ类储层占 ３８.８５％ꎬⅢ类储层占５８.２４％ꎻ

２１.７％ꎬⅡ类储层占 ４２.０５％ꎬⅢ类储层占 ３６.２５％ꎻ而

５０.３２％ꎬⅢ类储层占 ２７.０３％ꎮ 上述评价结果表明ꎬ

３８.８５％ꎬⅢ类储层占 ５８.２４％ꎮ

上石 盒 子 组 Ⅰ 类 储 层 占 ２２. ６５％ꎬ Ⅱ 类 储 层 占
二叠系砂岩储层上石盒子组最好ꎬ其次为山西组ꎬ而
下石盒子组较差ꎮ

６

结

论

下石盒子组较差ꎬⅠ类储层占 ２. ９１％ꎬⅡ 类储层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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