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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中多元气体竞争吸附特征研究现状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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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吸附气是页岩气的重要组成部分, 页岩气吸附机理的研究及吸附量的计算是页岩气研究的重点内

容。在某些地质条件下, 页岩气组成复杂, 不仅包含甲烷, 还有一定量的乙烷等湿气以及氮气和二氧化碳等非
烃气体, 因此有必要针对页岩开展多元气体竞争吸附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分析页岩中多元气体竞
争吸附的机理, 介绍扩展 Langmuir 方程、理想吸附溶液理论(IAST)和晶格密度泛函理论(Lattice DFT)等 3 种
竞争吸附预测模型, 探讨有机质含量、页岩组成、孔隙结构、成熟度、气体组成、含水率和压力等影响页岩
中多元气体竞争吸附的因素, 阐述页岩中多元气体竞争吸附的研究现状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与难点, 并对
页岩中多元气体竞争吸附研究的发展趋势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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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competitive adsorption of multicomponent g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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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sorbed gas is a major component of shale ga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determine the mechanism
of gas adsorption in shales and their associated gas adsorption capacity when evaluating shale gas resources.
Given that the composition of shale gas is quite complex in some geological conditions, the competitive adsorption
of multicomponent gases in shales needs to be unambiguously illustrated. Based on related and currently available
literature,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the mechanism involved in multicomponent gas adsorption in shales and
provid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ree mathematical models used to illustrate competitive adsorption: the extended
Langmuir model, the ideal adsorbed solution theory (IAST), and the lattice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Lattice
DFT). Controlling factors, such as TOC content, shale composition, pore structure, maturity, gas composition,
moisture content, and pressure, which influence the competitive adsorption of multicomponent gases in shales are
discussed. In summary, this study provides some new insights into multicomponent gas adsorption mechanisms in
shales, suggests potential problems related to multicomponent gas adsorption, and outlines future work required in
overmature shale gas exploration.
Key words: competitive adsorption; shale gas; characteristics; model; prospect
岩气的勘探开发和研究热潮。我国页岩气资源丰富,

0

引言

可采资源量达 15×1012~25×1012 m3[1], 具有巨大的勘
探开发潜力。与常规天然气相比, 页岩气的一个显

北美页岩气的商业化开采引发了全球范围内页

著特征是吸附气含量高, 介于 20%~85%之间,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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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0%左右 [2‒3]。李新景等 [4]认为对于产量、可采储

分子之间具有更强的相互作用。Luo et al.[22]研究表

量丰富的页岩储集层, 吸附气含量可能至少占天然

明, CO2 在页岩上的吸附能力是 CH4 吸附能力的 4 倍,

气总产量的 40%左右。因此, 页岩气吸附机理的研

因此可以利用 CO2 来置换页岩中的 CH4, 从而提高

究及吸附量的计算在页岩气勘探开发过程中显得尤

页岩气采收效率, 但是 Kim et al.[23]认为, 在 Marcellus

为重要。等温吸附实验是研究页岩吸附气含量最常

页岩和 New Albany 页岩中, 该方法并不能提高页岩

用的方法 [5‒7], 目前多用纯甲烷来进行, 这对我国高

气采收效率。Busch et al.[24]也报道了煤在低压阶段

过成熟页岩来说是有现实意义的。然而, 在某些地

优先吸附 CH4 的现象。上述研究结果说明, CO2 和

质条件下页岩气中不仅含有甲烷, 还含有乙烷、丙

CH4 气体在页岩和煤中的竞争吸附机理仍有待进一

烷等重烃气及 CO2、N2 等非烃气体 [8‒9], 这些气体的

步研究。

存在会对甲烷的吸附产生极大的影响。首先, 利用

本文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 总结页岩中多

纯甲烷进行吸附研究势必会高估实际页岩气中甲烷

元气体竞争吸附的机理、竞争吸附模型及影响竞争

的含量, 进而在资源量计算时出现较大的误差; 其

吸附的地质与地球化学等因素, 并针对我国页岩气

次, 重烃气和 CO2 等气体的吸附能力高于 CH4, 少

勘探开发中的实际情况, 分析页岩中多元气体竞争

量重烃气或 CO2 的存在可极大地降低 CH4 的吸附量

吸附研究的趋势及难点, 以期对我国页岩气的勘探

[8,10 ‒12]

, 从而降低页岩气资源量。同时, 有些学者提

提供有益帮助。

出向页岩储层中注入 CO2 将页岩中的 CH4 置换出来
[10,13,14]

以提高 CH4 的采收率, 并实现 CO2 的封存, 减

少大气中 CO2 浓度 [15]。然而, 页岩低孔低渗的特征
使得 CO2 和 CH4 二元气体在其中的竞争吸附过程变
得十分复杂 [16], 其竞争吸附规律和机理仍有待进一
步研究。再者, 由于各类气体的吸附能力在不同的
温度和压力条件下具有较大的差异, 随着储层温度
和压力的变化, 解吸出的各类气体的比例也不断变

1

多元气体竞争吸附机理
按照吸附质与吸附剂表面作用力性质的不同,

可以将吸附过程分为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其中,
物理吸附的吸附力为范德华力, 吸附热较小; 化学
吸附的吸附力为化学键力, 吸附热较大。多元气体
竞争吸附过程中, 气体吸附为放热反应, 气体与吸

化 [17‒18], 因此采出的页岩气的组成并不能代表页岩

附剂表面的吸附力越强、吸附热越大, 则该气体越容

中实际气体的组成, 这也给页岩气勘探开发工作带

易发生吸附 [25‒27] 。夏德宏等 [25] 计算得到煤表面分子

来了许多问题。此外, 南方下古生界海相地层作为

与 CO2、CH4、N2 气体分子之间的范德华作用力分别

我国页岩气勘探开发的重点层位, 其中下寒武统页
岩中高氮页岩气较多, 部分地区 N2 产量可达 80%以
上 [19], 然而页岩中 N2 和 CH4 二元气体的吸附特征及
储存和富集机理等问题仍缺乏研究, 给我国下寒武
统页岩气的勘探开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许多学者针对页岩储层中多元气体竞争吸附做
了大量的研究工作。Weniger et al.[7]在页岩上进行了

为‒49.04 kJ/mol、‒29.24 kJ/mol、‒21.30 kJ/mol。许多
研究表明, CO2、CH4、N2 分子在煤表面吸附时, 其
吸附热的大小依次为 CO2>CH4>N2[26‒27], 这与多元
气体竞争吸附过程中各种气体的吸附能力由大到小
的排序一致。Zhang et al.[5]对 3 种不同类型干酪根开
展了甲烷等温吸附研究, 发现从Ⅰ型到Ⅲ型干酪根,
甲烷的吸附热逐渐增大, 可能原因是Ⅲ型干酪根中

CO2 和 CH4 等温吸附实验, 结果表明, CO2 和 CH4 的

芳香基团促进了甲烷的吸附, 其吸附主要为物理吸

过剩吸附量都有随 TOC(总有机碳含量)降低而降低

附, 兼具部分化学吸附的性质, 而 CH4 和 CO2 等气

的趋势。将两者的过剩吸附量与 TOC 做线性拟合,

体在矿物表面上的吸附为物理吸附 [28‒29] 。多元气体

认为 TOC 为 0 时过剩吸附量即为在矿物上的吸附量,

在干酪根和黏土矿物表面发生吸附时, 两者对各类

得到 CH4 在矿物上的过剩吸附量接近 0, 而 CO2 在

气体的亲和性也存在较大差异, 这种差异可以用分

矿物上的过剩吸附量可达 0.2 mmol/g, 这表明有机

离系数的大小来表征。分离系数是指混合气体中某

质和无机矿物对二元气体的吸附特征有较大差异。

种组分的优先吸附能力, 其值越大, 则该组分的优

[20]

研究表明, 在用 CO2 置换 CH4 时, 干酪

先吸附能力越强。孟伟杰 [30]研究了 CH4 和 CO2 二元

根孔隙中总有一部分 CH4 无法被置换出来; Yang et

气体在页岩上的竞争吸附特征, 结果表明干酪根孔

Sun et al.
al.

[21]

则认为, 在黏土矿物中, CH4 可以被 CO2 完全置

换出来。这是因为相对于有机质, 黏土矿物与 CO2

隙中 CO2 的分离系数大于伊利石孔隙中的 CO2 分离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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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气体吸附过程中存在吸附位的竞争, 表现
出竞争吸附的关系

[18,31]

二元气体吸附体系的分离系数定义为:

。各种气体因吸附能力的不

同表现出来的吸附特征也具有较大差异

[24,32,33]

 ij 

。不同

气体在页岩中的吸附特征和煤类似。例如, Chareo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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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y )i
( x / y) j

(3)

式中: x 和 y 分别代表吸附平衡时某一组分吸附相和

研究表明 CO2、CH4 和 N2 三种气

游离相的摩尔分数。分离系数 αij 代表二元混合气体

体在页岩中吸附能力的大小为 CO2>CH4>N2, 这和

中组分 i 的优先吸附能力, αij 越大, 则组分 i 的优先

许多学者在煤中的实验结果一致 [34‒37]。但 Busch et

吸附能力越强 [30]。对于扩展 Langmuir 方程, 分离系

al.[38]对 10 个具有不同成熟度、不同显微组分和矿物

数为单组分等温吸附的吸附平衡常数之比, 不受气体

组成的煤样进行的 CO2-CH4 二元气体竞争吸附实验

浓度和压力的影响[17]。但是有研究表明, 浓度和压力

结果表明, 只有少数样品出现了 CO2 优先吸附现象,

的变化都会对气体的分离系数产生很大影响[15,41‒43]。

并据此认为多元气体的选择性吸附在不同样品中存

因此, 当各组分气体吸附能力随着浓度和压力的变

在较大差异。多元气体竞争吸附过程中, 各种气体之

化具有较大差异时, 会使扩展 Langmuir 方程的预测

间的相互作用更为显著, 表现出来的吸附特征与单

结果存在较大误差。

suppanimit et al.

[9]

一气体的吸附具有很大差异。Wang et al. 在页岩上
进行了 CH4 和 C2H6 的单组分吸附和竞争吸附研究,
其中 CH4 和 C2H6 的单组分吸附实验压力分别为 0~

2.2

理想吸附溶液(IAS)模型
IAS 理论 [44]假定多组分竞争吸附类似于理想的

11.4 Mpa 和 0~3.5 Mpa, 竞争吸附实验压力则为 0~

溶液吸附, 因此和拉乌尔定律相似, 其表达式为:

12.5 Mpa。实验结果表明, 在单组分吸附时, 过剩吸

pyi  pio ( ) xi

(4)

附量在实验压力范围内随着压力的增加而不断增加;

式中: π 为扩展压, 定义为因吸附质吸附于吸附剂表

而在二元气体竞争吸附时, 总过剩吸附量先增加后

面而使其表面张力降低的量; pio 是组分 i 在相同温度

降低, 在压力约 10 Mpa 时吸附量达到最大值, 这种

和相同扩展压下的压力, 单组分的扩展压可由

现象在 C2H6 组分浓度较高而实验温度较低的条件下

Gibbs 等温吸附线积分而得, 其积分上限为单组分

尤为明显, 其原因可能与吸附相中两种气体的相互

的压力 pio[17], 即

作用有关。

2

 i 

pio

0

n( p )
dp
p

(5)

各组分吸附相和游离相摩尔分数之和均为 1, 即

元气体竞争吸附结果的表征存在较大误差, 因此许多
学者根据多元气体竞争吸附特征提出了多种竞争吸附
模型, 其中常用的模型有扩展 Langmuir 方程、理想吸
附溶液(IAS)理论和晶格密度泛函理论(lattice DFT)等。
扩展 Langmuir 方程
扩展 Langmuir 方程是表征多元气体竞争吸附最
常用的模型之一 [39‒40], 其表达式为:
(V ) b P
Vi  Ln i i i

RT



式中: A 为吸附剂表面积; R 为气体常数; T 为温度。

多元气体竞争吸附模型

nc

nc

i 1

i 1

 xi  1 ;  yi  1

基于单一气体吸附的经典 Langmuir 等模型对多

2.1

i A

(6)

式中: xi 和 yi 分别是组分 i 在吸附相和游离相中的摩
尔分数。根据理想吸附溶液理论, 混合气体的总吸
附量 nt 满足:
nc
x
1
  oi
nt i 1 ni

(7)

式中: nc 为气体组分数; nio 为相同温度和扩展压条件
下组分 i 的吸附量。混合气体中各组分吸附量分别为:

(1)

ni  nt xi

(8)

1   b j Pj

公式 (5)需要由单组分气体的等温吸附方程进行计算 ,

式中: nc 为气体组分数; (VL)i 是组分 i 的单分子层吸

因此 , IAS 理论非常依赖于单组分气体的等温吸附

附体积; bi 是组分 i 等温吸附的 Langmuir 常数; 游离

模型 , 选取不同的单组分等温吸附模型会使得 IAS

相中组分 i 的气体分压为:

理论预测结果产生很大差异。 Clarkson et al.[17]研究

c

如常用的 Langmuir 方程、 D-A 方程、 D-R 方程等。

j 1

Pi  Pyi

(2)

式中: P 为总的气体压力; yi 为组分 i 的摩尔分数。

还进一步表明 , 当两种相同气体的混合比例不同时 ,
同一模型的预测精度也大不相同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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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模型预测值与实验结果间的相对误差(据 Clarkson et al.[17])

表1

Comparison of relative error for binary gas isotherm fits (after Clarkson et al.[17])

Table1
Extended Langmuir

样品

VCH4

Vtotal

IAS/Langmuir

VCO2

Vtotal

VCH4

IAS/D-R
VCO2

IAS/D-A

VCH4

Vtotal

VCO2

Vtotal

VCH4

VCO2

24%

7%

16%

19%

32%

7%

7%

8%

注入气体组分为 90%CH4+10%CO2 的等温吸附线(6 个数据点)
B2-11

9%

5%

30%

8%

6%

13%

8%

2%

注入气体组分为 75%CH4+25%CO2 的等温吸附线(5 个数据点)
B2-11

11%

28%

38%

9%

14%

25%

9%

25%

N

注: 平均相对误差 = (100 / N ) abs(Vcal  Vexp ) j / Vexp , 其中 N 为数据点数。
j 1

2.3

式中 :  in 代表了邻近的两个分子 i 和 n 之间的相互

晶格密度泛函理论(Lattice DFT)
晶 格 密 度 泛 函 理 论 (Lattice Density Fucntional

Theory) 同时考虑了吸附剂的孔隙结构和吸附质与
吸附剂之间的相互作用 [10]。假定在温度 T 时 , 一个
任意大小的狭缝孔中存在 N 种气体 , 这 N 种气体分
子直径相近 , 在吸附过程中每个分子既可以游离相
存在 , 亦可被吸附而占据一个晶格吸附位 , 这些晶
格 吸 附 位 根 据 其 距 吸 附 剂 表 面 的 远 近 标 记 为 j,

j=1, … , J。某一组分的分子 i 在游离位和晶格吸附
位 j 间的吸附 /解吸达到热力学平衡时满足以下方程 :

uij  T sij  0

(9)

式中 : uij 和 sij 分别是交换过程中的能量变化和
熵变。对于 N 种气体和 J 种晶格吸附位 , 应该有 N×J
个方程。式 9 中 , 熵变可以写为 :

 j (1   b )
si  k ln ib
i (1   j )
j

(10)

N

位 j 上的概率 ;  j   i j 是任意分子位于晶格吸附
i 1

位 j 上的概率 ;

6、 3, 在立方晶系中则为 6、 4、 1(图 1)。而对于与
吸附剂表面接触的晶格吸附位 , 其配位能变化为 :
N

uij  U is    in ( z2 nj 1  z1 nj  z0 nb )

i 位于游离位中的概率 ;

N

(12)

n 1

式中 : Uis 是吸附质与吸附剂表面的相互作用。将公
式 10 和公式 11 或公式 12 带入公式 9 中可得 :
N

  in ( z2nj 1  z2nj 1  z1nj  z0nb ) 
n 1

kT ln

i j (1   b )
0
ib (1   j )

(13)

( j  2, , J  1)
N

U is +   in ( z2 nj 1  z1 nj  z0 nb ) 
n 1

式中 : k 为玻尔兹曼常数 ; i j 是分子 i 位于晶格吸附

ib 是分子

作用 ; z0、z1、z2 是配位数 , 在六方晶系中分别为 12、

 j (1   b )
kT ln ib
 0 ( j  1)
i (1   j )

(14)

N

U is +   in ( z2 nj -1  z1 nj  z0 nb ) 
n 1

 j (1   b )
kT ln ib
 0 ( j  J)
i (1   j )

(15)

 b   ib 是任意分子位于游离位上的概率。同时 ,

在给定的作用能 U is 和  in 及一定的温度下 , 根

概率 θ 也可以表示晶格占位率 , 即所有晶格吸附位

据以上方程可以求得晶格占位率 i j , 由此可以得到

i 1

被吸附质分子占据的比例。公式 10 中等式右侧分数
的分子表示分子 i 位于晶格吸附位 j 上而游离位上没
有被分子占据的情况, 分母则表示分子 i 位于游离位而
晶格吸附位没有被占据的情况。

晶格过剩吸附量 [13]:
J

Γ ilat   (i j  ib )

(16)

j 1

为了更好地用晶格密度泛函理论来描述实测的

若只考虑吸附 /解吸过程中的配位能 , 同时认为

过剩吸附量 , 有必要赋予晶格占位率 θ 具体的物理

总的配位能是所有分子对相互作用能量之和且分子

意义并建立密度 ρ 和 θ 之间的函数关系。 Hocker et

对的相互作用仅限于最邻近的分子之间 , 则不与吸

al.[45]提出了如下公式 :

附剂表面接触的晶格吸附位 j 的配位能变化为 :
N

uij    in ( z2 nj 1  z2 nj 1  z1 nj  z0 nb )

(11)

  g ( ) 

 max  c
 max (1   )   c (1  2 )

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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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max 和  c 分别是孔隙中气体的最大密度和

气体之间的分离系数具有较大差异。因此 , 有机质

临界密度。该方程建立起了晶格占位率 θ 与密度 ρ

含量的高低不仅影响页岩中多元气体的吸附量 , 还

之间一一对应的函数关系并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

会影响页岩对多元气体的选择吸附性。

①当气体密度为 0 时, 晶格占位率等于 0, 即 g(0) = 0;

3.2

页岩组成

c

②当气体密度为临界密度  时, 晶格占位率 θ 为 0.5,
即 g(0.5) =  c ; ③当气体密度最大时 , 晶格占位率 θ
等于 1, 及 g(1) = 

max [45]

。此外 , 组分 i 的密度可以

表示为 :

不仅有机质含量的高低会影响多元气体吸附量
及其分离系数 , 有机质中显微组分的差异同样会对
两者产生较大的影响 [17,48]。 Lamberson et al.[49]对具
有不同显微组分的煤样进行了等温吸附实验 , 发现

i



(18)

CO2 在惰质组上具有很强的优先吸附性 , 而 CH4 在

CO2 等气体在有机质上的吸附过程中 , 不仅会

进行了 CH4 和 CO2 的等温吸附实验 , 认为惰质组会

i 

发生有机质表面的吸附 (adsorption), 同样会有部分

镜质组上的优先吸附性更强。 Busch et al.[38]在煤上
提供大量的亲 CO2 吸附位 , 使 CO2 具有更强的竞争

气体吸附于有机质中 , 从而引起有机质的膨胀 , 降

吸附性。Unsworth et al.[50]以及 Harris et al.[51]研究认

低其孔隙度和渗透率 , 晶格密度泛函理论中并未考

为 , 镜质组中微孔较为发育 , 而惰质组中介孔较为

虑这种效应 , 因此会使得实验结果与理论值之间存

发育。但 CH4 和 CO2 在镜质组和惰质组中的吸附机

在一定的误差 [10]。

理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49]。 Weniger et al.[7]研究表明 ,
随着镜质组含量的升高 , CO 2 吸附量显著降低 , 而

CH 4 吸附量则基本不变 ( 图 2) 。 Lu et al. [52] 研究了
CO2-CH4 二元气体在具有不同官能团的纳米多孔碳
上的竞争吸附特征 , 发现孔隙表面分子官能团的差
异会显著影响 CO2-CH4 分离系数 , 各官能团上分离
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NH2 > —COOH > —OH > —H。

Sun et al. [53]则研究了 CO2 和 CH4 二元气体在方解石
孔隙表面的竞争吸附规律 , 发现 CO2 比 CH4 在方解
图1
Fig.1

六方紧密堆积(a)和立方紧密堆积(b)吸附层

石孔隙表面具有更强的吸附能力。黏土矿物对气体

平面示意图

吸附量的大小也有很大影响 , CH 4 在不同类型黏土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of hexagonal lattice (a),
and cubic lattice (b)

矿物上的吸附能力也具有差异 , 由大到小依次为蒙

3

多元气体竞争吸附的影响因素

3.1

有机质含量

脱石≫伊蒙混层矿物>高岭石>绿泥石>伊利石[28,54]。

Yang et al. [21]研究则进一步表明 , 相对于 CH4, CO2
在钠蒙脱石上具有更强的吸附能力。 Duan et al.

[55]

地质条件下 , 页岩中的有机质是气体吸附的主
要场所 , 有机质对气体的吸附量在页岩总吸附量中
占主导地位 , 因此 TOC 对页岩吸附量具有极大的影
响 [5]。 Gasparik et al.[46]研究表明 , CH4 在页岩上的吸
附量要远低于煤。 Chareonsuppanimit et al.[6]研究了

CH4、 CO2 和 N2 在页岩和煤上的吸附 , 发现这些气
体在页岩上的吸附量相对于同等成熟度煤的吸附量
降低了 10~30 倍 , 其主要原因是页岩的 TOC 较低而

图2

无机矿物含量较高。单位 TOC 条件下 , 煤的吸附量
和页岩吸附量相近或略比页岩高 [38,47] 。另外 , 有机
质和黏土矿物对各种气体的亲和性不同 [28,30], 导致

煤镜质组含量对 CO2 和 CH4 最大过剩吸附量的影响
(据 Weniger et al.[7])

Fig.2

Changes in maximum excess adsorption capacity of methane
and carbon dioxide for coals with various vitrinite content
(after Weniger et a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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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 相对于页岩中的其他组分 , 黏土矿物对 CO2

也开始裂解 , 该阶段页岩中微孔及介孔不断增加 ,

具有更强的选择吸附性 , 因此黏土矿物含量升高会

孔隙体积和比表面积不断增大 [62], 因此在这一阶段 ,

使得 CO2-CH4 二元气体分离系数增大。

气体吸附量具有随着成熟度升高而增大的趋势 , 这

3.3

和煤中观察到的结果类似 [24] 。在过成熟阶段 , 尤其

孔隙结构

Cui et al.[32] 指出 , 吸附质分子大小和孔隙结构

是 Ro＞ 3.5%时 , 有机质孔开始遭到破坏 , 页岩孔隙
体积和比表面积都有所降低 [59]。而黏土矿物中的孔

会极大地影响多元气体竞争吸附结果。CO2 具有相对

隙则随着成熟度的增加而不断减少 [63], 有机质孔和

较小的动力学直径 , 可以在宏孔到超微孔 (<0.6 nm)

黏土矿物孔隙含量的变化必然会改变页岩中多元气

中扩散 , 但 CH4 和 N2 动力学直径相对较大 , 无法在

体的吸附量及分离系数。 Weniger et al.[7] 研究表明 ,

超微孔中扩散。周军平

[43]

研究发现 , 孔径越小 , 气体

分子与孔壁之间的相互作用越强 , CO2-CH4 二元气
体在狭缝型孔中分离效果越明显(图 3)。Yang et al.[21]

在 Ro<3.0%范围内, 随着成熟度的升高, CO2 吸附量
显著降低, 但 CH4 吸附量降低程度非常小(图 4)。

也认为 , 在孔径较小的孔隙中 , CO2-CH4 二元气体的
分离系数比孔径较大的孔隙中的分离系数大。但也
有研究表明 , 多元气体分离效果并非因孔径越小变
得越好 , 而 是存在一个 最优孔径。 Bhatia[8] 通 过 对

CH4 与 C2H6、C3H8 和 C4H10 三种烃类气体在活性炭
上的二元气体竞争吸附特征的研究发现 , 当微孔孔
径为 11.4Å 时, CH4 与其他烃类气体的分离效果最好。

图4

成熟度对 CO2 和 CH4 最大过剩吸附量的影响
(据 Weniger et al.[7])

Fig.4

3.5

Effect of thermal maturity on the maximum excess methane and
carbon dioxide absorption capacities (after Weniger et al. [7])

气体组成

Wang et al.[9]研究发现 , C2H6 在页岩上的吸附量
要远大于 CH4, 且 CH4 和 C2H6 二元气体在页岩上竞
图3

不同孔径条件下吸附平衡时 CO2 分离系数随
CO2 摩尔分数的变化(据周军平 [43])

Fig.3

3.4

Influence of CO2 mole fraction on its equilibrium separation
factor at different pore width (after Zhou[43])

争吸附的总吸附量随着 C2H6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许
多学者对煤的竞争吸附实验结果也表明 , 在二元气
体竞争吸附过程中 , 总吸附量介于两种单组分吸附
量之间 , 且随着吸附能力大的组分浓度比增大而增
大 [43,65,66](图 5)。Hartman et al.[41]利用 IAS 模型预测

成熟度
页岩中有机质是气体吸附的主要场所 , 随着成

熟度升高 , 干酪根的芳香结构不断缩合 , 芳构化程
度不断增强 [56], 含氧官能团断落 , 会使得干酪根对
多元气体的亲和性发生改变

[52,57,58]

。同时 , 随着成熟

度的升高 , 页岩孔隙结构不断变化 [59‒63], 在低成熟
阶段 , 有机质孔不发育 , 此时压实作用占主导地位 ,
页岩中介孔和宏孔不断减少 [64]; 在生油窗附近 , 液
态烃类大量生成 , 将原有孔隙堵塞 , 该阶段微孔、介
[60]

了不同比例 CH4 和 C2H6 混合气体在页岩中吸附时的
分离系数 , 发现在 27.58 MPa 条件下 , C2H6 浓度为

50%的混合气体的分离系数比 C2H6 浓度为 10%的混合
气体的分离系数大 20%以上(图 6)。而 Zhang et al.[67]
研究表明 , CO2-CH4 二元气体在页岩上竞争吸附时 ,
其分离系数会随 CO2 浓度的升高而降低。
3.6

含水率
液态水的存在会对多元气体竞争吸附产生显著

; 在液态烃类裂解阶段 ,

影响 , 其作用机理与气体分子同时运动于气液界面

被堵塞的孔隙得以释放 , 同时 , 残余沥青和干酪根

和固气界面之间有关 [68] 。水会堵塞孔隙 , 导致气体

孔及宏孔都有减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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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 C2H6 的分离系数要比 6.89 MPa 条件下高

35%以上 (图 6)。而 Shimada et al.[42]指出 , 在 1.2 MPa
时 CO2、CH4 和 N2 吸附能力之比为 8.5∶3.5∶1, 在

6 MPa 时则为 5.5∶ 2∶ 1。王晓琦等 [15]也认为 , 在温
度一定时 , CO2 和 CH4 二元气体在页岩上的竞争吸附
过程中 , 分离系数随着压力的升高迅速减小。周军
平 [43]则发现 CO2 和 CH4 二元气体在狭缝型孔中分离
系数随压力的变化存在一最大值 , 首先随着压力的
增加而增加 , 达到最大值后随着压力的增加而减小 ,
最终会趋向于一个定值。 Wang et al.[9]研究表明 , 对
于 CH4 和 C2H6 二元气体在页岩上的吸附 , 总吸附量
图5

不同组分配比气体的总过剩吸附量(据周军平 [43])
Fig.5

Total excess adsorption amount of individual gases
and their mixtures (after Zhou[43])

随着压力的增加而增大 , 到 10 MPa 时达到最大值 ,
而后随着压力的增加而降低。

4

页岩气竞争吸附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1) 许多学者在煤中开展了大量多元气体竞争

吸附的研究 , 但是目前针对页岩中多元气体竞争吸
附的研究较少。页岩的物质组成、孔隙结构特征等
和煤具有较大差异 , 因此 , 有必要针对页岩的具体
特征开展多元气体竞争吸附研究。此外 , 和煤相比 ,
页岩的吸附量非常小 , 单位质量页岩上 CH4 的吸附
图6

量约为煤中 CH4 吸附量的 10%[46]。为模拟实际地质

C2H6 分离系数随压力和气体浓度的变化

条件下页岩的竞争吸附规律 , 必须针对页岩开展高

(据 Hartman et al.[41])
Fig.6

温高压条件下多元气体竞争吸附实验。王晓琦等 [15]

Changes in ethane separation factor with pressure and
mole fraction (after Hartman et al.[41])

研究表明 , 温度与压力的共同升高使 CO2/CH4 分离

吸附量下降。许多研究表明 , 和干燥煤样相比 , 平衡
水煤样中气体吸附量会大幅下降 [7,69]。与煤不同 , 页
岩中含有大量黏土矿物 , 这些黏土矿物相对于有机
质具有更强的亲水性。因此水分的存在必然会影响
页岩中多元气体竞争吸附特征。此外 , 水的存在还
会降低 CO2 的优先吸附能力 , 这一现象在惰质组中
尤为明显 [17,38]。 Busch et al.[38]认为水占据了 CO2 的
吸附位 , 导致 CO2 难以吸附。同时 , 与 CH4、 N2 等
气体相比 , CO2 在水中的溶解度较大 , 当吸附质表面
存在液态水时 , CO2 不仅会参与竞争吸附 , 还会有一

系数迅速降低 , 页岩气藏埋深越大 , CO2/CH4 分离系
数越低。因此 , 在高温高压竞争吸附实验过程中 , 吸
附气中各种气体的比例与游离气中各种气体的比例
差距非常小 , 这就需要大幅度提升实验精度 [15,46]。

(2) 页岩中多元气体竞争吸附的机理还存在较
大争议 , 如 CO2 和 CH4 等气体在有机质上的吸附 ,
有些学者认为是物理吸附 , 有些认为是化学吸附 ,
还 有 部 分 学者 认 为 兼 具物 理 吸 附 和化 学 吸 附 的 特
征。另外 , 多元气体竞争吸附有别于单组分气体的
独立吸附 , 气体与气体之间及气体与有机质之间的

部分溶解于液态水中 , 使得其与其他气体的竞争吸

相互作用使得吸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因此 , 对多

附关系更加复杂。

元气体竞争吸附机理的研究今后是一个重点。

3.7

(3) 以往研究过程中常将页岩简化为均一的吸
压力

Busch et al.

附质 , 然而实际上 , 页岩的非均质性极强 , 不仅含
[38]

认为 , 压力是 CO2-CH4 混合气体
[41]

有不同类型的有机质 , 还含有多种矿物 , 其孔隙结

对

构也非常复杂。多元气体在不同物质及不同结构的孔

不同压力条件下 CH4 和 C2H6 二元气体的分离系数进

隙中表现出的竞争吸附特征具有很大差异 , 这就使

行研究, 发现当 CH4 和 C2H6 比例为 1∶1 时, 27.58 MPa

得在不同样品上得出的实验结果具有较大差异性。因

中 CO2 优先吸附的主要驱动力。 Hartma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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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有必要针对页岩的非均质性展开相应的吸附研

是要明确不同成熟度页岩及其可溶组分含量对气体

究工作, 探讨非均质表面多元气体的竞争吸附特征。

竞争吸附的影响 , 进而建立起各因素之间的函数关

(4) 以往在页岩上进行的多元气体竞争吸附实

系和数学模型 , 才能更准确的研究竞争吸附过程中

验大多是在干燥条件下进行 , 针对含水体系的多元

各因素的耦合关系及其动力学规律 , 更好地揭示页

气体竞争吸附研究较少 , 但实际地质条件下页岩中

岩中多元气体竞争吸附的机理。

会含有一定量的水。水分的存在不仅会堵塞孔隙 ,

(3) 建立有针对性的实验方法和手段 , 开展不

降低其他气体的吸附量 , 同时也会占据一定的吸附

同含水饱和度下页岩中多元气体的竞争吸附实验 ,

位 , 和其他气体之间存在竞争吸附关系。干燥条件

研究页岩、水及多元气体三相耦合之间的特征与机

下吸附时固态 - 气态的相互作用在含水体系中变成

理并建立起相应的吸附模型。

了固态 - 液态 - 气态三相间的作用 , 使得多元气体的

(4) 以多元气体的超临界吸附为切入点 , 模拟
实际地质条件下页岩储层的温度、压力特征 , 结合

竞争吸附变得更加复杂。

(5) 虽然 CH4、C2H6、CO2、N2 等气体临界温度

其他体系的超临界吸附研究进展, 分析页岩储层

和临界压力差别较大 , 但是在实际地质条件下 , 这

中多元气体超临界竞争吸附规律, 建立起相关超

些气体均处于超临界状态 , 其吸附状态有待进一步

临界吸附模型, 解决页岩气勘探开发过程中的实

研究。但是目前研究地质温度和压力条件下多元气

际问题。

体的竞争吸附时 , 大多采用常规吸附模型来进行描

(5) 将多元气体竞争吸附研究与热模拟实验相

述 , 这些模型依据的条件在超临界条件下不一定成

结合 , 对热模拟实验得到不同成熟度的页岩样品进

立。因此 , 有必要针对超临界条件下多元气体竞争

行孔隙结构、有机质结构及气体组分研究 , 而后据

吸附提出合适的模型。

(6) 南方下古生界页岩作为我国页岩气勘探开
发的重点层位, 成熟度普遍偏高, 处在生气晚期或进入
生气下限阶段[70], 而该阶段孔隙演化较为复杂[59]。随着
成熟度的升高 , 有机质芳构化程度增强 [56], 且在高
过成熟阶段伴随着氮气的大量生成 [71‒72], 使得页岩
中气体组分不断发生变化 , 这些都会对页岩中多元
气体竞争吸附产生影响。因此 , 有必要针对过成熟
阶段页岩中多元气体的竞争吸附进行综合研究。

此进行多元气体的竞争吸附实验 , 深入探讨热演化
过程中多元气体竞争吸附规律 , 为我国南方下古生
界页岩气勘探开发提供指导。
审稿人对初稿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本研究还
受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项目资助, 在此深
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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