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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确定含重烃煤不同组分配

比的气体吸附量的实验方法，包括自动配气装

置、储存罐、气相色谱仪、自动气体采集装置、真

空泵、煤样罐、恒温箱、三通阀门、四通阀门，连接

组成一个完整的实验装置，将制备好的煤粉实验

样品放置于煤样罐中，利用该实验装置分别测出

CH4与C2H6在不同组分分配比和不同吸附平衡压

力情况下，快速得出CH4与C2H6各自的吸附量。该

方法能够完善和丰富多元气体吸附解吸理论，深

入了解煤层气储集机理，评价煤层气开发潜力，

促进储层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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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确定含重烃煤不同组分配比的气体吸附量的实验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第一步：用第一连接管将自动配气装置与储存罐连接起来，用第二连接管将储存罐与

三通阀门连接起来，用第三连接管将三通阀门与真空泵连接起来，用第四连接管将三通阀

门与四通阀门连接起来，用第五连接管将四通阀门与气相色谱仪连接起来，用第六连接管

将四通阀门与自动气体采集装置连接起来，用第七连接管将四通阀门与煤样罐连接起来，

煤样罐上安装有压力表，其中第一连接管上安装有第一高压阀门，第四连接管上安装有第

二高压阀门，第五连接管上安装有第三高压阀门，第六连接管上安装有第四高压阀门，第七

连接管上安装有第五高压阀门，第三连接管上安装有真空计；

第二步：首先将从现场采集的煤样进行粉碎和筛分，制成煤粉粒度为0.17mm～0.25mm

的实验样品，然后将煤粉实验样品进行平衡水分处理，称取100g实验样品装入煤样罐中，并

进行密封处理，最后将密封好的煤样罐放置于恒温箱中；

第三步：检查实验装置的气密性，确认实验装置没有漏气情况后，打开第一高压阀门、

第二高压阀门、第三高压阀门、第四高压阀门、第五高压阀门，打开真空泵对整个装置进行

抽真空处理，当真空计显示的真空度低于10Pa时，停止抽真空；

第四步：将恒温箱的温度设定为20℃，打开第一高压阀门、第二高压阀门、第四高压阀

门、第五高压阀门，关闭第三高压阀门，利用自动配气装置分别将纯气体CH4和纯气体C2H6充

入煤样罐中，并且通过煤样罐上的压力表观察煤样罐内气体的吸附压力，并达到所要求的

不同吸附平衡压力，通过储存罐和自动气体采集装置分别测出纯气体CH4和纯气体C2H6各自

的吸附量，利用Langmuir模型得到CH4的Langmuir体积和Langmuir压力及C2H6的Langmuir体

积和Langmuir压力；

第五步：利用自动配气装置将CH4的体积摩尔分数与C2H6的体积摩尔分数分成四种不同

的组分配比，将恒温箱的温度设定为20℃，然后打开第一高压阀门、第二高压阀门、第四高

压阀门、第五高压阀门，关闭第三高压阀门，进行等温吸附量实验；

当煤样罐内的实验样品吸附平衡以后，达到不同的吸附平衡压力情况下，关闭第一高

压阀门、第二高压阀门、第四高压阀门，打开第三高压阀门、第五高压阀门，利用气相色谱仪

测定二元混合气体的游离相摩尔分数，然后关闭第一高压阀门、第二高压阀门、第三高压阀

门，打开第四高压阀门、第五高压阀门，通过储存罐和自动气体采集装置测出不同CH4的体

积摩尔分数和C2H6的体积摩尔分数分配比总的吸附量；

第六步：利用分离关系式 和xi+xj＝100％，可以得到四种不同组分

配比时的各组分吸附相摩尔分数，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和二元混合气体等温吸附实验测定的

总吸附量，即可分别计算出CH4和C2H6各自的吸附量；

式中：xi、xj表示在吸附相中组分i、j的摩尔分数，yi、yj表示在游离相中组分i、j的摩尔

分数，VLi、VLj表示气体i、j的Langmuir体积，PLi、PLj表示气体i、j的Langmuir压力；

第七步：分别计算出四种不同组分配比的CH4吸附相摩尔分数与C2H6吸附相摩尔分数的

比值γ，并将γ与对应的吸附平衡压力P的数据进行回归，得出拟合参数与不同组分配比的

关系；

第八步：按照Langmuir吸附方程计算四种不同组分配比下各自的Langmuir吸附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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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Langmuir吸附常数与不同组分配比的关系，得出二元混合气体在给定平衡压力P时总

的吸附量；与前面的吸附摩尔比值关系式联立，再结合吸附相摩尔分数的比值γ、二元混合

气体中CH4的吸附摩尔分数y、二元混合气体中C2H6的吸附摩尔数z之间的数量关系，就可以

得到含重烃煤层任意给定的组分配比下的混合气体各自的吸附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确定含重烃煤不同组分配比的气体吸附量的实验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步中吸附平衡压力分别为1MPa、2MPa、3MPa、4MPa、5MPa、6MPa、7MPa、

8MPa、9MPa。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确定含重烃煤不同组分配比的气体吸附量的实验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五步中CH4与C2H6的组分分配比分别为95％:5％、80％:20％、60％:

40％、50％:50％。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确定含重烃煤不同组分配比的气体吸附量的实验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五步中当CH4的体积摩尔分数与C2H6的体积摩尔分数的分配比为95％:

5％时，设定的吸附平衡压力分别为0 .54MPa、1 .76MPa、2 .95MPa、4 .59MPa、6 .72MPa、

8.15MPa；当CH4的体积摩尔分数与C2H6的体积摩尔分数的分配比为80％:20％时，设定的吸

附平衡压力分别为0.61MPa、1.64MPa、2.85MPa、4.64MPa、6.83MPa、8.03MPa；当CH4的体积摩

尔分数与C2H6的体积摩尔分数的分配比为60％:40％时，设定的吸附平衡压力分别为

0.59MPa、1.72MPa、2.77MPa、4.50MPa、6.61MPa、8.08MPa；当CH4的体积摩尔分数与C2H6的体

积摩尔分数的分配比为50％:50％时，设定的吸附平衡压力分别为0.71MPa、1 .70MPa、

2.91MPa、4.55MPa、6.79MPa、8.1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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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确定含重烃煤不同组分配比的气体吸附量的实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煤矿安全开采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确定含重烃煤不同组分配比的气

体吸附量的实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煤层气属于非常规天然气，主要以吸附状态赋存与煤层中。煤层气是一种新型洁

净能源，开采这种能源对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解决煤炭开采安全问题、实施可持续发展等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煤层气资源储量丰富，据2006年煤层气资源评价结果，我国埋

深2000m以浅煤层气资源量为36.8×1012m3，位居世界第二位。

[0003] 煤层气的主要组分是CH4，次要组分含有CO2、N2和重烃(C2+)等，煤除了可以吸附CH4

外，还能吸附CO2、N2、C2H6、C3H8等气体。中国煤层气组分多以干气为主，但盘江、鄂东、攀枝花

等中阶煤地区出现湿气，煤层气成分异常，重烃浓度达到5％-43％。煤层中重烃类气体组分

的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C2H6、C3H8、C4H10，其中C2H6组分占到重烃气体的90％以上。因此采用

纯甲烷气体进行煤的等温吸附解吸实验，所获得的煤储层的吸附解吸特性不能真正代表煤

储层的真实情况。如果据此来判断煤层气资源量、煤储层特性参数和评价煤层气产能时，势

必会影响煤层气开发。

[0004] 目前，实验室主要用单一组分的吸附装置进行甲烷吸附量的测试，对于含重烃煤

层气等温吸附特性未见报道，因此，提出一种针对含重烃煤层的实验室测试气体吸附量的

方法十分有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实验室确定含重烃煤不同组分配比的气

体吸附量的实验方法，能够在实验室中快速的测定出含重烃煤样不同组分配比的气体吸附

量，完善和丰富多元气体吸附解吸理论，深入了解煤层气储集机理，评价煤层气开发潜力，

促进储层模拟研究。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确定含重烃煤不同组分配比的气体吸附

量的实验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第一步：用第一连接管将自动配气装置与储存罐连接起来，用第二连接管将储存

罐与三通阀门连接起来，用第三连接管将三通阀门与真空泵连接起来，用第四连接管将三

通阀门与四通阀门连接起来，用第五连接管将四通阀门与气相色谱仪连接起来，用第六连

接管将四通阀门与自动气体采集装置连接起来，用第七连接管将四通阀门与煤样罐连接起

来，煤样罐上安装有压力表，其中第一连接管上安装有第一高压阀门，第四连接管上安装有

第二高压阀门，第五连接管上安装有第三高压阀门，第六连接管上安装有第四高压阀门，第

七连接管上安装有第五高压阀门，第三连接管上安装有真空计。

[0008] 第二步：首先将从现场采集的煤样进行粉碎和筛分，制成煤粉粒度为0.17mm～

0.25mm的实验样品，然后将煤粉实验样品进行平衡水分处理，称取100g实验样品装入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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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中，并进行密封处理，最后将密封好的煤样罐放置于恒温箱中。

[0009] 第三步：检查实验装置的气密性，确认实验装置没有漏气情况后，打开第一高压阀

门、第二高压阀门、第三高压阀门、第四高压阀门、第五高压阀门，打开真空泵对整个装置进

行抽真空处理，当真空计显示的真空度低于10Pa时，停止抽真空。

[0010] 第四步：将恒温箱的温度设定为20℃，打开第一高压阀门、第二高压阀门、第四高

压阀门、第五高压阀门，关闭第三高压阀门，利用自动配气装置分别将纯气体CH4和纯气体

C2H6充入煤样罐中，并且通过煤样罐上的压力表观察煤样罐内气体的吸附压力，并达到所要

求的不同吸附平衡压力，通过储存罐和自动气体采集装置分别测出纯气体CH4和纯气体C2H6

各自的吸附量，利用Langmuir模型得到CH4的Langmuir体积和Langmuir压力及C2H6的

Langmuir体积和Langmuir压力。

[0011] 第五步：利用自动配气装置将CH4的体积摩尔分数与C2H6的体积摩尔分数分成四种

不同的组分配比，将恒温箱的温度设定为20℃，然后打开第一高压阀门、第二高压阀门、第

四高压阀门、第五高压阀门，关闭第三高压阀门，进行等温吸附量实验。

[0012] 当煤样罐内的实验样品吸附平衡以后，达到不同的吸附平衡压力情况下，关闭第

一高压阀门、第二高压阀门、第四高压阀门，打开第三高压阀门、第五高压阀门，利用气相色

谱仪测定二元混合气体的游离相摩尔分数，然后关闭第一高压阀门、第二高压阀门、第三高

压阀门，打开第四高压阀门、第五高压阀门，通过储存罐和自动气体采集装置测出不同CH4

的体积摩尔分数和C2H6的体积摩尔分数分配比总的吸附量。

[0013] 第六步：利用分离关系式 和xi+xj＝100％，可以得到四种不同

组分配比时的各组分吸附相摩尔分数，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和二元混合气体等温吸附实验测

定的总吸附量，即可分别计算出CH4和C2H6各自的吸附量；

[0014] 式中：xi、xj表示在吸附相中组分i、j的摩尔分数，yi、yj表示在游离相中组分i、j的

摩尔分数，VLi、VLj表示气体i、j的Langmuir体积，PLi、PLj表示气体i、j的Langmuir压力。

[0015] 第七步：分别计算出四种不同组分配比的CH4吸附相摩尔分数与C2H6吸附相摩尔分

数的比值γ，并将γ与对应的吸附平衡压力P的数据进行回归，得出拟合参数与不同组分配

比的关系。

[0016] 第八步：按照Langmuir吸附方程计算四种不同组分配比下各自的Langmuir吸附常

数，拟合Langmuir吸附常数与不同组分配比的关系，得出二元混合气体在给定平衡压力P时

总的吸附量；与前面的吸附摩尔比值关系式联立，就可以得到含重烃煤层任意给定的组分

配比下的混合气体各自的吸附量。

[0017] 所述第四步中吸附平衡压力分别为1MPa、2MPa、3MPa、4MPa、5MPa、6MPa、7MPa、

8MPa、9MPa。

[0018] 所述第五步中CH4与C2H6的组分分配比分别为95％:5％、80％:20％、60％:40％、

50％:50％。

[0019] 所述第五步中当CH4的体积摩尔分数与C2H6的体积摩尔分数的分配比为95％:5％

时，设定的吸附平衡压力分别为0.54MPa、1.76MPa、2.95MPa、4.59MPa、6.72MPa、8.15MPa；当

CH4的体积摩尔分数与C2H6的体积摩尔分数的分配比为80％:20％时，设定的吸附平衡压力

分别为0.61MPa、1.64MPa、2.85MPa、4.64MPa、6.83MPa、8.03MPa；当CH4的体积摩尔分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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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H6的体积摩尔分数的分配比为60％:40％时，设定的吸附平衡压力分别为0 .59MPa、

1.72MPa、2.77MPa、4.50MPa、6.61MPa、8.08MPa；当CH4的体积摩尔分数与C2H6的体积摩尔分

数的分配比为50％:50％时，设定的吸附平衡压力分别为0.71MPa、1 .70MPa、2 .91MPa、

4.55MPa、6.79MPa、8.10MPa。

[0020]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的实验方法能够在实验室中快

速的测定出含重烃煤样不同组分配比的气体吸附量，能够完善和丰富多元气体吸附解吸理

论，深入了解煤层气储集机理，评价煤层气开发潜力，促进储层模拟研究。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实验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实施方式实验样品的实验结果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更加清楚，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

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4] 一种确定含重烃煤不同组分配比的气体吸附量的实验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5] 第一步：如图1所示，用第一连接管10将自动配气装置1与储存罐2连接起来，用第

二连接管11将储存罐2与三通阀门8连接起来，用第三连接管12将三通阀门8与真空泵5连接

起来，用第四连接管13将三通阀门8与四通阀门9连接起来，用第五连接管14将四通阀门9与

气相色谱仪4连接起来，用第六连接管15将四通阀门9与自动气体采集装置3连接起来，用第

七连接管16将四通阀门9与煤样罐6连接起来，煤样罐6上安装有压力表23，压力表23，便于

显示煤样罐内的气体气压压强。其中第一连接管10上安装有第一高压阀门17，第四连接管

13上设有第二高压阀门18，第五连接管14上设有第三高压阀门19，第六连接管15上设有第

四高压阀门20，第七连接管16上设有第五高压阀门21，第三连接管12上安装有真空计22，真

空计22便于显示整个实验装置内的真空气压压强。

[0026] 第二步：首先将从现场采集的煤样进行粉碎和筛分，制成煤粉粒度为0.17mm～

0.25mm的实验样品，然后将煤粉实验样品进行平衡水分处理，称取100g实验样品装入煤样

罐6中，并进行密封处理，最后将密封好的煤样罐6放置于恒温箱7中。

[0027] 第三步：检查实验装置的气密性，确认实验装置没有漏气情况后，打开第一高压阀

门17、第二高压阀门18、第三高压阀门19、第四高压阀门20、第五高压阀门21，打开真空泵5

对整个装置进行抽真空处理，当真空计22显示的真空度低于10Pa时，停止抽真空。

[0028] 第四步：将恒温箱7的温度设定为20℃，打开第一高压阀门17、第二高压阀门18、第

四高压阀门20、第五高压阀门21，关闭第三高压阀门19，利用自动配气装置1分别将纯气体

CH4和纯气体C2H6充入煤样罐6中，并且通过煤样罐6上的压力表23观察煤样罐6内气体的吸

附压力，并达到所要求的不同吸附平衡压力，本实施例中其吸附平衡压力分别设定为1MPa、

2MPa、3MPa、4MPa、5MPa、6MPa、7MPa、8MPa、9MPa，通过储存罐2和自动气体采集装置4分别测

出纯气体CH4和纯气体C2H6各自的吸附量，利用Langmuir模型得到CH4的Langmuir体积和

Langmuir压力及C2H6的Langmuir体积和Langmuir压力。

[0029] 第五步：利用自动配气装置1将CH4的体积摩尔分数与C2H6的体积摩尔分数分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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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的组分配比，将恒温箱7的温度设定为20℃，然后打开第一高压阀门17、第二高压阀

门18、第四高压阀门20、第五高压阀门21，关闭第三高压阀门19，进行等温吸附实验，本实施

例中将CH4的体积摩尔分数与C2H6的体积摩尔分数分配比分成95％:5％、80％:20％、60％:

40％、50％:50％。

[0030] 当CH4的体积摩尔分数和C2H6的体积摩尔分数分配比是95％:5％时，当煤样罐6内

的实验样品吸附平衡以后，达到不同的吸附平衡压力情况下，本实施例中吸附平衡压力分

别设定为0.54MPa、1.76MPa、2.95MPa、4.59MPa、6.72MPa、8.15MPa。关闭第一高压阀门17、第

二高压阀门18、第四高压阀门20，打开第三高压阀门19、第五高压阀门21，利用气相色谱仪3

测定二元混合气体的游离相摩尔分数，然后关闭第一高压阀门17、第二高压阀门18、第三高

压阀门19，打开第四高压阀门20、第五高压阀门21，通过储存罐2和自动气体采集装置4测出

不同CH4的体积摩尔分数和C2H6的体积摩尔分数分配比总的吸附量。

[0031] 同样的操作过程，当CH4的体积摩尔分数和C2H6的体积摩尔分数分配比是80％:

20％，吸附平衡压力分别设定为0.61MPa、1.64MPa、2.85MPa、4.64MPa、6.83MPa、8.03MPa时，

测出不同CH4的体积摩尔分数和C2H6的体积摩尔分数分配比总的吸附量。

[0032] 当CH4的体积摩尔分数和C2H6的体积摩尔分数分配比是60％:40％，吸附平衡压力

分别设定为0.59MPa、1.72MPa、2.77MPa、4.50MPa、6.61MPa、8.08MPa时，测出不同CH4的体积

摩尔分数和C2H6的体积摩尔分数分配比总的吸附量。

[0033] 当CH4的体积摩尔分数和C2H6的体积摩尔分数分配比是50％:50％，吸附平衡压力

分别设定为0.71MPa、1.70MPa、2.91MPa、4.55MPa、6.79MPa、8.10MPa时测出不同CH4的体积

摩尔分数和C2H6的体积摩尔分数分配比总的吸附量。

[0034] 将不同CH4的体积摩尔分数和C2H6的体积摩尔分数分配比，在设定的不同吸附平衡

压力下总的吸附量的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

[0035] 其中当自动配气装置1向储气罐2内添加气体的时候，控制第一高压阀门17及自动

配气装置1上压力表的读数可以准确的计算出进入储气罐2内的气体量，以此来实现CH4和

C2H6的准确分配比，在这里储气罐2只作为一个临时存储气体的装置，储气罐2对进入煤样罐

6内的气体起到一个参考对照的作用。

[0036] 第六步：利用分离关系式 和x1+x2＝100％，可以得到四种不同

组分配比时的各组分吸附相摩尔分数，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和二元混合气体等温吸附实验测

定的总吸附量，即可分别计算出CH4和C2H6各自的吸附量，其实验数据如表1所示。

[0037] 式中：xi、xj表示在吸附相中组分i、j的摩尔分数，yi、yj表示在游离相中组分i、j的

摩尔分数，VLi、VLj表示气体i、j的Langmuir体积，PLi、PLj表示气体i、j的Langmuir压力。

[0038] 表1  CH4和C2H6混合气体不同分配比在等温吸附实验中的吸附相浓度和吸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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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0040]

[0041] 第七步：分别计算出四种不同组分配比的CH4吸附相摩尔分数与C2H6吸附相摩尔分

数的比值γ，并将γ与对应的吸附平衡压力P的数据进行回归，得到指数函数关系

同时将指数关系中的参数A、B、C与不同组分配比x进行回归，得到A＝0.29x+

0 .3 8 ，B＝ 0 .5 8 x + 0 .5 5 ，C＝ 0 .2 5 x + 2 .3 5 ，将参数A、B、C重新带入γ ，得到

[0042] 第八步：如图2所示，对四种不同组分配比下CH4与C2H6吸附总量，按照Langmuir模

型进行拟合，可以得到四种不同组分配比下各自的Langmuir体积和Langmuir压力，然后与

不同组分配比 x进行拟合，得到二元混合气体在吸附平衡压力P时总的吸附量为：

联 立 方 程 y + z ＝

100％。

[0043] 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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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z＝100％联立起来，式中： 表示CH4、C2H6各自的吸附量；y表示二元混合气体中CH4

的吸附摩尔分数；z表示二元混合气体中C2H6的吸附摩尔分数。因此，在已知CH4和C2H6混合气

体分配比时，可快速得到不同吸附平衡压力P下CH4与C2H6各自的吸附量。

[0044] 本发明的实验装置和实验方法能够在实验室中快速的测定出含重烃煤样不同组

分配比的气体吸附量，能够完善和丰富多元气体吸附解吸理论，深入了解煤层气储集机理，

评价煤层气开发潜力，促进储层模拟研究。

[0045] 本专利中使用了“第一”、“第二”等词语来限定零部件的话，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

知晓：“第一”、“第二”的使用仅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上述词语并没有

特殊的含义。

[0046]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实用新型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

等同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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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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