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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页岩气赋存转化与同位

素响应模拟装置，包括饱和-解吸罐、色谱-同位

素质谱分析系统和采送样机构。饱和-解吸罐用

于对岩心进行气体高压饱和，并对高压饱和后的

岩心进行解吸；色谱-同位素质谱分析系统用于

实时监控碳同位素或氢同位素的变化；采送样机

构用于收集岩心解吸后的气体，并将岩心解吸后

的气体送入色谱-同位素质谱分析系统。该页岩

气赋存转化与同位素响应模拟装置，用于页岩岩

心气体高压饱和—解吸实验，实验室内模拟页岩

气的产出过程，并实时监控碳同位素或氢同位素

的变化，为示踪页岩气井的开发状态，进行产能

预测提供基础数据和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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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页岩气赋存转化与同位素响应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饱和-解吸罐，用于对岩心进行气体高压饱和，并对所述高压饱和后的岩心进行解吸；

色谱-同位素质谱分析系统，用于实时监控同位素的变化；

采送样机构，用于收集所述岩心解吸后的气体，并将所述岩心解吸后的气体送入所述

色谱-同位素质谱分析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页岩气赋存转化与同位素响应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饱

和-解吸罐和所述采送样机构之间沿气体流通方向依次设有减压阀和流量控制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页岩气赋存转化与同位素响应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采

送样机构为六通阀，所述六通阀内设有取样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页岩气赋存转化与同位素响应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色

谱-同位素质谱分析系统包括沿气体流通方向依次设置的色谱仪和同位素质谱仪，所述色

谱仪和所述同位素质谱仪之间设有燃烧炉，所述燃烧炉用于将气体氧化或者将气体高温裂

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页岩气赋存转化与同位素响应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饱

和-解吸罐的外部设有加热套，所述加热套用于为所述饱和-解吸罐提供合适的温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页岩气赋存转化与同位素响应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饱

和-解吸罐的进口连接高压储气罐，所述高压储气罐的出口设有第一压力计，所述饱和-解

吸罐的出口设有第二压力计。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页岩气赋存转化与同位素响应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饱

和-解吸罐的下部连接真空泵。

8.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页岩气赋存转化与同位素响应模拟装置进行响

应模拟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对放置有岩心的饱和-解吸罐抽真空，利用高压储气罐对所述饱和-解吸罐进行气

体高压饱和；

S2、对气体饱和后的岩心进行解吸，并对岩心解吸后的气体进行取样；

S3、将所取得的样品送入所述色谱-同位素质谱分析系统，以实时监控同位素的变化。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同位素响应模拟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1前，还包

括步骤S0：

将干燥后的岩心置于所述饱和-解吸罐中，并对所述饱和-解吸罐进行抽真空；

利用所述高压储气罐向所述饱和-解吸罐中通入惰性气体，直至所述高压储气罐的压

力和所述饱和-解吸罐的压力达到平衡；

根据所述高压储气罐向所述饱和-解吸罐通入惰性气体前后的压力变化，获取所述饱

和-解吸罐空隙空间的体积；

根据获得的饱和-解吸罐空隙空间的体积计算所述高压储气罐中所需充注的气体的体

积。

10.根据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同位素响应模拟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通入的岩心饱和气

体为甲烷或者页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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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赋存转化与同位素响应模拟装置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油气地质勘探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页岩气赋存转化与同位素响

应模拟装置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在四川盆地焦石坝、威远等区块页岩气产量达到5.1×109m3，现在正处于勘探

开发的关键阶段，关于页岩气产出过程中吸附气/游离气比例、页岩气井开发状态和产能预

测等问题均是油田单位重点关心的问题。近期的同位素法逐渐得到关注，初步展现了对于

上述问题的应用潜力。原理上在吸附/解吸、扩散过程中，会出现明显的甲烷同位素分馏效

应，从而会造成同位素分馏现象。已经发现页岩气钻井泥浆气甲烷的碳同位素值要轻于岩

屑脱气，且页岩气开采过程中甲烷同位素δ13C随开采时间有变重的趋势。显然与页岩气吸

附/解吸、扩散过程中的同位素分馏作用有关。

[0003] 钟宁宁(2016)等在对上扬子龙马溪组页岩和水井坨组页岩岩心的解析中，观察到

页岩气吸附/解吸、扩散过程中，其甲烷碳同位素组成(δ13C1)可以产生高达7‰～14.4‰的

分馏作用。对这一明显的同位素分馏效应，采用多组分吸附和双孔隙气体流动模型，利用澳

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和CSIRO研发的SIMEDWin软件模拟计算了页岩气解吸-扩散过程的

同位素分馏效应。依据模拟计算结果，进一步求取了不同时刻解析气中游离气/吸附气的比

例及其随解析时间的变化。

[0004] 目前，同位素法的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用于研究页岩气赋存状态的转化和页岩

气开发状态的示踪还有很大的潜力。重点是要掌握页岩气解析(吸附/解吸、扩散)过程中的

同位素分馏规律，并建立具有理论基础的分馏效应定量表征模型。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页岩气赋存转化与同

位素响应模拟装置和方法。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该页岩气赋存转化与同位素响应模拟装

置包括：

[0006] 饱和-解吸罐，用于对岩心进行气体高压饱和，并对所述高压饱和后的岩心进行解

吸；

[0007] 色谱-同位素质谱分析系统，用于实时监控碳同位素或氢同位素的变化；

[0008] 采送样机构，用于收集所述岩心解吸后的气体，并将所述岩心解吸后的气体送入

所述色谱-同位素质谱分析系统。

[0009] 在一实施方式中，所述饱和-解吸罐和所述采送样机构之间沿气体流通方向依次

设有减压阀和流量控制器。

[0010] 在一实施方式中，所述采送样机构为六通阀，所述六通阀内设有取样管。

[0011] 在一实施方式中，所述色谱-同位素质谱分析系统包括沿气体流通方向依次设置

的色谱仪和同位素质谱仪，所述色谱仪和所述同位素质谱仪之间设有燃烧炉，所述燃烧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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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将气体氧化或者将气体高温裂解。

[0012] 在一实施方式中，所述饱和-解吸罐的外部设有加热套，所述加热套用于为所述饱

和-解吸罐提供合适的温度。

[0013] 在一实施方式中，所述饱和-解吸罐的进口连接高压储气罐，所述高压储气罐的出

口设有第一压力计，所述饱和-解吸罐的出口设有第二压力计。

[0014] 在一实施方式中，所述饱和-解吸罐的下部连接真空泵。

[0015]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该页岩气赋存转化与同位素响应模拟的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16] S1、对放置有岩心的饱和-解吸罐抽真空，利用高压储气罐对所述饱和-解吸罐进

行气体高压饱和；

[0017] S2、对气体饱和后的岩心进行解吸，并对岩心解吸后的气体进行取样；

[0018] S3、将所取得的样品送入所述色谱-同位素质谱分析系统，以实时监控碳同位素或

氢同位素的变化。

[0019] 在一实施方式中，在所述步骤S1前，还包括步骤S0：

[0020] 将干燥后的岩心置于所述饱和-解吸罐中，并对所述饱和-解吸罐进行抽真空；

[0021] 利用所述高压储气罐向所述饱和-解吸罐中通入惰性气体，直至所述高压储气罐

的压力和所述饱和-解吸罐的压力达到平衡；

[0022] 根据所述高压储气罐向所述饱和-解吸罐通惰性气体前后的压力变化，获取所述

饱和-解吸罐空隙空间的体积；

[0023] 根据获得的饱和-解吸罐空隙空间的体积计算所述高压储气罐中所需充注的气体

的体积。

[0024] 在一实施方式中，通入的岩心饱和气体为甲烷或者页岩气。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提供了一种页岩气赋存转化与同位素响应

模拟装置，用于页岩岩心气体高压饱和—解吸实验，实验室内模拟页岩气的产出过程，并实

时监控同位素的变化，明确伴随页岩气产出过程中，同位素在传质迁移过程中的变化规律

和分馏机理，理清页岩气赋存转化与同位素响应的关系，示踪页岩气井的开发状态。

附图说明

[0026] 下面将结合附图来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地描述。在图中：

[0027] 图1显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页岩气赋存转化与同位素响应模拟装置的结

构示意图。

[0028] 图2显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页岩气赋存转化与同位素响应模拟方法的流

程图。

[0029] 在附图中，相同的部件使用相同的附图标记。附图并未按照实际的比例绘制。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31] 图1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页岩气赋存转化与同位素响应模拟装置，该装置包括饱

和-解吸罐1、色谱-同位素质谱分析系统2和采送样机构3。饱和-解吸罐1用于对岩心进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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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高压饱和，并对高压饱和后的岩心进行解吸。色谱-同位素质谱分析系统2用于实时监控

同位素的变化。采送样机构3用于收集岩心解吸后的气体，并将岩心解吸后的气体送入色

谱-同位素质谱分析系统2。对岩心进行气体高压饱和时，所用的气体可以是纯甲烷或者页

岩气。

[0032] 根据页岩气开发过程中，甲烷的同位素变化与页岩气井的采收率存在一定的对应

关系，从而利用甲烷的同位素变化示踪页岩气井的开发状态。本发明利用上述原理，将页岩

气赋存转化与同位素响应模拟装置用于页岩岩心气体高压饱和—解吸实验，也可以用于全

直径页岩岩心(不经过切割和劈分，整段用于实验室进行分析测定的柱状岩心)气体高压饱

和-解吸实验，实验室内模拟页岩气的产出过程，并实时监控同位素的变化，示踪页岩气井

的开发状态。

[0033] 在一实施例中，饱和-解吸罐1和采送样机构3之间沿气体流通方向(如图1中箭头b

所示)依次设有减压阀11和流量控制器12。减压阀11用于降低饱和-解吸罐1出口的压力，流

量控制器12用于控制气体的流量，优选地，控制气体的流量为5.0ml/min。

[0034] 在一实施例中，采送样机构3为六通阀，六通阀内设有取样管31，六通阀3的进口还

设有送气装置(图中未显示)，以该送气装置送入的惰性气体(如图1中箭头a所示)为载体，

将取样管31内收集到的气体送入色谱-同位素质谱分析系统2。如图1所示的六通阀中，未收

集到取样管31的气体通过标号①、④、⑤和⑥所示的管道放空。优选地，取样管的长度为

10ul。作为载体的惰性气体可以是氦气，也可以是其它惰性气体。

[0035] 在一实施例中，色谱-同位素质谱分析系统2包括沿气体流通方向(如图中箭头c所

示)依次设置的色谱仪21和同位素质谱仪22，色谱仪21和同位素质谱仪22之间设有燃烧炉

23。燃烧炉23可以是氧化炉，也可以是裂解炉。

[0036] 对岩心进行气体高压饱和时，所用的气体是纯甲烷时，色谱仪21用于除去可能存

在的杂质气体，以避免该杂质气体对甲烷的干扰。经色谱仪21分离后的气体，经氧化炉将甲

烷气体氧化为二氧化碳，或者经裂解炉将甲烷气体高温裂解为氢气。之后，通过同位素质谱

仪22检测碳同位素或者氢同位素。

[0037] 当所用的气体是页岩气时，色谱仪21除了用于除去可能存在的杂质气体外，还用

于将甲烷和乙烷分离。经色谱仪21分离后的气体，经氧化炉将页岩气氧化为二氧化碳，或者

经裂解炉将页岩气高温裂解为氢气。之后，通过同位素质谱仪22可以分别检测到甲烷、乙烷

的碳同位素色谱峰，或者分别检测到甲烷、乙烷的氢同位素色谱峰。

[0038] 在一实施例中，饱和-解吸罐1的外部设有加热套13，加热套13用于为饱和-解吸罐

1提供合适的温度。一般情况下，将该温度设置为岩心所在地层的温度，以最大程度模拟岩

心在其地层的环境。

[0039] 在一实施例中，饱和-解吸罐1的进口连接高压储气罐14，饱和-解吸罐1与高压储

气罐14之间设有阀门。高压储气罐14的出口设有第一压力计15，饱和-解吸罐1的出口设有

第二压力计17。该实施例中，饱和-解吸罐1的下部连接真空泵16。在对岩心进行甲烷气体或

者页岩气饱和-解吸实验前，先将该高压储气罐14中充注压力为P的惰性气体(优选地，该惰

性气体选用氦气)，高压储气罐14的压力值通过第一压力计15进行观察。然后将岩心置于饱

和-解吸罐1中，之后利用真空泵16对饱和-解吸罐抽真空，抽真空后，开启高压储气罐14和

饱和-解吸罐1之间的阀门，直至高压储气罐14和饱和-解吸罐1的压力达到平衡(通过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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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计15和第二压力计17观测高压储气罐14和饱和-解吸罐1的压力是否达到平衡)，并通

过第一压力计15压力的变化，计算饱和-解吸罐1的空隙空间的体积。该空隙空间是指放置

有岩心的饱和-解吸罐1中的空间和岩心孔隙的总和。

[0040]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该页岩气赋存转化与同位素响应模拟的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41] S1、对放置有岩心的饱和-解吸罐抽真空，利用高压储气罐对饱和-解吸罐进行气

体高压饱和；

[0042] S2、对气体饱和后的岩心进行解吸，并对岩心解吸后的气体进行取样；

[0043] S3、将所取得的样品送入所述色谱-同位素质谱分析系统，以实时监控同位素的变

化。

[0044] 在一实施方式中，在所述步骤S1前，还包括步骤S0：

[0045] 将干燥后的岩心置于饱和-解吸罐中，并对饱和-解吸罐进行抽真空；

[0046] 利用高压储气罐向饱和-解吸罐中通入惰性气体，直至高压储气罐的压力和所述

饱和-解吸罐的压力达到平衡；

[0047] 根据所述高压储气罐向所述饱和-解吸罐通入惰性气体前后的压力变化，获取所

述饱和-解吸罐空隙空间的体积；

[0048] 根据获得的饱和-解吸罐空隙空间的体积计算所述高压储气罐中所需充注的气体

的体积。

[0049] 在一具体实施例中，页岩气赋存转化与同位素响应模拟的方法如下：

[0050] 1)将高压储气罐14中充注一定压力的高纯氦气，记录第一压力计15的压力值；

[0051] 2)将待测岩心置于真空烘箱中充分脱气去水，真空条件下温度设置为85℃，干燥

时间设为1小时；

[0052] 3)将干燥后的岩心置于饱和-解吸罐1中，将饱和-解吸罐1密封后对其进行抽真

空，时间约为1小时；

[0053] 4)抽真空后，将高压储气罐14和饱和-解吸罐1连通，直至高压储气罐14和饱和-解

吸罐1的压力达到平衡后，根据第一压力计15压力值的变化，计算放置有岩心的饱和-解吸

罐1的空隙空间的体积；

[0054] 5)对放置有岩心的饱和-解吸罐1重新抽真空；

[0055] 6)根据获取的放置有岩心的饱和-解吸罐1的空隙空间的体积计算高压储气罐14

中所需充注甲烷的压力，并将高压储气罐14中充注该压力的甲烷；

[0056] 7)开启高压储气罐14与饱和-解吸罐1之间的阀门，使得高压储气罐中的甲烷流向

饱和-解吸罐1内对岩心进行甲烷高压饱和，并根据第二压力计17检测饱和-解吸罐1中的压

力变化，直到岩心充分饱和；

[0057] 8)关闭高压储气罐14与饱和-解吸罐1之间的阀门，开始解吸，解吸过程中，通过流

量控制器控制甲烷气体的流速为5ml/min，并实时累计气体流出量；

[0058] 9)岩心解吸流出的甲烷气体流经六通阀3时，利用取样管31进行取样。可以设定取

样管31取样的时间间隔，不需要取样时，甲烷气体通过六通阀3的管道①、④、⑤和⑥所示的

管道进行放空；

[0059] 10)以氦气为载体，如图1中箭头a所示，将取样管31中收集到的甲烷气体送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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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同位素质谱分析系统，甲烷气体在色谱仪21中进行组分分离，甲烷气体经过氧化炉转化

为CO2，或者经裂解炉高温裂解为H2，之后通过同位素质谱仪22监控碳同位素或者氢同位素。

[0060] 根据此实验方法，可设计不同时间、不同压力、不同气体流速条件下的碳同位素或

者氢同位素的变化情况来模拟页岩岩心产出过程中同位素的分馏机理，反演页岩气开发过

程中同位素的变化规律。

[0061] 在另一实施例中，可以用页岩气替代甲烷气体，对饱和-解吸罐中的岩心进行页岩

气高压饱和，解吸后将收集到的气体送入色谱仪21进行组分分离，并经氧化炉转化为CO2，

或者经裂解炉高温裂解为H2，之后通过同位素质谱仪22监控碳同位素或者氢同位素的变化

情况。其它步骤与上述通入甲烷气体的步骤一样。

[006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本发明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公开的技术范围内，可容易地进行改变或变化，而这种改变或变

化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要求书的保护范

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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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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