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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非常规天然气岩-气-热

多过程耦合试验系统，由流体控制系统、岩芯吸

附/解吸及气体分析系统、抽真空系统和水力压

裂系统组成，流体控制系统分别与岩芯吸附/解

吸及气体分析系统、抽真空系统和水力压裂系统

相连通。本发明可实现真三轴或假三轴应力加

载、温度加载、多组分气体扩散下的煤岩渗透性

演化的多场耦合过程测试，实验的温度、组分气

体流量以吸附特性全程数据通过软件适时动态

存储和处理，可以科学地模拟地层温度、压力和

流体介质下岩体非常规气富集成藏、吸附和解吸

规律。本系统将为极端复杂的深部资源开采提供

科学的实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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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非常规天然气岩-气-热多过程耦合试验系统，其特征在于，由流体控制系统、岩

芯吸附/解吸及气体分析系统、抽真空系统和水力压裂系统组成，流体控制系统分别与岩芯

吸附/解吸及气体分析系统、抽真空系统和水力压裂系统相连通；

所述流体控制系统具体为：第二气瓶（2）和第三气瓶（3）分别通过第一阀门（5）和第二

阀门（6）与增压泵（9）相连；所述第一阀门（5）和第二阀门（6）与增压泵（9）之间的管路上接

有第一压力表（7）和第三阀门（8）；所述增压泵（9）一端通过第四阀门（10）和第一减压阀

（12）与静音空压机（13）相连；所述第四阀门（10）和第一减压阀（12）之间的管路上连有第二

压力表（11）；所述增压泵（9）另一端与第一四通阀（86）相连；所述第一四通阀（86）与第五阀

门（18）相连；所述第五阀门（18）与第二四通阀（87）相连；所述第二四通阀（87）与第二减压

阀（20）相连；所述第二减压阀（20）与第六阀门（22）相连；第二减压阀（20）与第六阀门（22）

之间的管路上连有第五压力表（21）；所述第二四通阀（87）的另外两端分别与第四压力表

（19）和第一气体储罐（28）相连；所述第一四通阀（85）的另外两端分别与第七阀门（17）和第

八阀门（23）相连；所述第八阀门（23）与第三四通阀（88）相连；所述第三四通阀（88）与第三

减压阀（25）相连；所述第三减压阀（25）与第九阀门（27）相连；所述第三减压阀（25）和第九

阀门（27）之间的管路上连有第七压力表（26）；所述第三四通阀（88）的另外两端分别连有第

六压力表（24）和第二气体储罐（29）；

所述岩芯吸附/解吸及气体分析系统具体为：第六阀门（22）与第九阀门（27）分别与第

四四通阀（89）的其中两端相连；所述第四四通阀（89）的另外两端分别与第一气动阀（31）和

第十阀门（30）相连；所述第十阀门（30）与第四减压阀（14）连接；所述第四减压阀（14）与第

一气瓶（1）连接；所述第四减压阀（14）与第十阀门（31）之间的管路上接有第三压力表（15）

和第十一阀门（16）；

所述第一气动阀（31）与第五四通阀（90）的一端相连；所述第五四通阀（90）的其中一端

与第一三通阀（91）相连；所述第一三通阀（91）与第二气动阀（37）相连；所述第五四通阀

（90）的另外两端分别与标准压力室（32）和第三气动阀（33）相连；所述第三气动阀（33）与

50ml标准室（34）连接；所述第一三通阀（91）的一端与第四气动阀（35）相连；

所述第四气动阀（35）与100ml标准室（36）相连；所述第二气动阀（37）与第六四通阀

（92）相连；所述第六四通阀（92）与第五气动阀（38）相连；所述第五气动阀（38）与真三轴夹

持器（41）连接；所述真三轴夹持器（41）与第六气动阀（42）相连；所述第六气动阀（42）与第

七四通阀（94）相连；所述第七四通阀（94）其中一端与出口压力测量装置（56）相连；

所述第六四通阀（92）的另外两端分别与入口压力检测装置（40）和第二三通阀（93）；所

述第二三通阀（93）与所述第六四通阀（92）之间的管路上连有第七气动阀（39）；所述第二三

通阀（93）与第十二阀门（43）相连；所述第十二阀门（43）与压差检测装置（44）相连；所述压

差检测装置（44）与第十三阀门（45）相连；所述压差检测装置（44）还与第十三气动阀（46）并

联；所述第十三阀门（45）与第三三通阀（95）相连；所述第二三通阀（93）还与第八四通阀

（97）相连；

所述第三三通阀（95）与第七四通阀（94）相连；所述第七四通阀（94）与回压阀（57）相

连；所述回压阀（57）与回压容器（58）相连；所述回压容器（58）与第十四阀门（60）相连；回压

容器（58）与第十四阀门（60）之间的管路上装有第八压力表（59）；所述第十四阀门（60）与回

压泵（61）相连；所述回压泵（61）与第十五阀门（62）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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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回压阀（57）与冷凝器（63）相连；所述冷凝器（63）与气液分离器（64）和第十六阀门

（65）相连；所述气液分离器（64）与第四三通阀（96）相连；所述第四三通阀（96）的一端与第

八气动阀（68）相连；所述第八气动阀（68）与干燥器（67）相连；所述干燥器（67）与气体流量

计（66）相连；所述第四三通阀（96）的另一端与第九气动阀（69）相连；所述第九气动阀（69）

与气排水计量装置（70）相连；

所述第三三通阀（95）与第十气动阀（55）相连；所述第十气动阀（55）与假三轴夹持器

（51）相连；所述假三轴夹持器（51）与第十一气动阀（47）相连；所述第十一气动阀（47）与第

八四通阀（97）相连；所述假三轴夹置（51）上装有控温装置（48）、环压检测装置（49）、测温装

置（50）、应力应变装置（52）、轴压检测装置（53）和位移检测装置（54）；

所述抽真空系统具体为：第八四通阀（97）与第十二气动阀（79）相连；所述第十二气动

阀（79）与缓冲器（80）相连；所述缓冲器（80）与第十七阀门（83）相连；所述缓冲器（80）的底

部装有第十八阀门（81）；所述缓冲器（80）与第十七阀门（83）之间的管路上接有第九压力表

（82）；所述第十七阀门（83）与干燥管（84）相连；所述干燥管与真空泵（85）相连；

所述水力压裂系统具体为：第八四通阀（97）与第十三气动阀（71）相连；所述第十三气

动阀（71）与第一活塞容器（72）相连；所述第一活塞容器（72）与第十四气动阀（73）相连；所

述第十四气动阀（73）与第五三通阀（98）相连；所述第八四通阀（97）其中一端与第十五气动

阀（74）相连；所述第十五气动阀（74）与第二活塞容器（75）相连；所述第二活塞容器（75）与

第十六气动阀（76）相连；所述第十六气动阀(76)与所述第五三通阀（98）相连；所述第五三

通阀（98）的另外一端与双缸注入泵（77）相连；

所述吸附/解吸系统和水力压裂系统安置在恒温室（9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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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非常规天然气岩-气-热多过程耦合试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测试非常规天然气的耦合试验系统，具体是一种非常规天然气

岩-气-热多过程耦合试验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非常规天然气作为一种高效的清洁能源，凭借其巨大的资源潜力和经济效益逐渐

日益受到重视。非常规天然气通常包括致密砂岩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可燃

冰)等，是指储量大、难以开发，必须依靠大规模增产措施或者特殊的开发方法以及先进勘

探开发技术才能以有经济价值产量生产的天然气藏。

[0003] 与常规储层气藏不同，页岩(或煤)既是天然气生成的源岩，也是聚集和保存天然

气的储层和盖层。页岩(或煤)气藏的储层一般呈低孔、低渗透率的物性特征。页岩(或煤)气

多以吸附和游离状态存在于页岩(或煤)基质或有机质孔隙之中。页岩气与煤层气等非常规

天然气的开采会导致储层内应力场、吸附化学场、渗流场和温度场之间产生复杂的链式反

应，这种链反应通常定义为“耦合过程”，即一个物理过程会影响另一个物理过程的启动和

发展。

[0004] 耦合过程出现会显著改变储层的传导性能，具体包括储层基质收缩，孔隙率和渗

透率变化。为科学表征以上的耦合过程，国内外学者研发了许多渗流试验设备对储层渗透

率演化进行研究。林柏泉等自制煤样瓦斯渗透试验装置，研究在围压恒定条件下，含瓦斯煤

的孔隙压力与渗透率、煤样变形之间关系；谭学术等也自制煤样瓦斯渗流装置，分别对在不

同应力状态、不同电场、不同温度及变形过程中煤样的渗透率进行研究；胡耀青等研制三轴

应力渗透仪，进行了三维应力作用下煤体瓦斯渗透规律的试验；唐巨鹏等自制了三轴瓦斯

渗透仪，研究有效应力与煤层气解吸和渗流特性间的关系；隆清明等利用自行研制瓦斯渗

透仪，进行了孔隙气压对煤体渗透性影响的试验研究。然而，传统的渗透仪器功能不能充分

考虑非常规天然气运移过程以及温度等对储层基质-裂隙相互作用的影响。

[0005] 为此，非常有必要开展真三轴或假三轴应力加载、温度加载、多组分气体扩散下的

煤岩渗透性演化的多场耦合过程测试系统，揭示气体运移过程中非常规天然气储层基质与

裂隙/气体、裂隙与气体、温度与气体之间的耦合作用机制，为非常规天然气开采提供重要

的实验研究手段。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常规天然气岩-气-热多过程耦合

试验系统，能模拟非常规天然气在不同地层温度、压力和地层流体介质条件下的气体富集

成藏、吸附和解吸动态过程以及进行煤岩体渗透性演化的实验。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该种非常规天然气岩-气-热多过

程耦合试验系统，由流体控制系统、岩芯吸附/解吸及气体分析系统、抽真空系统和水力压

裂系统组成，流体控制系统分别与岩芯吸附/解吸及气体分析系统、抽真空系统和水力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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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相连通。

[0008] 进一步，所述流体控制系统具体为：第二气瓶和第三气瓶分别通过第一阀门和第

二阀门与增压泵相连；所述第一阀门和第二阀门与增压泵之间的管路上接有第一压力表和

第三阀门；压力表和第三阀门可以分别监测和控制气瓶和气瓶的混合气体流量；所述增压

泵一端通过第四阀门和第一减压阀与静音空压机相连；所述第四阀门和第一减压阀之间的

管路上连有第二压力表；所述增压泵另一端与第一四通阀相连；所述第一四通阀与第五阀

门相连；所述第五阀门与第二四通阀相连；所述第二四通阀与第二减压阀相连；所述第二减

压阀与第六阀门相连；第二减压阀与第六阀门之间的管路上连有第五压力表；所述第二四

通阀的另外两端分别与第四压力表和第一气体储罐相连；所述第一四通阀的另外两端分别

与第七阀门和第八阀门相连；所述第八阀门与第三四通阀相连；所述第三四通阀与第三减

压阀相连；所述第三减压阀与第九阀门相连；所述第三减压阀和第九阀门之间的管路上连

有第七压力表；所述第三四通阀的另外两端分别连有第六压力表和第二气体储罐。

[0009] 进一步，所述岩芯吸附/解吸及气体分析系统具体为：第六阀门与第九阀门分别与

第四四通阀的其中两端相连；所述第四四通阀的另外两端分别与第一气动阀和第十阀门相

连；所述第十阀门与第四减压阀连接；所述第四减压阀与第一气瓶连接；所述第四减压阀与

第十阀门之间的管路上接有第三压力表和第十一阀门；

[0010] 所述第一气动阀与第五四通阀的一端相连；所述第五四通阀的其中一端与第一三

通阀相连；所述第一三通阀与第二气动阀相连；所述第五四通阀的另外两端分别与标准压

力室和第三气动阀相连；所述第三气动阀与50ml标准室连接；所述第一三通阀的一端与第

四气动阀相连；

[0011] 所述第四气动阀与100ml标准室相连；所述第二气动阀与第六四通阀相连；所述第

六四通阀与第五气动阀相连；所述第五气动阀与真三轴夹持器连接；所述真三轴夹持器与

第六气动阀相连；所述第六气动阀与第七四通阀相连；所述第七四通阀其中一端与出口压

力测量装置相连；

[0012] 所述第六四通阀的另外两端分别与入口压力检测装置和第二三通阀；所述第二三

通阀与所述第六四通阀之间的管路上连有第七气动阀；所述第二三通阀与第十二阀门相

连；所述第十二阀门与压差检测装置相连；所述压差检测装置与第十三阀门相连；所述压差

检测装置还与第十三气动阀并联；所述第十三阀门与第三三通阀相连；所述第二三通阀还

与所述第八四通阀相连；

[0013] 所述第三三通阀与第七四通阀相连；所述第七四通阀与回压阀相连；所述回压阀

与回压容器相连；所述回压容器与第十四阀门相连；回压容器与第十四阀门之间的管路上

装有第八压力表；所述第十四阀门与回压泵相连；所述回压泵与第十五阀门相连；

[0014] 所述回压阀与冷凝器相连；所述冷凝器与气液分离器和第十六阀门相连；所述气

液分离器与第四三通阀相连；所述第四三通阀的一端与第八气动阀相连；所述第八气动阀

与干燥器相连；所述干燥器与气体流量计相连；所述第四三通阀的另一端与第九气动阀相

连；所述第九气动阀与气排水计量装置相连；

[0015] 所述第三三通阀与第十气动阀相连；所述第十气动阀与假三轴夹持器相连；所述

假三轴夹持器与第十一气动阀相连；所述第十一气动阀与第八四通阀相连；所述假三轴夹

置上装有控温装置、环压检测装置、测温装置、应力应变装置、轴压检测装置和位移检测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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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0016] 进一步，所述抽真空系统具体为：第八四通阀与第十二气动阀相连；所述第十二气

动阀与缓冲器相连；所述缓冲器与第十七阀门相连；所述缓冲器的底部装有第十八阀门；所

述缓冲器与第十七阀门之间的管路上接有第九压力表；所述第十七阀门与干燥管相连；所

述干燥管与真空泵相连。

[0017] 进一步，所述水力压裂系统具体为：第八四通阀与第十三气动阀相连；所述第十三

气动阀与第一活塞容器相连；所述第一活塞容器与第十四气动阀相连；所述第十四气动阀

与第五三通阀相连；所述第八四通阀其中一端与第十五气动阀相连；所述第十五气动阀与

第二活塞容器相连；所述第二活塞容器与第十六气动阀相连；所述第十六气动阀与所述第

五三通阀相连；所述第五三通阀的另外一端与双缸注入泵相连。

[0018] 特别的，所述吸附/解吸系统和水力压裂系统安置在恒温室中。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这种结构具有以下优点：

[0020] (1)采用环压跟踪技术，采用高精度跟踪泵，可保证夹持器环压压力与孔隙压力始

终在特定的压力差；

[0021] (2)关键测量控制部件如气体增压装置、气体减压阀、温控系统、压力传感器、差压

传感器、电子天平和气相色谱仪采用精密仪器，保证实验精度；

[0022] (3)可对真假三轴模型进行不同应力、孔隙压力、地层温度条件下的吸附/解吸量

测量，研究吸附量随时间、温度与气压的动态变化过程；进行渗透率测试；

[0023] (4)传感器组合使用，根据实验驱替压力，软件系统自动选择合适量程的传感器，

提高数据精度；

[0024] (5)模块化设计，简单明了，操作方便，方便设备升级改造；

[0025] (6)系统设计有超压、超温自动报警关闭功能，设计有危险气体报警装置，保障设

备安全运行及人身安全。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发明中采集、测控的电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9] 如图1所示，本发明由流体控制系统、岩芯吸附/解吸及气体分析系统、抽真空系统

和水力压裂系统组成，流体控制系统分别与岩芯吸附/解吸及气体分析系统、抽真空系统和

水力压裂系统相连通。

[0030] 进一步，所述流体控制系统具体为：第二气瓶2和第三气瓶3分别通过第一阀门5和

第二阀门6与增压泵9相连；所述第一阀门5和第二阀门6与增压泵9之间的管路上接有第一

压力表7和第三阀门8；压力表7和第三阀门8可以分别监测和控制气瓶2和气瓶3的混合气体

流量；所述增压泵9一端通过第四阀门10和第一减压阀12与静音空压机13相连；所述第四阀

门10和第一减压阀12之间的管路上连有第二压力表11；所述增压泵9另一端与第一四通阀

86相连；所述第一四通阀86与第五阀门18相连；所述第五阀门18与第二四通阀87相连；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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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四通阀87与第二减压阀20相连；所述第二减压阀20与第六阀门22相连；第二减压阀20

与第六阀门22之间的管路上连有第五压力表21；所述第二四通阀87的另外两端分别与第四

压力表19和第一气体储罐28相连；为方便对不同类型的气体进行增压，所述第一四通阀86

的另外两端分别与第七阀门17和第八阀门23相连；所述第八阀门23与第三四通阀88相连；

所述第三四通阀88与第三减压阀25相连；所述第三减压阀25与第九阀门27相连；所述第三

减压阀25和第九阀门27之间的管路上连有第七压力表26；所述第三四通阀88的另外两端分

别连有第六压力表24和第二气体储罐29。

[0031] 进一步，为进行孔隙体积测量，所述岩芯吸附/解吸及气体分析系统具体为：第六

阀门22与第九阀门27分别与第四四通阀89的其中两端相连；所述第四四通阀89的另外两端

分别与第一气动阀31和第十阀门30相连；所述第十阀门30与第四减压阀14连接；所述第四

减压阀14与第一气瓶1连接；所述第四减压阀14与第十阀门31之间的管路上接有第三压力

表15和第十一阀门16；

[0032] 所述第一气动阀31与第五四通阀90的一端相连；所述第五四通阀89的其中一端与

第一三通阀91相连；所述第一三通阀91与第二气动阀37相连；所述第五四通阀90的另外两

端分别与标准压力室32和第三气动阀33相连；所述第三气动阀33与50ml标准室34连接；所

述第一三通阀91的一端与第四气动阀35相连；

[0033] 所述第四气动阀35与100ml标准室36相连；所述第二气动阀37与第六四通阀92相

连；所述第六四通阀92与第五气动阀38相连；所述第五气动阀38与真三轴夹持器41连接；所

述真三轴夹持器41与第六气动阀42相连；所述第六气动阀42与第七四通阀94相连；所述第

七四通阀94其中一端与出口压力测量装置56相连；

[0034] 为保证真、假三轴夹持器内的压力稳定，所述第六四通阀92的另外两端分别与入

口压力检测装置40和第二三通阀93；所述第二三通阀93与所述第六四通阀92之间的管路上

连有第七气动阀39；所述第二三通阀93与第十二阀门43相连；所述第十二阀门43与压差检

测装置44相连；所述压差检测装置44与第十三阀门45相连；所述压差检测装置44与第十三

气动阀46并联；所述第十三阀门45与第三三通阀95相连；所述第二三通阀93还与所述第八

四通阀97相连；

[0035] 为方便调节真、假三轴夹持器内的压力，所述第三三通阀95与第七四通阀94相连；

所述第七四通阀94与回压阀57相连；所述回压阀57与回压容器58相连；所述回压容器58与

第十四阀门60相连；回压容器58与第十四阀门60之间的管路上装有第八压力表59；所述第

十四阀门60与回压泵61相连；所述回压泵61与第十五阀门62相连；

[0036] 为进行解吸气体量或气体出口流量和气体组分浓度测试，所述回压阀57与冷凝器

63相连；所述冷凝器63与气液分离器64和第十六阀门65相连；所述气液分离器64与第四三

通阀96相连；所述第四三通阀96的一端与第八气动阀68相连；所述第八气动阀68与干燥器

67相连；所述干燥器67与气体流量计66相连；所述第四三通阀96的另一端与第九气动阀69

相连；所述第九气动阀69与气排水计量装置70相连；

[0037] 所述第三三通阀95与第十气动阀55相连；所述第十气动阀55与假三轴夹持器51相

连；所述假三轴夹持器51与第十一气动阀47相连；所述第十一气动阀47与第八四通阀97相

连；所述假三轴夹置51上装有控温装置48、环压检测装置49、测温装置50、应力应变装置52、

轴压检测装置53和位移检测装置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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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进一步，为保证实验时所需的真空环境，所述抽真空系统具体为：第八四通阀97与

第十二气动阀79相连；所述第十二气动阀79与缓冲器80相连；所述缓冲器80与第十七阀门

83相连；所述缓冲器80的底部装有第十八阀门81；所述缓冲器80与第十七阀门83之间的管

路上接有第九压力表82；所述第十七阀门83与干燥管84相连；所述干燥管与真空泵85相连。

[0039] 进一步，为确保水力压裂时有足够的动力，所述水力压裂系统具体为：第八四通阀

97与第十三气动阀71相连；所述第十三气动阀71与第一活塞容器72相连；所述第一活塞容

器72与第十四气动阀73相连；所述第十四气动阀73与第五三通阀98相连；所述第八四通阀

97其中一端与第十五气动阀74相连；所述第十五气动阀74与第二活塞容器75相连；所述第

二活塞容器75与第十六气动阀76相连；所述第十六气动阀76与所述第五三通阀98相连；所

述第五三通阀98的另外一端与双缸注入泵76相连。

[0040] 特别的，所述吸附/解吸系统和水力压裂系统安置在恒温室99中。便于系统的测

试。

[0041] 如图1和图2所示，上述实验系统可进行非常规天然气在不同地层温度、压力和地

层流体介质条件下的富集成藏、吸附、解吸过程实验，具体步骤如下：先在第一气瓶1内装入

氦气，第二气瓶2内装入甲烷气体，第三气瓶3内装入氮气。

[0042] 气体增压：甲烷气体经第一阀门5到达气体增压泵9，增压泵9在静音空压机13、第

一减压阀12、第四阀门10作用下开始工作，增压后的高压气体经第八阀门23到达第二气体

储罐29，增压完毕关闭第八阀门23，打开第七阀门17排空管路内的甲烷气体。打开第二阀门

6使用同样的方法对氮气进行增压，增压后的高压气体经第五阀门18到达第一气体储罐28，

增压完毕关闭第五阀门18，打开第七阀门17排空管路内的氮气。

[0043] 高压试压：通过回压泵57、第十四阀门60、回压容器58，对回压阀57施加控制压力。

高压氮气通过第二减压阀20、第六阀门22、气动阀31、37、38或者47、42或者55，使氮气到达

需要测试的管路，即真三轴夹持器41或假三轴夹持器51。当压力到达实验要求压力后，关闭

阀门31，根据标准要求时间采用真三轴夹持器41或假三轴夹持器51对煤岩体试样进行压力

测试。测试完毕，打开阀门39放空管路内高压气体。

[0044] 孔隙体积测量：首先使用真空泵85经第十七阀门83、第十二气动阀79对标准室和

真三轴夹持器41进行抽真空操作。氦气经第十九阀门4、第四减压阀14、第十一阀门16、气动

阀31、33到达50ml标准室34，关闭第一气动阀31，等待压力稳定后打开第二气动阀37、第五

气动阀38后，真三轴夹持器41内的煤岩样周围开始充入氦气，等待压力数据稳定。依据波义

尔定律计算孔隙体积。测试完毕，打开第七气动阀39放空管路内高压气体。

[0045] 吸附量测量：首先开启恒温箱99，调到实验所需温度，待温度平稳后使用真空泵85

经第十七阀门83、第十二气动阀79对标准室和真三轴夹持器41进行抽真空操作。高压甲烷

气经第三减压阀25、第九阀门27、第一气动阀31、第三气动阀33到达标准室，关闭第一气动

阀31等待压力稳定后打开第二气动阀37、第五气动阀38后，真三轴夹持器41内的煤岩样周

围开始充入甲烷气，等待压力数据稳定。依据波义尔定律，结合孔隙体积测试参数等计算吸

附体积。测试完毕，打开第七气动阀39放空管路内高压气体。

[0046] 解吸气体量或气体出口流量和气体组分浓度测试：关闭第五气动阀38，打开第六

气动阀42，通过回压泵61降低出口压力到实验要求压力，解吸气体经回压阀57、冷凝器63、

气液分离器64、第八气动阀68、干燥器67，通过出口气体质量流量计66计算解吸气体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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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较小通过计算机软件自动切换到第九气动阀69，由气排水装置70计量。气体组分及浓

度通过安捷伦7890B气相色谱仪检测。

[0047] 气驱实验渗透率测试：高压氮气经第二减压阀20、第六阀门22、第一气动阀31、第

二气动阀37、第五气动阀38、真三轴夹持器41、第六气动阀42、回压阀57、冷凝器63、气液分

离器64、第八气动阀68、干燥器67，出口气体经流量计66计量。进出口压力、差压通过压力传

感器40、差压传感器44计量，计算机软件通过采集及输入的原始数据结合固定公式自动计

算渗透率。

[0048] 水力压裂：首先开启恒温箱99，调到实验所需温度，待温度平稳后将压裂用溶液加

入到第二活塞容器75，第二活塞容器75通过双缸注入泵77提供动力，动力流体经双缸注入

泵77、第五三通阀98作用于活塞，活塞推动压裂溶液进入管路经第十五气动阀74、第十一气

动阀47进入假三轴夹持器51对岩心进行压裂，压裂过程中实时采集入口压力，当入口压力

突然降低时即说明压裂完成。

[0049] 通过假三轴夹持器51模拟氧气参与下煤体演化升温过程，适时获取氧化温度、气

体流量，多组分气体浓度等参数，同时对煤体加载室内和管路的安全性具有安全保障措施。

具体实施步骤是：

[0050] 假三轴夹持器51内安装2组温度传感器测试点50，直接测试煤岩样温度，通过计算

机软件采集测温数值，通过温度数值判断煤体演化升温过程。氮气、氧气混合气体经增压后

储存在第一气体储罐28内，高压气体经第二减压阀20、第六阀门22、第一气动阀31、第二气

动阀37、第十一气动阀47进入假三轴夹持器51，假三轴岩心在PID仪表程序控温48作用下升

温，通过假三轴夹持器51内部的测温探头50测量岩芯温度变化情况，出口通过气体流量计

66计量气体流量，通过气相色谱仪对气体进行含量和组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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