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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库拜煤田陡倾斜煤储层成为我国煤层气勘探开发新热点，

部分煤层气井相继取得高产。本次采集了库拜煤田陡倾斜储层不同深度及煤体结构共 61块煤

样，通过煤岩组分与成熟度、低温液氮吸附、等温吸附等实验，分析了陡倾斜煤储层纳米孔

隙结构特征及其地质控制。结果表明：受控于南天山山前冲断带内部不同部位剪切及挤压强

度的非均质性，库拜煤田陡倾斜储层纳米孔隙体积随深度增加先增大后减小；随煤体破坏程

度的增大，煤岩纳米孔隙体积相应增加且其孔隙结构复杂程度趋于复杂；陡倾斜储层倒转位

置煤体变形相对增强，构造煤发育程度较高，煤岩纳米孔隙体积以及比表面积相应增大，甲

烷吸附能力强、含气性较好。研究成果对陡倾斜储层煤层气勘探和开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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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是一种具有复杂孔隙结构的多孔介质。煤中纳米孔隙（孔径＜100 nm）（琚宜文

等，2018），主要包括微孔（孔径＜10 nm）和过渡孔（10 nm＜孔径＜100 nm）（孔径划分

据 Xoдот，1966），是煤层气的主要吸附空间（傅雪海等，2007；解得录等，2014；徐海

飞等，2015）。揭示纳米孔隙在形貌、类型、结构复杂度、孔径分布、连通性等方面的

特征有助于加深对煤微观储集空间的理解，对矿井瓦斯防治、煤层气资源评价与开发

有重要意义（赵迪斐等，2017；聂百胜等，2018）。

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煤纳米孔隙的相关研究，Hainbuchner et al.（2004）、琚宜文

等（2005）分别通过小角度中子散射与小角度 X射线散射等方法对煤微孔在变质环境中

的显微变形过程、微孔分布及其表面特征进行了研究；范俊佳等（2013）利用低温氮气

吸附等实验手段对不同煤储层条件下煤岩微孔结构进行了研究；姜玮等（2015）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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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储层孔隙特征对多煤层区煤层气开采的影响；高为等（2017）探讨了分形几何参数与

煤储层孔渗性的关系；Lu et al.（2017）运用沉积学、煤岩显微组分、地层学来构建了新

的沉积模型以揭示煤岩微观特征。新疆煤层气资源量占全国的 26%，是中国未来重要

的煤层气产能来源。与我国其它地区煤储层地质条件不同，新疆库拜煤田大部分地区

煤储层倾角达到 50°以上（张洲，2016），特别是库拜煤田铁列克东区煤储层倾角可达

80°以上，部分煤层近乎直立甚至倒转，这种地质条件下煤储层的孔隙结构特征研究较

薄弱。

鉴于此，本文针对新疆南天山山前冲断带内部不同部位剪切及挤压作用影响的塔

里木盆地库车坳陷北缘库拜煤田陡倾斜煤储层不同深度的 61件煤样，开展了煤岩组分

与成熟度、低温液氮、等温吸附等实验，旨在探讨库拜煤田陡倾斜煤储层纳米孔隙特

征及其地质控制因素。由此这项研究成果对我国陡倾斜储层煤层气勘探和开发具有指

导意义。

1 地质背景

新疆塔里木盆地库车坳陷中库拜煤田构造上位于塔里木盆地库车坳陷北缘，西起

拜城西部老虎台乡，东至库车县库车河东，面积约 1 585 km2。煤田为一南倾的单斜构

造，地层走向近 EW向，倾角 30°～89°，局部地段直立倒转（安庆等，2016）。库拜煤田

包括铁列克西区、铁列克东区以及阿艾矿区。区域性的大断裂包括 F1逆断层以及 F2、
F3正断层；F1位于煤田以北，是煤田的边界断层，F2、F3位于煤田以南（图 1）。库拜

煤田地层从古生界到中、新生界均有分布，含煤岩系主要为中生界侏罗系下统塔里奇

图 1 研究区位置及采样点分布图

Fig. 1 Location and sampling point distributions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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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组、阳霞组、侏罗系中统克孜努尔组。岩性多为砂砾岩、粗砂岩、粉砂岩、细砂岩、

泥岩及煤层，煤层累计平均厚 23.90 m。

2 样品采集与实验方法

本次研究严格按照 GB/T29119‑2012煤层气资源勘查技术规范采集了塔里木盆地库

车坳陷北缘库拜煤田铁列克西区、铁列克东区、阿艾矿区 3矿区陡倾斜储层不同深度共

61块煤样，并进行了等温吸附、低温液氮、镜质组反射率测定、显微组分测定等实验。

（1） 煤层在构造应力作用下发生破裂的形态特征不同，根据煤体破裂的程度，参

照 《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 中煤的破坏类型划分方案。将煤体结构划分为原生结构、

碎裂结构、碎粒结构和糜棱结构。具体划分标准如下：原生结构煤煤芯呈柱状，外生

裂隙不发育，通常具有较高的渗透率；碎裂结构煤煤体被较为发育的次生裂隙交切成

不规则的碎块，断口不规则；碎粒煤和糜棱煤的原生结构都被破坏，碎粒煤发育密集

的断裂面，破裂后形成粒状，糜棱煤破碎后形成粉状，混合清水或泥浆后形成糊状，

且二者渗透率较低（孟召平等，2015）。

（2） 采用显微光度计在浸油物镜下，遵照 GB/T6948‑2008国家标准，进行镜质组反

射率测定和煤岩显微组分测定。油浸 50倍物镜，测得最大镜质组反射率 Romax（%）；油

浸 32倍物镜，在点距、行距 0.5 mm×0.5 mm范围内，测点数大于 500有效点，统计煤岩

显微组分含量。

（3） 低温液氮吸附实验执行国家标准 GB/T19587‑2004，采用美国康塔仪器公司

Quadrawin SI全自动比表面积及孔径分析仪进行相关测试。将样品置于液氮中，设置恒

定的实验温度（77.4 K），在相对压力 0.01～1之间测定吸附量和脱附量。实验结束后，

基于所获得的实验数据，根据 BET方程计算出比表面积，利用 BJH模型计算煤样的孔

径和孔容分布；低温液氮实验可表征的纳米孔隙有效孔径范围为 2～100 nm（Li et al.，
2019），主要为微孔和过渡孔。

（4） 参照 GB/T19560‑2008《煤的高压等温吸附实验方法》 国家标准，在室内对煤

样进行破碎、粉碎和筛分处理，制备 60～80目的空气干燥基煤样。本次实验采用仪器

为高压容量法瓦斯吸附装置，在室温条件下，分别测试不同压力下原生煤、碎裂煤、

碎粒煤、糜棱煤甲烷吸附量并绘制其等温吸附曲线。

3 微孔—过渡孔发育程度地质控制

61件煤样低温液氮吸附实验结果显示，煤样的孔隙结构差异较大。各煤样的 BJH
总体积介于 7.00×104 cm3/g～235.51×104 cm3/g，平均为 46.93×104 cm3/g；微孔体积介于

1.32×104 cm3/g～57.24×104 cm3/g，平均为 12.70×104 cm3/g；过渡孔体积介于 5.42×104 cm3/g～
181.27×104 cm3/g，平均为 34.24×104 cm3/g；BET比表面积介于 0.34 m2/g～6.64 m2/g，平

均为 1.69 m2/g。煤样过渡孔体积明显大于微孔体积。

3. 1 陡倾斜储层深度控制

煤储层中纳米孔隙体积与比表面积大小及分布特征直接关系到吸附气的赋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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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陡倾斜储层深度增大，微孔体积（图 2a）、过渡孔体积（图 2b）、微孔和过渡孔体积（图 2c）
和以及比表面积（图 2d）均是先增大后减小，并且存在 800～1 000 m孔隙体积异常增大

的情况；异常高点主要为糜棱结构的煤样，这表明 800～1 000 m深度段煤岩构造变形

程度相对较强，导致了煤体内部化学结构和孔隙结构深刻改变（琚宜文等，2005）。微

孔体积与过渡孔体积呈明显正相关关系（图 3），暗示控制微孔体积发育与过渡孔体积发

育的因素可能为相同要素。微孔、过渡孔体积与比表面积呈正相关关系（图 4），且微孔

及过渡孔体积和也和比表面呈正相关关系（图 4c），说明微孔、过渡孔共同贡献了孔隙

比表面积。

3. 2 煤体结构控制

不同煤体结构煤的孔隙体积变化较大，原生煤与碎裂煤微孔、过渡孔孔隙体积及

二者之和较为接近，而碎粒煤与糜棱煤微孔、过渡孔体积则明显高于原生煤与碎裂煤

（图 5a～图 5c），说明煤岩强变形可导致煤中微孔、过渡孔体积增大，而轻微变形则较

难影响微孔、过渡孔体积；原生煤与碎裂煤孔隙比表面积接近，碎粒煤、糜棱煤比表

面积高出，特别是糜棱煤中（图 5d）。显然构造变形对煤岩孔容、比表面积改造作用明

显，其原因是煤中过渡孔主要由链间孔和分子间孔组成，微孔由煤中大分子结构堆砌

以及层间孔组成；构造变形破坏了分子链和芳香环片层，致使煤的大分子堆叠结构趋

图 2 纳米孔隙体积与陡倾斜煤储层深度的关系

Fig. 2 Relationships between volumes of nano‑pores and depth of steep inclined coal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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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紊乱，链间孔和分子间孔随着煤的破坏逐渐增加，导致过渡孔孔体积、表面积增加；

受煤中支链、芳香层片的大小以及芳香片层间的排列方式等控制，随着构造变形增强，

煤中微孔孔容、表面积也相应增加（琚宜文等，2009；李阳等，2019；宋昱，2019）。

图 6显示从原生煤（图 6a～图 6c）、碎裂煤（图 6d～图 6f）、碎粒煤（图 6g～图 6i）到糜棱

煤（图 6j～图 6l），微孔、过渡孔体积均发生了逐渐的增长，说明纳米孔隙的发育程度

得到了加强。煤样采自塔里木盆地库车坳陷北缘库拜煤田不同的矿区、不同深度，由

此可得孔径分布受地域或深度影响较弱，而与构造变形的强弱有关。

3. 3 煤岩组分及成熟度控制

塔里木盆地库车坳陷北缘库拜煤田煤样煤岩显微组分以镜质组为主，含量在 50%～

82.30%之间，平均为 70.37%；惰质组在 2%～44.40%之间，平均为 22.90%；壳质组含

量较少，在 0%～2.10%之间，平均为 0.42%；镜质组最大反射率在 0.57%～1.69%之间，

图 3 微孔与过渡孔关系

Fig. 3 Relationships between micro‑pores and transition pores

图 4 比表面积与微孔、过渡孔体积的关系

Fig. 4 Relationships between specific surface area and volumes of micro‑pores and transition p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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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类型构造煤纳米级孔径分布曲线

Fig. 6 Nano‑pore size distribution curves of different typed tectonic coals

图 5 煤体结构对微孔及过渡孔体积的控制作用

Fig. 5 Control effects of coal structures on the volumes of micro‑pores and transition p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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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为 1.15%。

宏观煤岩成分及煤岩显微组分对孔隙结构有较大的影响（周龙刚等，2012），随着

镜质组含量的增加，微孔体积、过渡孔体积、微孔和过渡孔体积之和，有微弱的下降

趋势（图 7a～图 7c）；图 7d显示比表面积随着镜质组含量的增加趋于下降。碎裂煤中镜

质组含量较高，而碎粒煤和糜棱煤中镜质组含量相对略低（图 8），这可能是镜质组含量

高煤岩可能以脆性变形为主，多形成碎裂煤；而镜质组含量低煤岩可能易发生韧性变

形，形成碎粒煤及糜棱煤，因而其微孔、过渡孔体积较大。

图 7 煤岩组分与微孔、过渡孔体积的关系

Fig. 7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al components and volumes of micro‑pores and transition pores

图 8 煤岩组分与煤体结构的关系

Fig. 8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al compositions and coal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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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度反映了有机质生烃状况，影响有机质孔隙的发育程度，镜质组反射率（Ro）
是反映有机质成熟度的重要指标。随着有机质演化程度的增加，生气量逐渐增大，过

了生气窗（Ro＞1.3%）后，裂解气大量生成，煤储层含气量增大，此时会伴随有大量微

孔隙的生成，增强了煤储层的吸附能力（陈晶等，2017）。由图 9a、图 9b、图 9c可知，

成熟度增大，孔隙体积则呈增大趋势，符合这一规律；由图 9d可知，随着成熟度增大，

比表面积变化并不明显。

4 微孔—过渡孔孔隙结构复杂程度及其地质控制

采用 Pfeiferper and Avnir（1983）提出的基于 FHH模型的分形维数计算方法，即：

ln ( )vv0 = K ln é
ë
êê

ù

û
úúln ( )p0p + C （1）

国内外学者对分形维数的计算提出了以下两种计算方法（张岩等，2017）：

D = K + 3 （2）
D = 3K + 3 （3）

其中，v为平衡压力 p下吸附的气体分子体积；v0为单分子层吸附气体的体积；p0为

气体吸附的饱和蒸汽压；K为 lnv和 ln［ln（p0/p）］的双对数曲线的斜率。

图 9 成熟度和微孔、过渡孔体积的关系

Fig. 9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turities and volumes of micro‑pores and transition 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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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适用于吸附机理为毛细管凝聚作用的情况；式（3）适用于吸附机理为分子间

作用力的情况，但哪种方法最好，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针对本次实验数据，采取式

（3）计算时，分形维数 D1、D2大部分小于 2，偏离了孔隙结构的定义（付常青等，2016）。

采用式（2）计算的结果分维值介于 2～3之间，反映孔隙表面由规则变为不规则，孔隙结

构由简单变为复杂（宋晓夏等，2013）。根据不同的线性特征结合公式（2）可将分形维数

划分为两个阶段，即较低压力段的微孔分形维数 D1和较高压力段的过渡孔分形维数 D2。

4. 1 陡倾斜储层深度控制

由图 10a、图 10b可以看出，在 400～1 200 m深度范围内，D1 范围为 2.174 5～
2.772 3，平均 2.548 652 0；D2范围是 2.343 6～2.648 4，平均 2.498 070 8，小于 D1，说

明过渡孔孔隙结构复杂程度小于微孔的。随陡倾斜储层深度变化，D1、D2变化趋势不

明显，深度对孔隙结构复杂程度影响不大。

4. 2 煤体结构控制

由图 11a可知，D1由原生煤到糜棱煤，随着构造应力对煤体变形程度影响的增加，

其变化幅度较小，说明微孔孔隙结构复杂程度并不受煤体结构控制；图 11b中原生煤、

碎裂煤、碎粒煤 D2值基本相同，明显低于糜棱煤 D2值，反映原生煤、碎裂煤、碎粒煤

相较于糜棱煤，其过渡孔孔隙结构复杂程度接近或较低，说明强构造变形会导致过渡

孔孔隙结构趋于复杂。

4. 3 煤岩组分及成熟度控制

由图 12a、图 12b可知，D1、D2值和镜质组含量相关性较弱，则说明煤岩组分对孔

隙复杂程度的影响较小。由图 13a、图 13b可知，随着变质程度的增强，D1和镜质组反

射率呈良好的线性关系，则说明成熟度对微孔孔隙结构复杂程度控制明显，这是由于

图 10 分形维数与陡倾斜煤储层深度的关系

Fig. 10 Relationships between fractal dimensions and depth of steep inclined coal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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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分形维数与煤岩组分的关系

Fig. 12 Relationships between fractal dimensions and coal compositions

图 13 分形维数与成熟度的关系

Fig. 13 Relationships between fractal dimensions and maturities

图 11 分形维数与煤体结构的关系

Fig. 11 Relationships between fractal dimensions and coal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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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的基本结构单元是由芳香环层片叠合而成的类石墨微晶体，且其中的芳香层片并非

有序排列而是存在着错位现象，变质程度增加，导致芳香层片间的乱层堆积更加强烈，

形成的微孔更加形状各异、大小不均一（侯锦秀等，2017）；而 D2和镜质组反射率相关

性较弱，即成熟度对过渡孔孔隙结构复杂程度影响较小。

5 孔隙形态地质控制

由上可知在煤质和构造变形环境相似的情况下，相同煤体结构煤的孔隙结构参数

大致相近，而不同结构煤的孔隙结构变化较大。显然构造变形不仅对纳米级孔容的增

长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会导致过渡孔孔隙结构趋于复杂。为了解煤体结构对

煤岩孔隙形态的控制作用，笔者对低温液氮吸附—解吸回线展开了讨论。根据孔形结

构及其能否产生吸附回线，把煤中的孔分为 3类：开放性透气孔（Ⅰ类孔）、一端封闭的

不透气性孔（Ⅱ类孔）和细颈瓶形孔（Ⅲ类孔）（琚宜文等，2005）。库拜煤田煤岩孔隙吸

附回线主要有 3种类型H1、H2和H3（图 14）：

原生结构煤（图 14a、图 14b）和碎裂煤（图 14c、图 14d、图 14e）吸附回线类型主要

为 H2型：相对压力较低时，吸附线与脱附线重合，孔隙类型主要是Ⅱ类孔；相对压力

较高时，脱附曲线出现面积微小滞后环，说明对应的孔径段存在Ⅰ类孔。

碎粒煤（图 14f、图 14g、图 14h）吸附回线类型主要为 H3型：相对压力较低时（吸附

线和脱附线重合，孔隙类型为一端封闭的Ⅱ类孔；相对压力较高时，出现脱附滞后环，

和 H1型脱附滞后环相比，面积很小，且脱附下降轻缓，说明该孔径段主要为两端开口

的Ⅰ类孔和少量Ⅱ类孔。

糜棱煤（图 14i、图 14j、图 14k）吸附回线类型主要为 H1型：相对压力＜0.45时，吸

附曲线与脱附曲线未完全重合，表明该段孔隙由一端封闭的不透气性Ⅱ类孔和两端开

口的Ⅰ类孔构成；相对压力在 0.45～0.95之间时，出现明显的吸附滞后环，且在相对压

力为 0.5时出现脱附量急剧下降现象，说明存在Ⅲ类孔。

从孔隙连通性方面看，原生结构煤、碎裂煤的孔隙吸附回线以 H2型为主，孔隙连

通性相对较差；碎粒煤和糜棱煤的孔隙吸附回线以 H3型和 H1型为主，其孔隙连通性相

对较好，有利于煤层气的扩散。因而，库拜煤田煤储层随着构造变形的增强，煤样的

孔隙系统由简单到复杂；煤储层整体上的吸附能力强，对煤层气的解吸扩散也较为

有利。

6 煤储层吸附特征

4组原生煤（图 15a）、5组碎裂煤（图 15b）、6组碎粒煤（图 15c）、4组糜棱煤（图 15d）
样品等温吸附实验表明，塔里木盆地库车坳陷北缘库拜煤田样品具有Ⅰ类吸附等温曲

线的特征（王保玉，2015），符合单分子层吸附理论模型。温度一定时，初始阶段随压

力的增大甲烷吸附量迅速增大，当压力增大到一定程度后，吸附量的增加速率变小并

趋于饱和。构造煤的吸附量高于原生结构煤的（图 15），即构造煤对比原生结构煤具有

较强吸附能力，证实了构造煤纳米孔隙含量高、比表面积分布巨大；说明构造变形的

强弱影响煤纳米孔隙结构，随着变形程度的增大，煤体基本结构单元内各碳网及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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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不同类型构造煤低温液氮吸附回线

Fig. 14 Adsorption loops of low‑temperature liquid nitrogen for different typed structural coals

图 15 不同煤体结构煤样吸附等温线

Fig. 15 Adsorption isotherms of coal samples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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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单元间排列的秩理化程度明显增强，从而影响煤的孔裂隙结构，进而影响煤的吸

附性，同时对煤层气的开采也有较大的影响（姜波等，2004； Ju et al.，2005；张文静

等，2014，2015）。一般来说，吸附能力与含气量成正相关关系（刘爱华等，2013），构

造煤纳米孔隙含量总体较高，为煤层气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气体富集基础。

7 陡倾斜煤储层有利开发层段

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库拜煤田受到南天山山前冲断带的影响，随陡倾斜储层深

度增加，构造煤发育程度先增大后减小（图 16a）。500～800 m范围内，原生结构煤、碎

裂煤发育，纳米孔隙体积普遍较小（图 16b、图 16c）、孔隙类型以Ⅱ类孔为主，储层吸

附能力较弱、含气量在此位置储量偏低（图 16f），煤层气解吸、扩散能力较弱；在此范

围内，煤岩成熟度、镜质组含量较低（图 16d、图 16e），煤层气吸附与成藏条件较差。

故库拜煤田 500～800 m范围内，尽管原生结构煤发育但开放孔发育较少，渗透率最好

但含气量较低。

800～1 000 m为储层倒转位置，煤岩变形程度最高，煤层构造曲率最大，糜棱煤

图 16 塔里木盆地北缘库拜煤田陡倾斜煤储层纳米孔隙发育特征及成因探讨示意图

Fig. 16 Nano‑por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sis of steeply inclined coal reservoir in Cubey coalfield，
northern margin of Tari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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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发育（图 16a）。受此影响，纳米孔隙孔容明显增大（图 16b、图 16c），储层吸附能力增

强，含气量在此位置相应较高（图 16f）；同时受储层曲率增大及煤岩强变形的影响，

800～1 000 m处储层倒转位置煤岩成熟度较高（图 16e），利于煤层气吸附与成藏；另外

上述陡倾斜储层倒转位置吸附孔开放程度最好，Ⅰ类孔及Ⅲ类孔比例较高，有利于开

发过程中煤层气的解吸和扩散。

1 000～1 200 m范围内，煤储层倾斜程度变缓，构造煤一定程度发育（图 16a），纳

米孔隙体积随深度增大趋于减小（图 16b、图 16c），吸附孔开放程度一般，以Ⅰ类孔、

Ⅱ类孔为主；煤岩成熟度、镜质组含量随深度增加均一定程度下降（图 16d、图 16e），

该范围内的煤储层含气量次于 800～1 000 m但好于浅部（图 16f），渗透率最低但纳米孔

隙开放孔发育程度好于浅部，相对有利于煤层气的解吸和扩散。

综上所述，对于塔里木盆地库车坳陷北缘库拜煤田 1 200 m以浅山前冲断带陡倾斜

储层来说，800～1 000 m深度段储层是最有利的开发层段，渗透率好于 1 000～1 200 m
深度段，含气量最高，煤层气解吸扩散能力相对较强。

8 陡倾斜储层纳米孔隙结构非均质地质控因

库车坳陷构造上为南天山山前挠曲盆地。库拜煤田位于库车坳陷北缘单斜带，是

典型的盆山结合部位，以陡倾斜或近直立的挤压性构造面为特征。受控于喜马拉雅碰

撞造山作用，区域挤压力通过塔里木克拉通传递到库车坳陷北缘与南天山地区，期间

形成以收缩构造变形且包含有大量基底卷入为特征的山前冲断带（漆家福等，2013），

应力场以高角度倾斜的斜向剪切作用为主导，导致南天山隆升及盆山结合部库拜煤田

煤系地层倾斜程度不断增大直至直立甚至倒转。其中在山前冲断带内部库拜煤田同一

陡倾斜煤层不同部位剪切及挤压强度具非均质性，其中陡倾斜储层 800～1 000 m段剪

切及挤压强度最大，导致 800～1 000 m段煤层构造曲率较大、煤岩变形程度较大、构

造煤发育程度较高，最终深刻地改变了该位置的煤储层纳米孔隙结构。

9 结 论

本文主要取得如下结论：

（1） 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库拜煤田受到南天山山前冲断带的影响，其陡倾斜储

层煤岩纳米孔隙体积随深度增加先增大后减小，孔隙结构复杂程度受深度影响较小；

随着煤体破坏程度的增高，纳米孔隙体积相应增加且其孔隙结构复杂程度趋于复杂。

（2） 塔里木盆地北缘库拜煤田煤储层孔隙体积、孔隙结构复杂程度与镜质组含量

及镜质组反射率相关性均较弱，构造变形对其控制作用较明显。

（3） 塔里木盆地北缘库拜煤田煤储层中构造煤微孔含量总体较高，吸附能力较强，

为煤层气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气体富集基础。

（4） 受控于山前冲断带内部同一煤层不同部位剪切及挤压强度的非均质性，库拜

煤田陡倾斜煤储层倒转位置煤体变形增强，构造煤发育程度较高，煤岩吸附孔体积以

及比表面积相应增大，甲烷吸附能力强，含气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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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por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geological control of the steeply

inclined coal reservoir in the Cubey coalfield,

the northern Tari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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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teeply inclined coal reservoir in Cubey coalfield, northern margin of
Tarim Basin, Xinjiang, has become a new hot spot for CB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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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nd some CBM wells have achieved high production. In this paper, 61 coa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depths and coal structure of steeply inclined coal reservoirs in
Cubey coalfield. Through the experiments of coal rock composition and maturity, low
temperature liquid nitrogen adsorption and isothermal adsorp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no‑pore structure and geological control of steeply inclined coal reservoir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s that：Controlled by the heterogeneity of shear and compression strength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piedmont thrust belt in South Tianshan, the nano‑pore volume of steeply
inclined reservoir in Cubey coalfield increases first and then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depth; With the increase of coal failure degree, the nano‑pore volume of coal rock increases and
the complexity of pore structure tends to be complex; The deformation of coal body at the
inversion position of steeply inclined reservoir is relatively enhanced, and the development
degree of tectonic coal is relatively high. The nano‑pore volume and specific surface area of
coal rock increase accordingly, and the methane adsorption ability is strong and the gas content
is good. Results of this work can provide instructions on CB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eep inclined coal reservoir.

Keywords Coalbed methane, Pore structure, Adsorption pores, Coal structure, The
Cubey coa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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