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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７１００６５）

为了提高地球物理测井方法在煤体结构识别中的应用效果，基于大量文献调研，梳理了煤体结构的概念
及其划分方案，分析了煤体结构对煤层气开采的影响，总结了识别煤体结构的测井系列，归纳了煤体结构
的测井识别方法，最后进行了实例分析。 研究表明，测井方法是煤体结构识别最经济高效的地球物理方
法，其中井径、声波、密度、中子测井对识别煤体结构效果较好。 基于岩石物理分析，将多种测井资料有机
结合，实现不同尺度信息融合，借助非线性数学方法可以有效提高煤体结构判识评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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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煤体结构主要分为原生结构（ ＭＪ － Ｉ） 、碎裂结构

（ ＭＪ －ＩＩ） 、碎粒结构（ ＭＪ － ＩＩＩ） 、糜棱结构（ ＭＪ － ＩＶ） ４

研究，陶传奇等（２０１７） 开展了基于测井参数的煤体
结构预测模型及空间展布规律的研究。 这些研究工
作为测井方法识别煤体结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该文针对不同煤体结构所表现出的不同测井响

种类型（ 黄波，２０１８；张俊杰和赵俊龙，２０１９） 。 煤体

应特征，基于对现有成果认识的梳理，开展地球物理

结构三维空间的非均质性控制着煤层渗透率以及煤

测井应用在预测煤体结构方面的综合分析。

岩力学性质，是制约煤层气勘探开发的关键因素之

１

一（ 侯世辉，２０１８） ，同时煤体结构还是多煤层煤层
气勘探开发中主力产层优选及产层优化组合的关键
约束条件，因此，精确识别煤体结构显得尤为重要
（ 侯月华等，２０１６） 。

１ １

煤体结构的定义、类型及对开发
的影响
煤体结构的定义及类型划分

前人研究表明，识别储层煤体结构的直接方法

煤体结构指煤层在地质历史演化过程中经受各

有生产矿井煤体结构实际编录，钻孔煤心描述和煤

种地质作用后，煤体内部受破坏变形程度的特征，包

矿井 下 煤 壁 直 接 判 识 （ 傅 雪 海 等， ２００３； 张 超 等，

２０１７） ，间接方法有地震反演和测井（ 王远等，２０１１；

含原生煤和构造煤两大类，其概念伴随着构造煤的

概念 演 化， 是 煤 体 变 形 的 一 种 特 征 表 述 （ 黄 波，

彭刘亚等，２０１３；彭苏萍等，２０１８） ，因直接方法资料

２０１８） 。

结构的研究逐渐侧重在测井资料的基础上进行。 傅

形特征及变形机制和变形环境被划分为 ２ ～ １０ 类不

不易获取，地震反演技术要求较高，近年来对于煤体
雪海等（２００３） 开展了利用测井曲线划分煤体结构
和预测煤储层渗透率的研究，陈粤强等（ ２０１７） 开展
了利用测井参数定量识别韩城矿区北区煤体结构的

构造煤按照其结构及物性参数、成因、宏微观变

等，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中国在 ２０１３ 年首次颁布
《 煤体结构分类》 国家标准，分别从宏观煤岩类型可
辨识度层理完整性、煤体破碎程度、裂隙及揉皱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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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手试强度等方面进行了分类，分为原生结构
（ ＭＪ －Ｉ） 、碎裂结构（ ＭＪ － ＩＩ） 、碎粒结构（ ＭＪ － ＩＩＩ） 、糜

等工程问题，在排采过程中，煤层水及煤层气均有携

常因研究区域和研究目的不同而将构造煤划分成不

原生煤很少有裂隙发育，主控孔隙类型为微孔

棱结构（ ＭＪ － ＩＶ） ４ 种类型，但研究者在实际工作中

带煤粉的能力，易造成排采通道的堵塞等。
（２） 孔裂隙分布特征

同的类型，如张坤鹏等（ ２０１６） 在研究新景煤矿 ３ 号

（ 孔径小于 ２ ｎｍ 的孔隙） 和过渡孔；碎裂煤的主控

际工作的需要将煤体结构类型按照破坏程度划分为

（ 孔径大于 ５０ ｎｍ 的孔隙） ；而糜棱煤在经历了塑性

煤层煤体结构时依据测井曲线识别的精确度以及实

Ⅰ、Ⅱ、Ⅲ三大类；李剑等（２０１７） 在研究渭北区块煤

孔隙类型为中孔（ 孔径为 ２ ～ ５０ ｎｍ 的孔隙） 和大孔
剪切作用后，中孔、大孔和裂隙比例迅速降低。 不同

体结构测井评价及其在射孔段优化中的应用时因研

煤体结构储层裂隙发育的差异性主要集中在裂隙连

究区糜棱煤所占比例极小，煤质松软，不利于煤层气

续性方面，随着煤岩破碎程度的增加，煤储层裂隙连

的开发，仅将其煤体结构划分为原生结构煤、碎裂煤
和碎粒煤 ３ 类。 虽然煤体结构的划分迄今为止还没

有完全统一，但已经逐渐向 ２０１３ 年颁布的国家标准
靠拢。

１ ２

煤体结构对煤层气开采的影响
煤体结构对煤层气开采影响较大 （ 冯立杰等，

２０１７） ，研究表明，煤体结构的构造变形在微观上造

成了孔裂隙分布特征、渗流能力以及煤层气吸附、扩
散能力发生变化，导致煤储层非均质性增强，增大了
煤层气开发难度（ 滕娟，２０１６） （ 表 １） 。
表１

煤体结构的作用

作用方面

孔隙性特征

作用机理

定性越差
孔裂隙分布特征

裂隙连续性特征

２０１８） 。

（３） 渗透性

渗透率是评价煤储层渗透性的关键指标（ 叶桢

妮等，２０１９） ，是影响煤层气解吸、运移和开发的一
项重要参数（ 赵军龙和池佳玮，２０１９） 。 煤体结构对

煤层气开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煤层气渗透率的控

制作用以及对煤矿安全的危害作用（ 滕娟，２０１６） 。
不同煤体结构煤层颗粒大小、形态及相互关系控制
了煤储层孔隙度和孔隙结构特征，进而控制着渗透
率的变化（ 黄波，２０１８） 。 煤体结构对原煤渗透率的
影响研究开展较少。 钟玲文等（ ２００４） 研究发现在
有碎粒煤和糜棱煤发育的煤层，煤体结构对煤层渗

煤体结构越破碎，井壁稳

井壁稳定性

续性 降 低 （ 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滕 娟， ２０１６； 侯 世 辉，

透性的影响大于裂隙发育程度的影响，成为控制渗
透性的首要因素；吕闰生等（ ２０１２） 对焦作煤田的构
造煤进行了渗透率测试，结果表明渗透率与不同煤

煤体结构越破碎，孔裂隙

体结构关系曲线近似呈正态分布，先是呈级数增大，

越发育

随后呈级数减小。

（４） 气体吸附解析能力

煤体结构越破碎，煤储层

宋晓夏等（ ２０１３） 在研究中梁山南矿构造煤吸

裂隙连续性越差
渗透性特征

渗透率随煤体结构破坏
程度加深先增大后减小

吸附、解析能力

气体吸附能力

煤体结构越破碎，气体吸
附能力越强

气体扩散能力

煤体结构越破碎，气体扩
散能力越强

注：据胡奇等，２０１４；滕娟，２０１６；侯世辉，２０１８。

（１） 井壁稳定性

胡奇等（ ２０１４） 在研究沁南地区煤体结构对煤

附孔分形特征时发现：构造变形越强烈，孔表面积越
大，微孔含量越多，孔隙结构非均一性越强，气体吸
附能力越强。 原生结构煤储层气体扩散能力最弱，
碎粒煤储层气体扩散能力最强，碎裂煤储层气体扩
散能力介于原生结构煤储层和碎粒煤储层之间（ 侯
世辉，２０１８） 。

２

基于地球物理测井的煤体结构判识
识别储层煤体结构最直接的方法是生产矿井煤

层气开发的影响时发现：煤体结构越破碎，井壁稳定

体结构实际编录，钻孔煤心描述和煤矿井下煤壁直

性越差，井径、抽采孔钻屑量越大，碎粒煤及糜棱煤

接判识，但井巷编录对未采区的资料无法获取，钻井

发育处，井筒周围形成厚层的水泥环，甚至导致砂堵

取心则常因构造煤松软，采取率低，以及井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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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测井方法判识煤体结构的机理

煤储层测井响应特征
低幅值异常

产

不同煤体结构曲线特征
不同煤体结构自然电位无明显变化

不同煤体结构测井判别机理
井内自然电位主要由扩散、吸附和过滤电动
势形成，煤为非极性体，井壁不易形成泥饼，
煤体破坏程度对自然电位曲线的影响不大

自然伽

低幅值异常

马测井

煤体结构破坏程度越高在地层水矿

自然伽马曲线反映被测煤中矿物质含量，受

化度高的地区自然伽马测井值增大

煤体杂质和含放射性元素的地层水影响

地层水矿化度低的地区自然伽马测
井值减小
井径测井

孔隙度

声波测井

高幅值异常

高幅值异常

测井系列
密度测井

低幅值异常

煤体结构破坏程度越高，井径测井值

煤体破坏程度越高，则煤体结构越疏松，在钻

越大

井过程中容易造成井壁垮塌，发生扩径现象

煤体结构破坏程度越高，声波时差测

随煤体破碎程度增加，声波在煤体中传播速

井值越大

度减小，声波时差增大

煤体结构破坏程度越高，密度测井值

煤体结构 的 差 异 使 得 煤 体 具 有 不 同 的 松 散

越小

度，由煤体密度的变化进行反映即煤体越破
碎其密度值越小

补偿中

高幅值异常

子测井

煤体结构破坏程度越高，补偿中子测

原生煤和碎裂煤好的裂隙及大孔发育使其含

井值越大

水量会比其他构造煤的含水量大，从而使含
氢指数较高，补偿中子测井值大

电阻率

视电阻

测井系列

率测井

高幅值异常

煤体结构破坏程度越高，电阻率测井

随煤体结构破碎，孔隙度变大，通常煤层中水

值越小

分、杂质等增加，导电性能变好，电阻率减小

限制，煤体结构难以描述（ 傅雪海等，２００３；张超等，

依据，其判识机理及同一煤田同一煤层在相同变质

叠前地震反演信息得到的多种弹性参数可以进行煤

等，２０１１；陈跃等，２０１３；滕娟，２０１６；陈晶等，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７） 。 基于不同煤体结构的物理性质不同，利用

体结构的有效划分（ 彭苏萍等，２００８；王远等，２０１１；

程度情况下不同煤体结构曲线特征见表 ２（ 姚军朋
基于测井曲线的煤体结构预测主要依据煤体结

彭刘亚等，２０１３；彭苏萍等，２０１８） ，但同步反演对地

构物性差异而引起的电性、放射性、声波时差等差

幅的恢复与保持、入射角度换算等技术问题。 前人

波、密度、中子测井对识别煤体结构效果较好，电阻

研究结果表明，地球物理测井技术是判识煤体结构

率测井次之，随煤体结构破碎程度加深，自然伽马测

震资料的 ＡＶＯ 处理环节要求高，同时还存在反射振
的可靠技术手段 （ 傅雪海等，２００３；陈萍等，２０１４） ，
最为 经 济 高 效 且 有 较 高 的 精 度 （ Ｔｈｏｍａ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 煤体物理和化学性质差异使得煤体结构与

测井响应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 （ Ｔ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异，其差异反应在测井曲线形态和幅度上。 井径、声

井值在各区块增减趋势不同，但在同一区块内变化
稳定且幅值变化较为明显。

２ ２

煤体结构类型定性判识方法

２０１６） 。 因此，可基于不同煤体结构具有不同测井

响应特征，结合钻井取心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最终实

利用测井曲线划分煤体结构是根据不同煤体结
构具有不同测井响应特征而判识。 测井曲线中井径

现煤体结构预测。

测井曲线对于构造煤最为敏感，应用也最广（ 张超

２ １

多种测井方法判识煤体结构的机理

前人的研究成果表明，预测煤体结构，要以不同
煤体结构具有不同测井响应特征为基础，结合钻井

等，２０１７） 。 乔伟等（２０１０） 采用单一的井径曲线，以

０ ５ ｍ 为尺度分析了井径与煤体结构的对应关系，
结果表明原生煤和碎裂煤对应的井径变化较小，而

碎粒煤和糜棱煤的井径扩张表明井径曲线幅值在原

取心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不同煤体结构间存在着物

生煤与碎裂煤处表现为低幅值，而在碎粒煤处表现

性差异，这些差异在各地球物理测井上会产生不同

为高幅值，定性判识了煤体结构。 考虑到影响测井

响应特征，从而为测井参数预测煤体结构提供理论

曲线的因素较多，在利用测井信息判识煤体结构类

２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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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研究中，为提高准确性，大都采用多种测井手段
定性判识。

许启鲁等（ ２０１６） 对比了柿庄北地区原生煤和

构造煤的测井幅值，结果表明构造煤对应了自然伽

出 ３ 种煤体结构，相对来说精度更高。

３

实例分析
姚军朋等（ ２０１１） 对某地区 ６ 井用构造孔隙结

马和电阻率幅值低，声波时差、井径幅值高等测井响

构指数 ｍ 法进行煤体结构定量判识，划分出 Ⅰ 类

构对应自然伽马、深侧向电阻率、密度测井响应的曲

和糜棱结构煤） ，判识精度在 ８５％ 左右。 笔者在该

应特征。 滕娟（ ２０１６） 统计了沁水盆地南部煤体结
线形状、幅值范围和平均幅值，表明随着煤体结构破
碎程度的增强，深侧向电阻率幅值增大，自然伽马和
密度测井幅值减小，测井曲线的变化更加显著。
经过文献调研发现，在各区块判识煤体结构过
程中，随煤体结构破碎程度增大，井径、声波时差、补
偿中子测井值增大，密度测井值减小趋势稳定；电阻
率测井值大都减小，只在傅雪海等（ ２００３） 研究的安

（ 原生结构煤） 、Ⅱ类（ 碎裂结构煤） 和Ⅲ类煤（ 碎粒
井使用谢学恒和樊明珠（ ２０１３） 提出的构造煤体结
ＡＣ ×ＣＡＬ
构指数 ｎ 法（ ｎ ＝
） ，结果如图 １ 和图 ２ 所
１００ ×ＤＥＮ ２
示，以 ｎ ＜ ６００ 为原生结构煤，６００ ＜ｎ ＜ ８００ 为碎裂结
构煤，ｎ＞８００ 为碎粒和糜棱结构煤作为划分标准，判
识结果准确度可达到 ９０％。

微淮南、淮北煤田，滕娟（２０１６） 、侯月华等（２０１６） 研
究的沁水盆地安泽区块，因无烟煤颗粒比表面积增

大，吸附和保存了更多的煤层气，导电能力减弱，显
示电阻率测井随煤体结构破碎测井曲线幅值增大。
各地区随煤体结构破碎程度加深，自然伽马测井值
受煤体杂质或含放射性元素的地层水影响程度不同
（ 姚军朋等，２０１１） ，曲线幅值变化不同。

图１

尽管煤体结构的定性判识方法已取得一定成

某地区 ６ 井煤体结构指数特征

果，但其精度远达不到勘探开发的需求，因此急需建
立煤体结构的定量判识方法。

２ ３

煤体结构类型定量判识方法
前人的研究多停留在通过观察和统计测井曲线

的形态和幅值来评价煤体结构的类型的定性评价阶
段，但随着煤与煤层气勘探开发技术的进步，定性判
识已远达不到煤层气现场勘探开发的需求。 因此，
有必要建立煤储层煤体结构的定量判识新方法，有
效提高煤体结构判识的准确性。 经文献调研发现利
用测井曲线定量判识煤体结构的方法主要有如表 ３
所示 ４ 种方法。

表 ３ 所列方法均能有效定量识别煤体结构，且

准确度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大大提升，但都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或对测井资料的要求较高，或区域性质
明显，参数不易确定等。 通过对比发现构造煤体结
构指数法、补偿中子 －井径和补偿中子 － 声波时差交
会图结合法两种方法采用了对煤体结构变化更为敏
感稳定的密度、声波时差、井径和补偿中子测井曲
线，更具有普适性，其中构造煤体结构指数法能划分

图２

某地区 ６ 井煤体结构的测井响应及煤体结构
指数曲线特征（ 黑色部分为原生结构煤）

２１９７

矿
表３
判识方法

产

勘

利用测井曲线定量判识煤体结构方法

方法名称

构造指数法 构造孔隙结构指数

２０２０ 年

查

可用测井曲线
姚军朋等（２０１１） 用测井资料通过 Ａｒｃｈｉｅ 公式求取构造煤孔隙结构指数 ｍ 的方法定量判识煤体
结构，将该方法在两个煤田进行实际应用，效果表明：用孔隙结构指数 ｍ 定量判识构造煤并确定
厚度是可行的，能够大大减小定性判识误差

构造煤体结构指数

谢学恒和樊明珠（２０１３） 提出了将煤体结构指数 ｎ 作为定量判识煤体结构的指标，建立了利用密
度测井 ＤＥＮ、声波时差测井 ＡＣ 和井径测井 ＣＡＬ 定量判识煤体结构的经验公式，大大提高了煤
体结构判识的效率和准确性

构造煤岩脆性指数

艾林等（２０１７） 提出利用阵列声波测井资料计算煤岩脆性指数来定量判识煤体结构

构造裂缝指数

倪小威等（２０１７） 根据阵列声波测井对裂隙发育的储层具有较好的反映效果，且原生结构煤与碎
裂结构煤在力学参数裂缝指数及斯伦贝谢比上有明显差异，提出了基于斯伦贝谢比与裂缝指数
的煤体结构定量判识

交会图法

补偿中子－井径和补偿中子－ 郭涛和王运海（２０１４） 将补偿中子－井径交会图和补偿中子与声波时差交会图运用到延川南煤层
声波时差交会图结合

气田煤体结构的定量识别，结合钻井取心资料评价煤体结构成功率达 ９０％以上

声波阻抗－补偿中子交会图

何游等（２０１５） 通过对韩城矿区声波阻抗－补偿中子交汇由定性到定量分析，实现了煤体结构的
定量判识

Ｎ－Ｒ 双参数交会图

陈博等（２０１９） 采用煤体结构指数 Ｎ 和深侧向电阻率与微球聚焦电阻率比值 Ｒ（ ＬＬＤ ／ ＭＳＦＬ） ，通
过建立 Ｎ－Ｒ 双参数交会图，达到定量判识煤体结构的目的

线性回归法 引入地质强度因子 ＧＳＩ 建立 陈粤强等（２０１７） 、赵石虎等（２０１７） 、陶传奇等（ ２０１７） 在分析各自研究区块钻井取心资料和测井
多元回归方程法

资料的基础上，均引入地质强度因子 ＧＳＩ 对煤体结构进行定量化表征，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
建立各自研究区块的煤体结构预测模型，预测结果精度较高

非线性数学 聚类分析法
方法

滕娟（２０１６） 根据沁水盆地南部区域测井曲线极大（ 或极小） 幅值确定初始聚类中心、利用测井数
据和煤体结构的灰色关联度确定每类测井曲线在煤体结构判识过程中的权重系数，确定了基于
利用测井数据的煤储层煤体结构定量判识模型

贝叶斯判别法

郑爱维（２０１７） 以鄂尔多斯盆地某煤层气田山西组 ２ 号煤层为例，通过分析测井曲线，依据贝叶
斯判别法建立测井响应判别模型，经检验效果较好

常规测井曲线和 ＢＰ 神 经 网 王勇飞等（２０１９） 以沁水盆地南部安泽区块山西组 ３ 号煤岩为研究对象，选取自然伽马、补偿中
络结合法

子、井径、声波时差、密度和深电阻率 ６ 条测井曲线，利用 ＢＰ 神经网络方法，实现了基于常规测
井曲线和 ＢＰ 神经网络的煤体结构定量识别有效提高了煤体结构识别准确性

４

结论
本文梳理了划分煤体结构的方法、煤体结构对

煤层气开采的影响、总结了基于地球物理测井资料

划分，随着煤与煤层气勘探开发技术的进步，已远达
不到勘探开发的需求，定量判识则在常规测井信息
的基础上采用构造指数法、交会图法、多元线性回归
法等其他方法，为未来煤体结构研究方向。

定性和定量判别煤体结构的方法。

（１） 煤体结构目前多划分为原生结构（ ＭＪ － Ｉ） 、
碎裂结构 （ ＭＪ － ＩＩ） 、 碎粒结 构 （ ＭＪ － ＩＩＩ） 、 糜 棱 结 构
（ ＭＪ －ＩＶ）４ 种类型，对煤储层渗透率及井壁稳定性
等均有影响，从而影响对煤层气的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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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矿山之最（ 八）
全球最大的银矿———坎宁顿铅锌银矿（ Ｃａｎｎｉｎｇｔｏｎ）





世界上最大的银矿是澳大利亚的坎宁顿银矿（ Ｃａｎｎｉｎｇｔｏｎ） ，该矿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西北部的采矿小镇芒特

艾萨（ Ｍｏｕｎｔ Ｉｓａ） 。 坎宁顿银矿出产的白银质地优良、杂质少，２００８ 年奥运会奖牌就有一部分来自坎宁顿银矿第 ７
区。 坎宁顿银矿的储量超过 ２ 亿盎司，按当前银价水平计算，这些银的总价值达到 ５０ 亿美元。
全球最大的镍矿区———萨德伯里镍矿区（ Ｓｕｄｂｕｒｙ）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东南部，休伦湖北侧，有一个矿业城市萨得伯里。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镍矿区，其产量占世

界镍总产量的 ８０％左右。

全球最大的锌矿区———美国红狗锌矿山（ Ｒｅｄ Ｄｏｇ Ｍｉｎｅ）

红狗矿山位于美国阿拉斯加西北部的布鲁克斯山脉德龙山中，是加拿大 Ｔｅｃｋ Ｃｏｍｉｎｃｏ 资源公司与 ＮＡＮＡ 公司联

合风险投资项目，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锌储量，其锌产量占世界锌总产量的 １０％，储量 ５６６０ 万吨，品位：锌 １４ ６％，铅

４ １％，资源量：２０ 万吨。 ２０１５ 年 Ｒｅｄ Ｄｏｇ 锌产量 ５６ ７ 万吨。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８ 日，加拿大泰克资源有限公司表示已经上
调 Ｒｅｄ Ｄｏｇ 锌产量目标。 预计 Ｒｅｄ Ｄｏｇ 锌矿 ２０２０ 年产量将在 ５２ ５ 万 ～ ５５ 万吨之间，较上次 ４７ ５ 万 ～ ５０ 万吨的指标
有所增加。 若工厂项目升级，矿山产量将提高约 １５％，据此预计未来五年，矿山产量将达 ４７ ５ 万 ～ ５５ 万吨。
全球最大的钨矿区———朱溪钨铜矿区（ Ｚｈｕｘｉ）

浮梁县朱溪钨铜矿区位于中国江西景德镇市，钨资源量 ２８６ 万吨，是世界迄今为止发现的资源量最大的钨矿床。

探明的储量除 ２８６ 万吨钨外，另有伴生铜矿 ２２ ４４ 万吨、银矿 １１６５ 吨及锌、镓、镉等可综合利用。
全球最大的钽矿———格林布什和沃洁拉矿（ Ｇｒｅｅｎｂｕｓｈｅｓ＆Ｗｏｄｇｉｎａ）

格林布什（ Ｇｒｅｅｎｂｕｓｈｅｓ） 和沃洁拉矿（ Ｗｏｄｇｉｎａ） 是世界最大的钽矿山，位于西澳大利亚，年产量约为 １１３４ 吨，约占

世界年产量的 ４５％左右，其资源储量为 １６２，２００，０００ 矿石吨，坦科（ Ｔａｎｃｏ） 是一家从 １９２９ 年就开始运营的加拿大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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