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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载荷作用下煤体渗透率演化的实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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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期次载荷作用下的煤体,其孔隙结构会发生复杂变化,渗透率也随之改变。 然而,不同加

卸载速率与循环周期决定着煤体渗透率变化路径,影响其应力敏感性,开展循环载荷控制下煤体渗

透率演化规律研究,对于解释复杂应力场下煤层渗透率的各向异性特征有理论支撑作用。 借助于

煤层渗透率应力敏感模型分析,研究了影响煤体渗透率变化的关键表征参数及其函数关系;为验证

关键参数对煤体渗透率影响,采用预定轴压和气压、加卸载围压的方式开展煤体三轴循环变载气体

渗流实验,分析在不同围压(2． 0 ~ 12． 0 MPa)下煤体渗透率和体应变的演化规律;为研究煤体孔隙

结构变化对渗透率的影响,通过低温氮气吸附实验和荧光显微镜煤样观测统计,完成了循环载荷加

卸载前后煤体孔隙结构变化对比。 研究结果表明,煤体加载 / 卸载过程中渗透率变化趋势与围压变

化负相关,总体可以分为线性段、指数段和稳定段等 3 个阶段;随循环加载次数的增加煤体应变逐

步增大,而渗透率却随之降低;相同条件下,煤体渗透率随体应变增加而升高,增幅在 16． 79% 以

上,而渗透率恢复率逐步降低,且与围压变化负相关;3 次循环加卸载实验导致煤体孔隙结构发生

了显著变化,微孔体积提高 71． 79% ,比表面积增加 52． 19% ,而平均孔径降低 32． 06% ,但循环载荷

没有改变煤体的最可几孔径;孔隙结构变化的数据表明,微孔体积增加是煤体渗透率劣化的重要标

志之一。 对比循环载荷作用前后的孔隙结构实验数据发现,影响气体吸附-解吸的孔隙结构变化,
决定了“迟滞环”面积,而决定“迟滞环”形状的关键因素是由煤体最可几孔径控制的突变压力。 另

外,煤体应变包括裂隙体积变化和孔隙体积变化两部分,其中裂隙影响重要度指标(χ)反映了裂隙

体积变化在煤体应变中的权重关系,χ 变化随围压升高而降低。
关键词:循环加卸载;裂隙;渗透率演化;应力敏感;损伤变量

中图分类号:TD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253-9993(2019)08-2579-10

收稿日期:2019-03-21　 　 修回日期:2019-06-17　 　 责任编辑:常明然
　 　 基金项目:“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助项目(2016ZX05045002-06);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2018YFC0808001-03);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基金资助项目(51504137)
　 　 作者简介:刘永茜(1984—),男,河南南阳人,副研究员,博士。 Tel:010-84263387,E-mail:yqliu518@ 126． com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coal permeability evolution under cyclic lo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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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ore structure and the permeability of coal matrix can be changed complexly under the multi-stage load-
ing. However,the evolution of coal permeability and its stress sensitivity are determined by the different loading / unloa-
ding rates and the cyclic cycles. It is of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interpreting the anisotropic characteristics of coal
seam permeability under complex stress field by researching the evolution law of coal permeability under cyclic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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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With the aid of the stress sensitive model of coal seam permeability,the key characterization parameters and their
functional relationships affecting permeability development were proposed in this study. As for the purpose of verifying
the control effect of the key parameters on coal permeability,a triaxial cyclic variable-load gas seepage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by preset axial pressure,gas pressure and loading-unloading confining pressure,and the evolution laws of
coal permeability and coal volume strain under different confining pressures (2. 0-12. 0 MPa) were analyzed. As for
the influence of pore structure on permeability,the comparison of pore structure change before and after cyclic loading
and unloading was completed by the low temperature nitrogen adsorption experiment and the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observ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hange trend of permeability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nfining pres-
sure in the process of loading / unloading of coal and it wa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for the whole process:linear stage,
exponential stage and stable stage. With the increase of cyclic loading times,the volumetric strain of coal increased
gradually,but the permeability decreased. Under the sam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the permeability of coal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volumetric strain,increasing by more than 16. 79% ,while the permeability recovery rate decreased
gradually,and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nfining pressure. After three cyclic loading and unloading experi-
ments,the pore structure of coal matrix was changed significantly,with the micro-pore volume increased by 71. 79% ,
the specific surface area increased by 52. 19% ,and the average pore size decreased by 32. 06% ,but the most proba-
ble aperture of coal matrix was not affected by the cyclic stress. The data of pore structure change showed that the in-
crease of micro pore volume was one of the key indicators of coal permeability deterioration. Comparing the experimen-
tal data of pore structure before and after cyclic loading,it was found that the change degree of pore structure affected
gas adsorption-desorption,determined the area of “hysteresis loop”,and the key to determine the shape of “hysteresis
loop” was the sudden change pressure controlled by the most probable pore size of coal. In addition,the strain of coal
body included the change of fracture volume and pore volume,the important index of fracture influence ( χ) showed
the weight relationship of the change of fracture volume in the strain of coal body,and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confining pressure.
Key words:cyclic loading and unloading;fracture;permeability evolution;stress sensitivity;damage variable

　 　 煤层是典型的双重介质体,其广义孔隙系统是指

包括煤体内裂隙、大孔、中孔、小孔和微孔组成的跨尺

度结构,又可细化为裂隙系统和孔隙系统[1]。 不同

的煤体裂隙(孔隙)之间结构相差迥异,导致煤层渗

透率的应力敏感性差异显著。 大量工程统计发

现[2],煤岩裂隙是瓦斯运移的主要通道,不同煤层或

相同煤层的不同区域之间煤层渗透率相差可达 3 ~ 4
个数量级[3]。 在地质构造复合区,构造煤相对发育,
受多期地应力影响,煤层渗透率差异尤为显著。 开展

多期次应力作用的煤层渗透率演化机制研究,对于指

导煤层瓦斯灾害治理和煤层气高效开发都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不同煤体中孔隙系统和裂隙系统的赋存状态差

异较大,开展变载条件下煤岩渗流模拟实验是建立或

优化基础理论模型的前提。 学者们通过渗流实验已

验证了多种理论模型,FATT 和 DAVID[4] 通过对应力

作用下砂岩渗透率的变化研究,提出了渗透率幂函数

关系模型,并阐明了低压区渗透率变化更敏感的原

因;冯增朝等[5] 证实了煤岩的孔隙度对其渗透率影

响存在临界值,而 YOU[6] 认为决定煤岩渗透能力的

关键是其初始损伤度,且裂隙系统占支配地位,并通

过正则抛物线准则完成了对煤岩裂隙量化比较;彭苏

萍等[7]指出,在全应力-应变过程中,煤岩渗透率在

弹性、弹塑性和塑性阶段因自身变形程度的差异形成

不同的轨迹曲线,进而提出了对数模型;孟召平和侯

泉林[8]通过实验分析发现,煤层渗透率随有效应力

升高而呈负指数衰减,这与 MCKEE 等[9]提出的煤岩

孔隙演化结论基本一致;刘永茜[10]、ALAM[11] 提出的

多项式模型也描述了围压与渗透率之间非单调函数

变化关系;尹光志等[12] 通过煤体平行和垂直方向层

理渗透率变化的实验分析,提出渗透率与三向应变关

系模型;左建平和陈岩[13] 提出了加载过程煤岩裂隙

轴向扩展模型,阐释了循环加载过程裂隙的演化规

律。
以上实验分析和理论研究,讨论了应力加载或卸

载过程中煤体渗透率的变化规律,但循环加载-卸载

条件下煤岩渗透率动态演化机制研究甚少。 煤岩多

期次循环加 /卸载实验,有自身特点:① 相同条件下

实验的可重复性受原煤(岩)试件的完整性影响;②
试件的损伤过程监测难度大,无法进行阶段性的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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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检测(包括扫描电镜实验)对比;③ 实验过程是

一个连续的过程,期间渗透率变化可通过气体流速监

测动态计算,全时程对比相同应力状态的渗透率变化

规律。 开展多期次应力作用下煤岩损伤机制研究,分
析特定加 /卸载路径下煤体渗透率的变化规律,有助

于剖析煤体裂隙(孔隙)结构发育规律,有利于揭示

构造煤发育区煤层渗透率的演化机制。 笔者通过渗

透率理论模型研究和煤岩裂隙(孔隙)结构分析,讨
论应力循环作用下渗透率变化趋势,借助气体渗流实

验数据和煤体实验前后孔隙、裂隙结构对比,论证应

力控制下煤体孔隙系统的演化规律,以阐释循环载荷

作用下煤体渗透率演化机制。

1　 煤体应力敏感模型

国内外学者们关于煤岩的应力敏感性分析,通常

以考察其裂隙(孔隙)结构为基础,主要通过其渗透

率变化率来体现。 文献[6]依据围压与裂隙开度关

系,拟合折算煤岩理想最大强度,并与单轴抗压强度

比较,进而获得煤岩的初始损伤度,以此体现其应力

敏感性;目前采用的渗透率损害模量,就是比较有效

应力与渗透率的变化关系,DAVID[14] 将其称为应力

敏感系数:

γ = - 1
K

∂K
∂σ

(1)

其中,K 为渗透率,10-15 m2;σ 为有效应力,MPa。 上

述的应力敏感性和渗透率损伤模量分析,从宏观上综

合考察了煤岩的孔隙、裂隙结构特点,但实验结果发

现[15],加载过程中,单位应力增加对渗透率初期变化

影响显著(敏感),而文献[11]通过孔隙度测试对比

发现,循环加载导致岩体孔隙度不断衰减,进而导致

渗透率敏感性劣化。
按照岩石力学理论[16],岩石的综合孔隙度为 φ,

内部颗粒不可压缩,则岩石压缩系数为

Cφ = - 1
φ

∂φ
∂σ

(2)

　 　 设定有效应力为 0(σ = 0)时初始孔隙度和渗透

率分别为 K0 和 φ0,对式(1)和式(2)分别积分并联立

可得

φ = φ0exp( - Cφσ)
K = K0exp( - γσ){ (3)

　 　 联合式(1) ~ (3),经积分处理后可得到:
K
K0

= φ
φ0

æ

è

ö

ø

λ

(4)

其中,λ 为常数,又称为孔渗指数。 将式(4)回代入

式(3)可进一步得到

γ = λCφ (5)
　 　 对于式(5)可知,在特定的应力条件下煤岩渗透

率敏感系数与孔渗指数呈线性关系。 然而,在煤岩加

载或卸载过程中 λ 通常会发生阶段性变化[10],这主

要受控于煤岩孔隙结构。 文献[16]研究发现,孔隙

与裂隙密度决定的孔隙度是决定煤体应变的关键因

素,定义

φ0 = φp + φc (6)
其中,φp 和 φc 分别为煤层内孔隙体积和裂隙体积决

定的孔隙度分量。 煤体应变 ( Δε) 与孔隙度变化

(Δφ)之间的关系可以用 Seidle 模型表示

Δφ
φ0

= 1 + 2
φ0

æ

è

ö

ø
Δε (7)

Δφ = αφp + βφc (8)
其中,α 和 β 为常数,且 α+β=1。 联立式(4) ~ (8)可
以获得煤体渗透率应力敏感性的关系模型,其中 α
和 β 之间的关系,也决定了气体渗流类型。 研究发

现[11],煤体应变与孔隙度变化在弹性变形阶段有较

高的线性拟合度,而在弹塑性过渡段逐渐显现出离散

特征,对于循环作用下的煤体,介质劳损的主要表征

参数主要包括不同加载和卸载阶段的煤体渗透率、体
应变,以此计算煤体综合孔隙度的变化路径;同时可

以通过实验测试的手段,对比验证循环载荷作用前后

孔隙度的演化规律。

2　 循环载荷下煤体渗透率测试

2． 1　 煤样选取

实验煤样选取天地科技公司王坡煤矿 3 号煤层

原煤煤样,根据实验要求制备标准样 5 个,为保证样

品的可比性,取样层位和地点相同。 选择其中 1 个作

为本次实验的选用煤样,其余 4 个作为力学性质测试

对比 煤 样。 测 试 结 果 显 示, 实 验 煤 样 长 度 l =
101． 20 mm,直径 ϕ = 49． 96 mm,质量 m = 271． 06 g,
孔隙度 F=6． 72% ,层理方向近平行于轴向。
2． 2　 实验步骤

(1)开展煤体强度测试。 实验条件与渗流实验

相同,单体试件加载破坏实验,在此不做赘述,测试得

到的其他 4 个煤样的破裂压力分别为 22． 37,21． 86,
22． 53,和 23． 92 MPa。 因此,确定本次循环加载渗流

实验的强度,最高不能超过 21． 86 MPa;考虑煤体损

伤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弹性-弹塑变形初期最佳,参
考 4 组应力-应变曲线,选定实验加载强度最大值

12． 00 MPa。
(2)循环实验测试。 在三轴渗透仪上完成渗流

实验,实验温度 20 ℃。 实验前将煤样安装密封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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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气密性检查,随后进行预应力加载。 实验稳定围

压 2． 0 MPa,轴压 10． 0 MPa,维持 12 h 后,注入气体

为纯度 99． 9% 的甲烷,进气压力为 1． 0 MPa,稳定

30 h 后排空,排空压力 0． 101 MPa。 以此为基础,通
过逐步增(减)围压,以 0． 05 MPa / min 的应力加载速

率依次增加到最大围压 12． 0 MPa(安全围压),随后

以相同的卸载速率卸载至 2． 0 MPa,完成 1 个实验循

环。
同一煤样如此循环 3 次,测定变载过程中围压、

轴向应变、径向应变数据,通过流速变化计算渗透率

变化。 试件应变测试中,煤体体积应变为

Δε = Δε1 + 2Δε2 (9)
式中,Δε1 和 Δε2 分别为轴向和径向应变,测试原理

及煤样前后变化如图 1 所示。

图 1　 实验煤样

Fig 1　 Coal sample

而煤体渗透率计算[17]依据

K = 2μQp0 l
A(p2

1 - p2
2)

(10)

式中,Q 为气体流速;p0 为标准大气压;μ 为气体黏度;
A 为试样端面面积;p1 和 p2 分别为进口和出口压力。
2． 3　 结果分析

2． 3． 1　 渗透率与围压关系

以预应力加载稳定和瓦斯吸附饱和条件为基点,
进行 3 个循环的加载卸载实验,实验过程中渗透率与

围压变化数据统计结果如图 2 所示。
比较 3 个应力循环的渗透率变化曲线可知,煤体

加载过程中渗透率随围压增加而逐步减小;其中 3 条

加载和 3 条卸载过程的渗透率曲线总体可以分为 3
个阶段:线性段衰减段、指数段衰减段和稳定段,如图

3 所示。
比较 3 次加载过程数据发现,随着加载持续,线

性段斜率逐步衰减,斜率分别为-0． 025 6,-0． 002 5
和-0． 024 2,煤体渗透率降低速率变小;然而,比较 3
次卸载曲线发现,卸载阶段线性阶段的斜率普遍偏

小,分别为-0． 010 7,-0． 014 9 和-0． 012 7;循环加载

图 2　 围压与渗透率关系

Fig． 2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ining pressure and
permeability

图 3　 加载与卸载过程渗透率曲线对比

Fig． 3　 Comparison of coal sample permeability curves between
loading and unloading processes

导致初期(围压<6 MPa)的线性衰减速率逐步降低,
而卸载阶段有增加,证实初期阶段煤体裂隙的弹性稳

定闭合是煤体应变的主体,参数如图 4 和表 1 所示。
煤体中裂隙密度和裂隙平均宽度(开度)影响其应

变,决定弹性段斜率大小。
进入高压区(6 ~ 11 MPa),煤体渗透率呈现出负

指数衰减规律,比较 3 条加载渗透率曲线发现,衰减

系数依次递增,分别为-0． 024,-0． 045 和-0． 089,该
阶段煤体渗透率有加速衰减趋势,这与 3 条卸载渗透

率的变化趋势一致(系数依次递增,分别为-0． 017,
-0． 024 和-0． 045),证实部分区段压实,已经进入弹

塑性变形区,如表 2 和图 5 所示。 在本阶段,煤体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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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低压区加载-卸载煤体渗透率统计

Fig． 4　 Statistics of coal sample permeability at the initial
loading stage

变的主要控制因素,由裂隙系统逐步转为孔隙系统,
孔隙系统压缩变形效应开始显现。

表 1　 低压区加载-卸载煤体渗透率变化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permeability change of coal
mass at the initial loading stage

次序 拟合函数 相关度 R2

加载 1 次 y=-0． 025 6x+0． 571 2 0． 992 5

加载 2 次 y=-0． 025 0x+0． 483 8 0． 997 0

加载 3 次 y=-0． 024 0x+0． 404 8 0． 998 8

卸载 1 次 y=-0． 010 7x+0． 458 2 0． 998 0

卸载 2 次 y=-0． 014 9x+0． 389 0 0． 999 5

卸载 3 次 y=-0． 012 7x+0． 273 0 0． 996 4

表 2　 加载高压区煤体渗透率变化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permeability change of coal
mass at the high loading stage

次序 拟合函数 相关度 R2

加载 1 次 y=0． 499 2e-0． 03x 0． 980 6

加载 2 次 y=0． 427 0e-0． 044x 0． 949 4

加载 3 次 y=0． 390 1e-0． 083x 0． 975 6

卸载 1 次 y=0． 432 3e-0． 017x 0． 946 3

卸载 2 次 y=0． 339 0e-0． 024x 0． 903 0

卸载 3 次 y=0． 255 0e-0． 045x 0． 971 6

图 5　 加载高压区煤体渗透率统计

Fig． 5　 Statistics of coal sample permeability in the loaded high loading stage

　 　 进入过高压区段(>11 MPa)后,裂隙主体闭合完

毕,煤体变形量逐步降低,应变趋稳,渗透率总体稳

定,加载曲线和卸载曲线渗透率波动幅度在 3． 5%
内,认为渗透率近似恒定。
2． 3． 2　 渗透率与煤体应变关系

预设围压、轴压和气压并稳定后,围压循环加载

和卸载,根据实验观测和统计,煤体体积应变曲线如

图 6 和 7 所示。 描述煤体应变通常采用式(9)。 联

合式(6) ~ (8)获得煤岩渗透率与应变之间的关系。
比较 3 次加载曲线发现(图 6),随着围压增加,

煤体有效应力不断增加,而煤体应变有增加的趋势,

随着循环次数增加,应变不断提高。 3 次加载曲线显

示,随着加载循环持续,煤体结构产生了塑性变形,煤
体初始应变(围压 2． 0 MPa),由 0． 005 8 逐步升至

0． 007 6 和 0． 008 2。 通过式(7) ~ (9)联立,可求得

孔隙度变化。
与加载条件类似,卸载循环监测数据如图 7 所

示。 随着循环次数的增加,由弹塑性应变引起的煤体

孔隙(裂隙)结构变化,导致应变持续增加,在高圧

段(围压大于 10 MPa)应变保持稳定,而低压段(围
压小于 10 MPa)维持线性函数关系,总体分为 2 个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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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加载过程的煤体应变

Fig． 6　 Volumetric strain statistics of coal sample in the
loading process

图 7　 卸载过程的煤体应变

Fig． 7　 Volumetric strain statistics of coal sample in the
unloading process

为对比循环载荷作用下煤体渗透率变化,引入渗

透率恢复率和渗透率变化率:

ηj =
kj

kz

× 100% (11)

ηr =
kz - kj

kz

× 100% (12)

其中,kz 和 kj 分别为相同应力状态下的煤体加载和

卸载状态的渗透率; ηj 为渗透率恢复率; ηr 为渗透率

变化率;二者相对变化体现了煤体渗透率的应力敏感

性。 比较发现,每次的加载卸载循环完成,总体上渗

透率变化率随围压的增大而减小,而恢复率与之相

反,随围压增大而提高(图 8),比较 3 个循环煤体

渗透率相对变化率最大值分别为:16． 79% ,24． 58%
和 29． 86% ,而最小恢复率分别为 83． 20% ,77． 06%
和 69． 45% ,证实了煤体渗透率应力敏感性随加载次

数的增加而减弱[18],循环载荷煤岩破坏累加递增理

论。

图 8　 煤体渗透率演化规律

Fig． 8　 Evolution law of coal permeability

根据实验结果,结合煤样前后渗透率变化曲线,
代入式(1) ~ (9),可得到关键参数(表 3),结合文献

[10]判识方法,本煤样裂隙发育程度一般,孔隙最可

几孔径与裂隙开度尺度相当,孔隙系统和裂隙系统联

合控制瓦斯渗流。

表 3　 瓦斯渗流实验参数

Table 3　 Parameters statistics of gas seepage

关键参数 γ / MPa-1 Cφ / MPa-1 λ

计算结果 0． 027 0． 012 5 2． 42

3　 循环载荷作用下煤体结构变化分析

3． 1　 孔隙结构对比

低温氮吸附实验是测试煤岩孔隙结构的主要方

法之一。 实验前后孔隙结构参数见表 4,本次孔隙结

构分类依据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IUPAC)标
准:微孔(φ<2 nm)、中孔(φ = 2 ~ 50 nm)、大孔(φ>
50 nm)3 类划分。

表 4　 煤样孔隙结构参数

Table 4　 Pore structure parameters of the coal sample

平均孔径

实验前 /
nm

实验后 /
nm

变化

率 / %

最可几孔径

实验前 /
nm

实验后 /
nm

变化

率 / %

比表面积

实验前 /

(m2·g-1)

实验后 /

(m2·g-1)

变化

率 / %

微孔体积

实验前 /

(μL·g-1)

实验后 /

(μL·g-1)

变化

率 / %

26． 2 17． 8 -32． 06 4． 6 4． 6 0 1． 82 2． 77 52． 19 3． 9 6． 7 71． 79

　 　 根据表 4 数据对比分析可知,煤样平均孔径实验

前后均为中孔类型(平均孔径和最可几孔径均大于

2 nm,且小于 50 nm)。 但围压的循环加 /卸载变化对

煤样的孔隙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实验后的煤样平均

孔径比实验前的平均孔径大幅减小, 由实验前

26． 20 nm 减小为实验后 17． 80 nm,减小 32． 06% ;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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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比表面积显著提高,增加幅度达 50%以上;围压

导致煤样微孔体积增幅尤为显著,增幅达 70%以上。
比较实验前后两组煤样等温吸附曲线发现,氮吸

附和解吸(脱附)曲线均不重合。 在图 9 中,P 为实验

压力,MPa;P0 为氮气饱和蒸汽压,约为 0． 1 MPa,在
此引入相对压力 P / P0 概念,在 P / P0 = 0 ~ 0． 75,等温

吸附量上升相对缓慢,当相对压力 P / P0 = 0． 75 ~
1． 00,氮气吸附量骤然升高。 比较发现,降压氮气解

吸的“迟滞效应”不随实验煤样的结构变化而变化,
其突变点在相对压力 P / P0 = 0． 45 附近,证实 P / P0 >
0． 45 时,有毛细管凝聚现象发生,“迟滞环”显现。 依

据测试曲线分类,煤样主体孔隙为中孔,这与前述煤

样平均孔直径测试结果一致。

图 9　 氮气等温吸附-解吸曲线

Fig． 9　 Nitrogen adsorption-desorption isotherms

另外,测试数据对比发现,实验前后氮气解吸突

变点没有发生变化,其关键在于煤样最可几孔径不受

实验应力影响,微孔隙结构整体稳定。 通过表 4 数据

分析可知,微孔体积的骤然提高,表明 2 nm 以下以及

2 ~ 10 nm 孔隙数量增幅显著,增幅达 71． 79% ,但
10 ~ 50 nm 孔隙数量增幅并不明显,如图 10 所示。
相反地,受围压影响,大孔数量降低是决定煤体渗透

率敏感性的关键因素之一。

图 10　 煤体孔隙结构统计对比

Fig． 10　 Pore size distribution statistics of coal sample

对比氮气吸附解吸实验数据发现,在达到突变点

前的实验数据曲线几乎平行(P / P0<0． 45),当接近饱

和蒸气压时才发生明显的毛细凝聚,此为 IUPAC 关

于“迟滞环”分类的“H3 型” [19],证实平行板状的狭

缝型孔隙(或微裂隙)的存在与影响。 对比图 9 中的

两个“迟滞环”发现,实验前后两个面积大小有显著

区别,相同实验条件下,起始突变压力相同,终止压力

相同,而实验后煤样的“迟滞环”面积明显偏大,证实

煤体“迟滞效应”受孔隙结构影响,微孔比例越高,
“迟滞环”面积越大。
3． 2　 裂隙结构测试对比

实验采用 200 倍荧光显微镜观测煤体裂隙密度

发育。 在 3 cm×3 cm 的块煤光片上划分 9 个区域,每
个区尺寸 10 mm×10 mm。 依据光片裂隙特征尺度和

煤的裂隙结构分布,按长度( L)和宽度(w)划分为

I(L>1 000 μm,w>1 μm),II(1 000 μm≥L≥100 μm,
w > 1 μm 或 L > 1 000 μm, w ≤1 μm) 和 III (L<
1 000 μm,w≤1 μm)的 3 个等级[20],实验前后裂隙

发育具体统计结果见表 5。

表 5　 煤样裂隙统计

Table 5　 Test statistic of fracture density in the coal sample

裂隙密度

I

实验

前 / 条
实验

后 / 条
变化

率 / %

II

实验

前 / 条
实验

后 / 条
变化

率 / %

III

实验

前 / 条
实验

后 / 条
变化

率 / %

合计

实验

前 / 条
实验

后 / 条
变化

率 / %

均长

实验

前 / μm
实验

后 / μm
变化

率 / %

39 46 17． 95 68 81 19． 11 82 106 29． 26 189 233 23． 28 908． 24 981． 02 8． 01

　 　 比较表 5 数据发现,加卸载实验导致了 III 类裂

隙数量的增加,而 II 和 I 类裂隙数量增量相对偏低,
其中这种递增表现为原始裂隙依次的扩展和升级,衍
生裂隙数量较少,这通过裂隙均长变化率可以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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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裂隙密度变化相对于孔隙密度偏低,而裂隙密

度却是影响煤层渗透率敏感性的关键因素之一。
裂隙长度(L)和平均宽度(w)决定其断面面积,

与裂隙密度(m)和孔隙密度(n)联合控制裂隙孔隙

断面比 ( ζ),其中 ζ = Lwm + πr2n。 裂隙孔隙断面

比(ζ)又决定了煤样渗透率。 循环加载和卸载过程

使得煤体孔隙度降低,渗透率劣化,实验结果与理论

计算有较好的一致性。
3． 3　 裂隙-孔隙系统控制下的瓦斯渗流特性

实验研究表明,围压加载作用初期煤体应变大小

主要由裂隙系统的闭合程度决定,中后期煤体应变反

映了煤体内大-中孔变形和新生裂隙之间此消彼长的

变化规律。 实验结果证实,煤体循环加载过程中,煤体

微孔数量增加,大-中孔数量降低,微孔比例不断攀升;
尽管煤体内 III 类裂隙数量增幅较其他两类裂隙比例

偏高,但 I 和 II 类裂隙决定煤体孔隙度变化,控制渗透

率的变化。 因此,微孔比例的增加反映了煤体渗透率

劣化趋势,煤体内大-中孔和裂隙的形变、新生裂隙的

裂隙密度决定了煤体渗透率的发展方向。
为表征煤岩渗透率演化规律,文献[21]建立了

描述渗透率敏感性的数学模型,通过孔渗指数阐明了

孔隙和裂隙尺度关系,如图 11 所示。 按照计算模型,
煤体渗流的孔渗指数应在双对数坐标轴与斜率分别

为 3 和 2 的直线围成的面积范围之内。

图 11　 瓦斯渗流双对数关系示意[21]

Fig． 11　 Sketch of double logarithmic gas seepage[21]

孔渗指数描述了煤岩体重孔隙和裂隙系统的主

导地位,与渗透率敏感系数正相关。 当裂隙发育时,
气体渗流适用平板模型,孔渗指数 λ = 3,渗流由裂隙

系统主导;当煤体孔隙发育,气体渗流适用管束模型,
孔渗指数 λ=2;大量的实验数据拟合发现,相对完整

的煤岩试件渗流中,2<λ<3。 实验证实,孔渗指数对

于描述煤岩的裂隙发育有参考意义,统计发现,λ>3
的现象存在,而 λ<2 的现象罕见,因此可以将 2<λ<3
与 3 的比值作为裂隙影响重要度指标 χ,即

χ = λ / 3 (13)
　 　 本指标可以表述裂隙渗流在煤体渗流中的地位,

一般取值 2 / 3<χ<1,对于 χ>1 的情形,应按照测试数

据进行渗透率修正。
根据上述实验过程中渗透率和应变统计结果,通

过式(7)可以计算瓦斯渗流过程中孔隙度变化,结合

式(13)可以得到变载过程中裂隙影响重要度指标,
结果如图 12 所示。 比较发现,与煤体渗透率变化趋

势相近,循环加载 /卸载过程中,随着围压增加,χ 不

断减 小, 3 个 循 环 后, 由 初 始 0． 887 6 降 低

为 0． 702 1(最小值);尽管裂隙系统(或大孔结构)受
卸载作用而部分恢复,但煤体孔隙度逐步减小由此可

知,循环加载卸载导致煤体裂隙闭合作用显著,同时

孔隙结构也发生深刻变化,煤体孔隙度逐步降低;这
是导致煤体渗透率劣化的关键因素。

图 12　 裂隙影响重要度指标统计

Fig． 12　 Importance statistic index of fracture impact in coal

4　 问题讨论

4． 1　 微孔增量与孔隙度变化

通过循环加载和卸载实验数据证实,相同条件

下,随着循环次数的增加,煤体孔隙度不断降低,这主

要是由于裂隙系统的闭合和大-中孔数量减小导致。
循环加载使得孔隙类型变化,大孔向中孔转化,中孔

向微孔转化,岩体孔隙结构的变化,最终表现为微孔

和中孔体积不断增加、比例逐步提高,而大孔体积和

比例降低。
煤体孔隙结构的变化通过“迟滞环”形体面积表

征。 统计发现,过突变点后(P / P0 >0． 45),解吸点数

据拟合函数为

V = C1eC2(P / P0) + C3 (14)
其中,V 为解吸过程中任意压力下吸附体积;C1 ~ C3

为常数。 由于载荷循环作用导致煤体结构变化,则
“迟滞环”的形状和面积也随之变化,由上述分析可

知,迟滞发生的突变压力稳定,则变化面积可求

S = ∫1
Pa / P0

(Vh - Vq) f(φ)d(P / P0) (15)

式中,S 为“迟滞环”变化面积; Pa 为突变压力; f(φ)
为描述孔隙密度变化函数;Vh 和 Vq 分别为实验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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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前解吸过程中任意压力下气体吸附体积。
“迟滞环”面积变化反映了煤体内部孔隙结构的

改变,尤其是平行板状的狭缝型孔隙的比例决定其形

态和面积大小[19],文献[22]通过实验证实了煤体吸

附能力差异最终由其孔隙结构类型决定,因此煤体内

中孔比例的改变最终决定“迟滞环”的形状,而最可

几孔径影响着迟滞发生的压力条件,但其大小与相对

压力的关系仍未取得进展。
随着循环加载次数增加,煤体中孔量变化曲线必

然存在拐点,中孔增加量可能存在上限,而微孔体积

也存在极值。 中孔和微孔结构的变化对于煤体渗透

率应力敏感性影响相对大孔和裂隙较弱,这已经被证

实[3,23-24]。 考虑微孔比例的提高,导致微孔体积增

加、煤体比表面积增大,必然导致煤体吸附能力增强,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相同煤层中构造煤吸附能

力较原生煤强的原因。
4． 2　 循环载荷作用下渗透率计算的修正

渗流实验中煤体渗透率劣化反映了综合孔隙度

和平均孔径的降低[12]。 实验结果证实,受循环载荷

影响,煤体渗透率逐步降低;实验前后煤体微孔体积

数据对比,也进一步证实了煤体孔隙度降低的变化趋

势,煤体平均孔径的降低(降幅 32． 06% ,表 4),必然

导致瓦斯运移阻力增加,可能导致局部流态改变。
通过三轴渗流实验研究发现,在应力加载初期的

渗透率更近似线性衰减,后期更接近指数衰减。 对于

煤岩弹性变形阶段而言,煤岩的压缩系数稳定,如果

式(2) ~ (5)联立求解得到的孔渗指数 λ>3,煤体渗

透率异常敏感,反映了气体渗流已经超越了平板模型

中达西定律的适用条件,流态属于高速非达西流,需
要结合测试数据完成渗透率的修正:

- d(p2
1 - p2

2)
dl

= μ
K

Q
A

+ δρ Q
A

æ

è

ö

ø

2

(16)

　 　 式(16)中的二次高速项是对达西定律的补充,
其影响大小可通过系数 δ 体现,当流速过高,高速项

的影响不可忽略,渗透率的计算精度必然受到影响,
这也是渗流力学研究的难点之一。 通过式(16)修

正,将渗透率 K 进一步调整。
渗透率 K 的改变,其关键是加卸载过程中塑性

应变导致的局部煤体损伤,为验证不同状态下的煤体

渗透率状态,需引入损伤变量[25]为

D = 1 - E / E0 (17)
式中,D 为损伤变量;E 为受损煤体弹性模量;E0 为

煤体初始弹性模量。
渗透率和损伤变量的变化趋势相同,在初始压密

阶段和线弹性阶段逐步减小,屈服阶段稳定中缓慢增

加,而破坏阶段可大幅增加。 文献[26-27]建立了岩

体塑性破坏应力峰值与损伤变量的关系模型

K = K0ea(D-b) (18)
其中,a 和 b 为常数。 弹塑性阶段开始,D 的变化决定

其渗流能力。 通过关键点的数据拟合,并比较式(16)
的修正结果,可验证模型的正确性。 渗透率 K 的修正,
通过式(4)完成孔渗指数 λ 的优化,结合式(13),可以

为煤体裂隙发育程度判识提供理论支持。

5　 结　 　 论

(1)煤岩应力加载与卸载过程渗透率变化速率

差异显著,总体可以分为 3 段:线性段、指数段和稳定

段,且随应力循环次数变化,线性斜率和指数衰减系

数都单调变化。
(2)决定煤体渗透率应力敏感性的关键因素是

裂隙和大孔发育密度。 随着循环载荷作用,煤体裂隙

逐步闭合和大孔密度持续减少,渗透率应力敏感性逐

步降低。
(3)循环加载实验改变了煤体孔隙结构,低温氮

吸附实验中“迟滞环”的面积和形状变化反映了其孔

隙结构的变化趋势;中孔结构的改变是关键,微孔体

积的改变影响了煤体的吸附-解吸能力;弹塑性阶段

的煤岩损伤,改变不了煤体最可几孔径,这也决定了

迟滞发生的突变压力不会改变。
(4)煤体渗透率是由裂隙系统和孔隙系统共同

决定的。 由于不同煤体中二者结构差异导致煤体渗

流能力不同,引入裂隙重要度指标可为煤体孔隙结构

分类和渗透率修正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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