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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盆地吉尔嘎朗图凹陷低煤阶煤层生物产气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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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低煤阶煤层生物产气的影响因素对于寻找该类煤层生物气富集有利区及指导微生物增产技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

此，选择二连盆地吉尔嘎朗图凹陷褐煤煤样，在不同温度、酸碱度（pH 值）、氧化还原电位（Eh 值）以及添加不同浓度微量元素等
条件下进行了煤的生物气化模拟实验，进而探讨各种因素对微生物产气的影响、确定最佳的微生物产气条件。研究结果表明 ：①在模
拟实验条件下，煤的产气量随着温度、pH 值、微量元素浓度等参数值的增大或者 Eh 值的减小而表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规律 ；②温度
介于 30 ～ 35 ℃、pH 值介于 7.0 ～ 7.5、Eh 值为－225 mV 时，产甲烷菌代谢最活跃，最有利于生物气的生成，添加合适浓度的微量
元素（Fe2+、Ni2+）能促进微生物产气。结论认为 ：①二连盆地吉尔嘎朗图凹陷埋深介于 300 ～ 600 m、弱径流的水动力条件与厌氧环
境构成了生物气生成的有利条件 ；②添加合适的微量元素可作为微生物增产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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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biogenic gas production of low rank coal bed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earch of
the favorable biogas enrichment areas of similar coal beds and the guidance of the microbial stimulation technologies. In this paper, the
lignite samples taken from the Jiergalangtu sag in the Erlian Basin were selected to carry out the simulation experiment of biogenic coalbed methane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pH values, oxidation-reduction potentials (Eh) and trace element concentrations. Then, the influences on biogenic gas production were discussed and the optimal biogenic gas production condition was determined. And the following
research results were obtained. First, in the simulation experiments, the biogas production of coal beds increases first and then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emperature, pH and trace element concentration and the decrease of Eh. Second, in the case of temperature 30-35
℃ , pH 7.0-7.5 and Eh –225 mV, the metabolism of methanogen is the most active and the most favorable for the generation of biogas, so
biogenic gas production can be promoted by adding the trace elements (Fe2+ and Ni2+) of proper concentr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a proper burial depth (300–600 m), a weak runoff hydrodynamic condition and an anaerobic environment constitute th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generation of biogas in the Jiergalangtu sag, Erlian Basin. Moreover, the addition of appropriate trace elements can be an effective
means of microbial st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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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煤阶煤层气以生物成因气为主 [1-2]，生物气的
生成影响因素决定了其生气强度和生气量。因此，低
煤阶煤层气富集有利区评价需要开展生物气产气影
响因素研究工作。前人进行了各种实验分析，包括
研究煤岩与矿井水中不同生物群落结构

[3-12]

和不同产

[13-14]

对微生物产气的影响，以及不同温
气代谢途径
度、pH 值、盐度、微量元素浓度、固液比、煤岩粒度、
生物菌群、硫酸盐含量等因素对微生物产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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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70‰，甲烷氢同位素值介于－210‰～
－270‰，显示主要为生物成因气。笔者利用该地区
4 组煤样开展了不同温度、pH 值、Eh 值、微量元素
浓度等条件下的生物气化模拟实验，探讨各因素对微
生物产气的影响，优选最佳的微生物产气条件，以期
为该地区煤层气富集规律和有利区优选提供必要指
标，为后期微生物增产试验提供实验参数。

1

材料和方法

性的生物气产气影响因素实验分析，才能更准确地

1.1

样品信息及预处理

评价该地区生物气生成影响因素，进而指导低煤阶

垩 统 赛 汉 塔 拉 组， 发 育 5 套 煤 层， 单 层 厚 度 介 于
15 ～ 100 m，累计厚度介于 100 ～ 250 m，镜质体反

实验所用的 4 组新鲜煤样来自二连盆地吉尔嘎
朗图地区，样品信息见表 1。将煤样破碎，取中心
新鲜煤样粉碎，筛选出 60 ～ 80 目的煤颗粒，将煤
样置于恒温干燥箱中，在 60 ℃条件下干燥 6 ～ 7 h。
将烘干后的煤样与实验室之前培养的菌液以 0.5 g/mL

射率（Ro）介于 0.25% ～ 0.42%，为典型的褐煤。实
测含气量介于 1.2 ～ 3.8 m3/t，煤层气甲烷含量介于

的比例混合均匀，在恒温振荡培养箱中震荡培养 10
d，转速 120 r/min。培养完成后，用定性滤纸过滤以

75.16% ～ 90.25%，氮气含量介于 7.22% ～ 18.91%，二

除去液体成分，挑出煤样中的白腐真菌菌丝，将残
煤放入恒温干燥箱中烘干备用。

等

[15-18]

。但要准确评价某一地区生物气产气影响因素，

需要针对该地区煤岩样品，利用本源菌群开展针对

煤层有利勘探区优选及微生物增产技术。
二连盆地吉尔嘎朗图凹陷煤系地层为下白

氧化碳含量介于 2.53% ～ 5.93%，甲烷碳同位素值介于

表 1 样品基础信息表

1.2

煤样

镜质体反射率

水分含量

灰分含量

挥发分含量

固定碳含量

第1组

0.40%

18.78%

15.47%

30.33%

35.42%

第2组

0.36%

24.75%

8.91%

30.10%

36.24%

第3组

0.32%

24.45%

4.36 %

31.73%

39.46%

第4组

0.43%

24.37%

8.04%

31.34%

36.25%

煤样菌类检测
取出保存好的煤样，配置煤培养基的混悬液，

然后放置于 35 ℃的培养箱中恒温培养 5 d 左右再置
于厌氧工作站中进行平板划线培养。通过使用接种
环在平板培养基表面进行分区划线，以稀释混杂在
一起的菌种，从而得到独立分布的纯种单细胞，经
过培养后，使单细胞生长繁殖成单菌落以达到纯化

在实验室条件下，利用平板计数法对煤进行微
生物检测，具体操作和前人相似 [19-20]，分离出 3 类菌
群进行革兰氏染色观察和普通生物光学显微镜观察
（表 2）。3 类菌群的形态特征多样，通过对原菌菌种
染色特征液活菌数计算，以杆菌、球菌和链状菌为主，
且革兰氏阴性菌占优势。
1.3

煤岩微生物模拟实验方案
取 100 mL 甲 烷 菌 培 养 液 和 煤 的 混 合 物， 在

菌种的目的。
表2

菌种染色特征及镜检结果表

菌种

染色特征（G+、G－）

菌种形状

/ 个·mL－1）
活菌计数值 （

厌氧发酵菌

G－

短杆菌、链状菌

126

硫酸盐还原菌

G

小球菌

＜5

产甲烷菌

G

短杆菌、球菌、链状菌

173

+

－
－

注 ：G 代表革兰氏阳性菌 ；G 代表革兰氏阴性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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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培养箱中培养 3 d 进行菌种的富集，再加入 10 g
粉碎至 60 ～ 80 目的煤样，充分通入 N2 后，进行封装，
放入培养箱进行培养，记录产气数据，并对产出气
体进行分析。
为探讨不同影响因素对 CH4 生成量的影响，分
别开展了不同温度、pH 值、Eh 值、微量元素浓度
等条件的影响因素模拟实验（表 3），其中，温度组
设定了 6 个温阶，每个温阶样品设 4 个平行样。pH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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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组设计 5 个，通过采用向反应样品中加入无菌无
氧的 1 mol/L 的 HCl 和 NaOH 溶液来调节反应液 pH
值，每个 pH 值样品设 4 个平行样。电位组设计 4 个
实验点，每个样品设 2 个平行样，通过采用向反应
样品中加入固体 Na2S 调节 Eh 值。微量元素浓度分
别设置铁离子组和镍离子组。以上实验称取处理后
的煤样若干份（10 g/ 份），实验结果取其平行样平
均值。

微生物产气不同影响因素模拟实验设计表

影响
条件

实验条件设置

温度

20 ℃、25 ℃、30 ℃、35 ℃、40 ℃、45 ℃

pH 值
Eh 值

目的

备注

不同温度对 CH4 生成量的影响

每个温度点设 4 个平行样

6.0、6.5、7.0、7.5、8.0

不同 pH 值对 CH4 生成量的影响

每个 pH 值设 4 个平行样

－75 mV、－150 mV、－225 mV、－300 mV

不同 Eh 值对 CH4 生成量的影响

每个值设 2 个平行样

设置铁离子浓度：4 mL/g、8 mL/g、12 mL/g、
微量
16 mL/g、20 mL/g、24 mL/g
不同微量元素浓度对 CH4 生成量
元素
设置镍离子浓度：0.002 mL/g、0.004 mL/g、0.006 的影响
浓度
mL/g、0.008 mL/g、0.010 mL/g、0.012 mL/g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温度下微生物产气潜力

通过对培养过程中细菌进行监测，整个模拟实
验过程，微生物细菌变化大致经历了以下 3 个阶段 ：
0 ～ 700 h 为缓慢增长调整期，700 ～ 800 h 为对数增
长期，800 ～ 1 200 h 为逐渐衰亡期（图 1）
。与前人
研究规律相似 [21-24]。统计不同温度下的累计产量发现，
不同温阶条件下，煤样的气体生成总量不同 ：30 ℃
和 35 ℃时气体总量最大，达到 10 m3/t 左右，40 ℃和
45 ℃时气体生成量明显较前两者少，为 8.3 m3/t ；20
。
℃和 25 ℃时，气体生成量较少，大致为 5 m3/t（图 2）
由此看出，在 30 ℃和 35 ℃温度下，煤岩微生物产气
效果较好。通过对产出气体成分检测，35 ℃时，生

图2

每个值设 2 个平行样

不同温度下的煤岩产气量折线图

成气体的 CH4 体积分数最大，平均为 48.5%；
30 ℃时，
生成气体的 CH4 体积分数平均是 48.25%。故判断在
30 ～ 35 ℃为微生物产气的最佳温度条件。
2.2

不同 pH 值条件下煤层微生物产气潜力
不同 pH 值条件下，煤样的气体生成总量不同，

第 1 组产气效果较好（图 3），从 4 组实验数据可看出，
随着 pH 值变大，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其中，第 1
组和第 4 组在 pH 值为 7.5 时达到产气量最大，第 2
组和第 3 组在 pH 值为 7.0 时产气量达到最大。4 组
数据中，在 pH 值为 7.5 时产气总量最大，最高可超
过 10 m3/t。综合分析，pH 值介于 7.0 ～ 7.5 时，产
气效果较好，pH 值为 6.0 时产气效果最差，pH 值为 8.5
图1

产甲烷菌生长曲线图

时产气效果较差，说明酸性或碱性条件都不利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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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3

不同 Eh 值下样品气体生成量图

产气量与 pH 值关系图

合理的厌氧水平才能保持较好的产气效果。
生物产气，中性偏碱性条件为最适宜的酸碱度条件。
厌氧微生物的生命活动、物质代谢与 pH 值有着
密切的关系，pH 值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消化过程和消
化产物，不同的微生物要求不同的 pH 值 [25]。pH 值
的变化可引起微生物体表面的电荷变化，进而影响
微生物对营养物的吸收，还可以影响培养基中有机
化合物的离子化作用，从而间接影响微生物 ；另外
酶只有在最适宜的 pH 值时才能发挥最大活性，不适
宜的 pH 值使酶的活性降低，进而影响微生物细胞内
的生物化学过程。再者过高或过低的 pH 值都会降低
微生物对高温的抵抗能力。pH 值介于 7.0 ～ 7.5 时
甲烷的浓度和生成量最大，pH 值对甲烷细菌的生长
繁殖产生了直接影响，此时，产甲烷菌的活性最强，
同时厌氧微生物具有最高的代谢速率。
2.3

不同 Eh 值下煤层微生物产气潜力

厌氧环境的主要标志是发酵液具有低的 Eh 值。
不同条件的 Eh 值对气体的生成量和甲烷浓度产生
很大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氧的溶入是引起厌氧消
化中 Eh 值升高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Rice 和
Claypool[26] 根据沉积因素和生态因素相互作用对微生
物生态系统的演化建立起生物地球化学作用带，从浅
到深依次为光合作用带、好氧带、厌氧硫酸盐还原带
和甲烷生成带。前两个作用带属于好氧带，后两个带
属于厌氧带，对应标志为由正转负，厌氧消化越强烈，
对应的 Eh 值越小。通过模拟实验发现，随着 Eh 值
减小，产气量随着变大，产甲烷菌最适宜的厌氧环境
Eh 值为－225 mV 左右，此时产气量达到最大，为 8.58
m3/t（图 4）。其中，甲烷含量为 3.58 m3/t，二氧化碳
含量为 5.00 m3/t，说明在厌氧环境 Eh 值为－225 mV

2.4 不同浓度微量元素对煤层微生物产气潜力的影响
适量的微量元素可对微生物产气起催化作用 [27-29]。
笔者选取铁离子（Fe2+）和镍离子（Ni2+）进行不同
浓度下的微生物产气模拟实验。其中，铁是多种酶
的激活剂，可以加速多种酶的反应进程，使产甲烷
的生化代谢进行得更为顺利，维持反应系统的运行
稳定性，且铁可以消除由硫酸根还原引起的硫离子
对产甲烷菌的抑制作用。镍则是组成甲基辅酶还原
酶的关键元素，缺少了镍将无法合成这种重要物质，
从而很大程度上影响产甲烷菌特性。
由图 5 可知，总的产气量随着 Fe2+ 浓度的增加
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在浓度为 4 ～ 16 mg/L
时，产气量随着 Fe2+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当 Fe2+ 的
浓度为 16 mg/L 时，总的累积产气量达到最大值，为
26.3 m3/t ；当 Fe2+ 浓度继续上升时，总气体产量开始
下降。实验结果表明在低 Fe2+ 浓度时存在促进产气，
产气量随着 Fe2+ 浓度上升而上升，而到高浓度时产
气量随着 Fe2+ 浓度的上升而下降，最佳 Fe2+ 浓度为
16 mg/L。图 6 显示，产气量随 Ni2+ 浓度变化具有相
似的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当 Ni2+ 的浓度为 0.008
mg/L 时，气体的最终产量达到最高峰，说明微量元
素镍也同样存在低促高抑效应。

时，在产甲烷菌的活性范围内，产甲烷菌代谢活跃，
甲烷的生成和中间代谢产物浓度也达到最大。当 Eh
＜－225 mV 时，产生气体量会有所减少。因此，在
微生物的模拟实验时，微生物代谢过程应该保持在

图5

产气量与微量元素 Fe2+ 浓度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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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值介于 7.0 ～ 7.5、Eh 值为－225 mV 时，产甲烷
菌代谢最活跃，最有利于生物气的生成。结合吉尔
嘎朗图凹陷煤层气井井温数据、水文地质条件等分
析，认为煤层埋藏深度介于 300 ～ 600 m，弱碱性、

图6

产气量与微量元素 Ni2+ 浓度关系图

3 微生物产气影响因素模拟实验地质
意义
上述模拟实验结果表明，温度介于 30 ～ 35 ℃、
表4

条件作为生物气生成富集的有利目标区。同时，添
加合适浓度微量元素如铁离子和镍离子能加快微生
物产气，可作为下一步微生物增产的有效手段。

吉尔噶朗图地区煤层气井产出水分析表

生产层段 /m

水型

总矿化度 /（mg·L －1）

pH 值

吉煤 3

449.0 ～ 456.0、480.5 ～ 486.0

NaHCO3

5 193.38

7.76

吉煤 4

423.7 ～ 431.8、466.0 ～ 471.5

NaHCO3

5 496.20

7.56

吉煤 1-1

415.6 ～ 416.4、431.6 ～ 432.4

NaHCO3

3 854.18

7.67

吉煤 1-2

426.6 ～ 427.4、449.6 ～ 450.6

NaHCO3

5 487.85

7.32

吉煤 1-3

411.5 ～ 416.5、427.5 ～ 432.5

NaHCO3

5 160.26

7.55

吉煤 1-4

407.6 ～ 408.4、429.6 ～ 430.4

NaHCO3

4 976.03

7.56

吉煤 1-5

413.6 ～ 414.4、435.6 ～ 436.4

NaHCO3

4 244.37

7.49

326.6 ～ 327.4、353.6 ～ 354.4、371.6 ～ 372.4

NaHCO3

4 233.47

7.49

井号

吉煤 9

4

弱径流的水动力条件是该区生物气生成的有利条件。
该地区煤层气井产出水 pH 值介于 7.30 ～ 7.80、总矿
化度介于 4 200 ～ 5 500 mg/L，水型皆为 NaHCO3 型
（表 4），处于弱径流、弱碱性的水动力条件，利于生
物气的生成。
生物气生成后能否富集成藏还受保存条件等
多 种 地 质 作 用 的 控 制。 因 此， 建 议 选 择 煤 层 埋 深
300 ～ 600 m、弱径流的水动力条件配合良好的保存

结论

1）在不同的温度模拟条件下，30 ～ 35 ℃的温
度条件产气量较高，产气效果好；pH 值介于 7.0 ～ 7.5
时，CH4 的生成量达到最大值 ；当 Eh 值为－225 mV
时，产甲烷菌代谢最活跃，甲烷的生成量和浓度也
达到最大值，表明微生物产气应该保持在合理的厌
氧水平 ；添加合适的微量元素浓度（Fe2+、Ni2+）能
促进微生物的产气。
2）埋藏深度介于 300 ～ 600 m、水动力弱径流
且处于厌氧环境是生物气生成的有利地质条件，配
合良好的保存条件，可作为下一步煤层气富集的有
利目标区。
3）添加合适的微量元素可作为微生物增产的有
效手段，建议通过微生物模拟实验，优选最佳的试
验条件，推动模拟实验技术到现场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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