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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东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矿物成分与
孔隙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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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页岩的矿物成分和孔隙特征对页岩气成藏和开采具有重要意义。四川盆地渝东石柱县打风坳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富有机质页岩广泛发育，应用 X 射线衍射技术对其矿物成分特征进行研究，发现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
矿物成分包含石英、长石、方解石、白云石、黄铁矿、伊利石、伊/蒙混层和绿泥石。脆性矿物含量（>50%）和
黏土矿物组合特征表明五峰组-龙马溪组是宜于页岩气形成与开采的有利层位。应用氩离子抛光-扫描电镜方法对
页岩微纳孔隙特征展开研究，发现无机孔、微裂缝和有机孔 3 种孔隙类型。无机孔主要包括粒间孔、黄铁矿晶间
孔、黏土矿物层间孔和溶蚀孔，孔径数百纳米至数微米；微裂缝包括构造裂缝和解理缝，缝长集中于 3～10 μm，
缝宽数百纳米。有机孔主要发育在有机质内部，呈片麻状或蜂窝状，孔径 30～200 nm，连通性较好。总体而言，
五峰组页岩中最主要的孔隙类型是溶蚀孔，龙马溪组页岩中主要发育粒间孔和有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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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neral composition and microcopic pore characteristics are significant for shale gas accumulation and
exploration. Organic rich shale samples of Wufeng-Longmaxi formation from Shizhu County (Eastern Chongqing City,
Sichan Basin) were investigated by X-ray diffraction (XRD)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coupled with
Ar-ion milling technique. The XRD indicates that main mineral components of Wufeng-longmaxi shale are quartz,
feldspar, calcite, dolomite, pyrite, illite, illite/smectite mixed layer and chlorite. Brittle mineral content higher than 50% is
favorable for fracturing and the assemblages of clay mineral indicate an idea stratum for shale gas accumulation and
exploration. SEM observations suggest that there are three microscopic pore types in Wufeng-Longmaxi shale, including
mineral matrix pores, micro fractures and organic matter pores. Mineral matrix pores of hundreds of nanometers to
several microns are composed of interparticle pores, intercrystalline pores within pyrite, pores between clay platelets and
dissolution pores; micro fractures containing tectonic fracture and foliation crack usually develop along mecha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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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table area with length to a few micrometers and width to hundreds of nanometers; most organic matter are porous and
organic matter pores of 30－200 nm are recognized with good connectivity. Generally, dissolution pore is the main pore
type developing in Wufeng formation while interparticle pore and organic matter pore are most widespread in Longmaxi
formation.
Keywords: Wufeng-Longmaxi formation shale; Chongqing; Sichuan Basin; microscopic pore structures; Ar-ion
milling/SEM

作为典型的致密油气储层，页岩的微观孔隙结
构（孔隙类型、大小及分布）受到了广泛关注[1-3]。
继 Loucks 等[4]将氩离子抛光技术引入页岩储层孔隙
结构表征研究以来，国内外学者利用扫描电镜先后
在页岩中发现了丰富的微纳孔隙并提出多种孔隙分
类方案[5-7]。不同孔隙类型的赋存位置、发育特征和
成因不同，对页岩储能和产能的贡献亦不相同[4,9]。
矿物组分是页岩微纳孔隙形成与演化的物质基
础 [10]，其中脆性矿物颗粒相互支撑，形成相对刚性
的骨架，其富集有利于天然微纳孔隙和人工诱导裂
缝的生成和保存[11]；黏土矿物通过边缘或表面连接
富集可形成连通性较好的微纳孔隙；同时，受后期
成岩作用改造，黏土矿物的催化生烃作用对有机孔
的发育有重要影响 [12-13]。因此，页岩储层的微观孔
隙发育特征和矿物成分特征能够反映其物性参数、
沉积环境、热成熟度等信息，对页岩气资源评价、
成藏机理和勘探开发意义重大，有必要对其进行深
入研究[10-16]。
四川盆地渝东奥陶系五峰组-志留系龙马溪组
黑色页岩埋藏浅，有机碳含量高，有效厚度较大，
是页岩气勘探的远景有利区之一，但是前人对该地
区页岩微纳孔隙特征和矿物组分特征的研究程度尚

不够深入[17-20]。为此，本文应用常规薄片、X 射线
衍射技术、氩离子抛光-扫描电镜实验对渝东石柱县
打风坳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黑色页岩进行测试，探
讨页岩储层矿物成分特征和微纳孔隙发育特征。

1 地质背景
重庆市石柱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构造位置属
于上扬子地台中部北东向鄂西褶皱带（图 1a），出
露的地层主要有奥陶系、志留系、二叠系和三叠系
等。区内奥陶系五峰组和志留系龙马溪组泥页岩为
加里东时期克拉通盆地及前陆膨隆盆地充填作用形
成的一套稳定海相碎屑岩沉积，生烃强度大[21-22]。
本文研究的黑色页岩样品取自齐岳山背斜带内的石
柱县打风坳剖面（图 1b），为重庆彭水页岩气区块
储层志留统龙马溪组到石柱县漆辽的自然延伸。该
剖面龙马溪组与其下伏整合接触的五峰组黑色页岩
界限清晰，岩性均匀，能够反映石柱地区五峰组和
龙马溪组页岩的储层特征。五峰组出露黑色碳质页
岩连续薄层，每层厚度 4～5 m，倾向 320°，倾角
41°，发育有垂直层面的两组节理；龙马溪组出露黑
色页岩，厚 3～4 m，走向近北东，倾角 62°，沿走

图 1 打风坳剖面构造简图 (改自侯宇光等，2014)与地质简图 (改自四川省地质局 1∶200,000 黔江幅，1975)
Fig. 1. Tectonic and Geological map of Dafengao and its neighboring areas in Sichuan Basin, eastern Chonging Cit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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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渝东石柱县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显微特征
Fig. 2.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of Wufeng-Longmaxi shale in Shizhu county, eastern Chonging City.

向发育节理。沿剖面一共采取了 16 块样品，但风化
比较严重，只选取其中保存较好的 2 个样品进行深
入测试分析。

2 页岩矿物组成特征
2.1 分析测试方法
选取五峰组与龙马溪组页岩样品，分别磨制了
岩石薄片，利用偏光显微镜对其主要矿物组分特征
进行初步鉴定与研究。采用 D/max-rA X 射线衍射
仪（日本理学公司）对打风坳剖面 2 个样品开展了
X 射线衍射分析。取新鲜样品 4～5 g 研磨至约 250
目，然后将研磨完毕的样品分成 2 份，一份依据 X
射线衍射谱图和特征峰值强度，用于进行全岩矿物
定性定量分析；另一份依据 SY/T5163-2010《沉积
岩中黏土矿物和常见非黏土矿物 X 射线衍射分析方
法》，采用水悬浮液分离方法和离心方法提取黏土矿
物样品，制备定向片，进行各类黏土矿物的定性定
量分析。测试条件：Cu 靶，Kα 辐射，X 射线管电
压 40 kV、电流 100 mA。

2.2 矿物成分特征
薄片观测发现，五峰组-龙马溪组黑色页岩中主
要矿物包括石英、方解石和斜长石（图 2a、c）
，具
有弱定向性。硅质成分以碎屑成因为主，碎屑石英

颗粒基本上为粉砂级，磨圆度较高。斜长石蚀变严
重，晶型几乎不可见；方解石以长条状为主，多色
性明显（图 2b、d）
。
X 射线衍射实验结果表明，五峰组与龙马溪组
黑色页岩样品矿物组分较为复杂，包含石英、长石、
方解石、白云石、黄铁矿、伊利石、伊/蒙混层和绿
泥石等。其中，石英含量最高（44%～50%），黏土
矿物含量次之（22%～31%）
，碳酸盐岩和黄铁矿含
量相对较低，分别为 7%～9%和 3%～4%。脆性矿
物的含量直接影响天然裂隙和人工诱导裂缝的
发育。打风坳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脆性矿
物主要包括石英和长石，其次为少量碳酸盐岩和
黄铁矿。脆性矿物含量高于 50%，其中石英的绝
对含量普遍介于 40%～50%。将之与页岩气勘探
有利区带涪陵焦石坝地区、长宁－兴文地区、重庆
彭水县渝页 1 井对比（图 3a） [8-10,23-28], 发现不同
地区页岩所含矿物种类基本一致，含量有所差异。
打风坳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中脆性矿物含量
相对长宁－兴文地区普遍较高，其矿物组成与焦石
坝地区页岩接近。
打风坳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黏土矿物中
伊利石相对含量较高（66%～74%），伊蒙混层和
绿泥石相对含量较低，分别为 14%～25%和 9%～
12%，不含蒙脱石与高岭石，说明五峰组-龙马溪
组页岩处于中成岩阶段晚期，对应有机质成熟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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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四川盆地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a）矿物组成对比三角图和（b）黏土矿物组成对比堆积柱状图
Fig. 3. Mineralogical composition (a) and clay mineral component content comparison between Wufeng-Longmaxi Formation
shale in Dafengao and other areas in Sichuan Basin (b).

段[13]。将之与四川盆地长宁、焦石坝地区和黔江凹
陷等页岩气勘探有利地区龙马溪组页岩进行对比
（图 3b） [10,23-25,28-29]，发现四川盆地周缘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黏土矿物均以伊利石、伊蒙混层和绿
泥石为主。泉浅 1 井、长宁－兴文地区页岩样品中
存在高岭石和蒙脱石，其中长宁－兴文地区页岩样
品中高岭石平均绝对含量高达 11%；焦石坝地区、
石柱地区、彭水地区页岩样品含少量（或不含）高
岭石，不含蒙脱石。

3 页岩孔隙结构特征
3.1 样品制备与测试方法
利用氩离子抛光-扫描电镜方法，对石柱县打风
坳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黑色页岩孔隙特征进行研
究。选取新鲜页岩样品，切割成厚 1～2 mm 的岩石

为有机孔、无机孔和微裂缝，同时利用 Avizo 软件
对不同类型孔隙的面孔率进行了计算。

3.2.1 有机孔
有机孔主要发育在有机质内部，受有机质生烃
作用控制，呈片麻状、蜂窝状、凹坑状等多种形态，
孔径集中于 30～200 nm，其中五峰组页岩中有机孔
的平均面孔率低于 10%，龙马溪组页岩中有机孔平
均面孔率约为 35%。片麻状有机孔在五峰组和龙马
溪组页岩中均有发育，如图 4a 是发育于五峰组页岩
中的片麻状有机孔。图 4b 是发育在龙马溪组页岩中
的凹坑形有机孔，且有机质与脆性矿物颗粒接触边
缘发育有狭缝形孔隙；图 3c 是发育在龙马溪组页岩
有机质内部的蜂窝状有机孔。此外，有机质间亦发
育一类特殊有机孔（图 4d、e），该类有机孔由被有
机质包裹的黏土矿物相互叠置形成[7]，其结构和分

薄片，利用 2000 目砂纸对岩石薄片进行初步机械抛

布受黏土矿物影响，呈层状、三角形、不规则状等，

光后，放入离子减薄仪。氩离子抛光使用 LJB-1A

连通性较好。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中亦发现部分致

离子减薄仪（沈阳华业公司），抛光过程中离子减

密有机质 (图 4g、h)。
有机质主要呈吸附态，以集合体形式出现(图
4i、j、k、l)。图 4i 显示有机质与黏土矿物岩屑呈混
合态，其间发育大量纳米级有机孔。图 4j 为碎块状
有机质与黏土矿物岩屑共生，呈不连续充填。图 4k
有机质与草莓状黄铁矿共存，表现为包裹与被包裹
的关系。图 4l 中有机质与他形黄铁矿、黏土矿物共
生，吸附于黏土矿物表面或连续充填于黏土矿物层
间。研究发现，与黄铁矿、黏土矿物共生的有机质
普遍发育孔隙，提高了页岩的孔隙度。

薄仪的工作电压为 5 kV，电流为 100 μA，抛光时间
为 10 ～ 12 h 。 扫 描 电 镜 实 验 采 用 Zeiss Merlin
Compact LE0 1530 VP 扫描电镜（卡尔蔡司公司）
完成，二次电子分辨率高达 0.8 nm。矿物组成元素
的定性定量分析使用 Inca X-Max 能谱仪（牛津仪
器）进行。实验观测中扫描电镜加速电压为 5 kV，
工作距离 6～7 mm，能谱仪的工作电压为 15 kV，
工作距离为 8～10 mm。

3.2 孔隙发育特征
参考 Loucks[15]等提出的页岩孔隙分类方法，将
打风坳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黑色页岩微纳孔隙分

3.2.2 无机孔
无机孔指赋存于无机矿物颗粒或微晶之间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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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有机孔；(f) 图(e)中红色十字标记区域能谱分析结果；(g—l) 有机质赋存特征

图 4 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中有机孔和有机质的赋存特征
Fig. 4. Organic matter and OM pores in Wufeng-Longmaxi Formation black shale.

隙，包括粒间孔、黏土矿物层间孔、黄铁矿晶间孔
和溶蚀孔等。五峰组和龙马溪组页岩中无机孔普遍
发育，平均面孔率均高于 40%。
粒间孔主要发育在脆性矿物或黏土矿物颗粒之
间或周缘，孔径数百纳米至微米，以三角形、狭缝
形为主。黏土岩屑分选差，无定向排列，彼此堆积
构成连通体系，在打风坳地区龙马溪组页岩中发现
较多（图 5a）
。成岩过程中，脆性矿物颗粒相互支
撑，可形成原生粒间孔，以三角形、多边形等形态
为主（图 5b）
。脆性矿物与黏土矿物颗粒接触处，
由于硬度差异，脆性矿物往往形成骨架，较软的黏
土矿物颗粒则充填于脆性矿物骨架中，亦形成粒间
孔隙（图 5c）
。黏土矿物层间孔主要通过黏土矿物
边缘或表面连接富集形成，以狭缝状为主，孔径主

体为数百纳米，部分可达数微米。图 5d 和图 5e 分
别为发育在板状黏土矿物和书页状黏土矿物层间的
孔隙，孔隙排列有序，孔径相对均匀。图 5f 是发育
在挠曲状黏土矿物层间的孔隙，呈弯曲状，孔隙取
向相对紊乱。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中存在大量伊利
石、绿泥石等黏土矿物，是形成该类孔隙的重要物
质基础。
黄铁矿晶间孔发育在他形和草莓状黄铁矿集合
体微晶之间。他形黄铁矿通常与黏土矿物共存，在
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中均有发现（图 5g、h）。图
5g 中他形黄铁矿微晶粒径约 1～2 μm，晶型较好，
微晶之间的孔隙几乎全部被有机质和网状黏土矿物
充填。图 5h 是他形黄铁矿中发育的狭缝状晶间孔。
草莓状黄铁矿主要在龙马溪组页岩中发现（图 5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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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粒间孔；(d—f) 黏土矿物层间孔；(g—i) 黄铁矿晶间孔；(j—o) 溶蚀孔

图 5 五峰组-龙马溪组黑色页岩无机孔发育特征
Fig. 5. Mineral matrix pores developed in Wufeng-Longmaxi Formation black shale.

草莓体直径约 14 μm，微晶粒径约 1.2 μm，孔径数
百纳米，部分晶间孔被有机质充填。单个草莓状
黄铁矿内部孔隙连通性较好，但是彼此之间并无
连通性。
溶蚀孔是形成于矿物颗粒内部的次生孔隙。龙
马溪组页岩中溶蚀孔发育较少，主要呈圆形，孔径
50～500 nm（图 5j）。五峰组黑色页岩中普遍发育
溶蚀孔，形状有圆形、环状锯齿形等，平均面孔率
约为 25%。图 5k 是发育在五峰组黑色页岩中孤立
的粒内溶孔，近圆形，孔径约 2 μm。图 5l—n 是五
峰组页岩中发育的环状溶蚀孔，孔隙边缘多为锯齿

形，孔宽数十至数百纳米。圆状溶蚀孔可能是烃源
岩生烃过程中产生大量有机酸将碳酸盐岩、硅铝酸
岩等矿物溶解所致，封闭的环状溶蚀孔则与地表遭
受的风化侵蚀作用密切相关[26]。

3.2.3 微裂缝
微裂缝在打风坳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中发现
较少，平均面孔率低于 10%，呈狭缝状，普遍具有
良好的延伸性，缝宽数百纳米，缝长数微米至数十
微米。图 6a 是发育在矿物基质中的狭缝形构造裂
缝，可能受成岩作用所致。图 6b 是发育在脆性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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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五峰组-龙马溪组黑色页岩微裂缝发育特征
Fig.6. Micro fractures developed in Wufeng-Longmaxi Formation black shale.

基质中的构造裂缝，与图 6a 相比规模较小，数量较

是在页岩气开采压裂时与脆性矿物作用有利于形成

多，可能受局部差应力控制。上述开放型微裂缝为

相互连通的孔隙网络，为页岩气的渗流提供通道。

页岩气提供了重要的储存空间与渗流通道。此外，
碳酸盐岩受溶蚀作用或挤压作用，沿解理方向易发
育孔隙，如图 6c。

3.3 讨 论
与彭水龙马溪组[9]、焦石坝五峰-龙马溪组[8]页
岩相较，石柱打风坳五峰-龙马溪组页岩脆性矿物含
量为 69%～78%，黏土矿物含量为 22%～31%，主
要发育脆性矿物粒内或粒间孔、黏土矿物层间孔和
有机孔，矿物组成与主要孔隙类型均与二者相似，
一定程度上表明矿物组分是控制页岩储集空间发育
类型的一个重要因素。打风坳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
中微裂缝发育相对较少，平均面孔率低 10%，表明
微裂缝的发育特征不仅与矿物组分相关，同时还可
能受控于区域或局部构造应力、成岩作用等。研究
发现打风坳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中最主要的孔隙
类型包括溶蚀孔、粒间孔和有机孔。其中，溶蚀孔
多以孤立状存在；粒间孔孔径较大，相对连通性较
好，更有利于游离态页岩气的运移。普遍发育的片
麻状有机孔主要受控于有机质生烃作用，主要赋存

4 结 论
（1）四川盆地石柱打风坳地区五峰组-龙马溪
组页岩矿物组成较为复杂，脆性矿物含量 69%～
78%，黏土矿物含量为 22%～31%。脆性矿物中石
英含量最高，黏土矿物中伊利石含量最高，伊蒙混
层和绿泥石含量稍低，是宜于页岩气形成与开采的
有利层位。
（2）打风坳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中发育
有机孔、无机孔和微裂缝 3 种孔隙类型。有机孔主
要发育在有机质内部，呈片麻状或蜂窝状，孔径主
体 30～200 nm；被有机质包裹的黏土矿物相互叠
置，亦形成狭缝状有机孔。无机孔主要包括粒间孔、
黄铁矿晶间孔、黏土矿物层间孔和溶蚀孔，孔径数
百纳米至数微米。微裂缝发育较少，包括构造裂缝
和解理缝。
（3）溶蚀孔是五峰组页岩中最主要的孔隙类
型，粒间孔和片麻状有机孔则是龙马溪组页岩中
最主要的孔隙类型，三者为页岩气提供了重要的
储集空间。

吸附态页岩气。黏土矿物被有机质包裹，形成的具

致 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耿明博士和郭

有继承性结构的特殊有机孔，亦为吸附态页岩气提

光军研究员提供了详细的地质资料；野外采样工作由赫

供了重要赋存空间。微裂缝之间的连通性较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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