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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底沉积物中蕴含着大量的天然气水合物资源 。天然气水合物相平衡及其影响

因素研究对海底沉积物中水合物的成藏热力学和动力学研究 、分布范围和储量估算均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关于水合物相平衡影响因素研究大多局限于定性或半定量分

析,对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及机理关注较少 。收集整理了气体组分 、孔隙水盐度及离子组

分 、沉积物粒度和孔隙半径等因素对天然气水合物相平衡的影响,并从气体溶解度 、海水

化学 、沉积物孔隙度等角度对上述因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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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气水合物由于埋藏浅 、分布广泛 、能量密

度高 、无污染等特点而成为未来主要的新型能源,

被认为是石油的理想替代品而受到广泛关注 。目

前陆内冻土带已开展了天然气水合物的相关实验

及开采[ 1] ,如加拿大西北部的麦肯齐三角洲地区 、

俄罗斯的麦索亚哈气田,此外我国祁连山冻土带

也钻探发现了天然气水合物
[ 2]
。与陆内冻土带所

赋含的水合物资源量相比,海底沉积物中发育的

天然气水合物储量更为巨大, 准确勘探和合理开

采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将是解决全球能源危机的有

效途径。

1　海底天然气水合物相平衡

海底天然气水合物主要发育于受温度和压力

条件限定的水合物稳定带中 ( Hydrate Stable

Zone, HSZ) 。充足的甲烷供应是天然气水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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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和稳定存在的基础
[ 3-5]

,只有当孔隙水中溶解

的甲烷浓度超过热力学平衡所需的甲烷饱和溶解

度时,沉积物孔隙中的甲烷才能结晶并形成水合

物[ 6] 。按照甲烷溶解程度的不同,可将海底天然

气水合物的生成环境划分为 4 个不同的相态

区[ 7, 8] (图 1) 。

通过计算气 —液二相 、水—水合物二相和

水—水合物 —天然气三相体系中的甲烷溶解

度
[ 9-11]

,就可以确定水合物稳定带中是否含有游

离态甲烷气,进而预测甲烷水合物的发育程度。

早期对海底天然气水合物的勘探主要依靠地

球物理方法,通过似海底反射界面( bo t tom simu-

lating ref lection, BSR)的识别来推测海底沉积物

中是否发育有天然气水合物, 但已有研究证实并

非所有地震剖面中显示 BSR的位置都赋存天然

气水合物
[ 12]

,因此学者们更多关注由于水合物分

解而在海底浅部沉积物中形成的一些地球化学异

常[ 13-15]以及沉积物中标志矿物和海底表层特征生

物席的出现
[ 16, 17]

,通过地球物理 、地球化学 、矿物

学和生物学等综合指标进行天然气水合物的识别

并推算其稳定带的界面。需要注意的是,水合物

稳定带内并非全部发育有天然气水合物, 稳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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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表示气—水二相平衡甲烷饱和溶解度;

X 2和 X 3分别为水-水合物二相 、水-水合物-气三相平衡

甲烷溶解度;X 与 X 2或 X 3的交点深度是水合物稳定带最大深度

图1　海底天然气水合物环境下的甲烷产出相态(据文献[ 8] )

Fig.1　The phase of methan e product ion of Gas hyd rate

u nder seaf loor envi ronm ent ( f rom reference[ 8] )

内水合物的相平衡状态才是确定水合物赋存区大

小 、估算其资源储量的关键。

目前天然气水合物热力学相关研究主要是依

据实验室内的水合物生成实验,通过温度 、压力以

及气体体积等变化判断水合物的生成情况,进而

测定水合物相平衡时的相关物性参数[ 18] , 也有学

者尝试通过激光拉曼光谱法[ 19] 对水合物的生成

进行原位观测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利用水

合物生成实验所获得的实验数据建立起相应的理

论及经验模型, 通过一些热力学软件进行水合物

生成数值模拟[ 20-23] , 这些模型与生成实验的观测

结果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可作为生成实验的有益

补充 。虽然目前国内部分研究机构及高校已开展

了相关的水合物模拟实验研究, 并取得了一定成

果,但不同实验室的设备条件及研究程度有所不

同,因此对影响天然气水合物相平衡的因素进行

归纳总结,对不同影响因素的程度及机理进行分

析讨论,有助于深入了解实际海底地质条件下天

然气水合物的相平衡状态及其在水合物稳定带中

的分布。

2　影响水合物相平衡的因素

在合适的温压条件以及充足的甲烷气体供给

下,海底沉积物中会蕴藏储量巨大的天然气水合物

资源。目前已探测到的海底天然气水合物主要分布

在海底陆坡区的碎屑沉积物中,其中大西洋的 85%、

太平洋的 95%、印度洋的 96%的海区都含有天然气

水合物,并且主要分布于海平面下 200 ～ 600 m 的深

度内
[ 24]

,我国于2007年5月在南海北部的神狐海域

正式采集到了天然气水合物的实物样品[ 25] 。大量事

实表明,水合物稳定带内水合物的赋存区大小与不

同地质条件下水合物的相平衡状态有关。

目前水合物相平衡的研究表明,除了温压条

件外,气体组分 、孔隙水盐度 、沉积物粒度和孔隙

半径大小也会不同程度的影响水合物相平衡状

态, 从而影响海底沉积物中水合物的赋存范围。

然而受实验设备及软件等条件的限制, 目前水合

物相平衡影响因素研究多停留在定性或半定量分

析基础上,并且不同因素对水合物相平衡影响的

程度及机理尚不清楚 。故本文在对水合物相平衡

影响因素进行总结的同时,也对其影响程度及机

理提出了一些初步的看法,以供参考。

2.1　气体组分对相平衡的影响

形成天然气水合物的气体可以是甲烷

( CH 4 ) 、乙烷( C2H 6 ) 、丙烷( C3H 8 ) 、丁烷( C4H 10 )

等烃类气体或二氧化碳( CO 2 ) 、氮气( N 2 ) 、硫化氢

( H 2S)等非烃气体 。

天然气水合物相平衡时的温压状态会随着气

体组分的变化而变化
[ 26-28]

。王淑红等
[ 27]
利用热

力学软件 CSMHYD计算纯水条件下不同气体组

分的天然气水合物的相平衡时发现, 相对于纯

CH4 气水合物相平衡曲线, 当 CH 4 气体中分别

含有 C2H 6 、C3H 8 、H 2S 和 CO2时,混合气体水合

物的相平衡曲线均会向右发生偏移, 即水合物的

稳定区域变大,水合物能够在较高的温度和较低

的压力下存在, 并且当混合气中 CH 4 含量越少

时,这种偏移越明显 。当含有 N 2时,水合物的稳

定区域变小,相平衡曲线向左发生偏移(图 2) 。

不同气体组分对水合物相平衡的影响是客观

存在的, 然而不同气体浓度对水合物相平衡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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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气体组分对天然气水合相平衡曲线的影响

Fig.2　Influence of g as components on gas hydrate

phase equilibrium curve

响程度有所不同
[ 27, 28]

。相同体积浓度 C3H8 的加

入对水合物相平衡的影响程度要比 C2H6 明显,

H 2S的加入要比 CO 2 明显,表现为在相同温度条

件下,前者水合物相平衡时压力降低更多,或相同

压力条件下前者水合物相平衡时温度升高更多,

使水合物稳定赋存的区域增大更多 。

根据热力学软件模拟出的水合物相平衡时的

温压数据(表 1)计算表明, 与纯 CH 4 气体体系下

水合物的生成压力相比, 当 CH4 气体中分别混有

2%体积浓度的 C2H 6 和 C3H 8 时, 相同温度下

C3H 8 混合气生成水合物时降低的压力是 C2H6

混合气降低压力的 5 ～ 6倍;当甲烷气体中分别混

合有 5%的 H 2S 和 CO 2 时, H 2S 是 CO 2 的 10 ～

15倍以上。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气体组分对水合

物相平衡影响程度有如此大的差异 ?

有学者认为当天然气中混有 C3H 8 气体组分

时,一般会生成 Ⅱ型结构的水合物,从而引起了水

合物相平衡的变化。但已有的研究表明具有金刚

石晶体立方结构的 Ⅱ型水合物, 除可容纳 C3H8 、

异丁烷等大的烃类分子外,也可容纳 CH4 、C2H6 、

CO 2 、N 2等小的气体分子。因此,这并不能解释含

有相同体积浓度C2H 6 和C3H8 气体时,水合物生

成压力降低程度相差如此之巨大。

笔者推想这是否与不同气体在溶液中的溶解

度大小有关? 因为气体溶解度主要与气体本身物

理性质 、温度 、溶液盐度以及气体分压等因素有

关,并且不同气体在同一溶液中的溶解度也不同。

气体在溶液中溶解度的差异, 一方面使混合气体

分压降低的幅度不同, 另一方面也使溶液中 CH4

溶解量发生变化, 这两种情况均会影响水合物相

平衡 。然而由于气体溶解度的测量精度较低,甚

至不同环境下同一体系所测数据也相差较大, 使

得目前对于水合物生成实验的溶液体系中气体溶

解度情况关注较少。付晓泰等[ 29] 依据大量的实

验事实推导出的气体溶解度方程,可作为相同溶

表 1　不同气体组分含量对天然气水合物形成压力(MPa)的影响(部分数据引自文献[ 27] )

T able 1　Th e inf luen ce of gas composit ion on th e format ion pres sure of gas hydrate

T/ ℃ CH4 2%-C2H 6 2%-C3H8 ( C1 -C 3)/ ( C1 -C 2) 5%-H2S 5%-CO 2 ( C1-H 2S) /( C1 -CO 2)

0 2.55 2.24 1.01 4.97 1.2 2.51 33.75

2 3.18 2.8 1.23 5.13 1.47 3 9.5

4 3.85 3.4 1.55 5.11 1.81 3.63 9.28

6 4.67 4.15 1.96 5.21 2.23 4.42 9.76

8 5.68 5.08 2.47 5.35 2.76 5.41 0.43

10 6.95 6.25 3.12 5.47 4.43 6.63 7.875

12 8.55 7.74 3.97 5.65 4.26 8.21 2.28

14 10.61 9.68 5.11 5.91 5.33 10.22 13.54

16 13.27 12.21 6.69 6.21 6.76 12.88 16.70

18 16.75 15.56 8.99 6.52 8.72 16.42 2.94

20 21.28 19.97 12.54 6.67 11.55 21.02 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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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下不同气体溶解度的理论数值, 从而对本文假

设进行证明,比如将 CH 4 分别与不同含量的难溶

惰性气体 (如 Ne、He) 、烷烃气体 (如 C2 H 6 、C3

H 8 ) 、易溶气体(如 H2 S 、CO2 )等混合, 进行混合

气体水合物生成试验或数值模拟, 比较相同温度

下水合物相平衡时压力值的大小, 从而探讨不同

气体组分对水合物相平衡影响程度的差异是由溶

液中 CH 4 浓度减少所引起的还是由于气体溶解

度不同所引起。

2.2　孔隙水盐度及离子组分对相平衡的影响

-10 ～ 15℃温度下混合气体在纯水及盐类体

系下的水合物相平衡比较实验发现
[ 30]

,盐类体系

溶液使得水合物的生成温度明显下降,生成压力明

显上升。盐水系统中甲烷水合物稳定带顶底界位

置的数值模拟
[ 31]
也表明当仅考虑盐度对相平衡的

影响时,其变化会强烈影响实际水合物的形成,稳

定带底界位置会变浅上移 。目前普遍解释为,因为

盐类物质属于离子型化合物,在溶解生成水合离子

的过程中,由于离子电荷的强电场作用对水分子产

生强作用力,破坏了水的簇团结构,使得天然气水

合物分子形成晶格时需要付出一定的额外能量才

能满足水合物生成的相平衡条件。

此外,有研究表明
[ 27]
不同浓度的 NaCl溶液

对天然气水合物相平衡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图

3) ,随着 NaCl浓度的增加,水合物生成的压力增

图 3　不同 NaCl浓度对天然气水合物相平衡曲线

的影响(据文献[ 27] )

Fig.3　Influen ce of NaC l concent ration on Gas hydrate

phase equi librium curve

高, 温度降低, 水合物相平衡曲线向左发生偏移,

水合物生成区域逐渐变小 。可见孔隙水盐度会影

响天然气水合物的相平衡
[ 32-34]

, 是影响水合物稳

定带中水合物分布的一个重要约束参数 。

但上述水合物生成实验仅对比了纯水体系和

盐水体系下水合物的相平衡状态。实际上, 海水 、

沉积物以及沉积物孔隙水等不同体系内溶解有大

量不同浓度的离子组分,并且各体系间还存在着

一定的离子交换。有研究表明 NaCl 、CaCl2 、

MgCl2 、KCl这 4种盐对水合物的生成均有抑制

作用,在 Cl
-
浓度相同的条件下钠盐的抑制作用

要强于其他 3种盐, 钙盐次之 。也有学者[ 21, 35] 对

比了海水中不同离子( Na+, M g2+ , Cl-, SO 4
2-)

对甲烷水合物相平衡的影响(图 4) , 结果表明不

同浓度的盐溶液均会使水合物相平衡曲线向左偏

移,即水合物要在更高的压力和更低的温度下才

能达到相平衡, 从而使水合物的稳定区域变小。

其中 Cl
-
浓度对水合物相平衡的影响要比 SO42-

强, Na
+
和 Mg

2+
的相差不多 。可见孔隙水内不

同离子组分及浓度差异也会影响水合物的相平

衡,对此有学者认为是由于盐溶液的离子组分影

响了水的活度,而天然气水合物的形成压力会随

着水的活度的降低而升高[ 36] 。

图4　离子组分及浓度对水合物相平衡的影响(据文献[ 36] )

Fig.4　Inf lu ence of ion composit ion and concen tration on

Gas hydrate ph ase equilibrium cu rve

活度是用来代替浓度的一种物理量, 是组分

的有效浓度(或称热力学浓度) , 该物理量同样可

以通过活度系数进行表征,活度系数是为了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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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浓度符合于若干物理化学定律而对其进行的系

数校正, 能够反映有效浓度和实际浓度的差异。

本文对比了不同离子的活度系数, 由表 2 可知,

C l-与 SO 2-
4 的活度系数相差很大, 一定程度上解

释了相同浓度的 Cl-对水合物相平衡的影响程度

远大于 SO 2-
4 的现象, 但该活度理论在 Na+和

Mg 2+对水合物相平衡影响方面又不能够给予有

效解释。目前关于离子组分及其浓度对水合物相

平衡影响的研究少之又少,对其影响程度和机理

还不清楚,不利于对海水环境中水合物的生成及

相平衡进行预测, 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投以更多精

力。

表 2　25℃、1atm(S=35‰)时不同电解质溶液实验

测定的活度系数(数据引自文献[ 37] )

Table 2　Experiment determined activity coefficient

of Elec troly te solution at 25℃、1atm( S=35‰)

盐 实验值 离子 实验值

NaCl 0.668±0.003 Na + 0.67 0.70

KCl 0.645±0.008 K + 0.61 0.60

CaCl2 — M g2+ 0.26

MgCl2 — Ca2+ 0.20 0.21

Na2 SO 4 0.378±0.016 Cl- 0.68

MgSO 4 — SO 2-
4 0.11

2.3　沉积物粒度及孔隙半径对相平衡的影响

除了气体组分 、孔隙水离子组分和浓度外,海

底沉积物中的水合物相平衡状态还与沉积物多孔

介质的特性有关[ 38, 39] 。在多孔介质中, 由于沉积

物颗粒间存在孔隙, 且多孔介质又具有大的比表

面积,流体与孔隙壁面间存在着很强的界面张力

和毛细管凝聚力, 使得多孔介质对天然气水合物

的形成和相平衡均产生影响。

Handa 等[ 40] 首先在实验室研究了多孔介质

的孔隙半径对水合物形成条件的影响, 发现小孔

径的硅胶使水合物的形成压力升高 、温度降低。

Bow er 等[ 41] 在试验室研究发现, 水合物能够在粗

颗粒沉积物的孔隙中广泛生成, 并使沉积物结成

一个整体;而在细颗粒沉积物中,气体水合物最初

仅在细管道两端生成 。这说明水合物在粗颗粒沉

积物中要比在细颗粒沉积物中更容易生成,孔隙

半径小的多孔介质对天然气水合物的形成具有抑

制作用。目前海底天然气水合物的调查研究也表

明,在细粒的沉积物中发现的水合物多呈分散状 、

透镜状 、结核状等形态产出,而粗粒的沉积物中水

合物则多呈胶结状或填隙状产出, 这也与实验室

内水合物的合成情况一致 。

纯水和多孔介质中甲烷水合物的对比生成实

验发现[ 21] , 孔隙半径大的多孔介质中天然气水合

物的形成压力与纯水中水合物的形成压力差别不

大,但随着多孔介质孔隙半径的减小,水合物的形

成压力逐渐升高 。相同温度条件下, 孔隙半径为

50 nm 的多孔介质中甲烷水合物的形成压力与纯

水中甲烷水合物的形成压力差别在 0.3 MPa 以

内, Turner 等
[ 42, 43]

认为多孔介质内的孔隙半径一

旦大于 60 nm 则对天然气水合物的形成条件没

有影响。

沉积物多孔介质的孔隙半径与沉积物粒径大

小有关。李明川等
[ 44]
利用不同粒径的石英砂模

拟海底沉积物进行的水合物生成实验表明,沉积

物粒度的减小会明显降低天然气水合物的形成温

度,提高其形成压力(图 5) 。在低温情况下,不同

粒径的沉积物多孔介质对水合物的形成影响不

大,然而温度越高,其影响程度也越发明显。

图 5　不同粒度沉积物对水合物相平衡曲线的影响[44]

Fig.5　Grain size influence on gas hydrate

pha se equilibrium curve

以上实验多是模拟单一粒径或孔隙半径的多

孔介质中水合物生成情况,而实际海底地质条件

下沉积物粒度变化大, 颗粒间孔隙半径也较为复

杂。Chuvilia等[ 45] 曾研究了混合粒径沉积物对水

合物相平衡的影响, 结果表明向砂中加入适量的

黏土可使水合物生成范围变小 。也就是说,低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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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以及小孔隙半径的多孔介质均会影响水合物相

平衡,使水合物生成所需压力更高, 温度更低,稳

定区域变小。然而 ODP 204航次钻探发现
[ 46]

,

气体水合物在稳定带中分布不均, 受岩性变化的

控制 。苏新等[ 47] 认为该航次站位水合物主要赋

存于相当于粉砂或者砂级质量分数较高的粒度

层,并且不同构造部位沉积物中气体水合物赋存

层段的粒径范围不同。由此可见, 不能单从沉积

物颗粒的大小来判断海底沉积物是否有利于赋存

水合物以及沉积物层段中水合物的相平衡状态。

笔者认为多孔介质对水合物相平衡的影响主

要受沉积物内可供水合物生成空间及通道的影

响,与沉积物孔隙度的大小密切相关 。沉积物粒

径以及孔隙半径对水合物相平衡的影响是沉积物

孔隙度的外在表现, 沉积物的孔隙度主要与沉积

物的粒度 、颗粒形状 、分选 、磨圆等性质有关, 其数

值可通过定义公式或测井信息推算得出,或借助

CT 扫描成像技术[ 48] 在不改变岩心外部形态和内

部结构的情况下研究孔隙度的分布特征 。对于海

底沉积物孔隙度的大面积测量则可通过地震资料

反演,比如通过反射(散射)或折射得到的声速和

强度分布来确定[ 49] 。如果能够建立起沉积物孔

隙度对水合物相平衡影响的理论或经验公式, 那

么,地球物理在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勘探方面的应

用将得到极大的扩展 。

3　结论与建议

综合目前天然气水合物相平衡影响因素研究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 1)不同气体组分(除 N 2 外)的加入均会影

响水合物的相平衡, 使水合物的生成压力降低,生

成温度升高, 从而使水合物的生成区域增大 。不

同气体及含量大小对水合物相平衡的影响程度不

同,推测可能与气体的溶解度有关 。

( 2)相较于纯水体系,海水盐度会抑制水合物

的生成,使水合物的生成区域变小。同时孔隙水

不同离子组分及浓度对水合物相平衡影响程度有

所不同,可能与不同离子在溶液中的活度大小有

关。

( 3)沉积物多孔介质的粒径和孔隙半径对水

合物的相平衡均有影响,可能与沉积物孔隙度大

小有关。沉积物孔隙度不仅影响水合物相平衡,

对水合物的勘探识别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目前国内外学者通过水合物生成实验或

软件模拟等方法对影响天然气水合物相平衡的各

种因素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但尚未有集中

各影响因素于同一体系下的水合物相平衡研究,

即不同深度海水条件下 、混合粒径沉积物中 、不同

气体组分的天然气水合物相平衡研究。为了进一

步推进海底天然气水合物研究,在今后的工作中,

以下两点需要给予密切关注:一是利用实际海底

沉积物中所蕴含的信息进行水合物的成藏动力学

和热动力学分析, 通过实验模拟或数值模拟等方

法研究不同因素下海底天然气水合物相平衡边

界;二是加大对水合物相平衡影响因素的程度和

机理分析,这有助于深化对水合物相平衡的认识

以及更加有效地对海底水合物进行追踪和储量估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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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AS HYDRATE

PHASE EQUILIBRIUM IN MARINE SEDIMENTS

LIU Wei1, 2 , JIN Xianglong1, 2 , CHU Fengyou2 , FANG Yinxia2 , L I Qi1

( 1 School of M arine Geoscienc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10008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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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is a large number of natural g as hydrate ( NGH) resources o ccur red in marine sedi-

ments.T he study of phase equilibrium of g as hydrate and its inf luencing facto rs is o f signif icance to

the thermodynamics and kinet ics, dist ribut ion pattern and resource assessment of gas hydrate.How-

ever, the re sea rch results up to the present remain quali tat ive o r semi-quanti tat ive, and not much at-

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inf luence degree and genetic mechanisms of different facto rs.Recent re-

searches suggest that there are some other ing redients w hich may influence the phase equilibrium of

NGH in addi tion to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such as gas composition, pore fluid salini ty as w ell as

sediment g rain and pore size.In this paper, preliminary discussion w as giv en to these factors f rom the

view point of gas so lubi li ty , w ater chemist ry and sediment po rosi ty.

Key words:nature gas hydrate, phase equilibrium, g as solubility, sediment poro 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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