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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然气水合物作为一种新型替代能源,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但目前对于南海

北部陆坡神狐天然气水合物的开采效率和经济可行性仍没有清楚的认识 。以南海北部陆

坡神狐海域 SH2站位的天然气水合物产出特征为依据, 构建了神狐天然气水合物垂直单

井开发的物理模型,利用 TO UGH +HYDRA TE 程序, 数值模拟研究了对神狐天然气水

合物藏进行降压开采的潜力,并以水合物分解效率和气体产能为绝对标准,以产水量和气

水体积比为相对标准, 评价了神狐天然气水合物在垂直单井开发中的经济可行性。在整

个模拟开采过程中没有发生冰阻现象,未见次生水合物发育, 水合物分解速率和井孔产气

速率持续降低,并在开采进行 1 300 d 时出现跳跃性衰减, 而产水量持续增长, 气水体积

比维持较低水平。研究显示,对神狐天然气水合物采用简单的垂直单井开发不具有经济

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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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气水合物是由小型气体分子和水分子构

成的化合物,其中气体分子被吸附在由水分子构

成的笼型晶囊中 。自然界中水合物的客体分子可

能是二氧化碳 、硫化氢或氮气,但分布最为广泛的

是甲烷水合物[ 1] 。水合物的形成需要低温高压环

境,并伴随着反应放热过程,但当其所处的低温高

压环境被破坏后, 水合物可能发生分解 。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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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合物作为潜在的替代能源具有巨大的资源潜

力,同时, 作为碳循环的重要环节也是全球气候变

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因此,世界各国对于天然气

水合物的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然而,天然气

水合物能否真正在世界能源领域有所贡献取决于

如何最终将天然气有效开采出来
[ 2]
。

目前认为主要有 3种途径开采水合物中的天

然气[ 2] :①降压法,使系统压力低于天然气水合物

的相平衡压力[ 1, 3] ;②热激发, 通过加热使系统温

度高于天然气水合物的相平衡温度[ 1, 2, 4] ;③阻抗

剂,通过加入化学阻抗剂改变水合物的相平衡[ 1] 。

这 3种方法都是通过改变水合物系统的相平衡

点,使水合物分解释放出天然气。其中,降压法被

认为是最简洁 、高效和节能的天然气水合物开发

手段[ 2 , 5-9] ;但使用阻抗剂不仅工艺操作复杂 、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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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贵,而且事实上很难有效将阻抗剂打入沉积体

中,抑或引起的地层压力升高掩盖了阻抗剂的作

用效果;而热激发法在实验模拟和数值模拟都有

广泛应用[ 4-9] ,但其开发效率较低,在将来天然气

水合物开发实践中能否采用尚无结论。

南海北部陆坡是目前我国天然气水合物调查

研究的重点区域, 而神狐海域被认为是其中最有

希望的区域之一 。神狐海域处于南海北部陆坡中

段,界于西沙海槽和东沙海岛之间,构造上处于珠

江口盆地珠二坳陷白云凹陷, 自中新世以来进入

构造沉降,沉积速率高,为该区天然气水合物发育

创造了良好地质条件。在神狐海域大约 1 000 ～

7 000 m的新生代沉积地层中, 有机质含量为

0.46%～ 1.9%[ 10-12] ,提供了水合物发育的物质基

础。综合地质 、地球物理 、地球化学和地热调查显

示,南海北部神狐海域是天然气水合物发育的有

利场所。基于天然气水合物的产出标志,广州海

洋地质调查局在神狐海域进行了钻探取心研

究[ 13] , 并证明在 SH2 、SH3和 SH7钻位砂泥沉积

中甲烷水合物的存在,其水深界于 1 108 ～ 1 235

m,最厚水合物层达 40 m,位于SH2站位,其水合

物饱和度界于 0 ～ 48%, 上下均为可渗透的含水

层,且并无明显游离气藏发育(图 1) ,属于典型的

III 类水合物藏
[ 14]
。

神狐海域水合物虽已被拟定为我国水合物勘

探开发的重点靶区, 然而对于如何开发以及开发

潜力仍没有具体认识, 缺乏具体的开采方案和经

济效益评估标准 。本文将利用国际上普遍认可和

广泛使用 TO UGH +HYDRA TE 模拟器[ 5, 15, 16] ,

通过在垂直单井中进行降压操作, 对神狐天然气

水合物藏的开采潜力进行数值试验研究,观察天

然气水合物降压分解过程中各种特征参数的变

化,分析水合物在降压开发过程中的产气效率,论

证利用垂直单井对神狐天然气水合物进行开采的

可行性。

1　计算模型

水合物系统参照于神狐海域 SH2钻位, 其水

深 1 235 m, 水合物层厚 40 m , 水合物层之上

188 m的沉积层为可渗透的含水层, 下伏相同沉

积介质的含水层
[ 12-1 3]

,井孔位于圆柱型模拟系统

的中心(图 1) , 与韩国东海 Ulleung 盆地天然气

水合物开采的设计类似
[ 5]
。但本文井孔设计中生

产井段(套管凿孔段)只是水合物层中间约 1/3段

( 14 m) , 这是因为神狐水合物层上下均为可渗透

的含水层,缺乏低渗透封闭盖层的保护,水合物分

解气可能进入上覆含水层逃逸 。而在这种设计

中,生产井孔上下的水合物层可充当暂时的封闭,

以防气体逃逸和阻止上下含水层中的水过早侵

入,因此,可减少产水量和能力损失,但当井孔周

围的水合物完全分解后, 水合物自身封闭消失,产

气效率可能会受到影响。

图 1　南海北部陆坡神狐天然气水合物分布特征和垂直单

井开发模式示意图(据文献[ 5, 16] )

Fig.1　Hydrate distribution a t Shenhu area on no rthern

continental slope of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ske tch

o f ga s production through a ver tical w ell

( f rom referen ces [ 5, 16] )

降压是水合物开采的最有效途径[ 2, 5-9] , 在水

合物开采潜力的数值模拟评价研究中仍采用降压

法。为全面评价神狐水合物藏的开采潜力,将采

用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绝对指标包括水合物分

解速率 QR 、气体的产出速率 QP和累计气量 VP,

即要求水合物分解效率和气体产出速率足够高,

而相对指标包括产水量和气水体积比 RGW =VG/

VW ,水是水合物开采中不可避免的, 但水的井孔

提升必然消耗大量能量,并使气体的开采效益降

低,而且水处理还涉及到环境问题 。

神狐水合物模拟开采系统的几何结构和配置

特征如图 2所示。在水合物层上下各有 20 m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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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水层,认为其在 30年的开采中足以保障与水

合物层的能量交换, 位于圆柱系统中央的井孔半

径 rw =0.1 m ,模拟域半径为 100 m 。圆柱体模拟

系统被以( r, z )格式进行了网格离散划分成 105

×242=25 410个网格块, 其中 25 200个是活动

的,其内部的温度和压力等参数随开采进行而不

断发生变化。在越靠近井孔的位置, 物理化学过

程变化越剧烈, 对气体开发模拟的影响越关

键
[ 5-7]

,因而在井周围的径向网格离散尤为密集。

在垂直方向上对水合物层进行了等厚划分, Δz=

0.25 m,这种细密划分对于精细的水合物开发模拟

是相当必要的[ 5-7, 16] ,有利于辨析温 、压 、流场的细

微变化,展示水合物饱和度在纵向上的分布特征。

图 2　神狐水合物垂直单井开发模拟系

统示意图(据文献[ 5, 16] )

Fig.2　A schematic depic tion of the Shenhu hydrate

depo sit simulated in this study ( f rom references [ 5, 16] )

水合物开发数值模拟研究采用 TO UGH +

HYDRA TE模拟器
[ 17]

, 该模拟器可以模拟复杂

地质体中甲烷水合物储层中的非等温反应 、相平

衡以及流体和热的流动,包含了水合物形成和分

解的平衡模型和动力学模型
[ 5-7]

, 可模拟解释系统

中的热状态和多达 4种物质(水 、甲烷 、水合物 、阻

抗剂)在各相之间的分布,可能的相态有气 、液 、冰

和水合物 。因此,代码中共解决了 15种相组合问

题,可以描述甲烷水合物分解中的任何相构成,描

述体系中的相变和一些典型问题, 例如表面速溶

现象 。本文计算中利用了水合物平衡分解模

型[ 5-9] ,因此需要同时解 100 800个耦合方程。

储层中各参数的初始条件和 TO UGH +

HYDRA TE 模 拟 器中 参数 与早 期 研 究类

似[ 5-7, 14-16] 。为确保黏性流体方程( Navier-Stoke s

equation)在理论上正确,认为井孔为“似孔隙”介

质,井孔内部流体为达西流
[ 5]
。早期研究已经证

实了这种近似的正确性[ 5-7, 14-16] 。这种“似孔隙介

质”的孔隙度为 1, 具有最高的轴向渗透率 k =

10
-9
～ 10

-8
m

2
( =1 000 ～ 10 000 D) ,径向渗透率

为 k=10
-12
～ 10

-11
m

2
( =1 ～ 10 D) ,毛细管力 Pc

=0, 相对渗透率是各相饱和度的线形函数,具有

非常低的气体残余饱和度 S irG =0.005[ 5] 。

2　结果与讨论

以SH2站位的水合物产出特征为依据, 进行

神狐水合物降压开采潜力的数值模拟研究,相关

特性和参数条件见表 1 。钻井测试分析已知, 神

狐水合物天然气中 CH 4的质量分数超过了 99%,

在模拟计算中认为是纯甲烷组分, 沉积介质的平

均孔隙度为 0.38,水合物饱和度为 0.4,孔隙水盐

度为 30[ 13] ,基于水合物沉积介质的泥砂岩特征,

估计沉积体渗透率为 1.0×10
-14

m
2
( 10 mD) 。

利用以上参数进行神狐天然气水合物模拟开发,

并去井孔恒压为 3 MPa,开采期为 30年。

2.1　产气开发效率

图 3显示了不同体积速率演化过程的对比,

即井孔中的总甲烷产出速率 QPT 、游离甲烷气产

出速率 QPG和储层中水合物释放出甲烷气体的速

率 QR 。在 30年的模拟开采中, QPT 、QPG和 QR都

是递减的 。QPT >QPG是因为水中有大量的溶解

气存在, 在井孔压力释放后析出, 补给了气体产

量;而 QPT远大于 QR ,说明水合物分解气量较少,

井孔产出的气体除来自水合物分解产生外,主要

源于储层中的溶解气 。具体来说, 开采初期 QR快

速下跌, 最大分解速率 QR =0.32 S T m3/ s( =

2.75×104 m 3/d)出现在初始点上, 这是因为在水

合物层中压力梯度降低,导致了水合物分解的驱

18



　第 27 卷 第 6 期 　　　　　　苏　正,等:南海北部陆坡神狐天然气水合物开发潜力

表 1　模拟计算参数和水合物藏特征参数

Table 1　Parameter s fo r simula tion and featuring

hydra te rese rvoir fea ture s

参数 参考值

上下边界厚度 0.001 m

上下含水层厚度 20 m

水合物层厚度 40 m

模拟域半径 rm ax 100 m

井孔压力 PW 3 M Pa

井孔半径 r w 0.1 m

水合物层底界深度 1 463 m

地温梯度 GT 0.047oC/m

气体组分 100%CH4

初始饱和度 S H=0.40, S A =0.60

孔隙水盐度 X 30

沉积渗透率 k 10 mD

颗粒格架密度ρ
R 2 600 kg/m3

孔隙度φ 0.38

水力系数 kg
[ 18] kg= k/φCgμg

干岩热导率 kΘRD 1.0 W/ ( m/K)

湿岩热导率 kΘRW 3.1 W/ ( m/K)

热导率计算模型[ 17]
kΘC=kΘRD+( S1/2A +S1/2H )

( kΘRW– kΘRD) +φS I kΘI

毛细管力模型[ 19]
P cap=-P0[ ( S ＊) -1/λ-1] -λ

S ＊=( SA -S irA )/ ( SmxA -Si rA )

S i rA 1

λ 0.45

P0 0.1 M Pa

相对渗透率模型

k rA=( S ＊A ) n

k rG=( S ＊G ) n

S ＊A =( SA -S irA )/ ( 1-S i rA )

S ＊G =( SG -Si rG)/ ( 1-S irA )

OPM model

n[ 20] 5

S i rG 0.03

S i rA 0.30

动力减小,也由于储层自身较低的水力传导系数

kg分解的甲烷气滞留在储层中而不能被及时产

出,致使水合物分解前缘的压力维持在较高水平。

另外,水合物分解导致了生产井周围形成低温区,

延缓了水合物的进一步快速分解。但后期的 QPT

和 QPG维持相对稳定, 是因为井孔产气速率除依

赖于 QR外,还决定于井孔与储层之间的压力梯度

δΔ,以及沉积体的水力传导系数, 而这 2个参数

在储层系统中是相对稳定的。因此, 30年开采的

平均总产气速率虽仅为 463 m3/d,但也比水合物

释放气体的平均速率( 157 m
3
/d)高约 2倍 。

图 3　神狐天然气水合物在垂直单井降压开发过程中

的 QPT 、QPG和 QR的演化

F ig.3　Evolution of QP T , QPG , QR in the production

duration o f Shenhu hydra te deposit by

depressurization in a ver tical w ell

井孔气体产出速率和水合物分解气体速率的

下跌,指示了井孔周围水合物层自身封闭的突破

效应 。在初始阶段, 由于生产井上下具有含水合

物的低渗透封闭, 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上覆和下伏

含水层中的孔隙水进入储层, 保证了在早期水合

物开发中降压操作的高效性。但在开采进行

1 300 d后, 水合物自身封闭破坏(图 6) ,在压力降

的驱动下含水层中的水开始涌入水合物储层, 削

弱了井孔与水合物分解前缘之间的压力梯度, 致

使水合物分解速率和气体产出速率下降,因此在

QPT 、QPG和 QR曲线上出现拐点,此后的气体速率

快速下落 。在拐点之后,井孔气体产出速率的下

跌幅度小于水合物分解气体速率的降低,这是因

为生产井中的产水量明显增长(图 5) , 水中溶解

气弥补了产气量的衰减。

图 4表征了井孔累计产气总量 V PT 、游离气

总量 V PG 、水合物分解产气总量 V R以及储层中滞

留的气体总量 VG 。井孔产气总量明显大于游离

气总产量和水合物分解气量 。随着时间演化 V R

和 VG增量明显减小, 而且在开采了 4 600 d之后

的增量呈现负值,储层中的滞留气量减小,这说明

了在开采后期降压开发效率的下降。30年的累

计产甲烷气量 V PT =5.0×106 ST m3 , 但仅有 1.7

×10
6
ST m

3
( =V R )的甲烷气来自水合物分解。

VR=0.34 VPT , V PG=0.75 V PT , 因而, 产出的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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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量 V DG =VPT -VR +VG =3.2×106 S T m3 , 占

总产气量的近 68%。

图 4　神狐天然气水合物在垂直单井降压开发

过程中 VPT 、VPG 、VR和 VG的演化

Fig.4　Evolution of VPT , V PG , VR , and VG in the

production of Shenhu hydrate deposit by

depressuriza tion in a ver tical w ell

图 5　神狐天然气水合物在垂直单井降压开发

过程中 QW和 RGW演化

Fig.5　Evo lution of QW and RGW in the production of Shenhu

hydrate depo sit by depre ssurization in a vertical well

图 5显示了垂直单井开发过程中的井孔产水

速率 QW ( =MW/1 030)和气水量的体积比 RGW 。

整个开发过程中 Qw持续升高,并在 1 300 d时出

现跳跃性增长。在拐点位置的产水速率为 8.6×

104 kg/d( =86 t/d=83.5 m 3/d) , 而到开采末期

增加到 1.25×105kg/d( =125 t/d=121.8 m3/d) 。

产水量的快速增长与水合物分解速率以及产气速

率的降低具有一致性, 都是由于水合物自身封闭

破坏,含水层中的水大量涌入所致。神狐水合物

藏的经济效率, RGW ( =V PT /VW )从最初的 30 快

速跌至开采末期的 4.3, 也就是说生产 1 m
3
的水

最多可以产出标准状况下的 30 m3的甲烷气, 而

到开采末期仅能产出 4.3 m3的气体,水作为副产

品在水合物开发中占有了很高的比重。RGW可作

为评价神狐水合物开发潜力和经济效益的辅助标

准。由此可知,若对神狐天然气水合物采用垂直

单井开发,将在产水和水处理方面浪费巨大 。

2.2　物理特征演化

水合物降压开采过程中, 由于井孔压力维持

恒定,储层中压力分布没有显著的变化,系统中主

要的物理特征参数包括温度 、水合物饱和度 、气体

饱和度和盐度。对特征参数变化的时空分布研

究,有助于直观认识水合物分解过程,解析开发过

程中各种速率参数的变化,判断储层体系的状态。

在图 6—图 9中, z=-60的虚线指示了含水合物

层的底界, z=-20 m 为含水合物层的顶界,并只

显示了半径 60 m 内的分布特征。

图 6　神狐水合物垂直单井开发过程中的温度演化

F ig.6　Evolution of tempera ture T during production

by depressurization in a ver tical w ell

2.2.1　温度演化

图 6显示了在浅层的冷却和底层的变热 。在

初始阶段温度降低是因为水合物分解为吸热反应

过程,但后来冷温区逐渐淡化和消失,是由于水合

物分解速率降低, 周围热区对冷区进行了热量传

导补给,同时孔隙水的流动和产出消弱了温度差。

水合物层底部温度升高,是因为底部热水大量注

入,使得热水流经区温度抬升,因此在底部的水合

物分解速率相对较快, 这在水合物饱和度分布图

20



　第 27 卷 第 6 期 　　　　　　苏　正,等:南海北部陆坡神狐天然气水合物开发潜力

中可得到印证;同样,水合物层顶部温度降低是因

为顶层冷水的下灌所致,也是因为当水合物封闭

破坏后冷水在压力梯度作用下, 直接经无水合物

区 、途径含水合物层渗流进入井孔,使得渗流区温

度下降。

2.2.2　水合物饱和度演化

图 7显示了水合物饱和度 S H的时空演化特

征。由于神狐水合物藏的产出类型和井孔配置特

征,水合物分解模式比较独特。分解模式主要包

括:水合物分解沿渗滤井段径向推进,并在水合物

层下界面处分解效率表现突出;上下分解界面和

水合物分解前缘具有明显的特征变化;井孔周围

的水合物自身封闭突破和后期的水洪效应。前二

者是水合物降压开发的典型特征, 而神狐水合物

开发最独特的变化模式是水合物分解首先在中间

层段推进,在水合物自身封闭突破后水合物分解

速率减缓,说明降压开发效率减小 。

图7　神狐水合物垂直单井开发过程中的水合物饱和度演化

Fig.7　Evolution of hydra te satura tion SH during

production by depre ssurization in a vertical we ll

水合物饱和度分布的变化最能说明水合物分

解过程和演化特征。水合物分解起初是沿渗滤井

孔进行,而后在水合物层下界面处加强,早期的水

合物自身封闭作用阻碍了含水层中的水大量涌入

储层,但随着水合物分解面的径向增大,水合物封

闭层越来越薄(图 7a) ;在开发进行到 1 260 d时,

水合物封闭已被基本突破,此时已分解的水合物

仅占系统总量的 1.18%(图 7b ) ;在开采进行

1 300 d时水合物封闭被完全突破,含水层中的孔

隙水可轻易流向井孔低压区, 这与产水量的抬升

特征是一致的 (图 7c 和 7d) ;而后的水合物分解

速率也随着压力梯度的减小而日益降低,在从封

闭突破点( t=1 260 d)到开采结束( t=7 200 d)

5 940 d 中, 水合物分解量仅占系统总量的

2.8%,在后一半的开采时间( 3 600 d)内分解的

水合物仅为模拟系统总量的 1.22%。

2.2.3　气体饱和度演化

图 8显示的气体饱和度分布指示了生产井与

水合物分解前缘之间的气体轮廓 。在开采早期

(图 8a 和 8b)游离气被包围在井孔周围的无水合

物区, 但在水合物封闭被破坏之后(图 8c 和 8d) ,

气区形态发生明显变化, 气层厚度开始变薄,并逐

渐形成一个长尾,右端尾部指向水合物分解前缘,

气区连接开采井与水合物下界面。气区变小是因

为水合物分解速率减小和持续的开采导致,这与

水合物饱和度演化特征(图 7)以及开采表现特征

(图 3 —图 5)一致 。图 8也反映在水合物开采过

程中没有发生最初担心的气体逃逸现象,纵然水

合物储层缺乏低渗透的上覆层, 这是由于整个沉

积系统的渗透率普遍偏低,加上采用了垂直井降

压开发,井孔位置具有明显的低压,限制了气体向

上的显著逃逸 。此外,含水区面积增大,在开采后

期,深部孔隙水穿过水合物下界面线,向上涌入到

水合物层, 压缩了含气区空间,导致产水量增长,

同时削弱了井孔降压操作的实际功效。

图 8　神狐水合物垂直单井开发过程中的气体饱和度演化

Fig.8　Evo lution o f ga s saturation SG during production

by depressurization in a ver tical w ell

2.2.4　盐度演化

孔隙水盐度(表示为质量分数)分布反映了水

合物分解过程中的稀释效应, 由于盐不能进入水

合物晶格,水合物分解释放淡水,会使孔隙水盐度

减小 。因此,低盐度区代表了水合物分解最剧烈

部位[ 5] ,此外, 由于井孔位置原位流体的持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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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稀释和补给, 使盐度分布具有复杂的表现特

征。图 9中 2个明显的盐度降低区出现在水合物

分解前缘,表现为绿蓝色;水合物层中黄色区域反

映了一定程度的淡化, 是因为轻微的水合物分解

稀释和原位流体排放引起;而橙色区域是由于外

部原始孔隙水的补给所致,橙色区的延伸指示了

盐水的补给路径;位于储层中间的低盐度区逐渐

减薄,说明了水合物分解速率下降和盐度淡化能

力减弱;水合物封闭被完全分解后,来自含水层中

的孔隙水开始入侵无水合物区, 如井孔周围的红

色区域指示了原始孔隙水入侵的高盐度特征 。

图 9　神狐水合物垂直单井开发过程中的孔隙水盐度演化

Fig.9　Evolution of salt-inhibitor mass fraction in aqueous

phase during production by depressurization in a vertical well

3　结论

以南海北部陆坡神狐海域 SH2站位的天然

气水合物产出特征为依据,在垂直单井中进行降

压操作,研究了神狐天然气水合物藏的开发潜力,

以水合物分解效率和气体产能为绝对标准,以产

水量和气水体积比为相对标准, 评价了神狐天然

气水合物在垂直单井开发中的经济潜力 。生产井

附近的水合物层自身封闭防止了含水层中的水在

开采早期进入水合物储层,提高了天然气的产出

效率 。在恒定 3 MPa井孔压力下, 没有发生冰阻

现象,未见次生水合物发育。在整个开采阶段水

合物分解速率和井孔产气速率持续降低,并在开

采进行 1 300 d 时, 由于水合物自身封闭破坏开

发效率出现跳跃性衰减, 与此同时,产水量持续增

长。30年的平均总产气速率为 463 S T m
3
/d,平

均产游离气速率为 157 S T m
3
/d, 但大多气体来

源于孔隙水溶解气, 而非水合物分解产生,每天平

均的产水量为 110 m3 , 气水体积比的平均值为

4.2( S T m
3
CH 4/m

3
H

2
O) 。绝对标准和相对标

准都说明,对低渗透的神狐天然气水合物采用垂

直单井开发不具有经济可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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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OF GAS PRODUCTION POTENTIAL OF HYDRATE

DEPOSITS AT SHENHU AREA ON NORTHERN CONTINENTAL

SLOPEOF SOUTH CHINA SEA

SU Zheng1, 2 , WU Nengyou1, 2 , ZHANG Keni3

( 1 Guangzh ou Center for Gas Hydrate Research, C hinese Academy of S cien ces , Guangzhou 510640, C 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Renew ab le Energy and Gas H ydrate, Guangzhou Inst itute of Energy Conversion, Chines 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640 , China;3 College of Water Scien ces, Bei jing Norm al Universi ty, Bei jing 100875, Chin a)

Abstract:Natural g as hydrate is a new po tential energy , but how to ef fectively produce the gas f rom

hydrate deposit s remains a ho t research topic.The production eff iciency and economic feasibi li ty of

gas product ion f rom hydrate depo sit s a t Shenhu area on the northe rn continental slope o f South China

Sea have not been thoroughly investig ated so far.In this paper, a phy sical model is const ructed fo r

producing gas f rom Shenhu hydrate deposi ts through a vert ical well.The production po tential has

been numerically simulated using the TOUGH +H YDRAT E simulato r w ith paramete rs f rom the dri ll-

ing site of SH2 in the area.The economic feasibility fo r hydrate exploi tation at the Shenhu is evalua-

ted using both the absolute cri teria of hydrate disso ciation rate and gas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the

relative crite ria o f w ater product ion and the vo lumetric ratio o f g as to w ater.In the w ho le course of

mining simulation, ice obstacle did not appear, and secondary hydrate w as no t obse rved, both the hy-

drate dissociation rate and gas production rate at the w ell decreased continuously, and even had a jumping at-

tenuation at time of 1300 d since the production go t started.But the w ater production had a continuous in-

crease and the volumetric ratio of gas to water remained at low level.The research show s that producing gas

from Shenhu hydrate deposits through a simple vertical well is not economically feasible.

Key words:gas hydrate;production po tential;numerical simulat ion;Shenhu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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