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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收集整理有关天然气水合物开采研究资料的基础上 ,总结了水合物在储层中的

赋存状态和水合物藏的类型 ,对比了当前使用的水合物开采方法的优缺点。按水合物是

否储存在圈闭内 ,将水合物藏分为圈闭内的水合物藏和圈闭外的水合物藏 ,并讨论了不同

类型水合物藏的开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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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常规能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 ,世界各国科

学家相继开展了天然气水合物的调查研究和评价

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 。美国 、日本 、加拿

大 、印度 、俄罗斯和德国等国家都成立了专门的水

合物研究机构 。近年来 ,国际上通过大洋钻探计

划(ODP)和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ODP)的实施 ,已

在全球多个海域发现了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的标

志 ,并利用国际大洋钻探船成功取得了水合物实

物样品。俄罗斯 、加拿大和美国均在冻土带发现

了水合物并进行了开采试验;我国于 2007 年和

2008年相继在南海北部陆坡和祁连山永久冻土

带成功取到天然气水合物实物样品
[ 2 , 3]

。通过这

些钻探的实施 ,推动了天然气水合物的物理化学

性质的研究 ,对水合物的埋藏深度 、赋存类型和成

藏模式等地质特征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同时对水

合物的开采奠定了基础。

目前对水合物开采方法研究总体上以实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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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和数值模拟为主 ,美国 、加拿大和前苏联曾分别

在阿拉斯加冻土区 、Mallik冻土区和 Messoyakha

冻土区进行了水合物试验性开采 ,海洋水合物开

采试验则主要集中在墨西哥湾北坡和日本南海海

槽。这些开采试验主要利用了降压法 、热激活法 ,

另外在 Messoyakha 冻土区还采用了添加化学试

剂法 。通过开采试验对相关开采方法的有效性进

行了验证
[ 4]
,论证了不同方法的优缺点 ,为后续的

水合物开采方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实验模

拟和数值模型进行水合物开采方法研究多是建立

在大量假设条件的基础上 ,比如:①假定水合物储

层孔隙度和渗透率基本一致 ,物性变化不大;②水

相和气相的渗透率符合达西定律;③质量传输过

程中不考虑分子扩散及水动力扩散等等[ 5 , 6] 。但

通过实际的钻探取样发现 ,水合物既可以产出于

未固结的松散沉积物中 ,也可以出现在胶结性好

的沉积岩中;水合物在地层中分布并非是均匀连

续的 ,水合物储层的物性也不是均一的 。模拟实

验研究目的多集中在水合物分解的影响因素 、如

何高效地分解水合物和能量效率评价等方面;而

关于水合物的赋存状态和成藏类型对开采效果的

影响则研究较少。笔者认为水合物的赋存状态和

成藏类型直接影响着开采方案的设计 、开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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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开采过程中的施工安全问题 ,这些将最终决

定水合物矿藏能否进行商业开采。因此在进行水

合物开采前 ,必须查清水合物在储层中的赋存状

态和成藏模式。

在调研当前天然气水合物开采研究现状的基

础上 ,分析了水合物在储层中的赋存状态和不同

类型水合物藏的差异性 ,对比了目前比较流行的

水合物藏开采方法的优缺点 ,提出了不同类型水

合物藏的开采方法。

1　天然气水合物在地层中的赋存状
态和成藏模式

1.1　水合物在地层中的赋存状态(水合物层的微

观结构)

　　Dai等
[ 7]
在研究水合物储层的岩石物理性质

的过程中 ,对水合物在沉积层中的赋存状态进行

了总结 ,建立了 6种水合物层微观结构 ,这 6种模

型包括:①水合物在颗粒接触点附近以胶结物的

形式存在;②水合物以颗粒包壳的形式存在;③水

合物作为承重的杂基(或颗粒);④水合物以孔隙

充填物的形式存在;⑤将水合物和沉积物颗粒分

别看作基质和包裹体 ,水合物均匀分布在颗粒周

围;⑥水合物以结核或裂隙充填物的形式存在(图

1)。其中水合物在模型 1至模型 5中是均匀分布

的 ,但是从水合物的实物样品中会发现 ,水合物通

图 1　天然气水合物在地层中的赋存状态(据文献[ 7] )

Fig.1　Occur rence of the gas hydrates in sediments

(f rom reference [ 7] )

常以结核或裂隙充填物的形式赋存在沉积物里。

将这几类模型分为 2种情况:一类是水合物作为

孔隙充填物的一部分(包括模型 4和 6);另一类

是水合物作为岩石骨架的一部分(包括模型 1 、2 、

3和 5)。

1.2　水合物成藏地质模式

前苏联学者将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系统概括为

静态系统和动态系统
[ 8]
(图 2)。静态模式是由于

冷却 、挤压或天然气丰度的增加可形成水合物 ,水

合物生成的重要原因不是外来物质的供给 ,而是

系统内的变化 。动态模式是指与反应带进行物质

交换时形成天然气水合物的系统 ,主要有 4种:①

渗流模式;②泥火山作用模式;③沉降模式;④岩

块位移模式。Milkov 和 Sassen[ 9] 将水合物藏分

为断裂型水合物藏 、泥火山型水合物藏 、地层圈闭

型水合物藏和复合型水合物藏 4种类型(图 3)。

图 2　水合物成藏模式(静态模式Ⅰ 、Ⅱ和

动态模式Ⅲ 、Ⅳ)(据文献[ 8] )

Fig.2　Types of the gas hydra te accumulation

(f rom reference [ 8] )

张光学等[ 10] 在研究南海水合物成藏特征的

基础上 ,按构造控制因素的不同将水合物藏分为

增生楔型和海脊型 、盆缘斜坡型 、埋藏背斜型 、断

裂-褶皱型 、滑塌构造性和底辟型等 6种类型。

2　水合物开采方法

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利用各

种手段打破水合物稳定带的平衡条件 ,促使水合

物在储层内分解 ,然后将分解的甲烷气回收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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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地质因素控制下的水合物成藏模式(据文献[ 9] )

Fig.3　The gas hydrate accumula tion types controlled by different geo lo gical factor s(f rom reference [ 9] )

面。这些开采方法包括:降压法 、热激活法 、添加

化学试剂法 、CO 2置换法[ 11] 和水力提升法[ 12] 。

降压法是通过降低储层压力打破天然气水合

物的稳定存在条件而促使其分解 ,这种方法最大

的特点是不需要昂贵的连续激发 ,仅通过提取速

度就可以控制储层压力 ,进而控制水合物的分

解
[ 13]
。尤其是水合物层之下存在游离气时 ,降压

法是最有效的 。前苏联 Messoyakha 气田的开采

实践证明了这一方法是可行的[ 14 , 15] 。当水合物

层下部无游离气层时 ,可利用热激活等方法人为

在水合物层内形成一个“气囊” ,然后通过降压抽

取“囊”内的气体来开采天然气水合物[ 16] 。

热激活法通常是将蒸汽 、热水 、热盐水或其他

热流体从地面泵入水合物层 ,使储层温度升高 ,促

使水合物分解 ,或采用开采稠油时使用的火驱法

或钻柱加热法。也有人提出了利用微波 、太阳能 、

地热等方法加热储层的设想[ 17-19] ,并从理论上对

这些方法进行了论证 ,但这些方法尚处于探索阶

段 ,真正应用到实际的水合物开采还需要一段时

间。当前所用的热激活法主要是向井内注入热流

体来加热储层。加拿大马更些三角洲 Mallik 地

区的水合物开采就使用了热激活法 。这次试验利

用简单的热水循环系统 ,在同一口井中注入热流

体并从该井中回收气体
[ 4]
,实践证明这种方法会

产生极大的热损耗 ,同时限制了热辐射的范围 ,

影响了最终的产气量 。McGuire[ 20] 提出了 2 种

不同的热量输送控制方式的热开采技术方法 。

他认为如果水合物层有较高的渗透率或储层下

方存在一个可供热盐水注入的含水层 ,热开采

技术是最具吸引力的水合物开采方法(图 4)。

为达到最佳开采效果 ,热激活法通常与降压法

等其他开采方法联合使用 。在使用热激活法之

前要查清水合物在地层内的分布情况 ,以便最

大程度提高热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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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McGuire 的热力解析模型(据文献[ 20] )

F ig.4　Thermal analytical models propo sed

by McGuire(f rom reference [ 20] )

水力提升法的工作原理是由海底采矿车把海

底表层的水合物输送到矿石中继仓 ,再由矿浆泵

逐级将天然气水合物输送到地面 ,在地面分解水

合物并回收气体 ,而整个系统是封闭的 。这种方

法适合开采海底浅层的水合物 。

降压法 、热激活法和添加化学剂法已在实践

中证明是可行的 ,其他开采方法尚处于理论研究

和实验模拟阶段 ,而且每种开采方法都存在一定

的问题(表 1)。实践证明 ,单用一种方法无法获

得最大的产气量 ,必须将多种方法联合使用才能

达到最佳效果。

3　不同类型水合物藏开采方法

水合物藏不同于常规的油气藏 ,主要表现在:

①常规油气藏由储集层 、盖层和阻止油气运移的

遮挡物 3部分组成 ,而水合物藏位于水合物稳定

带(GHSZ)内 ,受控于温度和压力 ,对盖层没有严

格要求;②石油 、天然气(除凝析气外)无论在地下

还是被采到地面 ,相态基本保持不变 ,均以流体形

式存在 ,而水合物在地层中以固态形式存在 ,当温

压条件超过临界值后即分解为水和甲烷气;③石

油与天然气在储层中大部分以孔隙充填物的形式

存在 ,不构成岩石骨架 ,而水合物常作为岩石骨架

的一部分 ,当水合物发生分解后 ,会影响储层的内

部结构;④石油天然气多储集在沉积岩等固结性

好的地层中 ,而水合物除可保存在固结地层中 ,还

可在未固结的松散沉积物中出现(呈分散状 、条带

状和结核状分布)。鉴于以上区别 ,水合物藏的开

采方法必然有别于常规油气藏的开采。

为了方便讨论不同类型水合物藏的开采方

法 ,按储集层的固结程度将水合物藏分为水合物

赋存在松散的未固结的沉积物中的水合物藏和水

合物赋存在固结沉积物中的水合物藏 ,其中后者

又可分为 2类:一类水合物在储层内作为孔隙充

填物而存在 ,另一类水合物作为岩石骨架的一部

分。按水合物是否储存在圈闭内将水合物藏归结

为 2类:一类为圈闭内的水合物藏 ,另一类为圈闭

外的水合物藏 。圈闭内的水合物藏可与常规油气

藏相伴生(例如前苏联的 Messoyakha 冻土区的

水合物藏),水合物藏一般下伏游离气 ,与天然气

藏相伴生 。水合物分解后甲烷气可被保留在圈闭

表 1　不同类型水合物开采方法对比

Table 1　Com parisons of different methods fo r g as hydrate explo ita tion

开采方法 优点 缺点 试验区

降压法

无热量消耗和损失 ,不需要连续激发 ,成本

较低 ,方法简便易行 , 无需增加设备 ,适用

于大面积开采 ,尤其适用于存在下伏游离

气层的水合物藏的开采 ,是目前最常用的

方法。

①不适用于储层原始温度接近或低于 0℃

的水合物矿藏;②单一使用减压法开采天

然气速度很慢。

前苏联麦索雅哈气田 、加

拿大 Mallik 气田和美国

阿拉斯加气田

热激

活法
能有效控制水合物开采速度

①会造成大量热损失 ,效率很低 ,且要求向

下注热和向上采气同步进行 ,开采成本昂

贵;②注入技术也限制了该方法的使用。

加拿大马更些三角洲

M allik地区

添加化

学剂法
人为控制水合物矿层的分解速度

①化学试剂费用昂贵 ,开采速度缓慢 ,回采

气体比较困难 ,还会带来一些环境污染问

题;②不适用于开采海洋天然气水合物矿

藏。

前苏联麦索雅哈气田

CO 2

置换法

能帮助减排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产生

的 CO 2 温室气体
尚缺乏商业试验开采的经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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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这类水合物藏可用降压法 、热激活法和添加

化学试剂法等方法促使水合物分解 ,之后用常规

方法收集天然气 ,无需考虑气体的散失问题;圈闭

外的水合物藏则与深层气体渗漏 、地层内气体的

扩散和原地细菌还原作用有关 ,这类水合物藏首

先要保证在开采过程中防止因水合物的分解造成

气体散失 ,可通过降压法结合热激活法或其他方

法进行开采。在现有的钻采技术条件下 ,松散沉

积物中水合物的开采要困难一些。这类水合物多

分布在海底浅表层 ,沉积物未固结 ,降压法 、热激

活法等都不适合此类水合物藏的开采 ,而水力提

升法将是这类水合物藏的最佳选择 。各类水合物

藏的开采方法见表 2。

进行水合物开采除了要考虑水合物在地层中

的赋存状态和成藏类型外 ,还要查清储层物性在

垂向和平面上的差别 ,水合物在地层内的分布状

况(层状 、条带状或结核状),因为这将决定开采过

程中井位的布置 、开采方法的选择和最终的经济

效益 。一般情况下 ,高水合物饱和度 、达到商业开

采价值的水合物藏的形成多与常规油气藏有关

(例如加拿大西北部北极地区永久冻土带马更些三

角洲地区和前苏联麦索亚哈气田),在有大型水合

物藏出现的地方 ,在其底部可能存在大型油气藏。

我国在南海北部陆坡和祁连山冻土带的水合

物钻探工作推动了天然气水合物的物理化学性质

的研究 ,对水合物的埋藏深度 、赋存类型等地质特

征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同时对未来水合物的开采

奠定了基础。而目前我国的水合物开采技术研究

尚处于理论研究和实验室模拟阶段 ,还未进行水

合物开采试验 。因此在今后的水合物研究中 ,一

方面要加大水合物钻探和勘查工作 ,以便更加深

入认识水合物的成藏富集规律并为我国水合物资

源量的评价 、开采靶区的圈定以及开采方法的选

择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还应加强水合物开采方法

的研究 ,为我国尽快开展水合物的开采试验提供

技术支撑 。

4　结论

(1)天然气水合物是未来一种可替代性清洁

能源 。虽然在目前存在大量常规石油天然气资源

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商业开采是不划算的[ 17] ,但随

着常规能源的日益枯竭 ,在没有更好的替代能源

的情况下 ,进行天然气水合物的开采势在必行。

(2)降压法 、热激活法和添加化学试剂法已经

在实际的开采试验中证明是可行的 ,但是还存在

表 2　不同类型水合物藏的特征与开采方法选择

Table 2　Selection o f explo ita tion methods fo r different g as hydrate accumulations

圈闭内的水合物藏
圈闭外的水合物藏

储层为固结的沉积物 储层为松散的未固结沉积物

储集层

特点

储集层岩性为砂岩、砾岩 、砂砾岩 、粉

砂岩等孔渗性好的沉积岩 ,储层上部

存在盖层或非渗透性遮挡物

储集层岩性为砂岩 、砾岩 、砂砾岩 、粉

砂岩等孔渗性好的沉积岩 , 储层上部

无盖层或非渗透性遮挡物;渗漏型水

合物常沿断面分布

为海底浅表层的松散未固结沉积物 ,

渗漏型水合物常在断层的渗漏点或泥

火山的坑口附近和丘状外围

天然气

水合物

赋存状态

大部分以孔隙充填物的形式存在,少量可作为岩石骨架的一部分
在沉积物中呈分散状 、条带状或结核

状分布

开采方

法选择

对于有下伏游离气的水合物藏可先采

用降压法收集下伏游离气 ,同时促进

水合物分解;之后利用热激活法等方

法加速水合物的分解

以水合物层作为遮挡层 ,先用降压法

或热激活法采集水合物藏下部的游离

气 ,由下往上采集气体

水力提升法

存在

问题

若水合物作为岩石骨架的一部分,水合物分解后 ,易引起岩石骨架松动 ,破坏地

层内部结构 ,导致地层变形 ,影响流体在储层内的运移 ,严重的可引起海底滑坡

和地层沉陷

利用水力提升法应首先查清海底地形

以及水合物在地层内的分布状况 , 如

果开采不当 , 同样会引起海底地质灾

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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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不足 ,例如开采过程中的能量损耗 、开采效率

问题 、环境污染问题 ,等等。而 CO 2置换法 、水力

提升法等方法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 ,距离实际应

用还有一段距离 。

(3)水合物在地层中的赋存状态和成藏类型

对开采方法的选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若水合

物作为岩石骨架的一部分 ,水合物分解后 ,易引起

岩石骨架松动 ,破坏地层内部结构 ,导致地层变

形 ,影响流体在储层内的运移 ,如果开采不当 ,可

引起海底滑坡和地层沉陷 。今后要加大钻探和勘

查工作 ,对水合物成藏富集规律 、矿藏规模 、分布

范围和水合物在地层中的赋存状态进行深入研

究 ,准确评估水合物的资源量 ,对水合物进行商业

开采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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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HYDRATE EXPLOITATION METHODS UPON

TYPES ANDOCCURRENCE OF GAS HYDRATE ACCUMULATIONS

DONG Gang
1 , 2
, GONG Jianming

1 , 2
,WANG Jiasheng

3

(1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Hydrocarb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Geology , Minist ry of Land Resources , Qingdao 266071, China;

2 Qin gdao Inst itute of Marine Geology , Qingdao 266071 , C hina;3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 Wuhan 430074 ,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investig ation of the present g as hydrate exploi tation opt ions , the gas hydrate

occurrence in reservoir s and the types o f g as hydrate accumulations are summarized.Each proposed

gas hydrate production method has bo 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Acco rding to whether the gas

hydrate is accumulated in a t rap , gas hydrate accumulations are divided into tw o types.In this paper ,

the exploi tation methods fo r dif ferent types o f g as hydrate accumulation are discussed.Suggestions to

the future gas hydrate research in China are also put forw ard.

Key words:gas hydrate;occurrence;accumulations types;exploitation methods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