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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然气水合物的成藏研究对于评估地层中的资源量、分布、可开采性等非常重要. 天然气水合物在地层

中的成藏不仅需要合适的温压条件, 还需要合适的气源类型、气体运移路径. 同时地层性质和孔隙水中氯离子和
硫酸根离子等的存在对其成藏的影响也很大. 因此要分析某地区的天然气水合物成藏情况, 就需要对这些因素及
历史演化过程有详细的了解, 获得准确的参数, 然后建立合适的数学模型进行预测. 本文首先对有较充分地质调
查和分析的几处天然气水合物分布区情况进行了总结, 分析了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的共性因素及不同地区的特殊
之处; 然后对前人建立的天然气水合物成藏数学模型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对其中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说明; 最后对
将来的数学模型的发展及成藏相关的研究提出了建议.
天然气水合物, 成藏动力学, 数学模型, 气源类型, 气体运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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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空间分布和在地层中的生长形式, 例如, 在亲水矿
物表面附近, 孔隙水活动性的减弱和小孔隙中小晶体

天然气水合物(以下简称水合物)是气体分子与水

的过剩内能的共同作用, 在细颗粒地层中水合物的生

分子在满足相平衡的低温和高压条件下形成的固态类

长将受到抑制 . 全球已发现的水合物气体来源主要

[1]

[1]

冰物质 . 水合物的生成与成藏受到地层表层温度和

有生物成因气、热成因气以及生物成因−热成因混合

地温梯度、气体组分、孔隙水盐度、氯离子浓度、硫

气, 其中以生物成因气和混合气为主.

酸盐浓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同时地层的物理和表面

甲烷气体通常以扩散、溶解于水以及独立气泡的

化学性质也影响水合物的热动力学状态、生长动力

形式在沉积物中发生运移. 浅层生物成因气一般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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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侧移方式扩散至水合物稳定区. 由于水合物层和下

中的滑脱断层. 该区内东西部构造特征不同, 因而流体

覆地层基质的渗透性很低, 从地层深处运移到水合物

运移体系也不同, 从而导致水合物分布在空间上不均

稳定带需要通过断层、底辟、气烟囱等构造为气体及

匀. 该区海底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 平均坡降可达

含气体的流体运移提供高渗透性通道, 否则渗透时间

到3%, 且海底发育大量的深水峡谷.

将非常长且到达水合物稳定带的气体浓度将低于水合

(2) 青藏高原冻土区

[2]

物形成的临界值而使水合物不能形成 .

在祁连山地区最早发现我国陆地冻土区天然气水

本文首先以几处研究较充分的天然气水合物地区

合物. 该区天然气水合物储集层段以致密型岩石类型,

为例说明成藏的地质特点和条件; 然后对目前的天然

如油页岩、泥岩和细砂岩等为主. 该区经过大陆裂

气水合物成藏数学模型及效果进行总结和分析; 最后

谷、洋底扩张、造山运动等多期地质构造运动, 岩石

提出今后的改进方向.

裂缝较为发育, 以断裂为主、褶皱为辅. 因此该区以

1.1

“裂隙型天然气水合物”为主要的赋存类型, 在空间上

地质条件

分布极不均匀. 该地区多年冻土发育, 面积约

水合物成藏的地质条件一般是指地层温度和压力

4

2

10×10 km , 冻土厚度为60–95 m, 冻土下界大致与年
[6–8]

. 该区地层从凹

条件、岩性、沉积速率、有机碳含量、沉积环境、断

平均气温–2°C – –2.5°C等温线相当

层和气烟囱等大渗透通道情况等等.

陷到强烈隆起抬升而产生一系列断裂构造. 在中侏罗

(1) 南海神狐地区

世晚期至早白垩世早期, 该区形成了NW-SE向逆冲断

南海神狐海域水合物区位于南海北部陆缘的陆坡

层主控断层. 这些断层间相互切割. 在此基础上, 喜山

区中段的神狐暗沙东南海域, 在地质构造上位于珠江

期构造运动对这些断层进一步强化, 产生强烈的扭

口盆地珠二坳陷的白云凹陷, 水深200–2000 m, 面积

动、逆推和挤压, 对气体有良好封堵效果, 有利于天

4

2

4

约为2×10 km , 新生代最大沉积厚度约为1.2×10 m,

然气水合物形成. 水合物的储存不仅受冻土层厚度控

在多次地壳运动和多阶段的构造演化作用下, 断裂-褶

制, 还可能与冻土层岩性有很大关系, 有利的“盖

皱体系非常发育, 为甲烷气体向水合物稳定带运移提

层”(低孔隙度、低渗透率)可能更利于水合物的

供了通道, 同时褶皱构造也有利于捕获天然气从而形

赋存 .

[9]

西藏羌塘盆地南北长约300 km, 东西长约640 km,

成水合物.
自晚中新世以来, 该区域发育大量的厚度较大、

位于青藏高原中北部, 介于昆仑山、冈底斯山、唐古

沉积速率较高的滑塌沉积体, 并且含有大量的有机质,

拉山之间, 平均海拔超过4500 m, 是青藏高原年平均

[3]

为气源产生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 在纵向上形成了“下

地表温度最低和冻土最发育的地区. 人们在该区内鸭

断上坳”的双层结构和“先陆后海”的沉积组合.

湖地区开展了较多的天然气水合物地质调查工作. 该

通过实地钻探发现, 神狐地区的水合物层厚度多

区地层多数由冻融层、含冰沉积物冻土层、含冰基岩

数为11–30 m, 远小于理论水合物稳定区厚度, 而且该

冻土层、非含冰基岩冻土层所组成的冻土结构构成.

区水合物空间分布不均匀. 这些特点不仅与该地区的

非含冰基岩冻土层的微孔和微裂隙特征对下伏的非冻

温压条件有关, 还与其他地质条件如垂向甲烷通量、

土层的孔隙流体压力影响明显, 有利于浅层烃类气体

黏土含量较多等因素有关. 该区内实测地温在8.6°C–

封存和水合物成藏. 气体渗透率随着地层中冰体积百

16.8°C之间, 地温梯度主要在4.37°C/100 m–4.93°C/

分含量的增加而降低, 当冰体积百分含量达到80%时,

[4]

100 m之间变化 . 浅部有机质含量高(TOC平均值为

甲烷气体运移受到显著抑制. 在气候变暖时, 冻土层

0.22%–0.49%), 故生物成因气潜力大, 同时深部烃源

的温压条件改变既控制水合物矿藏的空间范围, 同时

岩厚度大(2000–6000 m)、有机质类型好(TOC含量平

也限制部分水合物分解所产生的烃类气体向浅部的运

均值大于2%), 具有良好的生烃能力. 这为深部形成油

移

[5]

[10]

. 羌塘鸭湖地区冻土层分布广泛、局部具有较好

的地温、气源、储集条件, 具备一定的水合物成藏潜

气藏及上部形成水合物藏提供了条件 .
神狐海域存在４种地质构造类型: 气烟囱(流体底

力. 当甲烷为85%、乙烷为9%、丙烷为6%时, 预测的

辟)、区域大尺度断层、深水扇中的正断层和滑移体

天然气水合物潜在赋存的稳定带厚度与冻土厚度分布

034605-2

鲁晓兵等. 中国科学: 物理学 力学 天文学 2019 年

第 49 卷

第3期

变化基本一致. 该区冻土层厚度为55–90 m, 预测稳定

(5) 加拿大马更些地区

带厚度400–630 m, 底界深度400–680 m. 断层和水系分

马更些地区的冻土层作为水合物藏的“封盖”, 有

布显著影响冻土发育. 存在丘状隆起的冻胀丘, 其底部

利于天然气水合物富集成藏. 同时, 深部超压流体和

最大直径可达20 m, 高2 m, 表面裂缝纵横交错, 最大缝

浅层重力流场也是影响该地区天然气运移和水合物成

宽达20 cm

[11]

. 该区受构造作用影响显著, 断裂发育, 既

藏的重要因素

[17]

. 马更些盆地内有四条对水合物的控

是气体运移通道, 又是有效的储集空间. 该区的地温梯

制性断裂, 即NE-SW走向的Eskimo Lakes断层带、与

度在冻土层内为1.24°C/100 m, 冻土层以下则介于

Eskimo Lakes近乎平行的Taglu断裂带、呈E-W向延伸

2.15°C/100 m–3.66°C/100 m.

的Tarsiut-Amauligak断裂带、平行于海岸线的西波弗

(3) 日本近海

特冲断前缘. 该地区既毗邻生烃凹陷, 又有发达的断裂

位于环太平洋构造带西部边缘岛屿内侧的东海冲

体系, 故充足的气源条件和良好的运移通道十分便于

绳海槽, 处于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汇聚板块边缘.

天然气水合物成藏. 同时该地区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层

海槽内地热流值高, 地震活动频繁, 年轻的拉张裂陷断

自下向上为3个岩相段: ①黏土粉砂层, 夹粉砂层;

裂很发育. 冲绳海槽及其邻区海底地形复杂, 地貌类型

②砾到中砾砂和细砂互层; ③细到中粒砂岩与砾岩互

繁多, 陆坡上发育了一系列特殊的地质构造, 如海底峡

层, 细砂层. 这些砂质地层也非常便于天然气水合物

谷、滑塌体、断块隆脊、泥火山等类型. 冲绳海槽赤

成藏. 中细粒砂岩中天然气水合物饱和度可达80%以

2

尾屿附近区域的平均热流值为695 mW/m , 为世界弧
后盆地热流值之最

[12,13]

. 受到断层的影响, 日本南海

海槽天然气水合物均产于背斜的冠部或断裂状翼部.

上; 黏土粉砂岩和泥岩中则极少发现天然气水合物.
广泛分布的永久冻层称为气体的天然盖子, 也有助于
[18]

天然气水合物成藏

(6) 布莱克海台

南海海槽活动断层大量发育, 不同区域沉积物差

布莱克海台在晚中新世至全新世沉积速率为40–

异较大, 如有些区域黏土含量大于30%, 有些区域则主
[14]

.

. 在水深800–2000 m

340 cm/Ma, 沉积速率较高, 布莱克海台中生代和新生

的内陆坡上, 分布有多个弧前沉积盆地, 其外侧有增生

代沉积物厚度超过10 km有利于水合物的形成. 该区由

楔发育. 与天然气水合物有关的BSR主要分布于南海

于等深流沉积而具有颗粒较粗、储集物性好、气源充

海槽北侧的弧前盆地内. 该地区地温梯度为4°C/

足和流体运移条件优越等有利于水合物形成的特

100 m, 海底的温度为3°C–4°C.

点

要为粉砂, 且后者分布面积更大

[19]

.

布莱克海台是由上新世和中新世大西洋西部的边

(4) 印度洋
马克兰增生楔是世界上俯冲角度最低的活动大陆

缘潜流沉积物形成的, 地层富含微型浮游生物化石的

边缘, 几乎不存在海沟. 该地区的水合物藏分布在平面

黏土和泥岩以及不同数量的蛋白石. 地层中富含黏

上呈现多种类型: (1)在下陆坡和增生楔前缘, 由叠瓦

土、泥质黏土、泥岩等, 地层中有机碳含量平均值是

状逆冲断层控制而形成“阶梯式增生楔型”水合物藏;

0.5%–1.5%. 地层气体中甲烷约占99%, 二氧化碳含量

(2)中陆坡和上陆坡由沉积厚度和北部拉张控制而形

次之, 另外还含有微量的乙烷和其它烃类气体.

成“底辟型”和“泥火山型”水合物藏; (3)沿纵向具有“二

(7) 小结

层楼结构”的成藏模式, 即深部为逆冲断层, 浅部为正

总的来说, 天然气水合物分布区首先必须具备合

断层. 断层使原本不渗透的黏土层能容许深部气体上

适的温压条件及地温梯度, 因此水合物一般分布于深

[15]

海、深湖或冻土带. 同时, 岩性、组分、孔隙和裂隙

升通过形成天然气水合物

. 而平面上成藏模式类型

[20]

. 断层、气

多样: 南部的“阶梯式增生楔型”, 中部和北部的“底辟”

分布等对水合物成藏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和“泥火山型”. 水合物主要分布在水深大于800–3000 m

烟囱(流体底辟)等流体通道发育, 一般具有较厚的沉

的深海. 该地区的构造活动西强东弱, 逆冲断层主要于

积层, 地层中生物质含量丰富.

晚中新世－早上新世形成, 活动时间早, 活动性强, 而
浅部的正断层则相反. 地温梯度2.5°C /100 m–4.3°C /
100 m

1.2

[16]

气源条件
水合物在海底有两种分布方式: 一种是扩散型成

.
0346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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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7]

然气水合物

.

一种是渗漏型成藏机制, 集中堆积形式(常与泥火山等

(2) 青藏高原冻土区

集中气流相关联).

青海木里冻土区天然气水合物气源以油型热解成

常用烃类气体成分中C1与(C2+C3)的比值R和甲烷
13

碳同位素δ C1值来判别甲烷成因类型, 其中C1, C2, C3
13

因气为主, 主要为原油裂解气、原油伴生气及凝析油
伴生气, 只有少部分在浅部混有部分微生物成因气及

分别代表甲烷、乙烷和丙烷. 如果R>1000, 且δ C1值

少量煤型气, 这些油型热解成因气源主要由下部或更

在−90‰ − −55‰之间, 则为生物成因; 如果R<100, 且

深部上三叠统或二叠系提供. 由于气源类型与供应条

13

13

δ C1>−55‰, 则属热成因; R值和δ C1值介于上述二

件、运移与聚集条件、水合物稳定带范围的不同, 它

者之间, 则为混合成因. 目前还没有发现无机成因气

们之间的匹配关系在不同位置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从

的天然气水合物矿藏. 因此对天然气水合物成因的讨

而影响该区水合物在横向平面上和纵向剖面上分布与

论多是针对生物成因气和热成因气. 生物成因气是由

产出的不均匀性

[28]

.

微生物群降解产生的, 二氧化碳还原和发酵是两个主

木里地区煤系地层烃源岩有较高的有机质丰度,

要的途径. 热成因气是有机质经过热化学变化产生的.

TOC(总有机碳含量)大于1%的样品占78.9%, 处于生

在早期热演化过程中, 甲烷同其他烃类气体一起产生,

烃高峰期的生油阶段或凝析油阶段, 为水合物主力生

常伴随原油的产生. 目前发现的海底水合物大部分是

烃层系

生物成因气形成的. 在墨西哥湾、加勒比海、黑海,

烃含量丰富, 同时还有C6以上重烃及CO2

[19]

. 该地区天然气水合物以甲烷为主, C1–C5轻
[29]

.

木里坳陷自上而下发育４套烃源岩: 侏罗系暗色

以及马更些三角洲和北阿拉斯加的一些地区存在热成
[2,21,22]

.

泥页岩及煤层、晚三叠世尕勒得寺组暗色泥岩、早二

(1) 南海神狐地区

叠世草地沟组暗色灰岩、石炭系暗色泥(灰)岩. 由于

勘探表明, 深部的烃源岩产生大量的热解气, 并通

烃源岩成熟度与埋深呈正相关关系, 早二叠世草地沟

过断层或上部渗透率高的岩层运移至水合物稳定带,

组烃源岩和石炭系臭牛沟组烃源岩进入高成熟或过成

为水合物成藏提供一定的热解气, 但是有部分气体通

熟阶段, 野外露头样品的实测成熟度表明气热演化进

过连通海床面的断层逸散至海面, 不能为水合物成藏

入高成熟阶段

因气源的水合物

移至水合物稳定带区域

.

西藏鸭湖地区已发现煤成气成因的烃类气体, 同

提供气源. 浅部生物成因气主要以侧向运移的方式运
[23]

[30]

时也不排除存在油型气的可能. 研究表明, 该区的位

.

在神狐地区, 组成天然气水合物的气体组分以甲

于深部的烃源岩经过生排烃产生烃类气体, 然后沿断

烷为主(含量最高达99.5%), 同时含有乙烷、丙烷、丁

裂系统向上运移至浅部, 最后被含冰冻土层或致密泥

烷等, 气体来源以微生物成因气或混合成因气为主. 该

岩层封盖

[31]

.

地区的生物气及亚生物气产出位置均在500–2300 m深

(3) 日本近海

度范围之内, 而热成因气产出分布深度大多分布在

冲绳海槽还处于扩张初期, 地热流值高, 有利于有

2300–4000 m深度范围. 生物气及亚生物气烃源岩分

机质转化为烃类, 从而为天然气水合物的形成提供充

布广泛, 沿纵向从上渐新统珠海组/陵水组到上中新统

足的气源

黄流组/粤海组泥岩至第四系沉积物, 均为生物气/亚生

剥蚀产物经搬运入海后的一个主要汇聚盆地, 海槽的

[24]

[32]

. 冲绳海槽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大陆风化

认为该地区的气源属于

沉积物分布显示海槽西北侧主要是陆源和生物源成

微生物作用成烃、具有自生自储原地“自源扩散型”特

分, 有机物丰富的沉积物快速堆积下来, 大量的有机物

点. 天然气水合物气源主要来源于海底浅层未成岩/成

得以保存下来, 经细菌作用转变为大量的甲烷, 同时较

岩沉积物中的有机质在生化作用下形成的生物成因气

快的沉积速率容易形成沉积物欠压实区, 构筑了良好

为主的混合气, 通过扩散方式进入天然气水合物稳定

的流体输导体系, 十分有利于天然气水合物的形成.

区. 同时也存在深部热解成熟天然气通过断裂及底辟

气体形成原因可能为: 1)生物成因, 即细菌分解有机

等通道向上运移并与浅部的生物成因气混合成以热成

物; 2)热成因气, 深部地层中热解成因的天然气向上迁

因气为主的混合气, 进而异地成藏的“他源渗漏型”天

移被现代沉积物捕获; 3)海平面变化引起温度、压力

物气的烃源岩. 何家雄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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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移通道

[33]

发的甲烷、二氧化碳和氢气

.

通过对南海海槽2口钻井“Sagara”与“Omaezakioki”的数据分析, 发现在这个地区分布有储集岩与成
熟的烃源岩, 含总有机碳(TOC)0.5%–1%. 成熟的烃源
[34]

岩(R0≥0.5)地层在3000 m以下

.

素. 也就是说, 对于非原位水合物成藏的首要控制因素
是具有为深部气源提供渗漏通道的区域主断层, 同时
还具有小断层和破碎带作为天然气水合物的部分气体

(4) 印度洋
印度洋马兰克地区沉积厚度大, 沉积速率高, 有利
于大量有机质的沉积和保存, 为水合物成藏提供了充
足的气源

除温压、岩性和构造等地质条件及气源条件外,
充足的气体供应是水合物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控制因

[35−37]

. 该地区是世界上生物产率最高和沉积

速率很高的地区. 在阿拉伯海北部150–1100 m的水深

来源及储存空间. 天然气水合物存在扩散型(自源)和
渗漏型(他源)两种主要供气运聚成矿模式. 因此, 其成
矿成藏气体的气源构成特点及运聚富集方式的差异决
[21]

定了天然气水合物成因类型

地层中的断裂系统、底辟构造、气烟囱等构成深

范围有一个最低含氧带. 同时由于构造快速抬升、陆
架狭窄和侵蚀强烈使沉积速率高达0.2~＞1 mm/a, 有
利于大量有机质的沉积和保存

[38]

.

.

部气体的运移通道. 气体迁移方式主要有扩散、气体
溶解在迁移水中、以迁移水中气泡或连续的气相的形
式迁移等三种形式. 一般地, 当气体含量低于当地的溶

(5) 加拿大马更些地区
加拿大马更些冻土区的水合物主要由热成因气形

解度, 则气体溶解在孔隙水中与其一起运移; 如果气体
超过溶解度且量不大时, 会有少量的气泡以离散的形

成, 沿空间分布不均匀, 与传统油气共生成藏.
在马更些三角洲地区, 冻土层的年平均地温范围
在−15 – −20°C, 其底面温度仅为−1°C. 而生物气的主
产气带, 埋藏深度位于550–2000 m, 温度为25°C–65°C.
也就是说, 马更些三角洲冻土区的地温场并不利于生

式随孔隙流体运移. 随着气体量的增加, 气泡会连成
线或面、体的形式运移. 扩散一般发生在运移路径较
短的情况下, 因为其速度很慢. 后两者由于对流速度
[41]

相对较快, 可以发生在较长的运移路径情况下

.

物甲烷气的大量生成. 因此该地区的水合物是以热成

海底的强渗漏系统生产天然气水合物是指由地壳

因气及热成因气为主的混合气形成. 热成因气来自

构造活动产生的挤压或拉伸、以及海洋沉积物的侧向

5000 m以下的深部, 通过正断层向上运移至水合物稳

挤压而出现断层, 许多原来圈闭的烃类气体由此向上

. 该地区的天然气水合物与油气

大量漏出, 形成较稳定的水合物形成所需的气源. 这

藏同生, 天然气水合物藏位于上部, 对油气藏起着封

类系统形成的天然气水合物具有分布集中, 储量密度

定带内形成水合物

[17]

大的特点, 具有实际开采价值; 弱渗漏系统生成天然

[39]

盖作用

.

(6) 布莱克海台

气水合物是指散布于较为松散的多孔沉积物中的烃类

布莱克海台地区的沉积物中甲烷含量98.4%–

气体, 在合适的温压条件下形成天然气水合物, 这类水
[42]

99.9%, 二氧化碳0.0–1.6%, 另外还含有微量的乙烷等

合物分布分散, 不利于开采

其他烃类气体, R值(R=C1/(C2+C3))远大于1000, 故此认

(1) 南海神狐地区

为该处为典型的生物成因气源, 同时还存在少量的生

在神狐海域沉积体中并未探测到明显的游离气,

[40,41]

物成因气与热成因气的混合气源

.

钻井取心证明在天然气水合物带之下的气体含量很

.

(7) 小结

小, 而且沉积体中未见游离气渗流产生的碳酸盐岩结

气源是否充足直接影响地层中能否形成天然气水

核. 因此, 可以断定神狐海域沉积体中的甲烷气体以

合物, 以及形成的体积百分含量. 目前主要有生物成因

溶解气方式运移. 由于神狐海域浅层沉积中有机质含

气及生物成因–热解成因气混合气. 不同的成因气源取

量偏低, 因而原位甲烷生成的可能性较低, 如果深源

决于地层的沉积速率、组分等因素. 在地质调查时应

流体中甲烷浓度固定, 则甲烷的供给速率决定于水流

该对地层历史上的沉积速率、沉积物组分及变化、温

速率, 在沉积埋藏速率一定的情况下, 流体速率决定

压等参数有详细的分析, 才可能获得较准确的甲烷气

水合物的生长发育, 而流体速率依赖于岩性特征和构

体生成速率和总量.

造发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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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处的断裂切割深度大, 槽底中央部位的切割深度小

;

运移提供了动力. 断层、滑塌和流体底辟作用导致深

以及横切海槽走向的NW向走滑断裂系统. 这些断层

部烃类流体向浅部运移. 到达浅部后与浅层生物气混

构造既是含天然气流体良好的运移通道, 又是天然气

合, 并沿断层和滑塌体向四周运移, 在水合物稳定区

水合物的有利成藏场所.

中形成水合物

[43]

(4) 印度洋

.

神狐海域运移体系类型主要有“断层”型和“气烟

印度洋马克兰增生楔是阿拉伯板块低角度俯冲到

囱”型2种, 并以“断层”型为主; “断层”型运移体系主要

欧亚大陆之下形成的, 沉积巨厚、广泛分布泥火山和

分布在神狐海域北部和中东部, 断层性质为正断层, 组

羽状流; 逆冲断层、紧闭背斜、泥火山、泥底辟等为

合样式包括鹿角状、反“Y”字型和阶梯型

[44]

天然气及含天然气流体的运移和聚集提供了场所, 有

.

水合物在地层孔隙里的生成由许多不同的参数共

利于天然气水合物的成藏. 在主动大陆边缘, 海底沉

同作用, 除了温度、压力、孔隙率、孔隙水盐度等外,

积物在增生楔不断堆积而形成系列的叠瓦状逆冲断

[45]

气体的运移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Wu和Ruppel

认为

层. 当增生楔之下富含天然气的流体运移到水合物稳

水合物在海底地层中形成时, 甲烷气的运移加快了其

定带中就形成增生楔型水合物.

在海水里的溶解和扩散, 运移速度的大小关系到水合

(5) 加拿大马更些地区

物在多孔介质里的形成. 同时, 水合物在孔隙中的形

在马更些地区, 有四条断裂对本区水合物的分布

成是一种典型的多相流动现象, 游离气、水、水合物

影响较大. 断裂体系十分发达. 断裂系统在水合物成

及盐处于热力学平衡状态. 随着水合物的不断形成,

藏中不仅起着流体运移通道的作用, 同时还起着储集

孔隙中的盐度增加, 气相和液相之间产生压力差, 这

空间的作用, 使水合物稳定带以下的气体运移至稳定

些都导致水合物-水-气-盐的相平衡条件发生改变. 在

带并储集成藏.

水合物生成和分解的共同作用下, 水合物在微观尺度

区域主断层是深部气源运移到水合物稳定层的主

上的生长速度与分解速度决定着宏观上的水合物藏的

要通道. 马更些地区的断裂系统十分发育, 对深部流体

增厚或变薄. 生长速度大于分解速度时, 水合物总量仍

向上运移起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还起着储集空间的作

在不停地增加. 相反, 水合物总量不断减少

[46]

用. 该地区的水合物主要成藏于第三系地层内, 大部

.

神狐海域形成水合物的甲烷气体的垂向通量较

分位于冻土层之下. 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底界深度由

小. 该区具有稳定的构造背景, 沉积物相对均匀细粒,

西南的不到200 m向东北加深到700 m以上. 埋深

以有孔虫黏土或有孔虫粉沙质黏土为主, 渗透率相对

890–1106 m砂岩层中富含水合物, 最高孔隙度达33%,

[47,48]

较低, 以分散型水合物成藏系统为主

以分散状、瘤状、脉状、块状存在于地层中, 孔隙体

.

(2) 青藏高原冻土区

积百分含量平均为25%–50%, 而粉砂岩和黏土中水合

祁连山地区断层裂隙发育, 具有良好的储集层和

物含量非常低. 水合物产状包括含水合物地层的单层
[51]

. 水合

断裂系统构成的运移通道. 裂隙内被方解石脉充填,

厚度在0.1–1.5 m, 某些地层的厚度超过30 m

易风化崩解, 向上烃类含量呈减少趋势, 调查显示出

物层的下方为新生代油气藏, 烃源岩主要为上白垩统

断层或破碎带为烃类气体向上运移的通道.

页岩和古近系三角洲前缘页岩. 天然气水合物层的厚

构造对垂向热成因气进入水合物稳定带具有控制

度与下覆油气藏的储量等参数密切相关, 且构造背景

作用, 断层和裂缝是深层热成因气迁移进入气体水合

对天然气水合物出现和天然气的产量有较大的影

物稳定带的优势路径

[49]

[52,53]

响

.

在西藏鸭湖地区, 大逆冲断层及次生断裂系统正

(6) 布莱克海台

好作为深部烃类气体向上运移的良好通道, 同时也是
良好的储集空间.

.

布莱克海台深部中生代裂陷沉积中发育有多处底
辟

[54]

, 这些底辟形成烃类运移通道系统, 同时该区还

存在着大量断裂作为重要的流体运移通道

(3) 日本近海

[55,56]

.

冲绳海槽地区存在顺海槽走向的具有NNE断裂系

分析表明该区气体在上部沉积层(约<150 m)以扩

统和海槽南段E-W向的两组张性断裂系统, 海槽两坡

散方式为主, 在下部沉积层则以游离甲烷对流方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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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需要过量甲烷或过冷条件(低于正常相平衡温

.

(7) 小结

度)引起的甲烷过饱和条件形成集中堆积的水合物. 沉

对于气源在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区同一层位的情

积层的孔隙尺寸和颗粒表面性质改变水合物相平衡条

况, 天然气水合物是由气体扩散后形成的, 也称为自源

件, 一般地, 将需要更大的压力和更低的温度(相比于

型天然气水合物成藏; 对于气源在天然气水合物稳定

大体积纯水合物).

区下方深部的情况, 气体是通过渗漏到稳定区后形成

由于在孔隙壁处的分子间作用(亲水矿物分子吸

的, 又称为他源型天然气水合物成藏. 对于他源型天

引孔隙流体分子)和保持毛管力平衡需要的能量, 孔隙

然气水合物成藏, 深部的气体必须通过断层、气烟囱

中的化学组分的热力学势将发生变化. 部分有序的水

等大渗透通道运移到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区. 故在地质

分子与矿物颗粒表面的亲水矿物的结合将降低水的活

调查时应该重点关注地层中的断层、气烟囱、泥火

性, 对于含黏土的沉积层来说, 这个效应更显著, 因为

山等.

黏土颗粒的大的比表面积和显著的双电层的存在.
毛管力效应将降低沉积层中水合物的相平衡条
件, 即相对于纯大体积水合物形成, 地层中水合物的形

3 地层中水合物的形成

成需要更低的温度或更高的压力或水中甲烷含量过饱

水合物的成藏是有规律性的, 不同的控制因素会

和. 更低的温度, 意味着地层中水合物基线上移, 其下

导致不同的成藏地质模式. 由于沉积物骨架的存在,

方将含有气体. 更高的压力条件常常在孔隙流体超压

孔隙尺度、沉积物颗粒表面的物理化学性质、颗粒级

情况下发生. 甲烷过饱和情况一般发生在毛管压力抑

配、形状、渗透性等因素对水合物的相平衡条件产生

制气泡的形成情况下.

较大的影响, 与纯水合物的生成存在较大的区别

[58]

孔隙介质, 尤其是含黏土时, 存在显著的毛细力和

.

蒙脱石黏土可促进天然气水合物的形成, 而高岭

表面吸附效应, 这是由于孔隙水活动性变化引起的, 这

土和砂土则不会. 黏土呈悬浮状态时可加快天然气水

种效应对于水合物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在水-甲烷-

[59,60]

. 蒙脱石是膨胀黏土, 水一旦进

氯化钠的体系中, 在水合物稳定区, 气体是不能以自

入可引起显著的体积膨胀, 引起颗粒间间隙增加, 双

由相存在的, 除非出现高含盐情况. 凡是进入该区域

电层间作用减弱和表面积及对气体吸附作用的增加,

的气体将迅速地与水结合形成水合物. 随着黏土含量

有些情况下如孔隙水中存在多糖-脂类物质, 单个黏土

的增加, 地层中水合物将逐渐由相对均匀的分散型到

颗粒可以成为天然气水合物的成核点, 有利于天然气

离散的团块状到更加分散的奶油冻状变化

合物的形成速率

水合物的形成.

Uchida等人

[63]

[62]

.

通过实验发现在4 nm直径的孔隙中

在细颗粒地层中, 水合物的增长会受到抑制, 这是

的甲烷水合物在定压下分解温度的偏移达12.3 K, 100 nm

由于在亲水矿物表面附近孔隙水活性的减小和限制于

时只有0.5°C. 天然气水合物在孔隙中经过形成、成核

小孔隙中的小水合物晶体需要更多的内能的缘故. 有

和渐进增长, 将首先占据地层中的大孔隙和裂隙, 在有

[61]

. 这

过冷条件或不断增加的甲烷供应条件时, 水合物将继

种毛管效应导致水合物在细颗粒地层中以结节状、棱

续进入小孔隙. 在某一尺度孔隙或裂隙被水合物充满

状体的形式增长, 以分离的形式生长, 类似于细颗粒冻

后, 水合物将挤开周围地层骨架或以间隔分层的形式

土层中冰透镜体的生长. 如果是通过细颗粒层, 如泥

增长, 而不是进入更小的孔隙, 这种情况发生在水合

层, 气体上升将沿几条被气体挤开的通道流动, 水合

物相压力超过地层的有效围压和抗拉强度时会发生.

人将这种更多的内能称为“水合物的毛细压力”

物将形成于这几条通道的边壁上和几处局部凹陷处.

当有足量的甲烷供应使其超过孔隙水的溶解度

在细颗粒层, 水合物还可能以一种韵律的形式成藏. 在

时, 地层中会存在液体-甲烷气体-水合物稳定体系. 在

粗颗粒沉积层中, 水合物在孔隙中生长且将颗粒胶结.

这个区域内, 水合物含量随深度增加而降低. 水合物的

在粗颗粒沉积层中, 气体从下到上渗流过程中将较均

内压大于其周围孔隙水的, 而同尺度的气泡与水间的

匀地分布在孔隙中, 水合物的分布也较均匀.

毛管力最大, 因此气泡占据的空间最大, 三相将根据

深海沉积层中地温梯度一般为0.02°C/m–0.08°C/m,

减小总表面能的原则构成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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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中的实测值, 如卡斯卡迪亚边缘(Cascadia Margin)

进入)集中的天然气水合物的形成将导致水的消耗而

Xu等人

[45]

.

提出了海底沉积物中水合物的演化和

干燥, 这种冻结-干燥现象可以引起沉积物物理性质的

积聚的包含耦合动量、质量和能量方程的控制方程,

改变(低含水量和超固结)、水化学特性异常等.

并进行了分析, 得到了海底水合物稳定区的界限、海

[64]

进行的四氢呋喃水合物实验表

底地层中水合物形成和聚集的时间尺度和速率. 分析

明, 可以形成一种周期分层的水合物形式, 每层的厚度

认为水合物在地层中的实际底部边界比理论的水合物

和间距是水合物增长速率的函数. 从取样也发现, 水合

稳定区的浅一些; 在水合物压力-温度稳定地带并不意

物生成模式的尺度呈自组织特性, 其周期与增长率、

味着水合物一定形成, 只有当甲烷在孔隙流体中的溶

温度梯度、溶液成分重量比等有关.

解量超过其溶解度且甲烷气体的流量超过其扩散速度

Nagashima等人

应该注意到, 如果水合物形成晶体时间长于孔隙

时才会形成.

流体渗流通过水合物稳定区的时间, 则地层中将不能

生物气型水合物储层通常比较分散而且饱和度很

存在水合物层, 而是成核或刚形成的水合物晶体随孔

低, 而热解气水合物储层通常较集中且丰度较高,

隙流体通过水合物稳定区后由于温度和压力条件变化

Davie等人

而分解.

天然气水合物储层, 其饱和度通常不会超过当地孔隙

[66]

的模型表明仅仅由原位生物降解形成的

的7%, 而目前世界上的高丰度海底水合物储层通常都

4 成藏的特征与数学模型

发现含有自海洋地壳深部往上迁移的热解气成分.

4.1 成藏的特征

来源气, 夹杂着少量的深部热解甲烷, 这种气源构成

勘探研究表明, 神狐区域的绝大部分甲烷为生物

通常形成水合物的甲烷要么来自海底沉积物浅部

和其高丰度的天然气水合物含量与世界上其他区域的

的生物降解气, 要么来自深部迁移上来的热解气, 这两

天然气水合物系统有明显差别. 根据已发表的研究成

种不同类型水合物的聚集和产状有很大差异. 根据水

果, 绝大部分研究人员都指出在神狐区域存在着足够

合物在地层中的生长消退情况, 水合物赋存状态主要

的沉积层深部流体往上迁移进入天然气水合物赋存区

有3种类型: 成长型(渗透型、扩散型)、成熟型和消退

域这一地质现象.

型. 我国南海北部陆坡区的西沙海槽、东沙群岛东南

对于气源位于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区下方深部的情

坡、台西南盆地、笔架南盆地等区域有可能存在处于

况, 气体向上运移需要通过气烟囱、断层等通道. 这时

成长阶段的水合物层, 而青藏高原羌塘盆地则是属于

携带气体的孔隙流体在这些通道中的运动过程需要根

消退型水合物.

据N-S方程计算, 如果断层较规则, 也可以假设为平板

如前所述, 水合物的气源供应有3种可能性. (1)浅

流进行计算.

层的生物成因气, 生物成因气可能位于水合物稳定区

一种情况是甲烷全部通过溶解于孔隙水中输运到

上方, 同深度或者下方. 如果位于水合物稳定区上方,

水合物稳定区, 且在稳定区内也没有自由气相存在. 在

则气体随着地层沉积下降至水合物稳定区成藏, 如果

上升过程中, 由于甲烷溶解度将逐渐减小, 水中析出的

位于下方, 则会在下方的高压作用下向上渗流至水合

甲烷将形成水合物. 另一种情况是甲烷由含饱和甲烷

物稳定区成藏, 由于海底地层的渗透性一般非常低,

的流体和自由气共同提供. 这种情况下水合物的形成

气体需要通过断层等通道运移. 目前针对这种情况的

有充足的甲烷供应, 生成量主要由水合物生成速率常

讨论较多, 数学模型包括地层沉积方程、流体运移方

数决定

程等. (2)深部的热成因气, 热成因气形成后, 沿着气烟

起渗透性和其中流体流动速率减小.

[65]

. 天然气水合物生成后, 孔隙空间将减小, 引

囱、断层等通道向上运移到水合物稳定区, 生成水合

海底冷泉流体渗漏是指从深部地层(油气藏或储

物藏, 否则, 输运的气体量少, 水中气体溶解量在水合

层)以游离态天然气和水为主的流体沿断层等通道向

物稳定区低于最大溶解度, 则不会有水合物形成. (3)

海底运移喷溢出海底, 并进入上覆水体的活动, 渗漏天

在有些地区, 原地生物成因气含量少, 必须有深部运

然气在海底附近部分与孔隙水生成天然气水合物, 部

移上来的气体共同供应, 形成的水合物才能达到地层

分被微生物氧化成CO2形成冷泉碳酸盐岩, 而剩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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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则进入上覆水体. 海底冷泉活动区不仅有天然气向

量守恒原理解释了甲烷在不同相态之间的转化和温度

海底的渗漏, 同时还存在孔隙水的对流, 并可能改变

状态, 自由气的存在对于地层中水合物的形成速度有

天然气水合物体系的温度和盐度, 进而影响水合物的

加快作用.

成藏.

海洋天然气水合物成藏包含气体运移、水合物生

在墨西哥湾布什山冷泉发育区孔隙水的渗漏速率
2

成两个过程, 因此数学模型包含孔隙流体运移方程和

为−5–7000 kg/(m ·a) (负号代表向下流入沉积物, 下

地层变形方程、水合物生成模型、能量守恒方

同), 在水合物脊冷泉活动区孔隙水渗漏速率为

程

[44,45]

2

.

−100–4000 kg/(m ·a). 冷泉渗漏流体从深部高温区向

(a) 孔隙流体运移

浅层低温区的运移过程中, 渗漏流体将携带深部的热

孔隙流体运移包含对流和扩散两个过程, 成分一

量, 并不断与浅层低温介质发生能量交换, 使浅层温

般含有孔隙水和自由甲烷气, 有些情况下只包含溶解

度升高, 从而抑制或减少天然气水合物的生成. 同时

甲烷气的孔隙水需要满足质量守恒方程

渗漏流体也将体系中天然气水合物生成过程中排出的

种介质的运动都很缓慢, 因此可忽略惯性, 假设水合

盐带走, 降低盐度, 从而有利于天然气水合物的沉淀.

物与骨架颗粒一起运动, 即

[69–72]

. 由于两

此外, 天然气水合物生成时释放出热量和排出盐, 影响
天然气水合物的成藏

[67]

.

t

由于渗漏体系天然气水合物生成是一个动力学过
程, 并且海底存在甲烷气渗漏, 表明甲烷供给充足. 流
体从深部高温区向浅层低温区运移过程中不断发生能
量的交换, 同时天然气水合物生成一个放热反应. 因
此, 渗漏体系温度主要受流体对流和热传导及天然气
水合物生成热的影响.

[vs (1

+

)] = 0,

(1)

sf
+
t

Vf s f =

f,

(2)

sh
+
t

Vs s h =

h,

(3)

sg
+
t

Vg sg =

g,

(4)

来自深部的甲烷热解气在向上运移过程中以垂向

其中 是体积变化率; 下标h, f, g和s分别表示水合物、

运动为主, 且局限在某一狭窄的范围内, 故在地震剖面

水合物分解产生的孔隙水、水合物分解产生的孔隙气

上显示为气烟囱及顶部BSR. 只有当其越过天然气水

和土骨架; Vs是骨架运动速度; 是孔隙度. 如果假定孔

合物稳定带底界, 才能形成天然气水合物, 此时BSR

隙率只与深度(里海床面的距离)有关, 则第一式中的

等于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底界. 而一旦天然气水合物

时间项等于零, 即

形成, 该地层即成为封堵层, 从而阻止甲烷继续向上

[Vs(1

运移. 因此, 天然气水合物仅仅在水合物稳定带底界

物存在. 因此, 气烟囱的存在并不一定对应着水合物
存在. 另外, 模拟结果还显示, 断裂流体活动(泥底辟)

为常数, 故任意深度的沉积速度可以表示为
Vs(z ) =

对水合物形成并不十分有利. 来自深部的甲烷流量与
流体流量之间的匹配很重要, 在甲烷流量一定的情况

(5)

从上式可以看出, 这种假设下地层中的固相通量

上方很薄的一层, 饱和度却可以很高. 此后如果深部
气源停止供气, 那么气烟囱会逐渐消失, 只留下水合

)] = 0.

1
1

(0)
V (0).
( z) s

(6)

在孔隙率不随时间变化的条件下, 由式(2)−(4)可
以得到

[68]

下, 流体流量越大, 越不容易形成水合物

.

[Vf
4.2

数学模型

Sf] +

[Vs Ss] +

Vg Sg = 0.

(7)

在一维情况下, 由式(7)积分可以得到一个首次积

水合物形成模型包括甲烷溶解度和甲烷质量守恒
方程. 甲烷溶解度曲线界定了水合物稳定带厚度, 并给
出了水合物稳定带内甲烷结晶成为水合物所需的最低

分, 即
Vf S f + Vs S h + Vg Sg = const.

浓度, 控制着甲烷水合物的成藏聚集过程, 而质量和能
0346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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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骨架的固结沉降引起的, 而是压差引起的. 这时

氯离子浓度变化符合如下公式:

应该用流体力学公式来计算流体运动速度, 如对于较

(1 h)Cc
+
t
[Dc (1 h)

大孔隙流动可采用达西公式计算, 对于小孔隙中的流
=

动, 则需要考虑毛细流动等.
(b) 孔隙流体和沉积物骨架热效应
g

+

g
g

=

CgT
+ ( w wC w + h h C h +
t
CgT + w w u w
T
g ug

H + CgT + (1

h

)C wT

h

t

m

[73,74]

mC m)

T
t

R cl =

2

T.

(9)

h

(

(14)

Cc h
dC c
=
dt
f (1 h )

m.

(15)

正比, 即:
m

= kd Mg A s ( f e

Cc] + (1 h)R cl,

甲烷的生成量可以假设与地层中有机碳总量α成
+K

(c) 水合物生成动力学效应
h

(1 h)Cc]

其中

[74]

t

[Vf

f ),

(10)

)

= K Cm Ceq ,

(11)

Cm是当地甲烷浓度, Ceq 是甲烷溶解度.

)

.

(16)

f

随着地层沉积而带走, 则α的变化满足:

水合物的生成与孔隙流体中的甲烷浓度有关, 同
流体中甲烷浓度Cm降低和盐粒子浓度Cm(以实践中经

16 s (1
30

设有机碳总量α只有部分转化为了甲烷, 则一部分

t

时因为水合物中不包含盐, 所以水合物的生成会导致

=

= Vs

.

(17)

在海底浅层沉积物中, 当上升的甲烷气体与向下
扩散的硫酸盐相遇时便发生甲烷的缺氧氧化作用, 导
致硫酸盐和甲烷含量急剧下降, 甲烷缺氧氧化作用主

常测量的氯离子为代表)的增加. 如果孔隙中含有自由

要发生在硫酸盐-甲烷界面. 在硫酸盐-甲烷界面处甲

甲烷气, 则表明孔隙水中的甲烷浓度超过了当地的甲

烷浓度接近零, 即在持续的硫酸盐氧化作用下, 向上

烷溶解度.

运移的甲烷几乎被完全消耗, 在硫酸盐-甲烷界面深度

溶解于水中的甲烷浓度的变化与水合物的分解/
形成量

h 、生物质生成量

m、扩散、对流等有关, 如

果浓度低于溶解度, 水合物的体积量Sh则为
(1 S h)C m
+
t
=

[Dm

(1 S h )

[Vf

[69]

Cm] +

m

f

Ch

扩散形式向上运移, 而硫酸盐主要以扩散形式向下传
输, 反应方程为:

(1 S h )Cm]
h

甲烷和硫酸盐达到了反应平衡. 甲烷溶解气以对流和

Vw
m.

(12)

当甲烷浓度高于溶解度时等于当地的溶解度, 多

l
f Cm

在实际取样时, 甲烷容易挥发, 使得测量值偏低甚

Cml Dmsl

Cms = 0.

(18)

方程(18)说明由深部向上运移的甲烷量等于从海
水向下扩散的硫酸根量, Vw表示水流速率,
体密度,

出的部分为自由气的一部分.

Dml

f

为孔隙流

Cml 和Cms表示液相中甲烷和硫酸盐的浓度,

Dm和Ds 分别表示液相中甲烷和硫酸盐的扩散系数.

至测不到, 而硫酸盐和氯离子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同

在天然气水合物区的甲烷浓度等于甲烷溶解度,

时这两种成分与甲烷的分布密切相关. 一般认为硫酸

因而甲烷浓度梯度很小, 可以忽略甲烷的扩散作用, 则

盐从海床向下运移过程中, 甲烷应该被完全消耗, 即

水流速率可以简化表示为

存在硫酸盐的地方, 就没有甲烷, 因此也不会有天然
气水合物生成, 有他们之间的反应间下式; 水合物形
成时, 氯离子被从水中排出, 因此, 水合物存在的位置,
氯离子浓度应该偏高. 因此, 人们常用硫酸盐及氯离子
浓度来间接分析甲烷分布
CH 4 = SO 24

Vw

HCO 3 + HS + H 2O.

(19)

其中Cmh 表示水合物区中的甲烷浓度, 等于甲烷溶解度.
通常情况下, 由于地层的空间非均匀性, 应该针对

[69]

.

Ds C sl
,
h
lCm z

二维或三维情况分析, 以获得水合物成藏的分布、范
(13)

围等数据. 但是为了简化分析, 从定性上探讨水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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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向一维情况进行研究.
孔隙度可表示为深度的单一函数， 有人采用
=

0e

z/

,

复杂地质、生物、物理化学过程-动态平衡体系:
构造运动、物质沉积、气源形成、流体渗流-扩散、对流-

(20)

其中, 为孔隙度, Z 为深度,

热传导、水合物形成与分解

为海底界面沉积物孔隙
0

度, 为压实强度. 也有人采用如下的形式:
=

f

+(

0

f

)e

z

,

气源条件

地层条件

运移通道

(21)

其中 f 是无限深度的孔隙率,
是孔隙衰减系数.

生物成因

层-海水体系

矿物类型

热成因

断层

孔隙、渗透特征

气烟囱

含水量与含离子

泥火山等

情况等

混合成因

这两种表示方式均指出孔隙率沿深度呈指数式
衰减.
如果水合物晶体在存在剩余液体的孔隙中形成,
则随着温度的降低, 晶体会进入越来越小的孔隙中. 但
是, 如果孔隙小到一定程度, 则在温度降低到足够水合

沉积特征

下伏层-储层-上覆
-

是海床面处的孔隙率,

0

图 1 (网络版彩图)水合物成藏动力学及其控制因素
Figure 1 (Color online) The dynamics and controlling factors of
natural gas hydrate formation.

物进入以前, 孔隙中的流体将受到较强的驱动力流向
晶体. 这将产生孔压梯度及类似于蒸发干燥的力, 从
而在地层中产生裂纹

[75]

[72]

前的海底沉积速率为20 cm/ka. Guan等人

通过一维

数学模型模拟. 他们在模型中考虑了地层的压实方

.

各种数学模型的数学描述不完全相同, 控制方程

程、水-水合物-甲烷三相平衡条件下的甲烷溶解度方

是共性的, 涉及扩散、渗流、沉积、传热等效应; 而

程、质量和能量守恒方程等, 假定渗流满足大喜定律

不同水合物分布区成藏的环境影响、几何特征和物性

且渗透系数随天然气水合物饱和度的变化而变化, 孔

特征各自具有特殊性, 导致了成藏的类型和特征不同

隙度沿深度呈指数衰减且与时间无关. 模拟结果表明

(图1).

采用的模型虽然可以模拟出水合物聚集增长的过程,
但是模拟出的天然气水合物饱和度和孔隙水盐度在数
值上与实测值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说明目前的模型还

5 预测

需要改进. 同时由于计算参数缺乏, 有些是假设的, 有

我们分析水合物成藏机制的目的是为了预测预报

些只是目前的测量值, 在历史时期的值是怎样的, 并不

某地区的水合物储量和分布等数据, 为水合物开发提

确定, 这些因素也导致较大的计算误差. 比如他们的分

供依据. 水合物成藏涉及到地质因素, 包括地层沉积

析表明, 孔隙水流速度和沉积速率对天然气水合物饱

过程、地质构造活动等导致的地层的断层分布、地层

和度影响很大, 但是计算中采用的这两个参数值只是

层序等、地层中的生物质含量和分布等. 因此, 需要

目前的测量值, 在计算中, 是固定值, 但实际上, 在各

先根据地质勘探数据, 进行反分析, 获得地层的温

历史时期这两参数值应该是变化的.

压分布、断层参数(长宽厚、分布)、盐粒子浓度分布

针对Black Ridge地区(主要的数据来源于大洋钻

等, 然后通过水合物成藏模型分析, 与已探明的水合物

探计划ODP Leg 164)的天然气水合物成藏机制, 人们

层的数据对比, 修正模型, 然后进行同区域的预测

也开展了比较多的数值模拟和分析

预报.

明, 对于是否能成藏是可以模拟的, 但是模拟的水合

神狐海域SH2站位水深1235 m, 海水盐度为

[69,76]

. 分析结果表

物层厚度及底界位置是不准确的.

33.4‰, 根据原位测试的温度数据拟合而成的温度-深

Davie

[69]

在数学模型中考虑了孔隙流体中甲烷的

度关系式为T=0.047×Z+4.93, 天然气水合物集中分布

溶解度、以及生物生成甲烷的数学方程, 既该模型主

于186–229 mbsf, 天然气水合物最高饱和度为48%, 当

要模拟原地生物成因的天然气水合物成藏. 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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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总有机质含量、沉积速率和甲烷生成速率是主

(1) 人们已开展了相当长时间的大面积的水合物

控因素. 在只有原地甲烷生成的情况下, 地层中的天

地质调查工作, 对其成藏地质特点如地质构造特性、

然气水合物含量是很低的. 过高的沉积速率下, 生物

气体来源、运移通道、成藏区的岩性等积累了较为详

质会在没有来得及转化为甲烷并形成水合物前, 就下

细的数据. 在此基础上也进行了成藏的机制分析.

沉到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区下方; 相反, 沉积速率太低,
则生物质供应又会不足.

(2) 目前的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的数学模型分析多
数是建立在甲烷气体沿垂向一维向上运移的基础上,

在采用根据现场数据拟合的氯含量随深度变化的

没有考虑到地质条件引起的非均匀的运移及侧向运移

关系, 通过调节一些参数, 他们的模型能较好地模拟

情况, 有些情况下气体先运移到上部, 然后侧向运移到

ODP Leg 164地区的水合物分布和含量.

水合物成藏区.

目前关于Black Ridge地区水合物成藏的分析进行

(3) 目前的数学模型是基于平均化的参数和地质

了很多探索，针对气体来源和成藏过程的结论并没有

条件, 很少考虑孔隙尺度的参数影响, 如毛管力、孔

完全统一.

隙非均匀性等因素对水合物分布和在地层中的形态的
影响.
(4) 在今后的研究中, 应该更加关注毛管力与天然

6 结语

气水合物分布孔隙间的关系, 以及毛管力、地层局部

水合物成藏的研究为预测水合物储量、分布及水

强度、水合物和甲烷气相压力与水合物形态、气泡形

合物开发提供基本地质与力学等数据. 本文对天然气

成等的关系. 同时还应该考虑孔隙的非均匀分布特征

水合物的成藏特性和数学模型进行了调研和总结, 得

及孔隙流体逾渗特点, 在三维情况下来分析天然气水

到如下结论:

合物在孔隙中的非均匀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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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estimation of reserve, distribution and feasibility of exploitation to study the formation
dynamics of natural gas hydrate. Appropriate low temperature and high pressure are the two key parameters for the
formation of natural gas hydrate besides gas supply and migration pathway. Meanwhil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diment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Chloridionand Sulfate ions are also important for the formation of natural gas hydrate.
To analyze correctly the formation of natural gas hydrate in some area, we should first obtain detailed historical data of
geology, physics and mechanics by geological survey and then build the proper mathematical model. In this paper,
summary on several areas has been first processed based on the enough relative data. Next the general and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rmation in these areas have been discussed. Then the previous mathematical models for the
formation dynamics of natural gas hydrate have been reviewed. The suggestion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thematical model for the formation and the main parameter should be focused in the future exploration have been
presented.
natural gas hydrate, formation dynamics, mathematical model, gas source, gas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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