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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石油矿业安全领域学科发展(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深水气井水合物流动障碍形成机制
与防治方法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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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晰深水气井水合物流动障碍形成机制并依此提出水合物防治方法对深水油气开发至

关重要.目前国内外关于水合物流动障碍形成机制的理论与实验研究众多,但多集中在油气集输

管线内的油基、水基等富液相体系,因此,针对深水气井内的气主导体系进行水合物流动障碍形成

机制与防治方法的总结归纳是适宜的且意义重大.本文基于水合物生成、水合物颗粒聚并、水合物

沉积、沉积层剥落、沉积层变厚最终堵塞井筒的流动障碍演化共识,概括分析了深水气井水合物流

动障碍形成机制.针对完全抑制水合物防治方法的应用不足,总结了两种非完全抑制的防治方法,
这些新型的水合物防治思路对深水油气安全高效开发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　深水气井;水合物生成;水合物沉积;水合物剥落;水合物堵塞;水合物防治

我国南海油气资源丰富,地质储量达２３０亿~
３００亿吨,其中７０％油气资源蕴藏于深水区,国家

“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将深海油气及天然气

水合物资源勘探开发利用作为国家攻关重点之一,
这说明深水油气高效开发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接

替领域.然而,深水油气井控、气井测试及生产工况

下气井内均存在一定的水合物流动障碍风险[１].水

合物流动障碍指管壁水合物层生长对管内流体流动

的阻碍作用,意味着气井形成水合物堵塞的概率突

增,国际上深水井控及测试过程中发生的水合物堵

塞案例如表１所示[２,３].通常情况下,深水气井发

生水合物堵塞会危及作业安全且往往需数天时间来

清除处理,因此深水气井水合物堵塞问题将严重影

响作业进度,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使天然气水合物

流动障碍形成机制与防治成为国内外深水油气安全

高效开发的研究热点之一.
国内外很早就进行了水合物堵塞机理的理论与

实验研究,但这些工作多集中在富液相(油基体

系[４]、水基体系[５])及油气集输管线[６]、节流阀[７]等

部位的分析,针对深水气井(气主导体系)的水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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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塞研究开展较晚.深水气井水合物流动障碍形成

过程受管内运输介质类型、管内流速、管内流型、过
冷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管输体系且同一管输

体系不同输送状态下的水合物流动障碍形成机制存

在较大差异[８].因此,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未发展出

涵盖气主导体系中各类工况的深水气井水合物流动

障碍形成机制,对该机制缺乏清晰认识导致现场水

合物防治面临极大挑战:一方面,深水气井水合物生

成区域计算、水合物生成沉积堵塞预测的精度均不

高,导致水合物防治需求不清不楚;另一方面,传统

过度的水合物防治成本较高且对环境影响较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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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水合物堵塞典型案例[２,３]

序号 时间 案例描述 事故危害

１ ２０１７ 日本南海海槽某井(水深１０００m)测试过程中管柱发生水合物堵塞 影 响 作 业 进 度 ３６５
小时

２ ２０１２ 里约热内卢近海Campos盆地某井(水深２７８８m)测试过程中立管发生水合物堵塞 影响作业进度４小时

３ ２０１０ 墨西哥近海某超深井(水深１７２５m)测试过程中连续油管发生水合物堵塞 影响作业进度超１１天

４ ２００４ 巴西近海EspiritoSanto盆地某井(水深１４０２m)测试过程中泥线上方的生产立管内发

生水合物堵塞

影响作业进度２９小时

５ ２００１ 巴西东南部海域钻ESSＧ１０７井钻井过程中发生井涌,井控过程中水合物堵塞压井节流

管线

影响作业进度近７０天

６ ２０００ 墨西哥湾海域某井钻井过程中发生井涌,关井未成功建立循环,导致压井管线、节流管

线、防喷器全部堵塞

影响作业进度６天

７ １９９８ 英国大西洋沿岸某井(水深８３８m)开井时管柱发生水合物堵塞 影响作业进度２天

８ １９８９ 墨西哥湾海域某井(水深９４５m)钻井过程中发生井涌,关井后建立循环,发现压井管线、
节流管线和防喷器全部堵塞

影响作业进度６天

９ １９８６ 美国西海岸某井(水深３５０m)钻井过程中发生井涌,井控过程中压井管线和节流管线堵

塞,造成多次压井失败

影响作业进度７天

此,深水气井水合物流动障碍演化机制的探究、水合

物高效防治方法的提出,对实现深水油气安全高效

开采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深水气井水合物流动障碍形成机制的提

出多源于对反应釜或实验环路内整个水合物堵塞过

程的观察和分析,综合实验现象与现场监测结果,发
现不论钻井、井控、测试、生产工况还是含自由水、不
含自由水气主导体系,深水气井流动障碍均可分为

水合物生成、水合物颗粒聚并、水合物沉积、沉积层

剥落、沉积层变厚并最终堵塞井筒等几个主要演化

过程[９１１].基于此共识,本文首先对以上演化过程

进行概述及总结,以期进一步理解深水气井水合物

流动障碍形成机制,然后讨论了针对水合物流动障

碍的传统与新型防治方法,为现场新型高效水合物

防治技术的开发提供一些启发.

１　深水气井水合物生成

１．１　水合物生成区域预测

目前主要借助水合物生成热力学来实现深水气

井水合物是否生成的判识及水合物生成区域的预

测.水合物生成热力学是以相平衡理论为基础的,
水合物生成温压条件计算即求解水合物—气—水的

三相平衡问题,当深水气井温压处于水合物相平衡

条件内时,该区域即为水合物生成区域.水合物生

成相平衡温压预测方法主要有经验图版法[１２]、经验

公式法[１３]、相平衡常数法(Katz法)[１４]、统计热力学

模型法[１５]等.其中,经验图版及经验公式法是目前

计算水合物相平衡条件最简单的方法,但使用范围

及计算精度比较有限,且经验公式的建立通常以大

量实验数据为依托,比较耗时耗力,实验成本较高,
常见的经验公式如表２所示.相平衡常数法较经验

法计算精度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可靠性和通用性比

较差.
与此不同,统计热力学模型法具有很强的理论

基础、较多的模型参数及繁琐的计算过程,但计算结

果准确度高,其为后续的水合物准确预测奠定了基

础.常见的水合物热力学模型有水逸度模型[１６]、

VdWＧP模型[１７]、ChenＧGuo模型[１８]等(表３),他们

均基于平衡系统内不同组分在各相中化学位或逸度

守恒的原则进行计算.为提高这些模型的预测精

度,诸多学者常从气体组分逸度、Langmuir常数及

二元交互系数的修正与优化入手,现已成为水合物

相平衡预测的研究热点之一.气体组分逸度需借助

气体状态方程来计算,这些方程大体可分为立方型

气体状态方程(包括 VanderWaals方程、RedlichＧ
Kwong(RK)方程、SoaveＧRedlishＧKwong (SRK)、

PengＧRobinson(PR)方程等)、维里状态方程(包括

Staring方程、BennedictＧWebbＧRubin(BWR)方程、

BennedictＧWebbＧRubinＧStaring(BWRS)方程等)及
其他 形 式 的 状 态 方 程 如 PatelＧTeja (PT)方 程、

CubicＧPlusＧAssociation (CPA)方程、ValderramaＧ
PatelＧTeja(VPT)方程、PHSC 方程等.气体状态

方程的选取直接影响水合物生成相平衡条件的计算

精度,鉴于这些状态方程具有各自的使用范围,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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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计算水合物相平衡条件的经验公式

年份 模型名称 经验公式 注释

１９３４ Hammerschmidt模型 T＝８．９∗P０．２８５

１９８１ Makogon模型 log(P)＝β＋０．０４９７(T＋kT２)－１

１９８４ Kamath模型 P＝exp(e１ ＋e２/T)

１９９１ Motiee模型 T ＝－２８３．２４４６９＋７８．９９６６７logP －５．３５２５４４log (P)２ ＋
３４９４７３８７７γg －１５０．８５４６７５γg

２－２７．６０４０６５log(Pγg)

２００５ Towler模型 T＝１３．４７lnP＋３２．４７lnγg －１．６７５lnPlnγg －２０．３５

２０１２ Ghiasi模型 T＝A０ ＋A１ Mg ＋A２ M２
g ＋A３lnP＋A４ln(P)２＋A５ MglnP

２０１３ Salufu模型 T＝A∗[lnP－ln(B∗γg)]

２０１５ Amin模型 lnT＝a＋b/P＋c/P２ ＋d/P３

２０１５ Safamirzaei模型 T＝１９４．６８１７８９∗γ０．０４４２３２
g ∗ (lnP)０．１８９８２９

P,T 分 别 为 相 平 衡 压 力 和

温度;

β,k,e１,e２A０,A１,A２A３,A４,A５

a,b,c,d均为经验系数;γg 为

气体相对密度;
Mg 为气体相对分子质量

寻求一种高精度兼顾高适用性的方程难度较大,现
实中常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进行选择.客

体分子与主体水分子晶格间作用力的大小体现于气

体组分在孔穴中的 Langmuir常数,该常数 可 由

Kihara 势 能 模 型[１４]、DuＧGuo 模 型[１９]、ParrishＧ
Prausnitz (PＧP)模 型[２０]、Hsieh 模 型[２１]、JohnＧ
Holder模型[２２]等进行经验修正,这些模型的适用性

与深水气井天然气组分、体积含量等因素密切相关,
因此针对具体气井进行模型的对比分析可能是有必

要的.此外,基于水合物生成实验数据库,采用最小

二乘法回归得到 Langmuir常数的经验公式同样是

可行的[２３].
鉴于统计热力学模型复杂计算引起的低推广

性,结合近年来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一种以机器

学习技术为代表的智能算法逐渐成诸多学者预测水

合物生成热力学条件的首选.Amar基于显式的

GEP技术,通过水合物生成实验数据库的测试与学

习发现这种智能算法的预测相对误差能达到较低水

平[２４].顾新建等、彭远进等分别运用人工神经网络

理论建立了预测水合物生成条件的人工神经网络模

型,借助大量实验数据对模型进行训练及测试,论证

了模型具有一定的可靠性[２５,２６].Soroush等建立了

考虑各种混合成分的水合物生成神经网络预测模

型,并与诸多经验公式进行了结果对比,发现该模型

具有更低的预测误差[２７].王超首次采用遗传小波

神经网络模型对水合物生成条件进行了预测,但预

测结果并未进一步与其他预测模型进行对比分

析[２８].除了应用神经网络算法外,支持向量机技

术[２９]也被一些学者引入来预测水合物生成条件,但
这种技术的可靠性仍需进一步检验,应用智能算法

预测水合物生成温压条件的优缺点如表４所示.

表３　常用的统计水合物热力学模型

模型名称 表达式

VdWＧP
模型

Δμ０

RT０
－∫

T

T０

ΔH０ ＋ΔCP(T－T０)
RT２ dT＋∫

P

P０

ΔV
RTdP

＝ln(fw/f０
w)－∑

２

i＝１
νiln １－∑

NC

j＝１
θij( )

ChenＧGuo
模型

fi ＝xif０
i １－∑

j
θj( )

a

∑
j
θj ＝ ΣjfjCj

１＋ΣjfjCj

∑
i
xi ＝１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表４　智能算法预测水合物生成温压条件的优缺点

预测方法 优点 缺点

智
能
算
法
预
测

神经网络法 大量样本数据下

预 测 精 度 较 高,
操作 简 单,具 有

较好推广性

样本 数 据 较 少 时 预 测

精度将下降,大量实验

数据 学 习 训 练 时 收 敛

速度 较 慢 且 易 陷 入 局

部最优缺陷

支 持 向 量

机(SVM)
需要样本数据较

少,预 测 精 度 较

高,操作简单

求解 过 程 属 于 二 次 规

划问题,计算量往往巨

大,预测花费时间长

深水气井温压场分布同样是确定水合物生成区

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井筒温压场本质在于不同流

动条件下井筒多相流动模型的建立与求解.深水气

井开发包括钻井、井控、测试、生产等多个作业过程,
这些工况下水合物生成区域预测方法基本类似,均
是通过综合考虑井筒温度场分布与水合物相平衡特

性进行的,深水气井水合物生成区域预测可总结为

如下两个步骤[３０]:
(１)将水合物相平衡温压曲线转换为气井水合

物相平衡温度—井深曲线;



　
第３５卷　第６期 王志远等:深水气井水合物流动障碍形成机制与防治方法研究进展 ９９５　　 　

(２)将井筒温度场分布曲线与气井水合物相平

衡温度—井深曲线同比例绘制,两曲线相交区域即

为水合物生成区域(图１).

图１　深水气井水合物生成区域示意图

注意到两曲线相交区域纵向长度越大代表水合

物生成区域越大,相交区域横向宽度越大,不仅代表

生成区域扩大,还预示着水合物生成过冷度变大,此
时水合物生成速率较快.

１．２　水合物生成动力学

水合物生成热力学通常认为水合物生成是在极

短时间完成,且水合物生成区域的预测只能解释气

井内水合物生成的大体位置,并不能解释生成区域

内水合物具体的生成速率及生长过程.再者,水合

物生成过程常伴随着水合物颗粒的运移沉积、水合

物沉积膜的破碎剥离等流动障碍的动态演化过程,
这是水合物生成热力学所不能解释的.因此,为进

一步明晰水合物流动障碍形成机制,水合物生成动

力学需要得到重点关注.
水合物生成速率主要受本征动力学、传热和传

质三种机制的控制,其中本征动力学模型认为控制

水合物生长快慢的主要因素在于“反应物”本身,气
体组分、气液界面面积、过冷度、水的矿化度等均属

于 水 合 物 生 长 过 程 中 的 本 征 动 力 学 条 件.

Vysniauskas等借助使用半间歇搅拌釜研究了甲烷

水合物生成动力学,发现水合物生成主要由成簇反

应、水合物晶核形成、水合物晶体生长三步骤组成,
且将气体逸度差视为水合物生成主要驱动力,根据

实验结果首次建立了半经验形式的 VysniauskasＧ
Bishnoi模型[３１],该模型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认可.

Turner等则认为过冷度是水合物生成的主要驱动

力,并在 Vysniauskas&Bishnoi模型基础上提出了

简化的水合物生成动力学模型[３２].Kinnari等同样

将 过 冷 度 视 为 水 合 物 生 成 驱 动 力,并 提 出 了

CSMHyK 动力学模型[３３],但该模型因未考虑气液

间的传质传热所导致水合物生成时间略小于真实

值.Englezos等基于结晶学和双膜理论,综合考虑

水合反应的逸度差、水合结晶传质及气液固相平衡

规律建立了以微观为基础并适当反映宏观条件的水

图２　深水气井环雾流的三种流动条件及两种气主导体系

合物生成动力学模型[３４],该模型仅有一个调节参

数,计算较为方便,具有一定推广性.Ribeiro等讨

论了常见水合物动力学模型的主要特征及其局限

性,认为Englezos模型与实验数据具有较高的吻合

度[３５].然而,以上动力学模型多基于反应釜静态体

系而建立,针对深水气井流动体系的水合物生成动

力学模型目前研究较少,属于近几年的研究热点.
此外,水合物生成过程中的水合放热能否及时散失、
气体分子向水合物生成界面的扩散快慢均显著制约

着水合物的进一步生长,因此水合物生长传热受限

及传质受限模型应运而生,但这些模型的预测精度

仍需进一步提高.鉴于此,综合考虑水合物生成速

率的三个控制机制(水合物生成本征动力学模型、深
水气井多相流动及传热特征)以建立贴合现场工况

的水合物生成模型已成为研究必需[１１],如美国科罗

拉多矿业大学水合物研究中心就在 CSMHyK 动力

学模型基础上建立了流动体系内考虑气液界面传热

传质影响的水合物生成综合模型[３６],但综合模型对

现场深水气井的适用性仍需进一步确定.
深水气井水合物流动障碍分析常以环雾流为基

础条件,该条件下井筒可同时出现气—液—固三相

流动、气—固两相流动、饱和气单相流动三种流动条

件(图２),三者又可概括为含自由水与无自由水两

种气主导体系.深水气井水合物的生成速率、水合

物沉积堵塞机理及堵塞预测模型的建立均需针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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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流动条件或两种体系进行具体分析.

图３　环雾流中气相液滴和管壁液膜分区

图４　气相液滴水合物颗粒生成过程

在含自由水气主导体系中,井筒环雾流可划分

管流中心高速流动的气芯区域和管壁附近呈粘性流

动的液膜区域两个分区,即液相以气核液滴、管壁液

膜两种形式存在,两者在高压低温条件下均会生成

水合物,其中气核液滴水合物由液滴表面逐渐向内

生长,直至整个液滴完全转化为水合物颗粒(通常认

为液滴生成水合物颗粒过程中并不产生显著的粒径

变化[３７]).基于此分区,Wang等建立了含自由水气

主导体系的水合物生成模型[１１],气相液滴和管壁液

膜处水合物生成机理如图３、图４所示.明显地,相
较管壁液膜,气相液滴与气体接触更加充分(两者气

相接触面积差值可达４倍以上[３８]),因此常认为液

滴水合物生成速率大于液膜水合物生成速率[３９].
再者,高流速下管壁液膜与气相液滴处于实时动态

平衡[４０],气相液滴与管柱产水量的比值(称为夹带

率,可由经验公式或半经验公式[４１]进行求得)随水

合物生成不断变化,这会影响到水合物的生成速率.
因此,不同时空气相中自由水消耗量的确定同样对

水合物生成速率的分析至关重要.一般将井筒划分

为多个单元控制体并假设单元控制体温压分布均

匀,基于水合物生成前后的质量守恒来逐步计算自

由水消耗量[４０].
特别地,无自由水气主导体系(饱和气单相流)

因存在部分水蒸气及微小不溶颗粒,随管内流体不

断与低温海水热交换,饱和气仍会在悬浮颗粒上冷

凝成核形成小液滴并在管壁冷凝析出自由水[４２].

当井筒温压处于水合物生成条件时,这种气核冷凝

液滴及管壁冷凝液膜同样具有水合物生成风险,如
图５所示.基于此,Zhang等综合考虑了水合物本

征动力学、传质及传热对无自由水气相中管壁冷凝

液膜水合物生成速率和气核液滴水合物生成速率的

影响关系,建立了无自由水气相中水合物生成模

型[４２],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验结果误差小于１２％.

图５　饱和气单相流动中水合物生成示意图[１１]

(a)饱和气单相流动(b)悬浮颗粒、管壁析出冷凝水
(c)管壁冷凝液膜、气核冷凝液滴生成水合物

２　深水气井水合物沉积堵塞机理

２．１　水合物聚并

气核液滴及管壁液膜处水合物生成后沉积前将

经历相当时间的运移及聚并,这个过程主要借助水

合物颗粒受力及颗粒浓度以决定水合物的临界沉积

粒径.再者,井筒气核中心与管壁附近的颗粒受力

(水合物颗粒—颗粒、水合物颗粒—液滴、水合物颗

粒—液滴—水合物颗粒)差异较大,环雾流条件下液

膜水合物在强黏附力作用下会直接沉积到管壁内

侧,而气核液滴水合物(水合物颗粒密度与液滴密度

相近)将在气核高速携带作用下运移并在适时条件

发生聚并及管壁沉积,因此,借助气相液滴水合物分

析颗粒聚并及沉积、借助管壁液膜水合物分析水合

物的沉积作用已成为研究水合物运移及聚并的主要

处理方式.针对水合物颗粒聚并行为,采用微机械

测力仪、干涉表面力仪器、原子力显微镜等设备直接

测量颗粒间的作用力逐渐成为主要研究方法,聚焦

光束反射测量仪、颗粒图像显微镜、高压差示扫描

量热仪等微观测量设备则作为补充测试手段被

使用.
深水气井体系中水合物颗粒受到的作用力与一

般微小颗粒受力类似,主要包括范德华力、液桥力、
毛细管力(比液桥力小一点)、固桥力、固固粘附力、
剪切力、碰撞力、拖曳力、重力、浮力、静电力、碰撞力

等[４３].其中,基于这些力的数量级对比,固固粘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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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范德华力、拖曳力、重力、浮力、静电力及碰撞力

常被忽略以简化分析[４４].此外,这些力对水合物颗

粒的作用效果也存在差异,通常认为液桥力、毛细管

力、固桥力同时作为颗粒的聚并驱动力控制水合物

颗粒的平均直径,而剪切力则通过与聚并驱动力的

平衡来控制水合物颗粒的最大直径,最终限制水合

物颗粒的进一步聚并[４５].然而,水合物颗粒聚并驱

动力的权重占比目前仍未实现统一定论.Austvik
等通过大量实验发现自由水的存在有利于水合物颗

粒发挥强亲水特性在颗粒间形成液桥,并认为亲水

性水合物颗粒间的液桥力及毛细作用力是将水合物

聚并形成堵塞物的主要驱动力[４６].Liu等则基于一

种改进的摆式液桥模型表述了液桥对水合物内聚力

的影响关系[４７].Camargo、刘海红等同样认为水合

物颗粒表面润湿性是颗粒聚并的主要因素,颗粒间

液桥力是颗粒聚并的主要驱动力,之后液桥生成水

合物转变成固桥,此时固桥力作用下颗粒聚并过程

实现不可逆[４８,４９].针对液桥固化转变为固桥的退

火过程,Aman等、Rao等发现液桥力将转变为更大

的固桥 力,此 时 水 合 物 颗 粒 间 粘 附 力 达 到 极 大

值[５０,５１].Anklam等通过对范德华力、毛细液桥力

和流体剪切力的理论计算证实了液桥力是导致水合

物颗粒聚并的主要驱动力[５２].Rabinovich等认为

颗粒间的毛细管力与液桥体积、液桥长度、颗粒直径

等因素相关[５３],Rensing等直接指出颗粒间的毛细

管力会增加系统的相对粘度,间接促进了颗粒间的

聚并[５４],颗粒间毛细管力是水合物颗粒间发生聚并

的 主 要 原 因 的 观 点 也 被 Koh、Yang 等 学 者 认

可[５５,５６].与将液桥力、固桥力、毛细管力视为水合

物颗粒聚并的主要 驱 动 力 不 同,FidelＧDufour及

Colombel则认为聚并过程是一种准化学反应,其本

质上属于水合物颗粒的接触诱导聚集及剪切限制聚

集间动态平衡的外在表现.此时认为水合物颗粒聚

并不由液桥力引起,而是由水合物颗粒与气相液滴

的接触引发,即水合物颗粒通过与液滴接触并诱导

其转化为水合物颗粒[５７,５８].

２．２　水合物沉积

管壁液膜水合物层的生长、气相液滴水合物颗

粒的管壁粘附着床统称为水合物沉积[５９].自由水

的存在会极大增强管壁液膜水合物与管壁间的粘附

力,以至于可近似认为所有管壁液膜水合物生成后

均直接沉积粘附在管壁[６０].Nicholas等采用微机

械力仪测定了水合物颗粒与金属壁面间的粘附力发

现水合物颗粒—金属壁面粘附力较小,证实了仅有

一部分水合物颗粒才会沉积至管壁,即水合物颗粒

生成后不一定沉积,仅有当气核液滴水合物经历一

段时间运移及聚并达到临界沉积粒径后才会发生沉

积[６１].因此可认为液滴水合物颗粒的沉积量远小

于液膜水合物的沉积量,也即管壁液膜水合物沉积

是气井发生堵塞的主要原因,气相液滴水合物颗粒

的沉积则是气井发生堵塞的部分补充[６２,６３].然而,
当气相产量过高(气芯携液能力过强)时管壁将发生

液膜雾化,此时一部分沉积至液膜中的气相液滴及

液滴水合物颗粒将随液膜雾化重新被携至气相,一
部分管壁液膜水合物甚至有被剪切及剥落的可能

性,气井气—液—固三相流动体系中气相液滴水合

物颗粒的沉积过程如图６所示[６４].
为分析气相液滴水合物颗粒沉积与非沉积的占

比程度,Wang等、Austvik等基于气—液—固三相

流体系中气核液滴与管壁液膜的动态平衡,假设管

壁液膜水合物生成后全部沉积粘附在管壁,并首次

提出“有效沉积系数Sd”以表征液膜雾化对液滴水

合物颗粒沉积的阻碍程度[１１,６４],也即气相液滴水合

物颗粒的实际沉积率,最终建立了水合物颗粒及管

壁液膜水合物沉积模型(如表５所示).

图６　气井气—液—固三相流动中气相液滴水

合物颗粒沉积过程

(１)气相液滴水合物颗粒沉积(２)管壁液膜中沉积水合

物颗粒因液膜雾化被重新携至气相

表５　气—液—固三相流体系中考虑液膜

雾化的水合物沉积模型

项目 数学模型

气相液滴水合物沉积量
mhd ＝mhe

mle
mldSd

管壁液膜水合物沉积量 mhf ＝ MRgfdt

水合物沉积层厚度　　 dh＝ mhf

ρhπDdL＋ mhd

ρhπDdL

＝ mhf＋mhd

ρhπD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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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沉积系数Sd是关于过冷度 Tsub、雷诺数

Re、液体流量Wl、表面张力σ及斯托克斯值St等因

素的函数,其值的确定对水合物沉积的准确预测具

有重要意义.鉴于此,Lorenzo等借助环路设备进

行了大量水合物生成与沉积实验,反推计算得到不

同实验工况下的Sd,得到取值范围为４％~６％[６５].
然而,深水气井工况复杂,影响因素众多,现场气井

水合物生成后的Sd取值具有一定波动性,因此该值

的准确获取仍是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热点和难点.
随着环雾流中水合物的不断生成及自由水的不

断消耗,深水气井流动体系将由气—液—固三相流

转变为气—固两相流,此时气井处于水饱和状态且

气核均为液滴水合物颗粒,管壁无液膜仅赋存有水

合物沉积层.低温环境下这种水饱和气会析出冷凝

水,因此气—固两相流中水合物沉积来源于气相液

滴水合物颗粒及冷凝水水合物颗粒的两方面沉

积[４２].不同于自由水存在条件下水合物颗粒与管

壁间的高强粘附力,气—固两相流中水合物颗粒和

管壁间粘附力较小以至于颗粒更难沉积在管壁,此
时水合物颗粒主要有滑动、滚动、反弹、沉积等运动

状态.针对这些运动状态,目前国内外多借鉴传统

的气—固两相流固体颗粒运移动力学理论及气相中

单个水合物颗粒沉积模型进行分析.Friedlander
等基于管壁上粉尘颗粒沉积速率的实验提出了描述

气相固体颗粒运移的FreeＧflight模型[６６],认为颗粒

沉积速率主要取决于颗粒向避免的传输速率和颗粒

夹带速率.Guha等讨论了层流和湍流中颗粒运移

及沉积的物理过程并介绍了固体颗粒沉积的最新计

算方法[６７].Luo等分析了热泳和湍流沉积共同作

用下固体颗粒的沉积效率[６８].Yao等发现固体颗

粒的尺寸、拖曳力、剪切引起的升力、颗粒重力均会

影响颗粒的沉积过程,认为颗粒的沉积速度与颗粒

尺寸基本呈正相关[６９].童自翔等通过模拟颗粒随

流场的运动,得到了不同粒径固相颗粒在管壁表面

上的沉积现象[７０].Jassim 等基于粒子动力学理论

建立了水合物沉积新模型,发现气相固体颗粒的径

向运移速度呈“V”形变化,且颗粒的沉积距离随粒

径增加而减小,但沉积距离存在临界值[７１].
针对气—固两相流中水合物颗粒群沉积,通常

认为气相水合物颗粒浓度和水合物颗粒朝管壁运移

速度决定着颗粒沉积速率[７２],由于无自由水条件下

水合物颗粒管壁沉积难度更大,因此颗粒沉积应具

有较气—液—固三相流中更小的有效沉积系数Sd,
此时水合物颗粒水合物沉积模型可表示为表６.

表６　气—固两相流体系中的水合物沉积模型

项目 数学模型

气相液滴水合物有效沉积

速率
Rdh＝VdhCheSd２

水合物沉积层生长速率
G＝ MRdh

ρhπDdL＝MVdhCheSd２

ρhπDdL

水合物沉积层厚度
δD ＝∫

t

０
Gdt＝∫

t

０

MVdhCheSd２

ρhπDdLdt

随着气—固两相流中水合物颗粒的持续沉积,
颗粒终将在下游某位置沉积殆尽,此时深水气井将

呈饱和气单相流体系.与气—固两相流相同,水饱

和气将会在低温管壁析出冷凝水,因此饱和气单相

流中水合物沉积只来源于管壁冷凝水所生成的水合

物[４２].针对这种单相流体系,国内外研究目前较匮

乏,但可以推测的是水饱和气析出的冷凝水量不会

太多,这会极大限制水合物的生成与沉积速率,Rao
等实验发现经过６０h的颗粒沉积,管壁水合物层厚

度仅有２mm,证实了单相流中颗粒沉积存在高耗

时、浅沉积等特性[５１].Rao等认为水饱和气单相流

中管壁水合物沉积与蜡沉积过程可能类似,即分散

相扩散至壁面而后析出、沉积[５１],Lingelem 等则认

为水合物生长与结冰过程类似[７３].Nicholas等提

出水饱和气多在气体和管壁接触表面冷凝,并认为

冷凝水生成水合物后将在原位沉积,因此饱和气单

相流动中水合物沉积速率可等同于水合物生成速率

来处理[７４].

２．３　沉积层剥落

目前关于水合物剥落的定量评估仍未实现,多
通过实验进行定性分析[７５].大量实验发现,水合物

沉积的同时伴随着水合物沉积层的剥落,沉积层剥

落通常由深水气井内流体的剪切力所驱动,当剪切

力足够大时水合物沉积层具有部分剥落甚至全部剥

落的可能性[１４,５９,７６].沉积层是否剥落本质上属于

水合物沉积层的稳定性问题,目前多认为沉积层稳

定性由流体剪切力与沉积层力学特性两者共同决

定.Lingelem等发现随产气量增大管壁水合物层

受到的流体剪切力变大,水合物层被部分剥落的风

险极高[７３].Chen等借助多相流环路设备进行多种

工况下的水合物生成与沉积实验,发现水合物沉积

后存在明显的剥落现象,但剥落现象需要管道达到

临界流速后才会发生[７７].宋光春等通过数值模拟

证实了流速增大将减小管道横截面上的水合物浓度

梯度,水合物分布较均匀,此时不利于水合物的持续

沉积[７８].Lorenzo等通过环路水合物堵塞实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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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内压降信号在不同过冷度下是部分可逆的,即
水合物沉积与剥落交替进行造成压降信号波动,并
认为这种现象是流体剪切力突然增加导致的[７９].
宋光春等指出水合物颗粒的六种堆积方式(简单立

方堆积、六方堆积、复六方堆积、四面体堆积、角锥堆

积、随意堆积)显著影响沉积层的空隙率和力学特

性,并认为管壁水合物沉积层是否发生剥落主要由

其抗拉强度及抗剪强度决定[８０].

２．４　水合物堵塞

目前国内外对深水气井内水合物堵塞机理研究

尚处于起步阶段,且多通过环路水合物生成与沉积

实验进 行 宏 观 观 察 及 相 关 理 论 分 析 进 行 描 述.

Lingelem等[７３]及Sloan等[１０]初步提出了气相主导

系统的水合物沉积堵塞概念模型,认为水合物首先

在管壁表面成核然后快速生长,并且在流动剪切应

力作用下管壁水合物层发生部分剥落,这些剥落体

运移至管道下游继续沉积直至堵塞.Nicholas等基

于流动环路饱和气单相流中水合物生成实验发现水

合物堵塞同时存在两种机理[８１]:(１)当冷凝水冷却

至水饱和度曲线以下时,冷凝水发生聚并在管路中

转变为局部水合物团体,此时管路压降将迅速增加;
(２)管壁水合物颗粒的分散沉积则会促使管路压降

缓慢增加,并且这种分散沉积层在管壁上具有隔热

作用,驱动水合物沉积现象向管道下游延伸直至管

道堵塞.然而Sloan等却认为水合物颗粒聚并本身

并不能解释管道水合物形成过程中观察到的快速压

降现象[８２].Grasso借助环路水合物生成实验发现

水合物沉积可划分为自由水在低温管壁形成管壁液

膜、管壁液膜逐渐转变为水合物膜、气相水合物颗粒

沉积至水合物膜上形成水合物沉积层三个过程[５９].

Sohn等借助水合物堵塞实验发现极低含水率时管

道水合物堵塞风险较小[７６],原因如下:一是低含水

率下水合物的最终生成量受限,二是低含水率下水

合物颗粒间的聚并受到一定影响,这种规律同样被

Vijayamohan等通过室内实验证实[８３].Liu认为管

柱气主导体系中水合物流动障碍可划分为水合物生

成、水合物沉积、沉积层脱落、水合物大量聚集及最

终堵塞等演化过程,其中水合物沉积及大量聚集是

管柱发生堵塞的直接诱因[８４].Wang等通过大量水

合物环路实验及理论分析也证实了深水气井水合物

流动障碍大体分为水合物生成、水合物聚并、水合物

沉积、沉积层剥落、水合物堵塞等几个演化过程[１１],
如图７所示.

需注意,图７只是深水气井水合物流动障碍演

化的大体示意,但考虑到水合物沉积并不一定会引

图７　深水气井水合物流动障碍演化过程示意图

图８　压降与无因次水合物沉积厚度的关系

发管柱堵塞,因此回答气井何时发生水合物堵塞成

为当务之急.水合物的持续沉积会降低气井过流断

面,引发节流效应,产生压力损失和温度变化.基于

此,Zhang等结合气井多相流动模型、水合物堵塞模

型计算得到气井压降随无因次水合物层厚度δD 的

变化关系[４０](如图８所示),当δD 达到０．４５~０．５５
时管柱压降增加显著,此时管内流动阻力显著增加

且管壁水合物沉积开始产生明显的节流效应,因此

δDc＝０．５可视为气井出现水合物堵塞的标志.换言

之,当δD＜δDc时,水合物沉积引起压降较小,管柱流

体流动受影响程度小,此时可不必采取防治措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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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D＞δDc时,气井发生水合物堵塞风险极大,需立刻

采取防治措施[８５].然而,Matthews等通过对比室

内环路水合物堵塞结果与现场测试结果,发现室内

环路实验过程中堵塞引起的管柱压降等参数并不能

很好地扩展到现场[８６],因此,获取适用于现场规模下

的环路实验数据并建立可扩展的水合物堵塞预测模

型是目前深水气井水合物流动障碍研究的当务之急.

３　深水气井水合物防治方法

３．１　基于完全抑制的水合物防治方法

根据防治的先后顺序及防治原理,深水气井水

合物防治方法可分为基于完全抑制方法、基于非完

全抑制方法.其中前者作为油气井传统的水合物防

治方法又可分为物理法及化学抑制剂法两大类,物
理法主 要 包 括 隔 热 保 温 法[８７]、加 热 法[８８]、降 压

法[８１]、涂层法[８９]、脱水法[９０]、重力热管法[９１]、机械清

除法[９２]、井下气嘴节流法[９３]等,这些方法施工比较

复杂,设备维护困难,施工成本较高,且多属于深水

生产过程中水合物生成后的被动处理,以此来防止

水合物堵塞具有相当大的滞后性及不确定性.井下

节流法虽能有效利用高热地层温度降低井筒水合物

生成与堵塞风险,但井下坐放节流器后将无法密切

关注井下生产状况,易造成一定程度生产隐患,针对

超高压水合物储层,井下节流操作过程还存在防喷

管吊装、防喷管系统超压爆裂、失控以及井喷等安全

隐患.再者,井下节流器布置难度相对较大,较差的

布置质量会导致节流器移位,增加维护难度,因此该

法的选取需根据深水储层地质特征及生成行为综合

确定.
相较于物理法,化学抑制剂法施工简单、效果

好,该法的具体分类及优缺点如表７所示[９４,９５].鉴

于此,热力学抑制剂和动力学抑制剂间的协同作用

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两者复配可能增加水合物形

成的抑制时间、提高抑制剂的低温耐性、降低抑制剂

的用量,但不同抑制剂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机制还

需进一步探索[９６].针对水合物防治难点,Wang等、
龙臻等均建议突破传统“抑制生成”的水合物防治思

路[１１,９７],尽快着手开发“抑制聚集,防止附着”抑制

剂,从而实现水合物颗粒粘附力及抑制剂用量的大

幅降低.

３．２　基于非完全抑制的水合物防治方法

３．２．１　基于安全作业窗口的防治方法

基于以上深水气井水合物堵塞机理的描述,我
们深刻认识到气井中“水合物生成不一定沉积,沉积

不一定堵塞”,因此摒弃传统的完全抑制水合物生成

的防治思路,形成新的基于非完全抑制(允许水合物

生成及一 定 程 度 沉 积)的 防 治 方 法 已 成 为 大 势

所趋[９８].
基于不完全抑制原则,王志远等首次将气井管壁

水合物层达到无因次临界厚度δDc所需的时间定义为

深水气井不发生水合物堵塞的安全作业时间窗口

(HydrateBlockageFreeWindow)[７５,９８].基于安全作

业窗口的水合物防治方法如图９所示,具体实施有

以下五个步骤:
(１)计算深水气井井筒温压场分布;
(２)确定深水气井水合物生成区域;
(３)基于水合物生成动力学及水合物沉积预测

模型计算水合物层厚度分布情况;
(４)确定深水气井水合物堵塞的时空动态演化

规律及安全作业窗口;

表７　化学抑制剂法优缺点

化学抑制剂分类 组成 优点 缺点

热力学抑制剂(高剂

量水合物抑制剂) 醇类(甲醇、乙 醇、乙 二 醇、
异丙醇、二甘醇)

无机盐类(氯化钠、氯化钙、
氯化镁及氯化钾)

可显著降低水的活度系数,改变水

分子和气体分子间的热力学平衡条

件,极大推动深水气井体系远离水

合物形成区域

较高浓度(＞１０wt％)下才有抑制效

果,过低的抑制剂浓度反而促进水

合物生长;深水气井温度过低时热

力学抑制剂将失效;抑制剂注入参

数优化设计难度大;存储和注入设

备庞大、污染环境

动力学抑制剂(低剂

量水合物抑制剂)
水溶性聚合物、某些抗冻蛋

白及生物分子

能有效延迟水合物成核生长及诱导

时间,较小剂量就能达到热力学抑

制剂同等效果

在深水气井低温环境下使用抑制效

果有限

防聚剂 聚合物和表面活性剂分子 在封闭井筒或较大过冷度情况下作

用效果较好

受限于对油水较弱的分散能力,一
般只用于油水共混体系,并不适用

深水气井水合物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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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深水气井发生堵塞时的作业时间 (b)安全作业时间所需的气井甲醇注入浓度

图９　基于安全作业窗口的水合物防治方法[１１]

　　(５)通过对比安全作业窗口与作业时间大小以

确定是否注入抑制剂及注入浓度,制定相应水合物

防治措施.
由以上步骤可知,基于安全作业窗口的防治方

法允许气井有少量水合物生成及沉积,且借助水合

物生成区域及安全作业窗口我们不仅能得到深水气

井发生堵塞的位置、时间,还能根据现场具体的作业

时间判定是否需要注入抑制剂、精准制定注入浓度

等参数,从而大大降低抑制剂用量,降低作业成本.

３．２．２　优化气井测试制度的防治方法

针对深水气井测试工况,需花费一定时间进行

井下取样并获取气井稳定生产条件下的相关测试数

据.通常气井产能测试需要涵盖低、中、较高、高至

少四种级别产量测点,其中常规测试工作制度一般

由低产量向高产量正序进行或高产量向低产量逆序

进行.不论正序还是逆序测试制度,只要测试产量

低于水合物生成的临界产量,气井就会发生水合物

生成、聚并、沉积与堵塞;反之,当测试产量超过临界

产量时,井筒温压条件将不满足水合物相平衡条件,
此时气井水合物生成风险较低且已生成的水合物将

开始逐渐分解.除此之外,深水高压高渗储层中气

井测试产量稳定时间一般较短,因此气井的测试总

时长影响并不会因测试顺序的调整而发生较大变

化.鉴于此,Zhang等、李相方等提出通过优化产能

试井的测试顺序即采用变测试制度(图１０)来预防

水合物堵塞是理论可行的[４０,９９].气井测试制度的

优化具有操作简单、低成本、环保、显著降低水合物

堵塞风险等优点为水合物防治提供了新思路,但变

测试制度可能会改变试井解释方法和气藏评价方

式,因此该法的现场实施及具体效果仍需进一步研

究.李相方等还提出若深水气井无出砂、无应力敏

感、无反凝析、不产水,则放弃低、中、较高、高至少四

图１０　气井变测试工作制度预防水合物堵塞示意图[１１]

种级别产量测点,采用较高、高二级或中、较高、高三

级产量测点也不失为降低水合物堵塞风险的一种可

选手段[９９].

４　结论及展望

作为深水油气高效开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风险

之一,气井水合物流动障碍会严重影响作业进度并

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明晰水合物流动障碍形成机制

并提出相应防治方法成为国内外深水油气安全高效

开发的关键.本文分别从水合物生成、水合物聚并、
水合物沉积、沉积层剥落、沉积层变厚最终堵塞井筒

等几个过程对深水气井水合物流动障碍形成机制进

行概括,简要介绍了基于完全抑制及两种非完全抑

制的水合物防治方法,以期为深水油气流动保障研

究及油气开发工程提供一定参考和借鉴.对于气井

水合物流动障碍的研究,未来可侧重于以下几个

方面:
(１)目前多借助水合物相平衡理论及井筒多相

流动模型分别计算气井水合物相平衡温度—井深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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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及井筒温度场分布曲线,两者交叉以获得气井水

合物生成区域.但这仅是理论计算结果,需结合现

场气井水合物生成区域监测以进一步佐证,提高理

论计算结果的可信度.此外,建立适用实际生产情

况的气井水合物生成速率计算模型同样是一个极具

挑战性的课题.
(２)颗粒受力测量为主、颗粒浓度测试为辅是

研究水合物颗粒聚并行为的主要手段,两者虽能得

到准确测量结果,但限于颗粒聚并机理的认识不完

善,不同颗粒受力作为聚并驱动力的权重占比并不

明晰,因此辨识水合物颗粒聚并的主要驱动力并提

出削弱方法是水合物流动障碍防治的重要研究

方向.
(３)水合物颗粒生成不一定沉积,常采用有效

沉积系数Sd来表征液膜雾化对液滴水合物颗粒沉

积的阻碍程度,颗粒沉积同时伴随着水合物沉积层

的剥落,说明水合物沉积不一定堵塞管柱,有效沉积

系数Sd取值及沉积层剥落评估成为准确计算水合

物沉积速率及沉积量的关键.然而,深水气井工况

复杂、影响因素众多,Sd取值具有波动性,且沉积层

剥落多通过实验定性判定,因此Sd值的准确获取及

沉积层剥落的定量评估是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热点

和难点.
(４)国内外学者多通过环路水合物生成与沉积

实验的宏观观察及相关理论分析进行深水气井水合

物堵塞机理的描述,但实验工况与气井实际工况存

在较大差异,获取的实验结果对气井水合物具体堵

塞位置及堵塞所需时间的指导意义有限.因此,基
于大量水合物堵塞实验数据建立适用现场工况的水

合物堵塞预测模型是深水气井水合物流动障碍研究

的当务之急.
(５)鉴于完全抑制水合物防治方法对深水气井

流动障碍防治的局限性,亟需开展深水气井水合物

流动障碍高效防治的研究.在“水合物生成不一定

沉积,沉积不一定堵塞”的认识基础上,一种基于安

全作业窗口、优化气井测试制度的非完全抑制水合

物防治方法已被提出,但这些新方法的应用效果需

现场进一步验证.

参 考 文 献

[１] 王志远,张剑波,孟文波,等．深水气井天然气水合物生成、
沉积特性与防治方法．石油学报,２０２１,４２(６):７７６—７９０．

[２] YuT,GuanGQ,AbudulaA．Productionperformanceand
numericalinvestigationofthe２０１７offshoremethanehydrate
productiontestinthe NankaiTroughofJapan．Applied
Energy,２０１９,２５１:１１３３３８．

[３] VitordeAssisJ,MohallemR,TrummerS,etal．Hydrate
remediationduringwelltestingoperationsinthedeepwater
campos basin// SPE/ICoTA Coiled Tubing & Well
InterventionConference& Exhibition,２０１３．

[４] Straume EO, Kakitani C, Merino—Garcia D,et al．
Experimentalstudyoftheformationanddepositionofgas
hydratesinnon—emulsifyingoilandcondensatesystems．
ChemicalEngineeringScience,２０１６,１５５:１１１—１２６．

[５] SongGC,LiYX,WangWC,etal．Investigationofhydrate
plugginginnaturalgas＋dieseloil＋watersystemsusinga
high—pressureflowloop．ChemicalEngineering Science,

２０１７,１５８:４８０—４８９．
[６] 杨军杰,蒲春生．集气管线天然气水合物生成理论模型及堵

塞预测研究．天然气地球科学,２００４,１５(６):６６０—６６３．
[７] 常亨．阀门动作时水合物生成的预测与防治研究．青岛:中

国石油大学(华东),２０１５．
[８] 张剑波．深水井控环雾流条件下天然气水合物沉积堵塞机

理研究与规律分析．青岛:中国石油大学(华东),２０１８．
[９] RuggeriL,AmanZ,KozielskiK,etal．Experimentsand

modelling of hydrate deposition in gas—dominated

pipelines//９th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 Gas Hydrates,

２０１７．
[１０]SloanD,KohC,Sum AK,etal．Naturalgashydratesin

flowassurance．GulfProfessionalPublishing,２０１０．
[１１] WangZY,Sun BJ,Gao YH．Technologiesforhydrate

managementindeepwatergaswell．NaturalGas Hydrate
ManagementinDeepwaterGas Well．Singapore:Springer
Singapore,２０２０:１８１—２０４．

[１２] 周安,罗光熹,王素云．天然气水化物生成温度图解法．油

田地面工程,１９８９,８(２):２３—３０,４．
[１３]Bozorgian A．Methodsofpredicting hydratesformation．

AdvancedJournalOfScienceandEngineering,２０２０,１(２):

３４—３９．
[１４]SolanED,KohCA．Clathratehydratesofnaturalgases．

CRCPress,２００８．
[１５] Munck J, Skjold—Jørgensen S, Rasmussen P．

Computationsoftheformationofgashydrates．Chemical
EngineeringScience,１９８８,４３(１０):２６６１—２６７２．

[１６]KlaudaJB,SandlerSI．Afugacity modelforgashydrate
phase equilibria．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２０００,３９(９):３３７７—３３８６．

[１７] WaalsJH,PlatteeuwJC．Clathratesolutions．Advancesin
ChemicalPhysics,２００７．

[１８] 陈光进,孙长宇,马庆兰．气体水合物科学与技术．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９]DuY,GuoTM．Predictionofhydrateformationforsystems
containingmethanol．ChemicalEngineeringScience,１９９０,

４５(４):８９３—９００．
[２０]Parrish WR,PrausnitzJM．Dissociationpressuresofgas

hydratesformedbygasmixtures．Industrial& Engineering
ChemistryProcessDesignandDevelopment,１９７２,１１(１):

２６—３５．
[２１]HsiehMK,Ting WY,ChenYP,etal．Explicitpressure

dependenceoftheLangmuiradsorptionconstantinthevan
derWaals—Platteeuw modelfortheequilibriumconditions
ofclathratehydrates．FluidPhaseEquilibria,２０１２,３２５:

８０—８９．



　
第３５卷　第６期 王志远等:深水气井水合物流动障碍形成机制与防治方法研究进展 １００３　 　

[２２]John VT,Papadopoulos KD,Holder GD．A generalized
modelforpredictingequilibriumconditionsforgashydrates．
AIChEJournal,１９８５,３１(２):２５２—２５９．

[２３] MoradiG,KhosravaniE．ApplicationofPRSV２equationof
state to predict hydrate formation temperature in the
presenceofinhibitors．FluidPhaseEquilibria,２０１２,３３３:

１８—２６．
[２４]NaitAmarM．Predictionofhydrateformationtemperature

usinggeneexpressionprogramming．JournalofNaturalGas
ScienceandEngineering,２０２１,８９:１０３８７９．

[２５] 顾新建,韩小辉,王胜杰,等．用人工神经网络预测天然气

水合物的生成．天然气工业,２００３,２３(５):１０２—１０４,１５０．
[２６] 彭远进,刘建仪,张烈辉．天然气水合物生成条件的神经网

络方法预测．天然气工业,２００６,２６(７):８５—８７,１５７．
[２７]SoroushE,Mesbah M,ShokrollahiA,etal．Evolvinga

robustmodelingtoolforpredictionofnaturalgashydrate
formationconditions．JournalofUnconventionalOilandGas
Resources,２０１５,１２:４５—５５．

[２８] 王超．基于智能算法的含酸性气体甲烷水合物形成条件预

测研究．青岛:中国石油大学(华东),２０１４．
[２９] 郑秋梅,商振浩,王风华,等．基于深度神经网络和支持向

量机的海底管线水合物生成预测模型．中国石油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０,４４(５):４６—５１．
[３０] WangZY,SunBJ,WangXR,etal．Predictionofnatural

gashydrateformationregioninwellboreduringdeep—water
gaswelltesting．JournalofHydrodynamics,SerB,２０１４,

２６(４):５６８—５７６．
[３１]VysniauskasA,BishnoiPR．A kineticstudyofmethane

hydrateformation．ChemicalEngineeringScience,１９８３,３８
(７):１０６１—１０７２．

[３２]TurnerD,BoxallJ,Yang S,etal．Developmentofa
hydrate kinetic model and its incorporation into the
OLGA２０００ transient multiphase flow simulator// ５th

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GasHydrates,２００５．
[３３]KinnariK,Labes CC,Lunde K,etal． Hydrate plug

formation prediction tool:an increasing need for flow
assurancein the oil industry// The ６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onGasHydrates,２００８．

[３４]EnglezosP,KalogerakisN,DholabhaiPD,etal．Kineticsof
formationofmethaneandethanegashydrates．Chemical
EngineeringScience,１９８７,４２(１１):２６４７—２６５８．

[３５]RibeiroCPJr,LagePLCJr．Modellingofhydrateformation
kinetics:StateＧofＧtheＧartandfuturedirections．Chemical
EngineeringScience,２００８,６３(８):２００７—２０３４．

[３６]Zerpa LE,Sloan ED,Sum AK,et al． Overview of
CSMHyK:atransienthydrateformationmodel．Journal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２０１２, ９８/９９:

１２２—１２９．
[３７]Taylor CJ, Miller KT, Koh CA,et al． Macroscopic

investigationofhydratefilm growthatthehydrocarbon/

waterinterface．ChemicalEngineeringScience,２００７,６２
(２３):６５２４—６５３３．

[３８]AmanZM,DiLorenzo M,KozielskiK,etal．Hydrate
formation and deposition in a gas—dominantflowloop:

Initialstudies ofthe effect ofvelocity and subcooling．
JournalofNaturalGasScienceandEngineering,２０１６,３５:

１４９０—１４９８．

[３９] WangZY,YuJ,ZhangJB,etal．Improvedthermalmodel
considering hydrate formation and deposition in gas—

dominatedsystemswithfreewater．Fuel,２０１９,２３６:８７０—

８７９．
[４０]ZhangJB, Wang ZY,Sun BJ,et al． An integrated

predictionmodelofhydrateblockageformationindeep—

watergas wells．InternationalJournalof Heatand Mass
Transfer,２０１９,１４０:１８７—２０２．

[４１]PanL,HanrattyTJ．Correlationofentrainmentforannular
flowinhorizontalpipes．InternationalJournalofMultiphase
Flow,２００２,２８(３):３８５—４０８．

[４２]ZhangJB,WangZY,LiuS,etal．Predictionofhydrate
deposition in pipelines to improve gas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andsafety．AppliedEnergy,２０１９,２５３:１１３５２１．

[４３] 张文斌,祁海鹰,由长福,等．碰撞诱发颗粒团聚及破碎的

力学分析．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２,４２(１２):

１６３９—１６４３．
[４４] 崔燕春．深水气井测试水合物沉积堵塞机理及预测．青岛: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２０１８．
[４５]ZerpaLE,AmanZM,JoshiS,etal．Predictinghydrate

blockagesin oil, gas and water—dominated systems．
OffshoreTechnologyConference,２０１２．

[４６]AustvikT,LiXY,GjertsenLH．Hydrateplugproperties:

formationandremovalofplugs．AnnalsoftheNew York
AcademyofSciences,２０００,９１２(１):２９４—３０３．

[４７]Liu CW,Zhang CR,Zhou CR,etal．Effects ofthe
solidificationofcapillarybridgesontheinteractionforces
betweenhydrateparticles．Energy& Fuels,２０２０,３４(４):

４５２５—４５３３．
[４８]CamargoR,PalermoT．Rheologicalpropertiesofhydrate

suspensionsinanasphalteniccrudeoil//４thInternational
ConferenceonGasHydrates,２００２．

[４９] 刘海红,李玉星,王武昌,等．水合物聚集影响因素及正交

试验研究．油气储运,２０１３,３２(１１):１２３２—１２３６．
[５０]Aman ZM, Brown EP,Sloan ED,et al．Interfacial

mechanisms governing cyclopentane clathrate hydrate
adhesion/cohesion．PhysicalChemistry ChemicalPhysics:

PCCP,２０１１,１３(４４):１９７９６—１９８０６．
[５１]RaoI,KohCA,SloanED,etal．Gashydratedepositionon

acoldsurfaceinwater—saturatedgassystems．Industrial&
EngineeringChemistry Research,２０１３,５２(１８):６２６２—

６２６９．
[５２]Anklam MR,YorkJD,Helmerich L,etal．Effectsof

antiagglomerants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ydrate
particles．AIChEJournal,２００８,５４(２):５６５—５７４．

[５３]RabinovichYI,EsayanurMS,MoudgilBM．Capillaryforces
betweentwospheres withafixedvolumeliquid bridge:

theoryand experiment．Langmuir:the ACS Journalof
SurfacesandColloids,２００５,２１(２４):１０９９２—１０９９７．

[５４]RensingPJ,Koh CA,Sloan ED．Simulationofhydrate
aggregate structure via the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Proceedingsofthe ６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as
Hydrates,２００８．

[５５]AmanZM,JoshiSE,Sloan ED,etal．Micromechanical
cohesion force measurements to determine cyclopentane
hydrate interfacial properties． Journal of Colloid and
InterfaceScience,２０１２,３７６(１):２８３—２８８．



　

　１００４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１年

[５６]YangS,KleehammerDM,HuoZ,etal．Micromechanical
measurementsof hydrate particle attractiveforces//１５th

Symp．onThermophysicalProperties,２００３．
[５７]Fidel—DufourA,GruyF,HerriJM．Rheologyofmethane

hydrateslurriesduringtheircrystallizationina waterin
dodecaneemulsion underflowing．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２００６,６１(２):５０５—５１５．

[５８]ColombelE,Gateau P,Barré L,etal．Discussion of
agglomeration mechanisms between hydrate particles in
waterinoilemulsions．Oil& GasScienceandTechnologyＧ
RevueDelIFP,２００９,６４(５):６２９—６３６．

[５９]Grasso GA． Investigation of hydrate formation and
transportabilityinmultiphaseflowsystems．ColoradoSchool
ofMines,２０１５．

[６０]AspenesG,DiekerLE,AmanZM,etal．Adhesionforce
betweencyclopentanehydratesandsolidsurfacematerials．
JournalofColloidandInterfaceScience,２０１０,３４３(２):

５２９—５３６．
[６１]NicholasJW,DiekerLE,NueblingL,etal．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deposition and wall growth in water
saturated hydrocarbon pipelinesin the absence offree
water//Proceedingsofthe６th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
GasHydrates,２００８．

[６２]Jassim EI． Locating hydrate deposition in multiphase
compressednaturalgasflowlinesusingcomputationalfluid
dynamicstechniques．MemorialUniversityofNewfoundland
(Canada),２００８．

[６３] WangZY,Zhao Y,SunBJ,etal．Modelingofhydrate
blockageingasＧdominatedsystems．Energy&Fuels,２０１６,

３０(６):４６５３—４６６６．
[６４] WangZY,Zhang JB,Sun BJ,etal．A new hydrate

depositionpredictionmodelforgasＧdominatedsystemswith
freewater．ChemicalEngineeringScience,２０１７,１６３:１４５—

１５４．
[６５]di Lorenzo M, Aman ZM, Kozielski K, et al．

Underinhibitedhydrateformationandtransportinvestigated
usingasingle—passgas—dominantflowloop．Energy &
Fuels,２０１４,２８(１１):７２７４—７２８４．

[６６]FriedlanderSK,Johnstone HF．Depositionofsuspended
particles from turbulent gas streams． Industrial &
EngineeringChemistry,１９５７,４９(７):１１５１—１１５６．

[６７]GuhaA．Transportanddepositionofparticlesinturbulent
andlaminarflow．AnnualReviewofFluidMechanics,２００８,

４０(１):３１１—３４１．
[６８]LuoXW,YuSY．Depositionofparticlesinturbulentpipe

flow．ChinaParticuology,２００６,４(１):３１—３４．
[６９]YaoJ,FairweatherM,ZhaoYL．Numericalsimulationof

particledepositioninturbulentductflows．Industrial &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２０１４,５３(８):３３２９—

３３４１．
[７０] 童自翔,何雅玲,李冬,等．应用格子 Boltzmann方法研究

颗粒横掠管束的沉积过程．工程热物理学报,２０１４,３５(９):

１８０２—１８０６．
[７１]Jassim E,Abdi MA,Muzychka Y．A new approachto

investigatehydratedepositioningasＧdominatedflowlines．
JournalofNaturalGasScienceandEngineering,２０１０,２
(４):１６３—１７７．

[７２]Zhang HF, Ahmadi G． Aerosol particletransport and
depositioninverticalandhorizontalturbulentductflows．
JournalofFluidMechanics,２０００,４０６:５５—８０．

[７３]Lingelem MN,MajeedAI,StangeE．Industrialexperience
in evaluation of hydrate formation, inhibition, and
dissociationinpipelinedesignandoperation．Annalsofthe
NewYorkAcademyofSciences,１９９４,７１５(１):７５—９３．

[７４]NicholasJW,DiekerLE,SloanED,etal．Assessingthe
feasibilityofhydratedepositiononpipelinewalls—Adhesion
forcemeasurementsofclathratehydrateparticlesoncarbon
steel．JournalofColloidandInterfaceScience,２００９,３３１
(２):３２２—３２８．

[７５] 王志远,孙宝江,高永海．深水气井天然气水合物防治理论

与技术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７６]SohnYH,KimJ,ShinK,etal．Hydrateplugformation

risk with varying watercutandinhibitorconcentrations．
ChemicalEngineeringScience,２０１５,１２６:７１１—７１８．

[７７]Chen LT,Koh CA． Measurementsof methane hydrate
slurry viscosity and accumulation/sloughing in a high
pressurewatertunnel．Denver,２０１７．

[７８] 宋光春,李玉星,王武昌,等．基于群体平衡理论的管内水

合 物 沉 积 特 性 数 值 模 拟． 石 油 化 工,２０１８,４７(２):

１５３—１６３．
[７９]LorenzoMD,AmanZM,SotoGS,etal．Hydrateformation

in gasＧdominantsystems using a single—passflowloop．
Energy&Fuels,２０１４,２８(５):３０４３—３０５２．

[８０] 宋光春,李玉星,王武昌,等．基于颗粒堆积理论的管壁水

合物沉积层力学特性研究．化工进展,２０１８,３７(９):３３７０—

３３７８．
[８０] 宋光春,李玉星,王武昌,等．基于颗粒堆积理论的管壁水

合物沉积层力学特性研究．化工进展,２０１８,３７(９):３３７０—

３３７８．
[８１]NicholasJW, Koh CA,Sloan ED,et al． Measuring

hydrate/icedepositioninaflowloopfromdissolvedwaterin
liveliquid condensate．AIChE Journal,２００９,５５(７):

１８８２—１８８８．
[８１]NicholasJW, Koh CA,Sloan ED,et al． Measuring

hydrate/icedepositioninaflowloopfromdissolvedwaterin
liveliquid condensate．AIChE Journal,２００９,５５(７):

１８８２—１８８８．
[８２]GrassoGA,SloanED,KohCA,etal．Hydratedeposition

mechanismsonpipewalls// OffshoreTechnology Conference,

２０１４．
[８３]Vijayamohan P, Majid A, Chaudhari P, et al．

Understandinggashydrategrowthinpartiallydispersedand
watercontinuous systemsfromflowloop tests// offshore
technologyconference,２０１５．

[８３]Vijayamohan P, Majid A, Chaudhari P, et al．
UnderstandingGasHydrateGrowthinPartiallyDispersed
and Water Continuous Systemsfrom Flowloop TestsAll
Days．Houston,Texas,USA．OTC,２０１５．

[８４]LiuZ．Studyofhydratedepositionandsloughingofgas—

dominatedpipelinesusingnumericalandanalyticalmodels．
AnnArbor:ColoradoSchoolofMines,２０１７．

[８５]DengZM,WangZY,ZhaoY,etal．FlowAssuranceduring
gashydrateproduction:hydrateregenerationbehaviorand
blockageriskanalysisinWellbore//AbuDhabiInternational
PetroleumExhibition& Conference,２０１７．



　
第３５卷　第６期 王志远等:深水气井水合物流动障碍形成机制与防治方法研究进展 １００５　 　

[８６] MatthewsPN,NotzPK,WidenerMW,etal．Flowloop
experimentsdeterminehydratepluggingtendenciesinthe

field．AnnalsoftheNewYorkAcademyofSciences,２０００,

９１２(１):３３０—３３８．
[８７]Swanton B．Subsea wetinsulation system appliessolid

siliconescience．Offshore,２０１３,７３(２):８２,８４．
[８８] McdermottP,Sathananthan R．Activeheatingforlifeof

fieldflowassurance．ActiveHeatingforLifeofFieldFlow

Assurance,２０１４．
[８９]DeFever RS,Sarupria S．Surface chemistry effects on

heterogeneousclathrate hydrate nucleation:a molecular

dynamicsstudy．TheJournalofChemicalThermodynamics,

２０１８,１１７:２０５—２１３．
[９０]ElgibalyAA,ElkamelAM．Anewcorrelationforpredicting

hydrateformationconditionsforvariousgasmixturesand

inhibitors．FluidPhaseEquilibria,１９９８,１５２(１):２３—４２．
[９１]NoieSH．Heattransfercharacteristicsofatwo—phase

closedthermosyphon．AppliedThermalEngineering,２００５,

２５(４):４９５—５０６．
[９２] 李攀,付国维,李安琪,等．清管法解决管道中水合物堵塞

的工程实践:石化产业创新绿色可持续发展———第八

届宁夏青年科学家论坛石化专题论坛论文集,２０１２．

[９３] 王宇,李颖川,佘朝毅．气井井下节流动态预测．天然气工

业,２００６,２６(２):１１７—１１９,１７６．
[９４]ChoiW,LeeY,MokJ,etal．Thermodynamicandkinetic

influences of NaCl on HFCＧ１２５a hydrates and their
significancein gashydrate—based desalination．Chemical
EngineeringJournal,２０１９,３５８:５９８—６０５．

[９５]KangSP,LeeD,LeeJW．AntiＧagglomerationeffectsof
biodegradablesurfactantsfromnaturalsourcesonnaturalgas
hydrateformation．Energies,２０２０,１３(５):１１０７．

[９６]SamiNA,DasK,SangwaiJS,etal．Phaseequilibriaof
methane and carbon dioxide clathrate hydrates in the

presenceof (methanol＋ MgCl２)and (ethyleneglycol＋

MgCl２ ) aqueous solutions． The Journal of Chemical

Thermodynamics,２０１３,６５:１９８—２０３．
[９７] 龙臻,梁德青,魏伟,等．一种双效复合型水合物抑制剂及

其制备方法．中国,CN１０６７５３３００A．２０１７Ｇ０５Ｇ３１．
[９８] WangZY,ZhaoY,ZhangJB,etal．Flowassuranceduring

deepwatergaswelltesting:Hydrateblockagepredictionand

prevention．JournalofPetroleumScienceandEngineering,

２０１８,１６３:２１１—２１６．
[９９] 李相方,刘文远,刘书杰,等．深水气井测试求产阶段管柱内

天然气水合物防治方法．天然气工业,２０１９,３９(７):６３—７２．

　　∗ CorrespondingAuthor,Email:wangzy１２０９＠１２６．com

ResearchProgressonformationmechanismandpreventionmethods
ofhydrateflowbarrierindeepＧwatergaswells

WangZhiyuan∗ 　　ZhangYangyang　　ZhangJianbo　　TongShikun　　SunBaojiang
CollegeofPetroleumEngineering,ChinaUniversityofPetroleum (EastChina),Qingdao２６６５８０

Abstract　Itisveryimportantforoilandgasdevelopmentstoclarifytheformationmechanismofhydrate
flowbarriersandtoputforwardcorrespondingmethodsforhydratepreventionindeepＧwatergaswells．At
present,therearemanytheoreticalandexperimentalstudiesontheformationmechanismofhydrateflow
barriersathomeandabroad,butmostofthemfocusontheanalysisoftherichedＧliquidphase(oilＧbased
system,waterＧbasedsystem)inoilＧgasgatheringandtransportationpipeline．Therefore,itisappropriate
andsignificanttosummarizetheformationmechanismandpreventionmethodsofhydrateflowbarriersfor
thegasＧdominatedsystemindeepＧwatergaswells．Basedontheevolutionconsensusofhydrateformation
offlow barrier,coalescenceofhydrateparticles,hydratedeposition,sloughingofdepositionlayer,
thickeningofdepositionlayer,andfinalhydrateplugging,thispapersummarizesandanalyzesthe
formationmechanism ofhydrateflow barrierindeepＧwatergaswells．Giventheshortcomingsofthe
existinghydratepreventionmethodsbasedoncompleteinhibition,thisarticlealsoproposestwomethods
basedonincompleteinhibition．Thesenovelideasofhydratepreventionhaveacertainsignificanceforthe
safeandefficientdevelopmentsofdeepＧwateroilandgas．

Keywords　deepＧwatergaswells;hydrateformation;hydratedeposition;sloughingofdepositionlayer;
hydrateplugging;hydrate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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