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辑 说 明
1、《地学新书资源推介》立足“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地质调查中心工作，
充分发挥地学文献服务支撑作用”的目标任务，瞄准地调局业务布局中的科技需
求，调研国内外地学文献资源动态，努力采集最新最全的国内外地学文献资源，
为广大地质工作者和科研人员提供文献资源资讯。
2、本推介为“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二级项目成果之一，每年根据需
求不定期发布。
3、本期内容收集了 2018-2019 年可燃冰主题专著、部分技术报告和博硕士
学位论文。
4、读者如需本推介之文献，可到馆借阅、复制、扫描等，电子图书可通过
远程用户登录直接下载或阅读。
5、外地读者可通过图书馆文献服务室获取文献传递服务。联系地址: 北京
8324 信箱中国地质图书馆文献服务室，邮编: 100083，电话: 010-66554806，
电子邮箱: fwb@cgl.org.cn，cglfwb@yahoo.com.cn。
6、读者还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多种图书馆服务客户端进行文献的检索、
咨询和借阅:
中国地质图书馆门户网站
提供馆藏文献资源检索、在线咨询服务、各类专题数数据库发布等。

移动数字图书馆
移动数字图书馆 APP，支持安卓、苹果客户端，提供 WAP 网页。

中国地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提供个人借阅查询、预约情况以及阅读馆藏电子资源等。

地学圈
中国地学开放资源文库与学术社交平台——地学圈。

地学文献资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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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项目成果

一、中文图书
低浓度煤层气的水合物法提纯理论
责任者：钟栋梁著
ISBN：978-7-03-052815-5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8
页码：186 页
索书号：454/943-2
获取途径：馆藏纸本
摘要：论述了气体水合物法提纯低浓度煤层气的实验与理论研究结果，以及水合
物法提纯低浓度煤层气的最新研究进展。全书共分 6 章，分别为绪论、气体水合
物及其应用基础、低浓度煤层气的水合物法提纯理论、溶液搅拌体系的提纯实验
研究、多孔介质体系的提纯实验研究、水合物法提纯低浓度煤层气的㶲经济分析，
内容囊括了著者所在的教育部创新研究团队和气体水合物课题组近 10 年的研究
成果。本书适合从事非常规能源(煤层气、天然气水合物、页岩气)开发利用以及
气体水合物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高等院校教师、研究牛、高年
级本科生参考和阅读。

揭秘可燃冰：可燃冰知识 100 问
责任者：刘昌岭，刘乐乐，李彦龙著
ISBN：978-7-5029-6249-4
出版者：气象出版社
出版年：2018
页码：115 页
索书号：456/880-1
获取途径：馆藏纸本
摘要：本书分七部分，共 100 个条目，以科普知识问答的形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
可燃冰领域的基本知识。第一部分深入浅出地描述了可燃冰的概念及基本性质；
第二部分介绍了可燃冰的研究概况，包括可燃冰全球分布、储量、特点及研究进
展；第三部分讲述了可燃冰的人工合成、鉴定与检测技术；第四部分论述了可燃
冰的寻找技术与方法；第五部分阐述了可燃冰的开采方法与原理、技术与现状等；
第六部分探讨了可燃冰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地质灾害、温室效应、海底
生物及百慕大沉船之谜等自然现象；第七部分介绍了可燃冰的具体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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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研发进展及启示
责任者：张炜[等]著
ISBN：978-7-116-10164-7
出版者：地质出版社
出版年：2018
页码：173 页
索书号：456/597-2
获取途径：馆藏纸本
摘要：本书系统总结了世界主要国家在天然气水合物钻探与试采方面的进展和所
取得的认识；重点阐述了日本甲烷水合物研发计划的总体部署、分阶段实施、以
及各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全面对比分析了日本于 2013 年和 2017 年分别实施的南
海海槽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情况；介绍了日本天然气水合物产业化开发的设想以及
目前以政府为主导的研发阶段结束后对天然气水合物产业化开发的部署。

南海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理论
责任者：杨胜雄[等]著
ISBN：978-7-03-056448-1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9
页码：591 页
索书号：456/750-1
获取途径：馆藏纸本
摘要：本书针对南海北部典型天然气水合物藏，分别从微观、介观及宏观角度揭
示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方法的传热和传质机理，在天然气水合物成核机制、海域天
然气水合物的综合识别方法、南海水合物成藏类型和形成机制，以及南海北部天
然气水合物富集规律等重大基础问题上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和创新性认识。

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的控制因素研究
责任者：陈芳[等]著
ISBN：978-7-116-10861-5
出版者：地质出版社
出版年：2018
页码：221 页
索书号：456-1/610
获取途径：馆藏纸本
摘要：全书 6 章。第一章介绍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的研究现状；第二章介绍温压场
对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的控制作用；第三章介绍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的气源条件；第
四章介绍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的宏观地质条件；第五章介绍天然气水合物地质微生
物响应特征；第六章介绍天然气水合物的成藏系统及成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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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水合物储层力学特性及本构模型研究
责任者：李洋辉著
ISBN：978-7-5685-1100-1
出版者：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8
页码：216 页
索书号：456/273-1
获取途径：馆藏纸本
摘要：本书分为 7 章，内容包括：冻土区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力学特性研究、含
冰粉天然气水合物力学特性研究、天然气水合物分解对海底沉积物力学特性影响
研究、海底气饱和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力学特性研究、海底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
本构模型研究等。

天然气水合物的地球物理特征与测井数据的多尺度分析
责任者：郭宏著
ISBN：978-7-03-059313-9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8
页码：165 页
索书号：456/557
获取途径：馆藏纸本
摘要：本书通过对天然气水合物储层的地球物理特征和实际测井资料的分析，考
察天然气水合物储层在常规测井、电成像测井和核磁共振测井上的响应特征，对
天然气水合物的定性识别和定量评价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同时分析验证常规油气
藏评价方法在天然气水合物储层评价中有一定的适用性，但需要建立新的响应方
程和评价流程。此外，从岩石物理体积模型出发，给出不同地质条件下天然气水
合物储层的多组分体积模型和相应的孔隙度及饱和度响应方程与评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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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文学位论文
不同上覆层结构下的天然气水合物降压开采三维实验模拟
作者：曹新翊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孙长宇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本论文利用实验室自行搭建的天然气水合物降压开采三维模拟实验装臵，
模拟制备一定储层条件下的 CH4 水合物样品，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不同上覆层结构
下的降压开采三维模拟实验 ...

常剪应力路径下含气砂土的三轴试验研究
作者：刘文卓
学位授予单位：青岛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孔亮，李凯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是 21 世纪最具开发前景的新型战略性替代能源，
开采时极易破坏其苛刻的赋存条件而分解，诱发深海能源土（含天然气水合物的
土体）斜坡失稳，导致海底滑坡。天然气水合物的分解 ...

成岩天然气水合物分解流-固耦合数值模拟研究
作者：卢鑫炜
学位授予单位：西南石油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范翔宇，周克明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能源的依赖日益增长，石油、天然气等常规
能源已难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天然气水合物作为一种新的能源，以其埋
藏浅、储量丰富、高效燃烧、污染小等特点，可作为传统能源的有力补充，开始
受到国内外油气勘探开发工作者的普遍关注。然而，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亚稳态
物质，开采过程中温度与压力的变化极易造成水合物的不可控分解，导致储层结
构变化，引发钻井事故（如井壁失稳）、地质灾害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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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井开采天然气水合物的实验研究
作者：刘行
学位授予单位：重庆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梁运培 孙东玲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NGH)是目前世界上探明的一种新型清洁能源，它具有分布广
泛和高效的特性。从 1810 年发现水合物开始，世界各国已经在其国内大规模探
测天然气水合物分布和储量，研究科学高效开采天然气水合物的技术。目前经过
原位实验的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方法主要有降压法,热刺激法、热力学抑制剂注入
法和二氧化碳臵换法等 ...

大型三维装臵注化学剂开采天然气水合物模拟实验研究
作者：李阳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孙长宇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现阶段针对小型注化学剂开采实验的研究较多，无法模拟真实的海底环境，
为更好的研究注化学剂方法的实际开采效果，本论文利用大型三维模拟实验装臵
进行了中试级单/双井注化学剂开采实验，以此分析两种方法的优缺点，同时与
小三维注剂开采实验进行对比，研究其差异性 ...

第一型天然气水合物储集层之模拟设计比对研究
作者：吴政岳
学位授予单位：成功大学工学院资源工程学系
学位名称：博士
导师姓名：谢秉志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为了使台湾能达到低碳排放的目标，未来的能源政策主要仰赖洁净能源，
其中包含再生能源与低碳能源。除了发展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之外，台湾
将增加天然气发电的使用来达到低碳排放的目标。在台湾西南海域曾发现的大量
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将成为台湾能源自主的新契机。天然气水合物是存在於低温高
压状态下的固态冰晶状能源矿物，主要存在於永冻层与海洋沉积环境中。第一型
天然气水合物储集层为含有气层的水合物储集层，是目前公认最具有生产潜力的
矿区种类。在水合物的生产方式中，降压生产是迄今公认最具经济开采水合物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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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新书资源推介（可燃冰专辑）

动态水力旋流器对天然气水合物浆体分离仿真研究
作者：周弈辰
学位授予单位：西南石油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李成兵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的开采及利用已成为全世界科技创新的前沿，我国针对
海洋弱胶结、非成岩水合物的试采工程，以固态流化技术开采出的非成岩天然气
水合物，经过可控工艺流程传输至海面平台进行处理，传统的静态水力旋流器等
分离设备在处理天然气水合物浆体时存在诸多不足的地方。动态水力旋流器是在
技术相对完善的静态水力旋流器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更高的分离性能。
本文使用 AutoCAD 软件建立动态水力旋流器几何模型，采用 ICEM CFD 软件划分
网格并在 FLUENT 中对动态水力旋流器流场进行仿真模拟研究。...

多孔介质含天然气水合物多相流动 LBM 模拟
作者：赵彤彤
学位授予单位：太原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梁海峰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作为新世纪最重要的清洁能源之一，因其热值高、储量丰富，
受到全世界广泛关注和研究。自然界中天然气水合物主要存在于永久冻土带沉积
层或海底沉积物中，储存地质条件复杂，对其进行合理安全开采成为众多研究人
员关注的热点。

多孔介质内气体运移条件下水合物生成特性
作者：王朋飞
学位授予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博士
导师姓名：宋永臣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资源储量巨大的新型清洁能源，广泛存在于海底陆坡
和高原冻土中，水合物开采是多孔介质内伴随相变和多相运移的复杂过程。同时，
开采过程中运移的气体在孔隙内生成或二次生成水合物，形成气体运移障碍，影
响水合物开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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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介质内水合物成核诱导时间与生长动力学研究
作者：王山榕
学位授予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博士
导师姓名：宋永臣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读秀数据库、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作为一种资源储量巨大的新型替代能源，其勘探、开采及储
运技术研究备受关注。我国天然气水合物主要赋存于南海陆坡与青藏高原冻土区
域的沉积层内，其中南海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储量预计在 700 亿吨油当量。阐明多
孔介质内天然气水合物生成与二次生成的动力学特性，对于解析自然界天然气水
合物形成规律和指导水合物的安全高效开采具有重要意义。以此为背景，本文开
展了多孔介质内甲烷水合物生成与二次生成动力学研究，重点阐释了水合物成核
诱导时间与生长动力学特性。...

多类型甲烷水合物藏降压开采特性研究
作者：高祎
学位授予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杨明军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我国能源结构不合理、环境污染严重，能源结构亟需转型。甲烷水合物是
一种能量密度高、污染小的理想替代能源，世界各国竞相开展其勘探与开采技术
研究，目前甲烷水合物的开采技术仍不完善，需要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根据储
藏内水合物、自由气与自由水分布的差异，自然界的水合物藏被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二、三和四类）...

多元气体水合物生成与分解过程研究
作者：田苗
学位授予单位：青岛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赵全升，刘昌岭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是一种新能源，由于其具有分布广且污染少等特
点，受到广泛关注。此外，天然气水合物无序分解可能造成的环境问题及其在全
球碳循环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令其备受重视。可燃冰在我国南海神狐海域和祁
连山冻土区均有大量发现。2017 年 5 月 18 日，中国实施首次海域可燃冰试采，
并取得巨大成功，加快了天然气水合物商业化应用的步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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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组分气体水合物结构特征及生成分解过程研究
作者：孟庆国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
学位名称：博士
导师姓名：刘昌岭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多组分气体水合物在自然界广泛分布。相较于甲烷水合物，多组分气体水
合物在微观结构特征、生成分解动力学、热力学及微观分布等关键基础特性研究
方面仍十分薄弱。研究获取多组分气体水合物基础特性的新认识，对多组分气体
水合物资源勘查及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科学和现实意义 ...

二氧化硅表面或电场存在下的气体水合物生成分解模拟研究
作者：徐婷婷
学位授予单位：华南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郎雪梅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自然界富藏着的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清洁能源资源，而由此衍生出来的水
合技术在气体分离、储存、海水淡化等方面得到应用，因此水合技术的基础研究
备受关注。自然界中天然气水合物生成分解环境中含有大量的砂质、粘土等介质，
因此水合物的成核生长均会受到这些介质的影响，但介质对水合物成核生长的影
响机制尚未有统一认识，研究介质表面对水合物成核生长的影响机制有利于水合
技术应用 ...

二氧化碳与氮气混合气辅热联合臵换开采天然气水合物实验研
究
作者：操原
学位授予单位：华南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郎雪梅 温永刚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注 CO2 臵换法目前被认为是一种最有发展前景的水合物开采技术，既能开
发天然气又能以固态水合物形式封存温室气体，同时也不会破坏地层的稳定性。
但纯 CO2 来源少，电厂烟气的主要成分为 CO2+N2 混合气，如果可以使用热烟气开
采，即烟气辅热联合开采，既能降低原料成本，提升采出率，又可实现 CO2 封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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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釜内天然气水合物降压分解过程数值模拟研究
作者：王坤芳
学位授予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学科专业：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导师姓名：韩怀志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随着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寻找一种新型清洁能源成
为人类关注的主题。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类冰的笼形结晶化合物，因其分布广储
量大，高能量密度以及燃烧清洁等特点，天然气水合物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具有
广泛应用前景的新型清洁能源 ...

反应釜内天然气水合物降压联合井壁加热分解过程数值模拟研
究
作者：胡怡然
学位授予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学科专业：动力工程
导师姓名：韩怀志王建志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全球能源供需失衡问题日益突出，促使各国纷纷将保证能源安全上升到国
家战略高度。天然气水合物是类冰的非化学计量的晶体化合物，具有储量大，清
洁燃烧等一系列优点，作为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品，为广大能源科学工作者所青
睐，对多孔介质中天然气水合物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水合物的分解过程进行研究，
是大规模开采利用天然气水合物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

废弃天然气水合物藏中二氧化碳封存特性研究
作者：周航
学位授予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宋永臣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全球温暖化日益严重，二氧化碳减排刻不容缓。二氧化碳封存被认为是一
种时效性较强的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方法；同时，随着天然气水合物开采
技术研究的深入和创新，废弃天然气水合物藏的处理问题被提上日程。围绕上述
两个问题，本文提出了在废弃天然气水合物藏中进行二氧化碳封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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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表层天然气水合物盖顶降压式开采装臵机理研究与设计
作者：杨牧
学位授予单位：西南石油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黎伟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极具开采前景的新能源。若能加快发展海洋天然气水
合物开发技术，实现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商业化开采，将对我国能源战略提供有力
保障。目前，美、俄、日、加等国均在加速探索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商业开采技术，
2017 年我国在南海海域进行了天然气水合物首次实验性质试采 ...

海底非成岩天然气水合物机械绞吸式刀齿破碎性能研究
作者：张亦驰
学位授予单位：西南石油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王国荣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作为我国第 173 个矿种，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量丰富，是一种高效清洁能源，
也是未来全球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固态流化开采是我国首创的海底非成岩水合
物安全绿色高效开采新思路，而其中海底采掘部分又是该工艺能否达到商业化产
气量的关键。本文针对采掘破碎方式之一的机械绞吸式破碎 ...

海底水合物储层在高压水射流作用下的破碎过程及储层改造增
产研究
作者：杨林
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
学位名称：博士
导师姓名：陈晨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又称“可燃冰”，是分布于海底沉积物和陆域冻土区中，由
轻烃、CO2、H2S 等小分子气体和水在特定温度和压力（低温高压）条件下形成的
白色、淡黄色的似冰状笼型晶体物质。据估算，90%的世界大洋水域都是海底天
然气水合物形成的潜在区域，地球上天然气水合物中总有机碳的储量约为石油、
天然气和煤炭三者总和的两倍。由于其能量密度高、分布范围广、资源储量大、
埋藏深度浅和环境污染小等特点，天然气水合物的研究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
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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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可控源电磁现场数据预处理软件开发
作者：冯一帆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邓明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海洋可控源电磁法是一种通过油气资源与周边沉积物的电阻率存在差异的
原理判定海底油气资源位臵，预估储层价值的一种资源勘探方法。在国内外的研
究中，海洋可控源电磁法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理论方面，海洋可控源电磁法
已经逐步走向成熟；在仪器方面，一系列大型海洋可控源电磁勘探仪器的研
发 ...

海洋天然气水合物降压开采潜力及力学稳定性数值模拟研究
作者：袁益龙
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
学位名称：博士
导师姓名：许天福 辛欣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又称“可燃冰”,主要是由甲烷气体分子与水分子在低温高
压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具有笼型结构的似冰状结晶化合物,其主要赋存于陆地永久
冻土区和海洋沉积物中。水合物储层的特殊赋存性质导致其开采是涉及相变、多
相流动、传热、岩土变形等多物理化学过程的耦合问题 ...

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开采井孔出砂问题数值分析研究
作者：黄国恒
学位授予单位：浙江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学科专业：海洋地质
导师姓名：夏枚生 苏正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读秀数据库、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重要的能源战略物资，目前的研究热点多集中在如何
保证海域水合物的安全高效开采。各国实地试采工程表明，出砂问题是影响水合
物产业化的关键障碍。出砂是指地层中的沉积物颗粒不受控制的从井孔产出，它
不仅会堵塞采气通道，磨损钻井设备，还会引起地层破坏，引发钻井事故。故要
想实现海域水合物安全有效益地开采，必须研究水合物储层出砂机理，克服出砂
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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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新书资源推介（可燃冰专辑）

海洋天然气水合物钻井过程中井筒相态变化规律研究
作者：侯艺萌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宁正福 田中兰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到目前为止，清洁能源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天然气水合物也在逐渐地受
到重视。海洋天然气水合物的资源量非常丰富，但是由于其本身物理化学和结构
性质的特殊性，使得天然气水合物钻井过程中会在井筒发生相态变化：钻井时水
合物层分解产气后进入井筒上升 ...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产能研究
作者：李占钊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刘同敬 于彦江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作为新型可替代能源，其开采研究已经引起世界上很多国家
的重视。全球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储层中有 90%以上的为泥质粉砂类型。该类型的
储层胶结强度低，水合物分解后呈现出半流塑状，开采过程中伴随着塑性变形和
渗透率降低的现象。开展该类型的水合物储层相关实验评价和产能规律研究 ...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活动分析及潜在灾害防治
作者：赵宾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矿业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学科专业：采矿工程
导师姓名：王方田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储量大、污染少、能量效率高，具有大规模开发潜力和
广阔应用前景。因水合物储层条件的复杂性及平衡区的温压限制，海域天然气水
合物开采面临诸多问题，开采不当易造成严重的地质环境灾害。本文在广泛收集
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理论分析和数值计算多种研究方法，研究了海域天然气
水合物分解作用机制、热流固耦合下不同开采因素影响规律、开采井及开采储层
稳定性及潜在灾害防治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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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项目成果

含水合物沉积物导热特性测量与模型预测
作者：魏汝鹏
学位授予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赵佳飞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分解后只产生甲烷和水，相对于传统化石能源而言是一种清
洁高效环境友好的替代能源，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相继对其进行资源
勘探与开采研究。目前，全球已探明天然气水合物有机碳储量相当于全球已探明
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总量的两倍 ...

含水合物非均质多孔介质渗流特性模拟研究
作者：艾丽
学位授予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赵佳飞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环境的日益恶化加剧了人类对新能源和替代能源的勘探与开发，寻找清洁
的新能源已经成为了众多国家的重大课题。天然气水合物，经过地球的长时间的
演化大量的存在地球深处，是一种清洁能源，从被发现起科学家就对它进行了关
注，并勘探地球上的储量以及存在的地点，进行了高效和安全地开采相关的研究。
影响天然气水合物开采的要素很多，其中渗透率处于一个重要的位臵 ...

含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变形与强度特性研究
作者：李力昕
学位授予单位：桂林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韦昌富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是由天然气和水在高压、低温条件下形成的笼形结晶化合物，
广泛的分布于深海沉积物和陆域永久冻土中。甲烷为其主要气体组分，天然气水
合物燃烧后生成二氧化碳和水，清洁无污染。因此被认为是未来潜在的理想新能
源，它具有分布广泛、埋藏浅、资源量巨大、能量密度高等特点。作为具有巨大
开发价值的战略性能源，水合物的开采利用备受世界各国关注，然而海底天然气
水合物以固体状态存在，能将沉积物颗粒胶结在一起，使海底原来疏松的结构变
得致密，开采过程中水合物的分解，会导致海底滑坡、温室效应和海洋生态环境
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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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新书资源推介（可燃冰专辑）

含天然气水合物泥质砂岩储层声波速度及电阻率模型研究
作者：胡旭东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博士
导师姓名：邹长春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荷载作用下水合物沉积物渗流特性研究
作者：薛嘉诚
学位授予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刘卫国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作为极具开采前景的潜在能源之一，存在于地球的冻土区和
海洋沉积层中，储量非常可观。水合物储层属于多孔介质，具备一定的渗透性，
其渗流特性会对天然气水合物开采中的气水流动状况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

互层型甲烷水合物沉积物力学特性研究
作者：吴琪
学位授予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李洋辉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具有能量密度高、储量丰富、清洁无污染等优点，被视为未
来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新型能源，已经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 ...

基于分子动力学的天然气水合物生长过程模拟及热导率计算
作者：王思敏
学位授予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蔡伟华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在自然界中储量巨大，是未来一种重要的能源。与水合物的
开采技术一样，水合物的成核和生长也吸引了广泛的研究。科学家在研究水合物
时发现 1m3 的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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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定研究——以可
燃冰开发为例
作者：王倩
学位授予单位：上海海洋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傅广宛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加快改革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美
丽中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我国日益蓬勃发展的经济要求源源不断的能源供给，但目前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单
一，煤炭等传统能源仍占主导，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不容忽视 ...

基于 LBM 的天然气水合物藏分解及流动特性研究
作者：王文豪
学位授予单位：太原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梁海峰
学位年度 :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是天然气与水形成的一种类冰状结晶物质，主要储存于
深海海底和永久冻土中，因其燃烧热量高，储量丰富，受到各国研究人员的广泛
关注。天然气水合物的开采涉及传热、传质和多相流动，过程极其复杂。通过研
究天然气水合物的分解和多孔介质内流体的流动特性 ...

基于奇异性的天然气水合物赋存类型识别研究
作者：马帅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博士
导师姓名：刘学伟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压力取芯表明天然气水合物有两种不同的赋存形态：充填于孔隙之中
的肉眼不可见的孔隙充填型水合物和充填于小裂隙、小裂缝之中的肉眼可见的裂
隙型水合物。开采之前需要知道水合物的赋存类型，以便选取合理的开采方式。
否则，可能会引发海底坍塌和甲烷泄露等灾害。本研究根据两种赋存类型水合物
分布特征的差异，提出了基于奇异性的识别水合物赋存类型方法。对孔隙型水合
物而言，水合物均匀的充填在介质的孔隙之中，其物性相对均匀，包含的奇异性
信息弱。而裂隙型水合物，水合物肉眼可见的充填在裂隙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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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天然气水合物勘探的多功能 CPTU 数据解释与聚类算法研
究
作者：邱敏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地质大学
学位名称: 博士
导师姓名：姚爱国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工程建设和海洋矿产资源开发是海洋经济的引
擎。作为一个新矿种，天然气水合物潜力巨大，天然气水合物储层的准确识别和
精细定量评价是自然界水合物开发利用的基础。目前，地球物理测井是除地震和
钻探取心外最有效的原位识别和评价方法。测井离不开钻探 ...

基于统一硬化参数的深海能源土本构模型及其 ABAQUS 二次开
发
作者：刘锐明
学位授予单位：青岛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孔亮 李凯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被认为是 21 世纪极具开发前景的新型战略性替代能源，是一
种亚稳态物质，温度升高或是压力降低都能导致水合物分解。深海能源土是指含
天然气水合物的深海沉积土体，水合物的形成和分解会影响能源土的强度、刚度、
剪胀等特性。能源土本构特性的模拟对天然气水合物的安全开采至关重要 ...

甲烷水合物和超低密度冰的新相研究
作者：黄盈盈
学位授予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博士
导师姓名：赵纪军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甲烷水合物是甲烷气体和液态水在一定温度和压力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固体
包合物。它不仅在地球的永久冻土层、海底和大陆边缘沉积中储量丰富，而且在
太阳系中气态巨行星的卫星和星云上广泛存在。因此，甲烷水合物一直是能源、
环境、气候、高压等领域的研究热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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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压联合热激法甲烷水合物开采特性研究
作者：马占权
学位授予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杨明军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广泛分布于满足低温高压环境的海洋大陆架边缘和陆上永久
冻土区，由于其丰富的储量和清洁无污染的特点，被认为是未来重要的能源之一。
本文研究了两种类型天然气水合物矿藏的降压联合热激法开采过程，分析了不同
降压方式和不同热激方式对水合物开采过程中储层温度压力变化和产气产水特
性的影响，为天然气水合物高效开采提供理论支撑 ...

客体分子在笼型水合物中稳定性理论研究
作者：安婷
学位授予单位：哈尔滨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张辉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类似冰的非化学计量化合物，由周围的水分子和捕获
的气体分子组成。水分子之间形成的氢键构成了水合物晶体结构的晶格。自然界
中有大量的天然气水合物，预计资源量是现存化石燃料的两倍以上。一方面自然
界中存在的大量天然气水合物可以作为未来清洁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以解决能源
短缺问题 ...

库车山前高温高压气井水合物形成原因及对策分析
作者：陈红阳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董平川 彭建云 张宝
学位年度 : 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区块是塔里木油田的库车山前气田区块，该区块有的气井在
生产过程中在井口附近形成了水合物，严重影响了气井的正常生产，有的气井被
迫关井。本文首先对天然气水合物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再采用单
变量法和敏感性分析法对影响水合物生成的主要因素和生产因素进行了分析，结
合分析结果对库车山前水合物形成原因进行了总结。然后通过对水合物常用防治
方法的优缺点进行对比，筛选出了井下节流作为库车山前水合物防治的主要方
法。本文对井下节流基本原理以及在国内气田的应用进行了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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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海浅层钻井地质灾害声学特征规律研究
作者：闫莉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杨进陈建兵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北极冷海地区油气资源储量丰富，开采潜力巨大、战略价值极高，但是浅
层地质灾害是极地冷海地区钻井作业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如果处理不当，这些
地质灾害会对极地冷海油气开发造成灾难性的事故，因此有必要对冷海浅层钻井
地质灾害进行识别和预测。本文通过开展冷海浅层气和水合物声波特征的模拟实
验，研究了冷海浅层钻井地质灾害的声波速度变化规律 ...

南海北部陆坡浅层沉积物活性硅的赋存和演化特征及其对天然
气水合物的指示意义
作者：卢毅
学位授予单位：厦门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雷怀彦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随着天然水合物在我国南海试采成功，水合物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可期新
型清洁能源之一，值得各界更深入的研究。已有大量研究资料表明本研究区南海
北部陆坡的台西南盆地赋存有天然气水合物，其中有许多地球化学记录指示研究
区在地史较冷时期海平面下降造成数次天然气水合物大规模分解，以及现今存在
较浅的 SMTZ ...

南海北部神狐海域 Site 4B 站位沉积物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对甲
烷渗漏的指示意义
作者：王竣雅
学位授予单位：浙江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楼章华，陈雪刚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海底甲烷渗漏对油气资源勘探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南
海是我国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的重要储库，通过研究南海海底浅表层沉积物地球化
学信息来反演甲烷渗漏历史,对我国天然气水合物的研究意义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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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祁连山疏勒坳陷深部构造与天然气水合物预测研究
作者：林慧敏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王彦春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俗称“可燃冰”，由水和甲烷等分子在低温高压条件下形
成的一种类冰状结晶物质，通常赋存于海底沉积物及陆域冻土带中，是目前勘探
前景较好的新型清洁能源。我国作为第三大冻土国，具有巨大的天然气水合物能
源前景，但由于我国关于陆域天然气水合物研究滞后，总体还处在起步阶段，自
2008 年祁连山冻土区成功钻取水合物岩心，该地区便成为研究热点之一 ...

能源技术的生态哲学反思
作者：向莉
学位授予单位：湘潭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姚从军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读秀数据库、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能源关系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前景，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当今
人类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能源短缺和生态环境破坏，如何使能源与环境协同可
持续发展是目前国际社会探讨和研究的重点。随着能源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清洁
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有效地缓解了当今的能源危机，但一些清洁能源(如可燃冰)
在开发过程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

ODP 典型站位酸解烃地球化学特征、提取技术及其在天然气水
合物勘探中指示意义的研究
作者：黄紫嫣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孙春岩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这种新型清洁能源在世界各国受到了广泛重视，因此目前亟
需对水合物的勘探开发技术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烃类地球化学方法是常用的水
合物勘探技术之一，对于水合物的调查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国际大
洋钻探计划 ODP/IODP 主要获取钻井岩心中游离气，但游离气获取成本高，且反
映的主要是成藏中“动态”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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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离岸油气安全指令》中的海洋环境污染防治规则研究
作者：林艺园
学位授予单位：暨南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程荃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在经历了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将近四年一系列的论证与博弈后，欧盟出
台了《离岸油气安全指令》。“海洋环境污染防治规则”是该指令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供应和环境安全等多重挑战，积极探索与之
相关的法律制度的最新成果 ...

祁连山冻土区孔隙型水合物储层岩石电性实验研究
作者：唐叶叶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邹长春
学位年度 : 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储量丰富备受瞩目的新型能源。我国在中高纬度祁连
山冻土区内发现了天然气水合物，使得祁连山冻土区天然气水合物的勘探开发成
为热点问题。天然气水合物在测井响应上主要表现为高电阻率和高声波速度异
常，单一的勘探手段所得勘探结果存在多解性，因此还需借助其他手段进一步确
定。通过岩石物理实验，在祁连山冻土区岩石样品中合成水合物 ...

祁连山冻土区天然气水合物储层测井响应机理研究
作者：刘安琪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邹长春
学位年度 : 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地球物理测井是勘探研究天然气水合物的重要手段。首先，天然气水合物
的形成需要合适的温度压力等条件，当脱离所需环境时天然气水合物将会发生分
解，而地球物理测井方法可以在原位地层的温度和压力环境中对地层的特性进行
测量，因此，地球物理测井方法在发现和研究天然气水合物的过程中是其它勘探
方法无法代替的。其次，天然气水合物储层在测井曲线上有良好的显示，具有相
对明显的测井响应特征，是勘探和发现天然气水合物的有效方式。除此之外，地
球物理测井方法具有连续性的特点，通过测井取心，可以得到连续并且更加可靠
的观测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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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组分及热力学抑制剂对水合物相平衡的影响
作者：崔运磊
学位授予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韩怀志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水合物的开采和应用均是以水合物的相平衡研究为基础的。在天然气水合
物开采时，改变水合物稳定存在的条件即可使水合物分解；在石油、天然气管路
运输中添加热力学抑制剂可以改变水合物的形成条件，防止水合物生成，堵塞管
路。针对水合物开采和应用的前景，了解水合物的相平衡条件，进而控制水合物
的生成和分解过程是关键性问题 ...

羌塘盆地吐错地区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特征研究
作者：栗豫丰
学位授予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刘兴德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从油气成藏的角度，通过收集相关地质调查资料、前人研究成果，通过野
外地质调查研究与天然气水合物成藏密切相关的气源条件、构造特征、泥火山、
冻土等条件和特征；通过采集样品并测试，通过水文地球化学、烃类气体含量、
流体包裹体特征等方面，初步评价区内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特征以及条件，并结合
前人的天然气水合物找矿研究成果，对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特征进行剖析 ...

青海省木里地区天然气水合物基本特征及探测方法研究
作者：任淯
学位授予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田亚铭 戴晓爱 岑奕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读秀数据库、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能量密度高、储量潜力大的非常规清洁能源。2017 年，
我国南海神狐海域取得了天然气水合物的试采成功，成为世界首次成功对泥质粉
砂型天然气水合物的安全可控开采，使我国天然气水合物研究迈上了新的台阶。
在陆域天然气水合物领域，我国是首个在中纬度发现天然气水合物的国家，2008
年在青海省祁连山木里地区钻获了天然气水合物样品。该地区的天然气水合物研
究，对于中纬度天然气水合物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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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 体系下天然气水合物合成实验研究
作者：王恺钊
学位授予单位：西南石油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刘艳军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由于绿色清洁且具有较高的储气密度等特点在能源气储运、
海水淡化、石油化工以及蓄冷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高效、快速的大量制
备天然气水合物是目前水合物技术中的关键问题。水合物合成过程涉及复杂的传
质、传热和相平衡等问题，合成速率慢且成核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

sⅠ型甲烷水合物微观构型与力学性能的分子动力学研究
作者：唐启忠
学位授予单位：重庆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李期斌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近些年来人们在太空探索中发现水合物存在的迹象，同时水合物可在太空
中作为相变储能介质及淡水资源。天然气水合物具有分布广、储量大、高热值等
优点，已受到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在水合物技术开发应用前，探明水合物的基
础力学性质、变形破坏机制以及它们与沉积物的相互作用机理等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和实用价值。然而由于水合物稳定存在的环境极为 ...

水合物分解引起的超孔压对海底能源土斜坡稳定性影响分析
作者：李天赐
学位授予单位：青岛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孔亮，赵新波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海底能源土斜坡是指含天然气水合物(俗称可燃冰)的海底斜坡。天然气水
合物储量大、分布广、能量密度高，是 21 世纪最具开发前景的新型战略性替代
能源。由于天然气水合物高压低温的赋存条件极其苛刻，环境的变化和海底工程
等极易引起温压条件改变，导致水合物分解。常温常压下 1m3 的天然气水合物分
解后可释放出 164 m3 的天然气和 0.87 m3 的水。随着水合物的分解，土颗粒间胶
结能力减弱，孔隙率增加，能源土成为欠固结土或松砂；分解产生的甲烷气体使
孔隙水压力急速抬升，进而导致土颗粒间有效应力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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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合物井海床完井装臵及其实施控制
作者：张德华
学位授予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段梦兰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深水水合物井海床完井装臵是针对采用无隔水管钻井技术开采深水天然气
水合物的井口进行完井作业的关键设备。该系统可实现完井套管的存储运输、上
卸丝扣、下放井口等动作，建立井内完井套管通道，还可以辅助进行泥浆及水泥
浆循环固井作业。本文依托中国南海天然气水合物矿藏开采工况条件，设计深水
水合物井海床完井装臵。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

水合物开采过程气-水运移及颗粒聚集机理研究
作者：王盛龙
学位授予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博士
导师姓名：宋永臣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读秀数据库、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多赋存于海底浅层沉积物中，成藏区域的地质条件复杂，其
开采过程涉及水合物分解、储层气-水运移以及管道气-水输运，是一个含相变的
多相多组分运移过程。因此，探明天然气水合物开采过程中的气-水运移特性及
水合物颗粒的聚集机理，是实现天然气水合物安全、高效开采的关键 ...

天然气水合物储层上覆土层力学特性研究
作者：李佳杰
学位授予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李洋辉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读秀数据库、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因其储量巨大、燃烧清洁等优势，被认为是一种能够替代传
统石化燃料的新型能源。然而，天然气水合物开采可能诱发地层沉降、井筒失稳
等工程地质灾害，在实现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商业化开采之前，必须充分认识天然
气水合物藏的力学特性。目前，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水合物储层或水合物晶体本
身的力学特性，忽略了作为承载大型海洋工程装备的上覆土层（盖层）。上覆土
层是指覆盖在天然气水合物储层之上的土层，无论是开采过程中水合物分解导致
的储层结构变化，还是在开采过后的水压恢复过程，都会对上覆土层产生扰动，
进而引发海底滑坡、平台安全风险等危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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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产物促进甲烷水合物形成动力学研究
作者：王素莹
学位授予单位：华南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王卫星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甲烷水合物作为一种清洁能源，未来将成为全球能源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同时，如何更高效、安全地储存和运输天然气依然困扰着人类，以水合物的形式
储运天然气具有高效、安全的特点。然而水合物工业化进程缓慢，因为其形成条
件苛刻，一种有效的解决方式就是寻找高效的甲烷水合物促进剂。水合物的动力
学促进剂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十二烷基硫酸钠（SDS）为代表的表面活性剂，但是
其均为石油化工产业的副产品，不可避免引发一些环境问题 ...

天然气水合物导热系数实验研究
作者：赵洁
学位授予单位：山东科技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孙始财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储量大、分布广、埋藏浅、能量密度大、燃烧清洁，被誉为
是未来最具有应用前景的新能源之一。随着 2017 年 5 月我国南海神狐海域天然
气水合物试开采成功，进一步加快了水合物商业化开采的步伐。天然气水合物的
稳定性对温度波动很敏感，决定了水合物的导热系数作为基础资料在预测当今全
球变暖、评估含水合物沉积物海底稳定性以及水合物资源勘探、开采、输运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 ...

天然气水合物的岩石物理建模与地震响应分析
作者：范文豪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李向阳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似海底反射(BSR)是识别天然气水合物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了提高利用 BSR
评价天然气水合物储层的效率，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估算天然
气水合物厚度和饱和度的改进的地震属性分析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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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水合物冻土层低温钻井液配方设计及数值模拟
作者：韩月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矿业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郝树青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全球常规能源日益枯竭，寻找新能源迫在眉睫。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量巨大、
分布范围广、能量密度高，合理开发利用可以缓解油气资源短缺问题。天然气水
合物勘探开发钻井过程中，钻井液的侵入会出现井壁水化膨胀甚至坍塌和储层污
染、钻井液耐低温能力不足、流动性差、以及天然气水合物分解和再形成等问
题 ...

天然气水合物浆体管输特性研究
作者：唐孝蓉
学位授予单位：西南石油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刘艳军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Natural Gas Hydrate，俗称“可燃冰”)，储量大、能量密
度高、燃烧清洁，未来有望主导全球能源供给[1]。随着我国南海海域“可燃冰”
连续、稳定的试采成功，标志着我国天然气水合物的研究工作已进入到一个崭新
的阶段。同时，如何经济、安全有效地将破碎后的天然气水合物浆体从海底输送
至海面也一直是困扰研究人员的重要问题 ...

天然气水合物降压-注热联合开采法数值模拟与?分析
作者：陈云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陈光进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目前，降压法是使用最为广泛的水合物开采方法，具有成本低、产气量低
的特点，研究发现，其与注热法联合使用可以进一步提高开采的产气量和产气速
率。因此，针对我国南海东沙区域的天然气水合物，采用降压-注热联合开采过
程的数值模拟，并通过?分析对该开采过程进行能效分析，确定最佳工况条件，
为我国南海东沙区域的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提供参考指导。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如下：(1)根据文献所提供的南海东沙区域的地质参数，确定 TOUGH 水合物数值
模拟软件涉及的四相四组分二维动力学模型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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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水合物降压与注热联合开采数值模拟
作者：王帅
学位授予单位：太原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梁海峰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高储量、高热值、无污染的天然气水合物是未来重要的战略资源，对其进
行开采与利用是当下的研究热点。目前天然气水合物可利用的开采方法中最有前
景及潜力的是降压法、注热法及二者联合法，同时国内外许多学者主要研究单一
降压法、单一注热法、先降压后注热法和先降压后注热法等开采方法，但对降压
与注热同时进行的联合法研究较少，故本文对水合物联合法开采过程进行研究，
以期望可以对实际开采提供帮助。 ...

天然气水合物开采储层变形计算——以冲绳海槽区为例
作者：马秀冬
学位授予单位：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刘乐军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储层在开采时发生的变形作用对是否能安全顺利的进行开采
工作至关重要。东海是我国重要的边缘海之一，已有勘探调查资料表明冲绳海槽
西侧槽坡（东海陆坡）及槽底区赋存有丰富的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因此本文选取
冲绳海槽区天然气水合物远景区作为研究对象，依据现有资料，建立储层数值模
拟模型，采用 Mohr-Coulomb 岩土本构关系与 Biot 固结理论的流固耦合模式理
论 ...

天然气水合物快速合成技术实验研究
作者：江磊磊
学位授予单位：西南石油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刘艳军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作为地球上资源量最大的非常规天然气之一，天然气水合物广泛分布于深
海沉积物或陆域永久冻土层的岩石裂隙、空隙中。此外，水合技术在油气储运、
气体混合物分离、海水淡化及温室气体的海底封存等领域也都有着广泛应用前
景。鉴于此，综合不同天然气水合物快速合成技术特点，并根据天然气水合物能
够稳定存在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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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水合物能源生产—潜力和挑战
作者：Mouaad Bouhaya
学位授予单位：厦门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张文舟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或可燃冰块由甲烷组成，将成为本世纪的清洁能源。这种新
资源可以解决能源短缺造成的诸多问题，正在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在本论文中，
我将重点探讨勘探发展，讨论全球特别是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从这些方
面分析其在中国的挑战和机遇；资源、技术、经济和政策，采用五力模型和政治
经济学社会技术方法 ...

天然气水合物生成条件预测模型研究
作者：闫枭
学位授予单位：西南石油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杜志敏 卞小强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是蕴含大量热量的高效清洁资源。天然气水合物矿藏储量巨
大，有着极大的战略价值，因此，自人类发现天然气水合物以来，各国政府始终
保持着对天然气水合物的关注。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相关要求，党中央明确提出
大力加快水合物产业化进程。2017 年 11 月 3 日，国务院同意天然气水合物成为
第 173 个矿种，从而奠定了天然气水合物在勘探开发中的重要地位 ...

天然气水合物岩心样品检测分析技术研究
作者：周伟华
学位授予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赵佳飞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作为一种极具潜能的清洁能源备受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目
前，我国正处于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勘探调查的关键时期。对海底天然气水合物沉
积物的检测分析有助于建立其物性与饱和度之间的关系，并且能为天然气水合物
的高效安全开采技术开发提供重要的地球物理依据。因此，本文针对含水合物沉
积物的声学特性及其水合物的赋存规律展开重点研究，并对天然气水合物钻采现
场的水合物岩心样品进行基础物性分析和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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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水合物摇摆釜系统设计与堵塞特性实验研究
作者：张学玲
学位授予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刘瑜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具有非化学计量性的、束缚有气体分子的笼型冰状固
体化合物。因其具有高能量密度和低环境污染等优势，被视为 21 世纪最具商业
开采前景的新型清洁能源。然而，随着海洋油气开采走向深水，输送管线可能存
在水合物堵塞风险，从而造成生产中断，严重时甚至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安
全隐患。因此，管道水合物堵塞过程及堵塞抑制研究对深水油气田开发具有重要
意义 ...

天然气水合物一维降压开采实验研究
作者：李鹏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孙长宇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已有的勘探表明，水合物在地层中的分布集中在一定区域内，呈不同尺度
的带状或层状分布。为了获取这种带状或者层状水合物降压过程中的产气产水规
律，以及认识含水合物区域与外部不含水合物区域在开采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机
制，实验利用一个小尺度一维反应器，进行了多组降压开采模拟实验，考察储层
中水合物层占比(厚度、宽度)、开采压力等因素对降压开采效率的影响 ...

天然气水合物在多孔介质体系的分解特性与分解机理研究
作者：易达通
学位授予单位：重庆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钟栋梁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是储量巨大的清洁能源，对其进行开发利用有助于缓解世界
能源危机，改善我国能源结构。然而天然气水合物的商业开采仍然面临许多问题，
目前世界各国主要在实验室开展天然气水合物的模拟开采研究，研究大多集中在
多孔介质类型、多孔介质液体饱和度、水合物饱和度、分解压力、反应器容积等
因素对水合物分解过程的影响，对不同分解方法的储层温度变化、产气速率、产
气率等特性研究较少 ...
28

“ 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项目成果

天然气水合物制备过程的复杂多相流传递过程研究
作者：辛亚男
学位授予单位：北京化工大学
学位名称：博士
导师姓名：郭锴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储运技术(NGH 技术)亦称为天然气固化技术(GTS)，是利用水
合物优秀的储气能力，将天然气由气态转化成固态水合物形式来储运，是一种本
质安全的新型天然气储运技术，可望成为 LNG 或 PNG 技术的有效补充和替代技术，
也因此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和研究。现有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实验室研究和理论计
算，对水合物制备过程的传递特性及反应 ...

我国可燃冰开发环境风险管理机制研究
作者：毛韫萦
学位授予单位：武汉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李广兵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能源问题是关乎一个国家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在面临传统能源耗尽危
机的今天，更是每个国家的棘手问题。我国作为一个能源重度依赖进口的国家，
除了寻求各种能源合作，发掘和发展新能源亦是其政策的必然选择。而可燃冰这
一新型能源的发现，为我国的能源未来带来了福音 ...

蛭石液相剥离组装及其应用研究
作者：王博浩
学位授予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凌铮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作为清洁高效的新能源，吸引了各国政府和学者高度关注。
天然气水合物大多存在于沉积层中，而粘土作为沉积层的重要组成，对水合物生
成、分解等过程有着重要影响。国内外学者采用真实粘土矿物开展大量实验，力
求探明粘土对水合物生成、分解的影响。然而，由于粘土成分多样，孔结构丰富，
比表面积大，层间离子多样以及表面结构复杂，实验结果显示粘土对水合物生成
可能存在抑制或促进作用，也可能没有影响。目前，尚无确切的粘土与水合物生
成/分解调控之间的构效关系。因此精细调控粘土物性，获得成分、结构高度可
控的粘土材料是探明上述构效关系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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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二氧化碳改造天然气水合物藏相关基础研究
作者：李楠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博士
导师姓名：陈光进
学位年度：2018
获得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针对天然气水合物储层低渗透性，盖层不成岩的特点，本文提出一种基于
二氧化碳水合物原理的储层改造方法，将天然气水合物储层改造/开采与二氧化
碳封存结合起来。本论文通过成藏模拟实验，掌握了水合物储层特征，如水合物
产状、储层渗透性、储层强度等；进行了模拟开采研究，掌握了开采过程中的产
气规律以及储层内部流体运移分布特征 ...

撞击流反应器内甲烷水合物生成动力学研究
作者：谢庚彪
学位授予单位：郑州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导师姓名：白净
学位年度：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水合物法运输天然气是一种新型的天然气储运技术，具有容量大、环保、
储运条件温和等优点。但是水合物法储运天然气仍然停留在实验室阶段，阻碍其
工业化应用的主要原因有：水合物生成较为缓慢、能耗高、生成的水合物移除困
难等。水合物的生成过程主要受两方面的因素影响，一方面是水合过程中的气液
传质速率，另一方面是如何快速导出反应过程的热 ...

钻采条件下南海水合物储层响应特性模拟研究
作者：孙嘉鑫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地质大学
学位名称：博士
导师姓名：蒋国盛 宁伏龙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读秀数据库 百链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自然界中的天然气水合物(以下简称水合物)是一种清洁的、储量巨大的非
常规天然气资源，其安全、高效和可持续开采对于解决我国能源短缺、降低油气
对外依存度、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水合物勘探开
发已成为当前我国能源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依托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
查与评价和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与试采国家专项，原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
局在南海北部陆坡评价圈定了 6 个水合物成矿远景区、19 个成矿区带、25 个有
利区块、24 个钻探目标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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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文图书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of oceanic natural gas hydrate :
critical factors for commercialization / 海洋天然气水合物的勘
探和生产 ：商业化的关键因素
责任者：Michael D. Max, Arthur H. Johnson
ISBN：9783030004002, 9783030004019（eBook）
版次：第二版
出版者：Springer
出版年：2019
页码：482 pages
索书号：456/M45e/2
获取途径：馆藏纸本
摘要：This second edition provides extensive information on the attributes of the
Natural Gas Hydrate (NGH) system, highlight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novative use
and modification of existing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new approaches and
technologies that have the potential to dramatically lower the cost of NGH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Above all, the book compares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al, and
commercial aspects of the NGH system with those of other gas resources ...

Gas Hydrates 2 / 天然气水合物 2
责任者：Livio Ruffine; Daniel Broseta; Arnaud Desmedt
ISBN：9781786302212
出版社：Wiley-ISTE
出版日期：2018
页码：363
获取途径：百链数据库 地质云平台 文献传递
摘要：In recent years ,interest for chathrate hydrates has increased, motivated both by
their fascinating physiochemical and thermophysical properties and their industrial
and practical promises in various areas of application.
Following the 2017 publication of Volume 1, which focused on fundamental
aspects, model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methods, this volume gathers a series of
contributions addressing the natural occurrence of clathrate hydrates in sediments on
Earth, 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 methane cycle, geohazards and energy resources, and
then a few promising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31

地学新书资源推介（可燃冰专辑）

四、西文学位论文
A Comparative Morphologic Analysis of Hydrocarbon Induced
Terrains in the Gulf of Mexico and Offshore Southern
California / 墨西哥湾和南加州近海烃源地形的比较形态分析
作者：Tran, Justin Salomon
页数：122
出版日期：2018
大学/机构：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ISBN：9780438630369
导师：Valentine, David L.
学位：M.S.
获取途径：ProQuest 学位论文数据库
文档 URL：
http://www.pqdtcn.com/thesisDetails/2D2BB2F062A61CAF3C40A9EF258F4FC8
摘要：Hydrocarbons, such as methane or oil, flow to the seafloor from subsurface
reservoirs and can induce elevated or depressed bathymetric terrains. They can harbor
poorly understood life and induce mass wasting or slumping. Identification of
hydrocarbon source and seepage activity is a nested process ...

A Study of Interwell Interference and Well Performance in
Unconventional Reservoirs Based on Coupled Flow and
Geomechanics

Modeling

with

Improved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 基于耦合流动和地质力学建模提高计算效率的非常
规油气藏井间干扰与井动态研究
作者：Guo, Xuyang
页数：218
出版日期：2018
大学/机构：Texas A&M University
ISBN：9780438881754
导师：Killough, John;Wu, Kan
学位：Ph.D.
获取途径: ProQuest 学位论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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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 URL：
http://www.pqdtcn.com/thesisDetails/3A1B2402DA760392F7492993A76797F7
摘要：Completion quality of tightly spaced horizontal wells in unconventional
reservoirs is important for hydrocarbon recovery efficiency. Parent well production
usually leads to heterogeneous stress evolution around parent wells and at infill well
locations, which affects hydraulic fracture growth along infill wells. Recent field
observations indicate that infill well completions lead to frac hits and production
interference between parent and infill wells. Therefore ...

An integrated seismic and well data study of shallow fluid
accumulations in Snøhvit, SW Barents Sea / 巴伦支海西南部
Snøhvit 浅层流体聚集的地震和井资料综合研究
作者：Arntzen, Andreas
学位授予单位：University of Tromsø – The Arctic University of Norway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百链数据库 地质云平台 文献传递
摘要：In the vicinity of the Snøhvit hydrocarbon reservoir in the Hammerfest Basin a
number of fluid flow phenomena occur, e.g. free gas accumulations, pockmarks and
potential indicators of gas hydrates.The presence of shallow gas may cause major
blowouts during drilling. To reduce the risk, it is important to locate the shallow gas
and gas hydrates. CO2 has been injected into the Snøhvit reservoir since 2008, even
though there has been proven leakage from the reservoir ...

Analysis of Pressure Distribution Along Pipeline Blockage Based
on the CFD Simulation / 基于 CFD 模拟的管道堵塞压力分布分
析
作者：Yang, Lu
页数：65
出版日期：2018
大学/机构：The 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
ISBN：9780438785014
导师：Ling, Kegang
学位：M.S.
获取途径：ProQuest 学位论文数据库
文档 URL:
http://2253809.rm.cglhub.com/thesisDetails/53177FB87B9398DB9768818ED38898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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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Pipeline blockage, which results from solid and hydrocarbon deposition caused
by changes in pressure, temperature, or composition, is a critical issue in oil & gas
produ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s. Sometimes blockage, which extends several
miles in the long-distance pipeline ...

Broadband Acoustic Measurements of a Controlled Seep with
Multiple Gases for Verification of Flux Estimates Through
Bubble Dissolution and Target Strength Models / 通过气泡溶解
和目标强度模型，对含多种气体的受控渗漏进行宽频带声学测
量，以验证通量估计数
作者：Rychert, Kevin
页数：74
出版日期：2018
大学/机构：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ISBN：9780438523395
导师：Weber, Thomas
学位：M.S.
获取途径：ProQuest 学位论文数据库
文档 URL:
http://www.pqdtcn.com/thesisDetails/F8B786C9BB1BC152EBD528793E8A75C4
摘要：To verify existing models for conversion of acoustic target strength to estimates
of the total volume of methane gas released from the seafloor through the water
column, a synthetic seep system was designed and fabricated. This system creates
individual bubbles of the sizes most commonly found in gaseous methane seeps ...

Controls on fluid-flow systems in the Loppa High, SW Barents
Sea / 西南巴伦支海洛帕高压流体流动系统的控制
作者：Wollberg, Anders Clausen
学位授予单位：University of Tromsø – The Arctic University of Norway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百链数据库、地质云平台 文献传递
摘要：The SW Barents Sea is a large hydrocarbon-prone epicontinental Sea comprised
of a complex mosaic of deep sedimentary basins and structural highs. Uplift and
erosion have been affecting the area on a large scale since the Cenozoic and have had
a major impact on the petroleum systems in the area, resulting in spillage of
hydrocarbons. The origin of the hydrocarbons are from deep source roc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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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osited organic coatings for reduced tetrahydrofuran hydrate
adhesion / 降低四氢呋喃水合物附着力的有机涂层
作者：Pelletier, François-Julien
学位授予单位：McGill University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百链数据库 地质云平台 文献传递
摘要：Gas hydrates are crystalline inclusion compound made of water (host) and
methane (guest). Natural occurrences of hydrates are known to be the energy resource
of the future with more than 20,000 trillion cubic meters of methane ...

Dynamics of gas flow and hydrate formation within the hydrate
stability zone / 水合物稳定区内气体流动及水合物形成的动力
学
作者：Meyer, Dylan Whitney
学位授予单位：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学位名称：Doctor of Philosophy
导师姓名：Flemings, Peter B.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百链数据库 地质云平台 文献传递
摘要：Methane hydrate comprises a significant piece of the global carbon cycle and is
an important potential energy resource. Thick marine sands around the world contain
free gas beneath and high concentrations of methane hydrate far above the base of the
hydrate stability zone ...

Geomechanical Property Changes with Hydrous Pyrolysis in
Mahogany Oil Shale in Green River Formation / 绿河组桃花心
木油页岩水热分解过程中地质力学性质的变化
作者：Mohanraj, Keerthikanand
页数：117
出版日期：2018
大学/机构：Colorado School of Mines
ISBN：9780438742871
导师：Tutuncu, Azra N.
学位：M.S.
获取途径：ProQuest 学位论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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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 URL:
http://2253809.rm.cglhub.com/thesisDetails/FDFB6143D5AC2D0D61E041B9DDB9
3A7A
摘要：The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organic-rich shales have proven to be affected
by mineralogical composition, total organic content, water concentration, and
bedding-plane orientation along with other parameters. However ...

Insight into Nucleation Mechanisms of Tetrahedral Materials
from Advanced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 从先进分子
动力学模拟看四面体材料的成核机制
作者：Bi, Yuanfei
页数：196
出版日期：2018
大学/机构：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ISBN：9780355555110
导师：Li, Tianshu
学位：Ph.D.
获取途径: ProQuest 学位论文数据库
文档 URL:
http://2253809.rm.cglhub.com/thesisDetails/94F519745AD75403ABD69ABE886A1
485
摘要：This dissertation studies the nucleation mechanisms of ice, clathrate hydrate
and silicon clathrate which all belong to tetrahedral materials and carry significant
importance to modern society ...

Marine Electromagnetic Exploration of Gas Hydrate in the
California Borderlands / 加利福尼亚边界地区天然气水合物的
海洋电磁勘探
作者：Kannberg, Peter K.
页数：149
出版日期：2018
大学/机构：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ISBN：9780438445413
导师：Constable, Steven
学位：Ph.D.
获取途径：ProQuest 学位论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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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 URL:
http://www.pqdtcn.com/thesisDetails/2D2BB2F062A61CAFE3C91989C45DCA14
摘要: Gas hydrate, an ice-like solid formed from methane and water, is prevalent in
marine slope sediments. Gas hydrate in sediments is a slope stability geohazard, a
potential energy source, a carbon reservoir sensitive to warming oceans ...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to Study the Effect of
Fracturing on the Efficiency Of CH4 –CO2 Replacement in
Hydrates / 分子动力学模拟研究压裂对水合物中 CH4-CO2 臵换
效率的影响
作者：Akheramka, Aditaya O.
页码：134
出版日期：2018
大学/机构：University of Alaska Fairbanks
ISBN：9780355911930
导师：Dandekar, Abhijit Y.；Patil, Shirish L.
学位：M.S.
获取途径: ProQuest 学位论文数据库
文档 URL:
http://www.pqdtcn.com/thesisDetails/E91274A10FEB41082B850829661F3E66
摘要：Feasible techniques for long-term methane production from naturally occurring
gas hydrates are being explored in both marine and permafrost geological formations
around the world. Most of the deposits are found in low-permeability ...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Methane-water

Combustion

at

Transcritical Conditions / 跨临界条件下甲烷-水燃烧的数值模
拟
作者：Juanos, Albert Jorda
页数：163
出版日期：2018
大学/机构：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ISBN：9780438294813
导师：Sirignano, William A.
学位：Ph.D.
获取途径: ProQuest 学位论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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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 URL:
http://www.pqdtcn.com/thesisDetails/F1408EA20A1C7870C7F92C57E198083A
摘要：Combustion at elevated pressure brings advantages in terms of efficiency and
emissions. In many different devices a liquid reactant is injected into a high pressure
chamber where the reaction occurs. Common applications are diesel, jet, and rocket
engines. Frequently, the thermodynamic conditions of the ambient fluid in the
combustion chamber are supercritical for both fuel and oxidizer. However, the
injected fluid is usually at subcritical temperature. Consequently ...

On Pore-Scale Imaging and Elasticity of Unconsolidated
Sediments / 关于疏松沉积物的孔隙尺度成像和弹性
作者：Schindler, Mandy
页数：106
学位年度：2018
大学/机构：Colorado School of Mines
ISBN：9780355982978
导师：Manika Prasad
学位：Ph.D.
获取途径: ProQuest 学位论文数据库
文档 URL:
http://2253809.rm.cglhub.com/thesisDetails/E91274A10FEB41086C93F435F9A8F7
CE
摘要：Understanding the elastic properties of unconsolidated granular media is crucial
for interpreting seismic and sonic log data in soils and unconsolidated petroleum
reservoirs. Rock and soil deformations are often estimated indirectly using rock
physics models that relate changes in elastic properties to pore compliance ...

Seismic studies of the northern Cascadia accretionary prism:
sediment consolidation and gas hydrates / 卡斯卡迪亚增生棱柱
体北部的地震研究：沉积物固结和天然气水合物
作者：Yuan；Tianson
学位授予单位：University of Victoria
学位年度：2018
获取途径：百链数据库、地质云平台 文献传递
摘要：This thesis work was directed at aspects of two related problems: (1) sediment
compaction and fluid expulsion processes in a subduction margin accretionary prism,
and (2) the nature and concentration of gas hydrates that form bottom-simulating
reflectors (BSRs) observed in the accretionary prism sediments of the northern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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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cadia margin. The formation of the gas hydrate and the occurrence of BSRs in the
study area are believed to be mainly a consequence of upward fluid expulsion in the
accretionary prism. Therefore, the two study objectives are closely correlated. Most of
this thesis work was carried out analyzing multichannel seismic data and
incorporating available information including downhole and other geophysical
measurements. Seismic techniques, such as velocity analysis, forward modelling, and
waveform velocity inversion, were used in analyzing the data to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ectonic and geophysical processes in a dynamic accretionary
prism environment. The velocity structure and the inferred porosity variations across
the frontal region of the accretionary prism have been quantitatively assessed by a
detailed seismic velocity analysis. Within the Cascadia basin sediments approaching
the deformation front, and within the frontal thrust zone of the accretionary prism,
seismic velocities increase landward as a result of sediment consolidation. An
important conclusion is that more than one third of the pore fluid content of the
incoming sediment is lost by the time they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accretionary
prism. In the lower slope region of the deformation front, a pronounced velocity
decrease is evident. This low-velocity zone is explained by underconsolidation
resulting from rapid horizontal shortening and vertical thickening of the sediment
column, accommodated by displacements along thrust faults or by distributed
deformation. A prominent BSR becomes visible immediately landward of the
deformation front in the accreted sediment, and is developed over much of the
low-to-mid continental slope. The upward pore-fluid migration is believ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a gas hydrate BSR. From the estimated fluid loss of
35% over the 3-km-thick Cascadia Basin sediments with an average sediment
porosity of 30%, the quantity of the expelled fluid reaches 315 m3/m2 over a distance
of 12 km before the basin sediments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accretionary prism.
Assuming that 100 mmol/L of methane is removed from the expelled fluid as it moves
into the hydrate stability field, a 90-m-thick layer with an average hydrate saturation
of 10% of the pore space can be formed by the rising fluids. A velocity-depth function
in the lower slope region, representing a no-hydrate/no-gas reference profile, has been
established from the detailed semblance velocity analyses and the ODP log data. The
observed and measured sediment velocities near the ODP drill sites increase
downward more rapidly than the reference profile above the BSR. Based on th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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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ing Sulfur Diagenesis in Methane Rich Marine Sediments
on the Cascadia Margin: Comparing Sulfur Isotopes of Bulk
Sediment and Chromium Reducible Sulfur / 卡斯卡迪亚边缘富
甲烷海洋沉积物中硫成岩作用的跟踪研究：块状沉积物中硫同
位素与铬还原硫同位素的比较
作者：Turner, Sarah
页数：79
出版日期：2018
大学/机构：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ISBN：9780438056145
导师：Johnson, Joel E.
学位：M.S.
获取途径：ProQuest 学位论文数据库
文档 URL:
http://2253809.rm.cglhub.com/thesisDetails/5E17F2F5F163D5133E5FCE3CBCE591
5F
摘要: Methane gas is produced in anoxic marine sediments by methanogenic bacteria
and can be ephemerally stored in gas hydrate deposits, escape to the seafloor at
methane seeps, and/or be consumed at depth by the anaerobic oxidation ...

Ultrasonic and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Hydrate-Bearing
Sediments / 含水沉积物的超声和电学性质
作者：Pohl, Mathias
页数：132
出版日期：2018
大学/机构：Colorado School of Mines
ISBN：9780438710474
导师：Prasad, Manika
学位：Ph.D.
获取途径：ProQuest 学位论文数据库
文档 URL:
http://2253809.rm.cglhub.com/thesisDetails/E91274A10FEB41089120929994EB358
5
摘要：There is a need to estimate the amount of gas hydrates occurring in the
subsurface to establish the potential of natural gas hydrates as, for exam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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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文科技报告
Assessing the response of methane hydrates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at the Svalbard continental margin / 斯瓦尔巴大陆边缘
甲烷水合物对环境变化的响应评价
作者: Torres, Marta E. Colwell, Frederick
发布日期: 2018-10-15
研究机构: Oregon State Univ., Corvallis, Or (United States)
获取途径: 尚唯科技报告数据库
http://25.rm.cglhub.com/info.aspx?id=640F9A96-2DDE-4668-BB19-086E5FB1231A
摘要：This project reflects the results of cooperative research efforts between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scientists from Norway and Germany, who collaboratively
designed the study, collected and analyzed samples from the water column and
sediment and arrive at conclusions presented in joint publications ...

Fate of Methane Emitted from Dissociating Marine Hydrates:
Modeling, Laboratory, and Field Constraints / 海洋水合物分解
释放甲烷的归宿 ：模拟、实验室和现场约束
作者: Juanes, Ruben
发布日期: 2018-06-01
研究机构：Massachusetts Inst. of Technology (MIT), Cambridge, MA (United
States)
获取途径: 尚唯科技报告数据库
http://www.rarelit.net/info.aspx?id=C348A592-B45B-46F3-A000-D84E242DBE56
摘要：The overall goals of this research are: (1) to determine the physical fate of
single and multiple methane bubbles emitted to the water column by dissociating gas
hydrates at seep sites deep within the hydrate stability zone or at the updip limit ...

Glacial cycles influence marine methane hydrate formation / 冰
期旋回对海洋甲烷水合物形成的影响
作者: Malinverno, A. Cook, A.E. Daigle, H. Oryan, B.
发布日期: 2018-01-12
研究机构: Univ. of Texas at Austin, Austin, TX (United States)
获取途径: 尚唯科技报告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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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arelit.net/info.aspx?id=f6a27267-87eb-47d6-a4a8-38ada7cd2756
摘要：Methane hydrates in fine-grained continental slope sediments often occupy
isolated depth intervals surrounded by hydrate-free sediments. As they are not
connected to deep gas sources, these hydrate deposits have been interpreted as
sourced by in situ microbial methane ...

Key aspects of numerical analysis of gas hydrate reservoir
performance: Alaska North Slope Prudhoe Bay Unit “L-Pad”
hydrate accumulation / 天然气水合物储层动态数值分析的关键
问题：阿拉斯加北坡普拉德霍湾单元“L-Pad”水合物聚集
作者: Ajayi, Taiwo Anderson, Brian J. Seol, Yongkoo Boswell, Ray Myshaki
发布日期: 2018-01-02
研 究 机 构 ： National Energy Technology Laboratory (NETL), Pittsburgh, PA,
Morgantown, WV, and Albany, OR (United States)
获取途径: 尚唯科技报告数据库
http://www.rarelit.net/info.aspx?id=765222b5-0e03-42ae-bbdf-cc36bc434835
摘要：In previous work, we repor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3D geostatistical hydrate
reservoir model of "L-Pad" (Myshakin et al., 2016). Here, gas production sensitivity
on key reservoir parameters are studied. ...

Novel Technological Approach To Enhance Methane Recovery
from Class 2 Hydrate Deposits by Employing CO 2 Injection /
通过注入 CO 2 提高二类水合物甲烷回收率的新工艺方法
作 者 ： Sridhara, Prathyusha Anderson, Brian J. Garapati, Nagasree Seol,
Yongkoo Myshakin, Evgeniy M.
发布日期: 2018-02-05
研 究 机 构 ： National Energy Technology Laboratory (NETL), Pittsburgh, PA,
Morgantown, WV, and Albany, OR (United States)
获取途径: 尚唯科技报告数据库
http://www.rarelit.net/info.aspx?id=5f6dd31a-bce8-4849-926d-a9ab7d2ae0e9
摘要：Class 2 hydrate accumulat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presence of an aquifer
underneath hydrate bearing sediment. Gas extraction from of these hydrate deposits is
accompanied by release of large volumes of water that decreases gas production rates,
imposes additional load on the lifting system and, as a result, degrades economical
attractiveness of possible exploitation sites ...

42

“ 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项目成果

Pore-Scale Determination of Gas Relative Permeability in
Hydrate-Bearing
Micro-Tomography

Sediments
and

Using

Lattice

X-Ray
Boltzmann

Computed
Method:

PORE-SCALE PERMEABILITY IN HYDRATE-BEARING
SAND / 含水合物沉积物中气体相对渗透率的 x 射线微层析和格
点玻耳兹曼法孔隙尺度测定：含水合物砂中的孔隙尺度渗透率
作者：Chen, Xiongyu Verma, Rahul Espinoza, D. Nicolas Prodanović, Maša
发布日期: 2018-01-12
获取途径: 尚唯科技报告数据库
http://www.rarelit.net/info.aspx?id=6c2bf967-8d22-49fe-aa25-b43184d25bd6
摘要：This work uses X-ray computed micro-tomography (µCT) to monitor xenon
hydrate growth in a sandpack under the excess gas condition. The µCT images give
porescale hydrate distribution and pore habit in space and time. We use the lattice
Boltzmann method to calculate gas relative permeability (krg) as a function of hydrate
saturation (Shyd) in the pore structure of the experimental hydrate-bearing sand
retrieved from µCT data. The results suggest the krg - Shyd data fit well a new model
krg = (1-Shyd)·exp(- 4.95·Shyd) rather than the simple Corey model ...

Spectral Decomposition and Other Seismic Attributes for Gas
Hydrate Prospecting / 天然气水合物勘探的谱分解和其他地震
属性
作者：McConnell, Dan
发布日期：2018-02-25
研究机构：Fugro GeoConsulting
赞助机构：USDOE Office of Fossil Energy (FE), Oil and Natural Gas (FE-30)
获取途径：尚唯科技报告数据库
http://www.rarelit.net/info.aspx?id=a1555e5f-ed51-4ff8-9e1c-8666aed54c70
摘要：Studying the sediments at the base of gas hydrate stability is ideal
determining the seismic response to gas hydrate saturation. First, assuming
migration to the shallow section, this area is more likely to have concentrated
hydrate because it encompasses the zone in which upward moving buoyant
transitions to form immobile gas hydrate deposi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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