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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然气水合物具有储量大、分布广泛、清洁燃烧等优点，近年来受到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为了实现天然
气水合物资源的安全高效开采，对其沉积层的力学稳定性进行系统评估是十分必要的。本研究在实验室内重塑了
40%孔隙度的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并基于力学实验设备，对其在不同围压条件下分解过程中的力学强度及变
形进行了一系列测试，获取了相应的应力应变数据。结果显示，水合物分解会造成沉积层强度的降低。此外，基于
实验数据，在借鉴土力学邓肯−张本构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了围压及分解时间对沉积物力学特性的影响，构建了适
用于不同围压条件下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分解过程中的本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可以较好地模拟沉积物试
样在分解过程中的应力应变关系，可为实现天然气水合物的安全开采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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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stitutive Model of Hydrate-Bearing Sediments Considering the
Hydrate Dissociation
ZHU Yi-ming, CHEN Chen, CHEN Zhong-yong, ZHOU Shu-yang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Abstract: Natural gas hydrate has the advantages of large reserves, wide distribution and clean combustion. In recent years,
it has attracted a wide spread atten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afe and efficient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gas hydrate, it is
necessary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mechanical stability of hydrate-bearing sediments. In this paper, the methane
hydrate-bearing sediments with 40% porosity were remoulded firstly, and a series of triaxial compression tests were
performed based on the laboratory mechanics experimental equipmen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confining pressures.
The strength and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diments during hydrate dissociation were obtain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stress-strain curves were draw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composition of natural gas hydrate can lead
to the reduction of the sediments strength.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data and the Duncan-Chang constitutive
model,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confining pressure and the dissociation time, a constitutive model of the sediment
samples in the process of decomposition was constructed. This model could well simulate the stress-strain relationship of
the sediments during the hydrate dissociation, providing th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to evaluate the stability of gas hydrate
reservoirs.
Key words: natural gas hydrate; dissociation; strength; constitutive model

0 引

言

天然气水合物由于其储量大、分布广泛、清洁
燃烧、便于运输等优点，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
关注，被认为是一种能够替代传统化石燃料的新型
能源[1-3]。然而，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亚稳态化合物，

受温度和压力的影响，即使温度和压力发生极细
微的变化，天然气水合物都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
分解 [4-6]。水合物分解可能会破坏沉积物的骨架结
构，这将大大降低沉积物的机械强度，导致水合物
储藏地层发生变形，造成地质结构不稳定，结果必
将增加开采过程中工程设施的安全隐患，甚至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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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等地质灾害[7]。因此，为了实现天然气水合物
资源的安全高效开采，在对其进行商业化开发利用
之前，对水合物及其沉积物的力学稳定性进行研究
是十分必要的。
本构模型是描述材料在外部荷载作用下变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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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甲烷气体注入高压反应釜，在 48 h 之内即可生成
水合物。在每次生成水合物之后，随机取出部分放
置在 −3℃冷库环境下（常压），保持足够长时间从
而使水合物完全分解，计算这部分水合物分解前后
的质量差，根据质量差计算出生成的甲烷水合物饱

性的基础，同时也是地层变形数值模拟分析的理论

和度，本实验中甲烷水合物饱和度在 26% ~ 33%

基础，对土木工程建设施工的设计和计算具有重要

之间。随后，将高岭土与冰粉水合物按照一定比例

[8]

意义。MIYAZAKI 等 在大量的三轴实验数据基础

充分混合均匀（孔隙度 40%），并放入制样装置中分

上，提出了适用于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的变量−柔量

层击实，最终获取高 125 mm、直径 61.8 mm 的天然

本构模型，该模型可以较好地模拟天然气水合物沉

气水合物沉积物样品。高岭土来自于山东宁阳信通

积物的应力应变关系，从而预测水合物沉积物的强

膨润土有限公司，粒径分布曲线如图 1 所示，其中

度及变形特性。李洋辉等 [4]在剑桥模型的基础上，

值粒径为 5.545 μm。根据试样体积，以及甲烷水合

提出了一个新的弹塑性本构模型，通过模型预测的

物、冰颗粒和高岭土的密度，计算出孔隙度为 40%

不同饱和度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的应力－应变曲线

的沉积物试样所需各部分材料的质量，保证此圆柱

与实验数据对比，发现该本构模型较好地模拟了实

形试样中含甲烷水合物冰粉与高岭土的体积比为

际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的强度及变形特性，能够准

4∶6，其中含甲烷水合物冰粉质量为 147 g，高岭土

确反映天然气水合物对沉积物强度、刚度和变形特

质量为 553 g。此外，有研究结果表明，高岭土颗粒

性等的影响。孙翔等[9]在热力学准则及临界状态概

物性分析及粒径分布结果与海洋土十分接近，并且

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天然气水合物沉积

基于这两种材料制取的水合物沉积物力学性质也非

物的本构模型，与传统模型相比，该模型可以预测

常相似，可用高岭土作为替代材料并进行力学特性

排水剪切三轴实验过程中的水合物沉积物应力软化

研究[15]。

现象，并且研究还发现水合物沉积物的体积蠕变是
由于水合物饱和度变化引起的。

100

综上所述，目前对天然气水合物及其沉积物的

80

土粒含量 / %

本构模型研究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考虑水合物
分解对其本构模型的影响往往被忽略 [10-12] 。本文
以孔隙度 40%的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为研究对象，
基于三轴压缩实验，研究获取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
在分解不同阶段及不同围压条件下的应力应变曲

中值直径 = 5.545 μm
比重 = 2.60 g/cm3

60
40
20

线，并基于邓肯−张（Duncan-Chang）本构模型，计
0
0.1

算本构关系式中各实验参数与围压及分解时间的关
系，最终构建适用于水合物分解过程中沉积物的本
构模型，为预测天然气水合物储层的力学特性提供
理论基础。

1.1

100

图 1 高岭土颗粒粒径分布曲线
Fig. 1 Grain size distribution curve of kaolin clay

实验过程
实验仪器采用 DDW-600 微机控制水合物三轴

样品制备
采用混合制样法制取沉积物试样

10

粒径 / μm

1.2

1 实验方法

1

试验机，此装置的轴向系统包括了主机轴向加载框
[13-15]

。首先，

架和轴向控制器等，如图 2 所示[16]。

制备含冰的甲烷水合物，在−10℃环境温度下，采用

通过混合制样法，待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样品

标准 60 目筛获取粒径小于 250 μm 的冰颗粒，并取

制备完成之后，从制样模具中取出试样，修整试样

一定量的冰颗粒放入密封反应器中，将压力为 10 MPa

表面直至光滑平整。随后，在样品的上下表面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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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上下压块，用橡胶膜包裹成型样品，再将样品

获取其应力应变曲线，并对同围压条件下，在水合

放入力学实验装置的压力室中，在预设围压和温度

物分解各阶段的沉积物试样进行不排水排气三轴压

条件下进行固结。最后，在不同围压条件下，对天

缩实验，获取其力学实验参数。实验工况条件下如

然气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开展一系列三轴压缩试验，

表 1 所示。

图 2 实验装置系统图
Fig. 2 System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device
表 1 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力学实验工况
Table 1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of the triaxial tests
应变速率 /
分解时间 / h
温度 / oC
围压 / MPa
(%/min)
−5
0.5
1
0, 6, 24, 48
−5
1.0
1
0, 6, 24, 48
−5
2.0
1
0, 6, 24, 48

过程的本构关系。

2.1

应力应变曲线
不同围压条件下，沉积物试样在天然气水合物

分解前后的应力应变曲线如图 3 所示。由图可知，
在一定的围压条件下，试样的偏向力先随着轴向应
变的增大而增大，随后增加的幅度逐渐减弱，最终
达到一个定值。水合物沉积物的应力应变曲线大致

2 结果与讨论

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7]。

基于三轴压缩实验，研究获取了天然气水合物

第一个阶段是准弹性阶段。在此阶段中，随着

沉积物在分解不同阶段的应力应变曲线，以及破坏

轴向应变的增大，偏应力的大小迅速增加，甚至可

强度等力学参数，从而分析水合物分解过程中沉积

以看作是线性增大。在这个阶段中，水合物沉积物

物试样的强度变化，揭示沉积物试样强度的衰减规

的变形是弹性变形，在卸载过程中应力和应变之间

律，并基于力学实验参数及 Duncan-Chang 本构模

仍然保持线性关系，在卸载完全之后，变形可以完

型，最终构建一个适用于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分解

全恢复。

(a)

3.5

围压 = 0.5 MPa

偏应力 / MPa

2.5

偏应力 / MPa

(b)

围压 = 1.0 MPa

4

3.0

2.0
1.5
0h
6h
24 h
48 h

1.0
0.5
0.0
0

5

10

轴向应变 / %

15

2.5

偏应力 / MPa

3.0

2.0
0h
6h
24 h
48 h

1.5
1.0
0.5
0.0

20

(c)

围压 = 2.0 MPa

3
2

0h
6h
24 h
48 h

1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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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应变 /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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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10

轴向应变 / %

图 3 不同围压下水合物分解过程中沉积物应力应变曲线（温度为 −5℃，应变速率为 1 %/min）
Fig. 3 Stress-strain curves of the sediments during the hydrate dissociation under different confining pressures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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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是屈服阶段。准弹性阶段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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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时间的变化曲线。

被称为弹性极限，所对应的偏应力被称为起始屈服

4.0

值时，偏应力随着轴向应变的增大而不断增大，但

3.5

是与第一阶段相比，偏应力的增长程度呈现明显放
缓的趋势。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如果要增大相同大小的应变，所需要加载的应力会
逐渐变小。在这个阶段，试样的变形除了弹性变形
外，还存在着明显的塑性变形。在卸载之后，水合
物沉积物试样并不能完全恢复，而是只有其中弹性
形变部分可以恢复。
第三个阶段是强化阶段。在这个阶段，随着轴
向应变的不断增长，偏应力的增长变得十分缓慢。

破坏强度 / MPa

强度[18]。当轴向应变超过起始屈服强度对应的应变

0.5 MPa
1.0 MPa
2.0 MPa
拟合曲线

3.0
2.5
2.0
1.5

0

10

20
30
时间 / h

40

50

图 5 不同围压下破坏强度与分解时间的关系
Fig. 5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lure strength and dissociation time
under different confining pressures

也就是说，只需一个很小的偏应力增量，就会产生
很大的变形。此时，水合物沉积物试样抵抗变形的
能力十分微弱，沉积物试样可以看作已经被破坏了。
图 4 给出了不含水合物时，高岭土冰粉混合物
的应力应变曲线，高岭土冰粉混合物的应力应变曲
线呈现较弱的软化趋势，并且在围压越大的条件下，
软化趋势越明显。此外，对比图 3 中不分解时高岭
土水合物沉积物的应力应变曲线，发现水合物的存
在会对高岭土沉积物试样的剪切强度起到增强作
用，这可能是由于水合物颗粒和土颗粒之间产生的
胶结作用增强了试样的结构，从而导致强度增加。
3.5
3.0

偏应力 / MPa

2.5

0.5 MPa
1.0 MPa
2.0 MPa

2.0
1.5
1.0
0.5
0.0
0

图 4

5

10

15

20

轴向应变 / %
不同围压下高岭土冰粉混合物应力应变曲线（温度为

−5℃，应变速率为 1 %/min）
Fig. 4 Stress-strain curves of ice-clay mixtures under different
confining pressures

2.2

破坏强度与分解时间的关系
取沉积物试样发生 15%轴向应变时所对应的偏

从图 5 可看出，沉积物试样的破坏强度随水合
物分解过程的进行而逐渐减小，且其减小的速率呈
现出衰减的趋势；相同分解时间条件下，围压越高，
沉积物试样的破坏强度越大[16]。由于水合物的分解，
水合物颗粒自身强度下降，颗粒之间胶结作用减弱，
从而造成了试样结构松弛。并且水合物分解过程中，
产生的自由气、水聚集在孔隙中，试样内部孔隙压
力增加，从而造成了有效围压的降低，而有效围压
是影响水合物沉积物剪切强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4]，
有效围压越低，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强度越小。此外，
在低温条件下，分解产生的自由水造成试样内部冰
颗粒增多，且冰颗粒可能出现连块的情况，冰的连
块类似于水合物的胶结，从而导致试样破坏强度增
大，最终造成了试样强度下降的速率逐渐减弱的现
象。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甲烷水合物在分解过
程中具有独特的“自保效应”[19]，较厚的冰层覆盖
在水合物表面使得分解速率变慢，进而使强度衰减
速率下降。三种围压条件下，沉积物试样的破坏强
度变化曲线趋势基本保持一致，破坏强度与分解时
间的关系式可用二项式关系表述：
qf  A0  A1t  A2 t 2

(1)

式中：t 表示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的分解时间，A0、
A1、A2 是与围压有关的参数，通过数据拟合的方法，
获取如下关系式：
A0  2.64  0.33 3  0.14 32

(2)

应力值作为试样的破坏强度，图 5 显示了不同围压

A1  0.068  0.029 3  0.013

条件下，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试样的破坏强度随分

A2  0.00077  0.00031 3  0.00014 32

2
3

(3)
(4)

第5期

物试样的本构关系。Duncan-Chang 本构关系可以表
述为：应变和偏应力的比值与应变成线性关系，其
公式为[18]：

在已知实验围压与天然气水合物分解时间的条
件下，通过确定三个拟合参数 A0、A1、A2 的值，即
可计算出此时沉积物试样的破坏强度值。

2.3

1

本构关系研究

1   3

基于三轴压缩实验结果，获取了天然气水合物
沉积物试样的应力应变关系，为了从理论上进一步
分析天然气水合物在分解前后的力学特性，基于
Duncan-Chang 模型，对沉积物试样的力学特性作进
一步的分析。
土力学研究中 Duncan-Chang 模型被广泛应用
于分析硬化型应力应变曲线，而本实验所获取的沉
积物试样的应力应变关系符合这一特征，因此在借
鉴 Duncan-Chang 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围压与分
解时间这两个变量，构建了水合物分解过程中沉积

8
6
4
2
0

0

5

10

15

8
6

现，在不同围压条件下，两者之间都满足较好的线
性关系，其线性相关系数均大于 0.99，完全满足构
建 Duncan-Chang 本构关系的要求。
根据实验数据，已知各个应变时所对应的偏应
力值，则可以求出不同围压条件、不同分解时间阶
段下，每一个应变时所对应的本构模型参数 a、b 的
值，如表 2 所示。
10

围压 = 1.0 MPa

2
0

1 / %
图 6 不同围压下  1 /( 1   3 ) 与  1 之间的变化关系曲线

5

(c)

10

/ %

15

20

围压 = 2.0 MPa
0h
6h
24 h
48 h
拟合曲线

8

4

0

20

(5)

1 /( 1   3 ) 与横坐标  1 之间的变化关系，不难发

0h
6h
24 h
48 h
拟合曲线

10

()

10

(b)

12

0h
6h
24 h
48 h
拟合曲线

12

)108

围压 = 0.5 MPa

 a  b  1

图 6 给出了 Duncan-Chang 非线性模型中纵坐标

)108

(a)

14

Fi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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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2
0

0

5

10

15

1 / %

20

Relationship between  1 /( 1   3 ) and  1 under different confining pressures

表 2 天然气水合物不同分解阶段条件下沉积物本构关系中参数 a、b 值
Table 2 The parameters a and b of this constitutive model of hydrate-bearing sediments during hydrate dissociation
分解时间 / h
0
6
24
48

b / 10−8

a / 10−10
围压 = 0.5 MPa
12.750
19.871
24.880
32.646

围压 = 1.0 MPa
19.198
22.919
33.079
41.903

围压 = 2.0 MPa
10.144
11.744
9.074
11.937

2.3.1 参数 a 与分解时间的关系
由表 2 可以看出，在围压为 0.5 MPa 和 1 MPa
条件下，实验参数 a 的值随天然气水合物分解过程
的进行逐渐增大，且大致呈线性增加的趋势。而在
围压为 2 MPa 条件下的 a 值波动很小。因此，采用
线性关系来统一描述三种围压条件下的实验参数 a
值的变化关系。
基于线性关系拟合数据，研究获取了参数 a 与
分解时间的关系：
a  B0  B1  t

(6)

围压 = 0.5 MPa
33.967
39.014
51.737
59.110

围压 = 1.0 MPa 围压 = 2.0 MPa
30.468
24.758
34.581
28.265
42.115
34.316
46.501
38.124

式中：t 表示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的分解时间；B0、
B1 是与围压有关的参数。数据拟合发现，两者之间
呈现二项式关系：
B0  3.853  29.147 3  12.942 32

(7)

B1  0.065  0.839 3  0.431 32

(8)

因此，只要给出力学实验中围压的条件，即可
计算出上述参数 B0、B1 的值，再根据相应的天然气
水合物分解时间 t 值，即可求出该本构关系中实验
参数 a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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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参数 b 与分解时间的关系
参数 b 的值的计算方法和参数 a 不同，对式（5）

此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常量来对待，取这个范围内的

求极限，可以得出：

为：

b  1 /  1   3 ult

(9)

本研究中为了简化模型，便于计算，引入了一
个新的参数：破坏比 Rf，定义为破坏强度与极限偏
应力的比值，用公式表示为：
Rf 

b

R
1
0.9975
 f 
qf
 1   3 ult qf

(12)

由以上分析可知，只要已知围压条件和天然气
水合物的分解时间，求出破坏强度 qf，即可算出本

qf
 1   3 ult

(10)

因此，根据式（9）和式（10），破坏强度就可
以表示成破坏比与极限偏应力的乘积：
qf  Rf   1   3 ult

中间值 0.9975 作为破坏比的值，故参数 b 的表达式

构关系参数 b 的值，最终根据 a、b 的值得出天然气
水合物沉积物在相应条件下的本构关系式[20]。

2.3.3 本构关系的验证
首先，在围压为 0.5 MPa 的条件下，由该本构
模型计算得出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试样在水合物分

R
 f
b

(11)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 b 值和破坏强度、破坏比
有关，因此只要确定破坏比的值，再根据式（1） ~
式（4）求出某一围压、天然气水合物分解时间条件
下的破坏强度，就可算出对应条件下本构关系参数
b 的值。
由图 3 不同围压条件下偏应力随应变的变化曲
线，研究获取了不同分解时间条件下的破坏强度和
极限偏应力，运用公式（10）进一步分析可计算出
对应条件下的破坏比，如图 7 所示。

解前后的应力应变关系，并对比验证模拟结果与实
验值之间的吻合程度，其步骤如下。
第一步，将 σ3 = 0.5 MPa 代入式（2）~式（4），
分别得到三个参数 A0、A1、A2 的值；第二步，将三
个参数 A0、A1、A2 代入公式（1）中，此处先计算
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在分解前的破坏强度值，因此
公式（1）中 t 的值为 0；第三步，将 σ3 = 0.5 MPa
代入式（7）和式（8）中，分别得到参数 B0、B1 的
值；第四步，再将参数 B0、B1 的值代入公式（6），
此时，分解时间 t 为自变量，参数 a 为因变量，此
处计算出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在分解前的参数值，
故令 t = 0，得出对应的参数 a 的值；第五步，将第

1.008

二步得到的破坏强度值代入公式（12），即可得到这
一条件下的参数 b；第六步，将参数 a、b 的值代入

0.992

破坏比

公式（5），就可以得到该工况条件下偏应力和应变
之间的关系，然后即可绘制计算得到的应力应变曲

0.976

0.960

0.5 MPa
1.0 MPa
2.0 MPa

0

15

30
时间 / min

45

线；第七步，重复上述步骤一至步骤六，分别计算
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在分解 6 h、24 h 和 48 h 后的
各个参数值，然后绘制计算出的天然气水合物沉积
物在分解 6 h、24 h 和 48 h 后的应力应变曲线。
接着，分别验证围压为 1 MPa 和 2 MPa 条件下

图 7 不同围压、不同分解时段条件下沉积物破坏比
Fig. 7 The dissociation time-dependence curves of the failure
ratio Rf under different confining pressures

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分解前后的本构关系。验证方

从图中可以看出，不同围压条件下沉积物试样

绘制出三种围压条件下的实验数据和计算数据对比

的破坏比均随着分解时间的延长，表现为先减小后

图，如图 8 所示。从图 8 可以看出，三种围压条件

增大的趋势，并且其变化范围很有限。三种围压条

下，由计算得出的数据绘制成的曲线走势和实验数

件下，破坏比的范围都在 0.9969 ~ 0.9981 之间，因

据曲线基本保持一致。

法与围压为 0.5 MPa 条件下的验证方法一致，最后

第5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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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围压下应力应变曲线实验值和计算值对比（温度为 −5℃，应变速率为 1 %/min）
Fig. 8 Experimental and calculated stress-strain curves during hydrate dissociation under different confining pressures

此外，从图 8 可以看出，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
在分解前后的应力应变曲线中，分解时间为 48 h 时，

可以考虑建立分段关系式，分别表述小应变范围和
大应变处，应力随应变的变化关系。

实验数据曲线与计算数据曲线最为接近，说明拟合
计算出的本构关系式更适合应用于具有小强度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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