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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天然气水合物固态流化

开采中相含量分析装置及方法，浆体注入管下方

设置有上连接管，上连接管的下方设置有上连接

法兰，上连接法兰下方设置有上电动阀门，上电

动阀门下方设置有上筒体连接法兰，上筒体连接

法兰下方设置有有机透明玻璃管，有机透明玻璃

管外侧壁上套有金属保护筒体，金属保护筒体中

部设置有可视窗口，可视窗口的正前方设置有摄

像机，有机透明玻璃的下端设置有下筒体连接法

兰，下连接法兰的中部下方设置有下连接管，下

连接管的下方设置有浆体回收管。本发明的有益

效果是：能够全自动化在线精确测定管道内天然

气水合物浆体在设定压力、温度及流速条件下的

气、液、固各相相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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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天然气水合物固态流化开采中相含量分析装置的实施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天然气水合物固态流化开采中相含量分析装置包括浆体注入管道（1）、上连接管（2）、上连

接法兰（4）、上电动阀门（5）、上筒体连接法兰（7）、有机透明玻璃管（10）、下筒体连接法兰

（13）、下电动阀门（14）、下连接法兰（16）、下连接管（17）、浆体回收管线（18）、摄像机（31）、

计算机（29）、控制电柜（26）、压力变送器（24）和温度变送器（19），浆体注入管道（1）下方设

置有上连接管（2）且浆体注入管道（1）与上连接管（2）呈90度夹角，上连接管（2）的下方设置

有上连接法兰（4），上连接法兰（4）下方设置有上电动阀门（5），上连接法兰（4）通过螺栓a

（3）与上电动阀门（5）的顶部连接，上电动阀门（5）下方设置有上筒体连接法兰（7），上筒体

连接法兰（7）通过螺栓b（6）与上电动阀门（5）的底部连接，上筒体连接法兰（7）下方设置有

有机透明玻璃管（10），有机透明玻璃管（10）外侧壁上套有金属保护筒体（9），金属保护筒体

（9）中部设置有可视窗口（21），可视窗口（21）的正前方设置有摄像机（31），摄像机（31）通过

摄像机与计算机连接线（30）与计算机（29）连接，有机透明玻璃管（10）的下端设置有下筒体

连接法兰（13），下筒体连接法兰（13）的底部通过螺栓c（12）与下电动阀门（14）的顶部连接，

下电动阀门（14）通过螺栓d（15）与下连接法兰（16）顶部相连，下连接法兰（16）的中部下方

设置有下连接管（17），下连接管（17）的下方设置有浆体回收管线（18），且浆体回收管线

（18）与下连接管（17）呈90度夹角，上筒体连接法兰（7）右侧壁上设置有温度变送器（19），温

度变送器（19）通过温度变送器连接线（20）与控制电柜（26）连接，上筒体连接法兰（7）的左

侧壁上设置有压力变送器（24），压力变送器（24）通过压力变送器连接线（25）与控制电柜

（26）连接，上电动阀门（5）和下电动阀门（14）分别通过上电动阀门连接线（23）和下电动阀

门连接线（27）与控制电柜（26）连接，控制电柜（26）通过控制电柜与计算机连接线（28）与计

算机（29）连接；

一种天然气水合物固态流化开采中相含量分析装置的实施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在天然气水合物管输实验过程中，确定要取样的压力、温度及流速，开启上电动阀门

（5），天然气水合物浆体经浆体进入有机透明玻璃管（10）内，整个过程将由摄像机（31）记录

下来并通过计算机（29）可实时观察整个取样过程，随着浆体进入有机透明玻璃管（10），有

机透明玻璃管（10）内压力和温度通过安装在上筒体连接法兰（7）上的压力变送器（24）和温

度变送器（19）监测并通过计算机（29）观察有机透明玻璃管（10）内的压力是否稳定，若压力

已稳定，关闭上电动阀门（5），完成取样过程；

当在线相含量分析取样系统完成取样后，摄像机（31）将现场录像上传至计算机（29），

通过计算机（29）观察天然气水合物中气、液、固三相界面，把气、液、固三相界面与刻度标尺

对应观测，可精确读取气、液、固三相的相含量；

当数据读取过程结束后，开启下电动阀门（14），天然气水合物浆体依次经下筒体连接

法兰（13）、下电动阀门（14）、下连接法兰（16）、下连接管（17）和浆体回收管线（18）排出，通

过摄像机（31）和计算机（29）观察排空过程，若排空已完成，关闭下电动阀门（14），完成排空

过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天然气水合物固态流化开采中相含量分析装置的实施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有机透明玻璃管（10）的顶端与上筒体连接法兰（7）底端之间设置有

上密封圈（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天然气水合物固态流化开采中相含量分析装置的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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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机透明玻璃管（10）的底端段与下筒体连接法兰（13）顶端之间设置

有下密封圈（1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天然气水合物固态流化开采中相含量分析装置的实施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视窗口（21）的两侧分别设置有刻度标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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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天然气水合物固态流化开采中相含量分析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在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固态流化开采模拟实验过程，特别是一种天

然气水合物固态流化开采中相含量分析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天然气水合物是由水和天然气在高压、低温环境下生成的非化学计量性笼状晶

体，是一种高密度、高热值的非常规能源，水合物主要分布在陆地永久冻土区和海洋深水环

境，总量达到7.6×1018  m3，碳含量相当于全球已探明化石能源（包括煤、石油和常规天然气

等）含碳总量的  2  倍，其中海洋天然气水合资源量约为陆地冻土带资源量的一百倍，海洋

天然气水合物的开采备受关注，天然气水合物被普遍认为将是21世纪最有潜力的接替能

源，同时也是目前尚未开发的储量最大的一种新能源。

[0003] 目前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方式包括降压法、注热法、注化学试剂法及固态流化开采

方法等，其中，固态流化开采是有望解决世界海洋浅层非成岩水合物合理开发科技创新前

沿领域和革命性技术之一。固态流化开采的技术思路是：利用水合物在海底温度和压力相

对稳定的条件下，采用采掘装置以固态形式开发水合物矿体，将含有水合物的沉积物粉碎

成细小颗粒后，再与海水混合，采用封闭管道输送至海洋平台，尔后将其在海上平台进行后

期处理和加工。随着天然气水合物固态流化开采相关研究地深入，与之配套实验装置的研

发显得尤为重要。在固态流化开采模拟实验过程中，天然气水合物浆体在管道流动过程中

随着温度、压力的改变导致水合物浆体的相含量随之发生改变，因此，在固态流化开采模拟

实验过程中，在线监测天然气水合物浆体的相含量是研究天然气水合物浆体相态变化、浆

体内水合物颗粒分解速率等与流动速度、温度、压力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手段，但现有装置中

暂无有效在线监测含气、液、固（大颗粒）三相的相态变化的装置。迫切需要本发明通过在线

取样的方式对管道内各种介质的相含量进行精准测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一种天然气水合物固态流化开采中

相含量分析装置及方法。

[0005]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天然气水合物固态流化开采中相含

量分析装置及方法，包括浆体注入管道、上连接管、上连接法兰、上电动阀门、上筒体连接法

兰、有机透明玻璃管、下筒体连接法兰、下电动阀门、下连接法兰、下连接管、浆体回收管线、

摄像机、计算机、控制电柜、压力变送器和温度变送器，浆体注入管下方设置有上连接管且

浆体注入管与上连接管呈90度夹角，上连接管的下方设置有上连接法兰，上连接法兰下方

设置有上电动阀门，上连接法兰通过螺栓a与上电动阀门的顶部连接，上电动阀门下方设置

有上筒体连接法兰，上筒体连接法兰通过螺栓b与上电动阀门的底部连接，上筒体连接法兰

下方设置有有机透明玻璃管，有机透明玻璃管外侧壁上套有金属保护筒体，金属保护筒体

中部设置有可视窗口，可视窗口的正前方设置有摄像机，摄像机通过摄像机与计算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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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与计算机连接，有机透明玻璃的下端设置有下筒体连接法兰，下筒体连接法兰的底部通

过螺栓c与下电动阀门的顶部连接，下电动阀门通过螺栓d与下连接法兰顶部相连，下连接

法兰的中部下方设置有下连接管，下连接管的下方设置有浆体回收管，且浆体回收管与下

连接管呈90度夹角，上筒体连接法兰右侧壁上设置有温度变送器，温度变送器通过温度变

送器连接线与控制电柜连接，上筒体连接法兰的左侧壁上设置有压力变送器，压力变送器

通过压力变送器连接线与控制电柜连接，上电动阀门和下电动阀门分别通过上电动阀门连

接线和下电动阀门连接线与控制电柜连接，控制电柜通过控制电柜与计算机连接线与计算

机连接。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的有机透明玻璃管的顶端与上筒体连接法兰底端之间设置有上密

封圈。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的机透明玻璃管的底端段与下筒体连接法兰顶端之间设置有下密

封圈。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的可视窗口的两侧分别设置有刻度标尺。

[0009] 进一步的，一种天然气水合物固态流化开采中相含量分析装置的实施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10] 在天然气水合物管输实验过程中，确定要取样的压力、温度及流速，开启上电动阀

门，天然气水合物浆体经浆体进入有机透明玻璃管内，整个过程将由摄像机记录下来并通

过计算机可实时观察整个取样过程，随着浆体进入有机透明玻璃管，有机透明玻璃管内压

力和温度通过安装在上筒体连接法兰上的压力变送器和温度变送器监测并通过计算机观

察有机透明玻璃管内的压力是否稳定，若压力已稳定，关闭上电动阀门，完成取样过程；

[0011] 当在线相含量分析取样系统完成取样后，摄像机将现场录像上传至计算机，通过

计算机观察天然气水合物中气、液、固三相界面，把气、液、固三相界面与刻度标尺对应观

测，可精确读取气、液、固三相的相含量；

[0012] 当数据读取过程结束后，开启下电动阀门，天然气水合物浆体依次经下筒体连接

法兰、下电动阀门、下接法兰、下连接管和浆体回收管排出，通过摄像机和计算机观察排空

过程，若排空已完成，关闭下电动阀门，完成排空过程。

[0013]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本发明能够全自动化在线精确测定管道内天然气水合物浆

体在设定压力、温度及流速条件下的气、液、固各相相含量，不仅为研究天然气水合物在管

输过程中天然气水合物浆体相态变化、浆体内天然气水合物颗粒分解速率等与流动速率、

温度、压力之间的关系提供必要技术手段，也为天然气水合物固态流化开采的理论研究提

供了重要的保障。

附图说明

[0014] 图1 为本发明的取样器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 为取样系统取样原理图；

[0016] 图1中编码分别为：  1.浆体注入管道，2.上连接管，3.连接螺栓，4.上连接法兰，5.

上电动阀门，6.连接螺栓，7.上筒体连接法兰，8.上密封圈，9.金属保护筒体，10.有机透明

玻璃管，11.下密封圈，12.连接螺栓，13.下筒体连接法兰，14.下电动阀门，15.连接螺栓，

16.下连接法兰，17.下连接管，18.浆体回收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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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图2中编码分别为：19.温度变送器，20.温度变送器连接线，21.可视窗口，22.刻度

标尺，23.上电动阀门连接线，24.压力变送器，25.压力变送器连接线，26.控制电柜，27.下

电动阀门连接线，28.控制电柜与计算机连接线，29.计算机，30.摄像机与计算机连接线，

31.摄像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局限于以下所述：

[0019] 如图1-2所示，一种天然气水合物固态流化开采中相含量分析装置及方法，包括浆

体注入管道1、上连接管2、上连接法兰4、上电动阀门5、上筒体连接法兰7、有机透明玻璃管

10、下筒体连接法兰13、下电动阀门14、下连接法兰16、下连接管17、浆体回收管线18、摄像

机31、计算机29、控制电柜26、压力变送器24和温度变送器20，浆体注入管1下方设置有上连

接管2且浆体注入管1与上连接管2呈90度夹角，上连接管2的下方设置有上连接法兰4，上连

接法兰4下方设置有上电动阀门5，上连接法兰4通过螺栓a3与上电动阀门5的顶部连接，上

电动阀门5下方设置有上筒体连接法兰7，上筒体连接法兰7通过螺栓b6与上电动阀门5的底

部连接，上筒体连接法兰7下方设置有有机透明玻璃管10，有机透明玻璃管10外侧壁上套有

金属保护筒体9，金属保护筒体9中部设置有可视窗口21，可视窗口21的正前方设置有摄像

机31，摄像机31通过摄像机与计算机连接线30与计算机29连接，有机透明玻璃10的下端设

置有下筒体连接法兰13，下筒体连接法兰13的底部通过螺栓c12与下电动阀门14的顶部连

接，下电动阀门14通过螺栓d15与下连接法兰顶部16相连，下连接法兰16的中部下方设置有

下连接管17，下连接管17的下方设置有浆体回收管18，且浆体回收管18与下连接管17呈90

度夹角，上筒体连接法兰7右侧壁上设置有温度变送器19，温度变送器19通过温度变送器连

接线20与控制电柜26连接，上筒体连接法兰7的左侧壁上设置有压力变送器24，压力变送器

24通过压力变送器连接线25与控制电柜26连接，上电动阀门5和下电动阀门5分别通过上电

动阀门连接线23和下电动阀门连接线27与控制电柜26连接，控制电柜26通过控制电柜与计

算机连接线28与计算机19连接。

[0020] 所述的有机透明玻璃管10的顶端与上筒体连接法兰7底端之间设置有上密封圈8。

[0021] 所述的机透明玻璃管10的底端段与下筒体连接法兰13顶端之间设置有下密封圈

11。

[0022] 所述的可视窗口21的两侧分别设置有刻度标尺22。

[0023] 一种天然气水合物固态流化开采中相含量分析装置的实施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0024] 在天然气水合物管输实验过程中，确定要取样的压力、温度及流速，开启上电动阀

门5，天然气水合物浆体经浆体进入有机透明玻璃管10内，整个过程将由摄像机31记录下来

并通过计算机29可实时观察整个取样过程，随着浆体进入有机透明玻璃管10，有机透明玻

璃管10内压力和温度通过安装在上筒体连接法兰7上的压力变送器24和温度变送器19监测

并通过计算机29观察有机透明玻璃管10内的压力是否稳定，若压力已稳定，关闭上电动阀

门5，完成取样过程；

[0025] 当在线相含量分析取样系统完成取样后，摄像机31将现场录像上传至计算机29，

通过计算机29观察天然气水合物中气、液、固三相界面，把气、液、固三相界面与刻度标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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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观测，可精确读取气、液、固三相的相含量；

[0026] 当数据读取过程结束后，开启下电动阀门14，天然气水合物浆体依次经下筒体连

接法兰13、下电动阀门14、下接法兰16、下连接管17和浆体回收管18排出，通过摄像机31和

计算机29观察排空过程，若排空已完成，关闭下电动阀门14，完成排空过程。

[0027]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如下：取样过程：在天然气水合物管输实验过程中，首先由实验

操控人员确定要取样的压力、温度及流速等条件，进而确定取样时机。如在确定的某一压

力、温度及流速条件下，首先由实验操作人员给计算机29下达开启上电动阀门5的指令，计

算机29接收到上电动阀门5开启的指令后，会把该指令通过控制电柜与计算机连接线28传

输给控制电柜26，控制电柜26再把控制指令通过上电动阀门连接线23传输给上电动阀门5，

由上电动阀门5执行开启操作，上电动阀门5开启后，天然气水合物浆体经浆体注入管道1、

上连接管2、上连接法兰4、上电动阀门5、上筒体连接法兰7、进入有机透明玻璃管10，整个过

程摄像机31会实时录像，录制视频通过摄像机与计算机连接线30上传至计算机29，实验操

作人员可通过计算机29实时观察及记录整个取样过程。随着浆体进入机透明玻璃管10，机

透明玻璃管10内压力及温度均发生改变，压力及温度值依靠安装在上筒体连接法兰7上的

压力变送器24及温度变送器19监测，压力变送器24及温度变送器19监测的压力及温度数据

分别通过压力变送器连接线25及温度变送器连接线20传输到控制电柜26，控制电柜26再把

数据通过控制电柜与计算机连接线28上传至计算机29，实验操作人员通过计算机29观察在

线相含量分析取样系统内压力是否稳定，若压力已稳定，则由实验操作人员给计算机29下

达关闭上电动阀门5的指令，计算机29接收到关闭上电动阀门5的指令后，会把该指令通过

控制电柜与计算机连接线28传输给控制电柜26，控制电柜26再把控制指令通过上电动阀门

连接线23传递给上电动阀门5，由上电动阀门5执行关闭操作，上电动阀门5完全关闭后，完

成取样过程。

[0028] 数据读取过程：当在线相含量分析取样系统完成取样后，摄像机31会把现场录像

通过摄像机与计算机连接线30上传到计算机29，实验操作人员可通过计算机29观察摄像机

31透过可视窗21监测的气、液、固三相界面，把气、液、固三相界面与刻度标尺22对应观测，

可精确读取在线相含量分析取样系统所取样品气、液、固三相的相含量，进而可知在实验压

力、温度条件下浆体注入管道1内的各相含量。

[0029] 排空过程：当数据读取过程结束后，首先由实验操作人员给计算机29下达开启下

电动阀门14的指令，计算机29接收到下电动阀门14开启的指令后，会把该指令通过控制电

柜与计算机连接线28传输给控制电柜26，控制电柜26再把控制指令通过下电动阀门连接线

27传输给下电动阀门14，由下电动阀门14执行开启操作，下电动阀门14开启后，天然气水合

物浆体依次经下筒体连接法兰13、下电动阀门14、下连接法兰16、下连接管17及浆体回收管

18排出，实验操作人员通过计算机29、摄像机31观察排空过程，若排空已完成，则由实验操

作人员给计算机29下达关闭下电动阀门14的指令，计算机29接收到关闭下电动阀门14的指

令后，会把该指令通过控制电柜与计算机连接线28传输给控制电柜26，控制电柜26再把控

制指令通过下电动阀门连接线27传输至下电动阀门14，由下电动阀门14执行关闭操作，下

电动阀门14完全关闭后，完成排空过程。

[0030] 在管输实验过程中，如果管输管道内温度、压力及流速等参数发生改变后，实验操

作人员可根据实验需求重复上述取样、数据读取及排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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