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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模拟装置，包括水合物岩心模拟系统、钻进系统、钻井液注入系统、钻井液处理系
统；其中：所述水合物岩心模拟系统包括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人造岩心、水浴夹套、低温水浴；所述钻井
系统包括支架、高压转联装置、液压装置、钻进装置，所述钻井液注入系统包括泥浆罐、钻井液流量计、泥
浆泵、溢流阔；所述钻井液处理系统包括高压除砂器、背压及溢流控制系统、气液分离器、干燥器、气体流
量计、液体流量计、泥浆处理池。所述模拟装置可以对多种井下工况环境进行相关模拟试验，具有操作便捷
和结构简单的特点，从而为评估天然气水合物钻井安全控制、钻井方案制定提供室内试验数据。



天然气水合物地层钻井模拟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一种钻井模拟装置 ，特别是涉及一种模拟不 同工况下天然气水合

物地层钻井过程 的实验模拟装置 。

背景技术

天然气水合物 （Natural Gas Hydrate, NGH) 具有储量大 、分布广 、能量密

度 高 、清洁环保等优 点，被认 为是 2 1 世纪最 重要 的清洁替代 能源 ，展开 NGH

研 究具有重大 的科学和现 实意义 。

NGH 研 究包括资源调查与评价 、开采技术 、安全与环境影 响等方面 。在 资

源调查研 究 的基础上 ，经济 、高效和安全 的 NGH 开采技术是实现 NGH 资源 开

发 的决定性 因素 。NGH 开采技术研 究涉及 的 内容主要有钻井 、分解 、采气 、环

境影 响等 。其 中 NGH 钻井技术是实现 NGH 开采 的基础和前提 。目前 ，有关 NGH

钻井方面 的模拟研 究报道极少 。虽然 已开展 了一定 的冻土 区及海洋 NGH 现场勘

探取样钻井和少量 的试 开采钻井工作 ，但 NGH 勘探取样钻井和 生产性开采钻井

存在较大 的区别 ，因此 ，开展 NGH 开采钻井 技术研 究对 NGH 资源 开发利用至

关重要 。

由于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受环境约束非常强 的物质 ，它 的形成和稳定需要非

常特殊 的高压低温环境 ，在进行 NGH 钻井过程 中，钻头切 削岩石 的过程 、井底

钻 具与井壁和岩 心 的摩擦会产 生大量 的热 能 ， 以及井壁和井底 附近地层应 力释

放 ，这些都会造成 NGH 的分解产 生气体和分解水 。NGH 的分解会对钻井质量 、

钻井速度 、设备等造成严重危害 。一方面 ，气 体进入钻井液后 ，与钻井液一起循

环 ，使钻井液密度 降低 ，导致井底静水压力 降低 ，加速 了 NGH 的分解 ，并表现

为恶性循环 ，最终导致井底大量水合物分解 ，造成井径严重扩大 、井 喷 、井塌 、

套管变形及地面沉 降等事故 。另一方面 ，在深海和温度很低冻土地 区钻井 时，在

井身 内一定位置或地面管路 中具有气体重新形成 NGH 的温度和压力条件 ，这样 ，

在钻井液 中就很可 能形成 NGH ，而这就会造成钻井液循环 （类似于油气输送管

道 中形成 的天然气水合物堵塞 ）或钻井系统 的其他管路 的堵塞 ，从而导致一系列



井 内恶性事故 。因此 ，能否控制钻井过程 中井底热 （温度 ）、压力和 NGH 分解 ，

是关系到 NGH 资源开发利用 的关键性 问题 。此外 ，由于海底 NGH 均赋存于浅

层沉积物 中，水合物储层地质力学性能弱，破裂压力低 ，若采用太高的钻井压力

则会导致地层破裂 ，造成钻井液漏失。因此 ，NGH 钻井与常规的油气开采钻井

相 比，在钻井速度 ，钻井液配 比、压力变化及循环流速 ，井底压力控制方法等方

面有很大的不 同。在没有研究建立成熟系统的 NGH 地层钻井理论和相关技术之

前 ，如贸然采用常规油气开采钻井技术进行钻井 ，可能会引发难 以预测和控制 的

安全事故 。

NGH 开采钻井研究方法可分为实验室模拟 、数值模拟和现场试验三类 ，其

中，现场试验耗资巨大，成本高昂，且只适合于 已发现 NGH 实物样 品的国家 ；

数值模拟虽然成本低 ，但必须有实验模拟所获得基础数据及基本规律为基础 ；而

实验模拟是通过在实验室建立实验模拟仪器及设备，通过控制模拟设备的温度 、

压力及介质等条件来近似模拟 自然界 NGH 藏环境 ，并研究其生成 、钻井过程 的

规律和影响机制 。由于实验模拟研 究成本较低 ，且是其它研 究的基础 ，因此 ，

NGH 钻井实验模拟研究就成为当前 NGH 钻井技术研究最为可行 的研究方法 。

目前制约 NGH 钻井实验模拟研究发展的瓶颈 问题在于缺乏在高压低温下实

时、原位 、快速 、精确测定钻井过程 中 NGH 相态变化及赋存特征的探测方法和

实验仪器 ，这主要是 由于 NGH 地层条件 （高压 、低温 ）苛刻 、实验介质复杂，

导致现有 的油气钻井模拟装置与探测仪器不能应用于 NGH 钻井模拟研究，必须

重新设计制造 ，使其既耐高压又有高的测试精度 。

发明内容

基于此 ，有必要针对现有技术对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模拟过程存在 的问题 ，提

供一种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模拟研究模拟装置，可 以实现低温高压下天然气水合物

地层钻井过程模拟 ，进行不 同地层条件与工况条件下 的钻井实验与钻井参数测

定，从而对钻头、钻压 、转速 以及钻井液类型优选 ，对钻井过程风险进行评估与

控制 。

一种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模拟装置，包括水合物岩心模拟系统、钻进系统、钻

井液注入系统、钻井液处理系统；其 中：



所述水合物岩心模拟系统包括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人造岩心、水浴夹套、

低温水浴；所述人造岩心填充于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的内腔中，所述水浴夹套包

裹在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的外侧，低温水浴与水浴夹套连接，用于控制水合物地

层模拟井筒内部环境的温度；

所述钻井系统包括支架、高压转联装置、液压装置、钻进装置，其中，所述

高压转联装置为固定安装于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上侧的中空结构，该中空结构与

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的内腔相连通；所述支架包括底座、立柱、井筒固定支架、

转联器固定支架、电机平台，所述立柱安装在底座的一侧，井筒固定支架、转联

器固定支架以及电机平台的一侧均固定连接在立柱上，它们的另一侧分别与水合

物地层模拟井筒、高压转联装置以及钻进装置固定连接，所述钻进装置包括钻杆，

所述钻杆伸入高压转联装置的中空结构中并延伸至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的内腔；

所述液压装置与钻杆连接，用于为钻杆提供所需的下压力；

所述钻井液注入系统包括泥浆罐、泥浆冷却装置、搅拌装置、第一泥浆泵、

加热器、第二泥浆泵、钻井液流量计、溢流阀。第一泥浆泵和第二泥浆泵的入口

管线均与泥浆罐连接，第一泥浆泵的出口管线与加热器相连，第二泥浆泵出口管

线与加热器出口管线通过三通接头汇合，三通接头出口设有温度传感器用于测量

泥浆温度。混合后的泥浆连接后通过三通接头分成两路，一路通过管路经钻井液

流量计与泥浆入口相连，一路通过溢流阀与泥浆罐相连。所述泥浆罐带有泥浆冷

却装置、搅拌装置。实验时首先启动第二泥浆泵，提供输入泥浆压力和泥浆流量

两个参数；其次调节溢流阀开度，控制模拟井底压力值。钻井液通过泥浆泵注入

到钻杆的中，经由单向阀从钻头流出，从钻杆与井眼间的环空由泥浆出口流出。

实验过程中，利用第二泥浆泵与溢流阀控制泥浆流量，通过低速流量泵与加热器

控制泥浆温度。

所述钻井液处理系统包括高压除砂器、背压及溢流控制系统、气液分离器、

气体流量计、液体流量计；所述高压除砂器的入口通过管路与高压转联装置上设

置的泥浆出口相连，高压除砂器的出口经背压及溢流控制系统与气液分离器相

连，气液分离器流出的气体通过气体流量计计量，气液分离器流出的液体返回到

泥浆罐中。

所述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的内腔为180mmxl80mmxl80mm 的立方体，其耐



压范围为0〜 30MPa 。

所述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包括筒体、上法兰、和下法兰，所述上法兰、和下

法兰分别固定于筒体的上、下两侧；高压转联装置与上法兰固定，所述下法兰和

上法兰上分别设置有与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内腔相连通的气液入 口和气液出口。

气液入 口可外接注气注液设备与抽真空装置。下法兰同时设有温度压力测量接

口、应力测量接 口。

所述的液压装置由油箱、液压油缸和液压泵组成，液压泵一端通过油管和油

箱连接，另一端与液压油缸相连接，液压油缸提供钻井所需的下压力。

所述钻进装置进一步包括伺服电机、第一齿轮、第二齿轮、钻头，伺服电机

安装在电机平台上，伺服电机的旋转轴连接第一齿轮，与第一齿轮相啮合的第二

齿轮固定套接于钻杆上；钻杆的输出端与钻头连接，钻杆为空腔结构，在所述空

腔中安装有单向阀，钻杆的外径小于高压转联装置中空结构的内径，钻杆的表面

开孔用于钻井液通过泥浆入 口注入钻杆的空腔内。

所述钻头在人造岩心中的最大钻进距离为 150mm ，钻头的直径为25mm ，钻

杆的直径为 16mm 。

所述高压转联装置由压盖、上导套、第一复合动密封圈、转联器筒体、下导

套、第二复合动密封圈、下压套、卡环、高压球阀、泥浆入 口与泥浆出口组成，

所述上导套固定于高压转联装置的上端，第一复合动密封圈和第二复合动密封圈

均设置于高压转联装置中空结构与钻杆之间的空隙处，且第一复合动密封圈位于

泥浆入 口的上侧并与上导套固定，第二复合动密封圈位于泥浆入 口和泥浆出口之

间，所述下压套的上端与第二复合动密封圈固定，用于压紧该第二复合动密封圈，

同时通过卡环固定于下压套的上端的外侧，所述下压套的下端通过螺栓与上法兰

固定。

所述高压转联装置中空结构的底部位于与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的连接处设

有高压球阀，在钻井过程开始前，高压球阀呈关闭状态。

所述人造岩心由石英砂混合环氧树脂压制而成，人造岩心的大小与水合物地

层模拟井筒内腔大小一致，人造岩心内部布置有温度压力测点，水合物地层模拟

井筒一侧的内壁上布置有应力测点，所述温度压力测点和应力测点对应的传感器

并通过弓I线通过下法兰上的测量接 口引出至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外。



所述人造岩心内部沿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的高度方向设置三个检测层，分别

为对应水合物层内部的上层检测层、中层检测层和下层检测层；所述3个检测层

将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 的内腔分为 4等分；每个检测层平面被划分成上

36mmx36mm 的网格，且每个网格节点处均设置一个温度测量传感器和一个压力

传感器。

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一侧的内壁上分布有九个应力测点，该九个应力测点采

用 3x3 的分布方式均匀分布与所述内壁上。

该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模拟装置还包括检测系统，该检测系统主要由钻进参数

检测系统和岩心参数检测系统组成，其中钻进参数检测系统主要由钻压传感器、

扭矩传感器、转速传感器、进尺传感器、组成，岩心参数检测系统主要由压力传

感器、温度传感器、应力传感器组成。其他测量参数还包括钻井液流量、气体流

量等。测量获得的数据可通过数据采集仪与计算机采集记录。

综上，本发明的优点是：

本发明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模拟装置中的可实时测量钻井过程中水合物模拟

层温度压力变化与分布。通过本实验装置可检测钻进过程水合物层应力变化情

况。在模拟实验后，可将岩心取出分析井壁与岩心破坏情况。

本发明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模拟装置可以模拟不同的水合物岩心条件、不同钻

井速度、不同钻井液配比条件，可实时对钻井过程中钻井液流速与温度进行控制，

满足不同工况的需要，可对水合物地层钻井过程进行综合评估。

本发明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模拟装置可以对多种井下工况环境进行相关模拟

试验，具有操作便捷和结构简单的特点，从而为评估天然气水合物钻井安全控制、

钻井方案制定提供室内试验数据。

附图说明

图 1是本发明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模拟装置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 2 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与高压转联装置的剖面结构示

意图；

图 3 是图 2 中的 B 层向剖面结构示意图。

附图标记说明：



1、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2、高压转联装置；3、立柱；4、底座；5、井筒

固定支架；6、转联器固定支架；7、电机平台；8、伺服电机；9、齿轮；10、齿

轮；11、油箱；12、液压油缸；13、液压泵；14、泥浆罐；15、泥浆冷却装置；

16、搅拌装置；17、泥浆泵；18、加热器；19、泥浆泵；20、钻井液流量计；2 1、

溢流阀；22、高压除砂器；23、背压及溢流控制系统；24、气液分离器；25、液

体流量计；26、气体流量计；27、低温水浴；28、气液入口；29、温压测量导管；

30、水浴夹套；3 1、上法兰；32、筒体；33、下法兰；34、气液出口；35、人造

岩心；36、压盖；37、上导套；38、复合动密封圈；39、转联器筒体；40、下导

套；4 1、复合动密封圈； 42、下压套；43、卡环；44、泥浆入口；45、泥浆出

口；46、钻杆；47、钻头；48、单向阀；49、高压球阀。

具体实施方式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但本发明

的实施方式不限于此。

实施例

本发明的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模拟装置可以进行不同岩心特性、水合物饱和

度、不同钻井工况下天然气水合物地层钻井过程模拟实验，对钻井条件进行优化

并对钻井过程风险控制进行综合评估。

请参见图 1-3 所示，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模拟装置，包括水合物岩心模拟系统、

钻进系统、钻井液注入系统、钻井液处理系统、检测系统。

水合物岩心模拟系统包括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 1、人造岩心 35、水浴夹套

30、低温水浴 27。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 1 内部为 180mmxl80mmx 180mm 的立方

体，耐压范围一般为 0〜30MPa 。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 1 由上法兰 3 1、筒体 32

和下法兰 33 通过若干螺栓固定密封而形成内腔。下法兰 33 中部设置气液入口

28，上法兰 3 1 布置有气液出口 34，气液入口 28 可外接注气注液设备与抽真空

装置。下法兰 33 同时设有温度压力测量接 口、应力测量接 口，其中温度压力测

量接 口对应设置有温压测量导管 29，用于连接温压测点处的温度或压力传感器

引线到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 1夕卜，同理，应力测量接 口设置应力测量导管。

人造岩心 35 由石英砂混合环氧树脂压制而成，大小与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



1 内腔大小一致，人造岩心 35 内部布置有温度压力测点，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 1

内壁一侧布置有应力测点，并通过引线通过下法兰 33 上的测量接口引出水合物

地层模拟井筒 1夕卜。天然气和工作液被注入人造岩心 35 后，在腔内形成水合物

层。为对腔内水合物层各位置的状态进行采集，将水合物层沿深度方向分为 3 个

检测层，分别为对应水合物层内部的上层检测层、中层检测层和下层检测层。3

个检测层将模拟腔分为 4 等分；每个检测层平面上分别设置 16 个温度压力测点；

每个检测层平面被划分为 36mmx36mm 的网格，每个测点位于网格节点处。水

合物地层模拟井筒 1 内壁一侧分布有 9 个应力测点，采用 3x3 的分布方式均匀分

布于内壁上。

水浴夹套 30 包裹在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外侧，水浴夹套 30 与低温水浴 27

连接，用于控制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 1 内部环境的温度。整个实验装置同时放置

于低温室中，用于增加系统运行温度的稳定性。

钻井系统包括支架、高压转联装置 2、液压装置、钻进装置，支架包括底座

4、立柱 3、井筒固定支架 5、转联器固定支架 6、电机平台 7，立柱 3 安装在底

座 4 两侧，井筒固定支架 5、转联器固定支架 6 与电机平台7 安装在立柱 3 上。

高压转联装置 2 由压盖 36、上导套 37、复合动密封圈38、转联器筒体 39、

下导套 40、复合动密封圈 41、下压套 42、卡环 43、高压球阀49、泥浆入口44

与泥浆出口 45 组成。上导套 37 固定于高压转联装置 2 的上端，复合动密封圈

38 和复合动密封圈 41均设置于高压转联装置 2 中空结构与钻杆 46 之间的空隙

处，且复合动密封圈 38 位于泥浆入口44 的上侧并与上导套 37 固定，复合动密

封圈 41位于泥浆入口44 和泥浆出口45 之间，泥浆从泥浆罐 14 经泥浆入口44

进入复合动密封圈38和复合动密封圈4 1之间的高压转联装置 2 的中空结构中，

并通过钻杆 46 相应位置的表面开孔进入至钻杆 46 的空腔，然后通过单向阀 48

流至钻头 47，下压套 42 的上端与复合动密封圈 41 固定，用于压紧该复合动密

封圈41，同时通过卡环 43 固定于下压套 42 的上端的外侧，下压套 42 的下端通

过螺栓与上法兰 31 固定，高压转联装置 2 中空结构的底部位于与水合物地层模

拟井筒 1 的连接处设有高压球阀49，在钻井过程开始前，高压球阀49 呈关闭状

态。液压装置由油箱 11、液压油缸 12 和液压泵 13 组成，液压泵 13 —端通过油

管和油箱 11连接，另一端与液压油缸 12 相连接，液压油缸 12 提供钻井所需的



下压力。

钻进装置由伺服电机 8、齿轮 9、齿轮 10、钻杆 46、钻头 47 组成，钻进装

置进一步包括伺服电机 8、齿轮 9、齿轮 10、钻头 47，伺服电机 8 安装在电机平

台 7 上，伺服电机 8 的旋转轴连接齿轮 9，与齿轮 9 相啮合的齿轮 10 固定套接

于钻杆 46 上；钻杆 46 的输出端与钻头 47 连接，钻杆 46 为空腔结构，在空腔中

安装有单向阀 48，钻杆 46 的外径小于高压转联装置 2 中空结构的内径，钻杆 46

的表面开孔用于钻井液通过泥浆入 口 44 注入钻杆 46 的空腔内。钻头 47 在岩心

中的最大钻进距离为 150mm ，钻头直径 25mm ，钻杆 46 直径 16mm 。

钻井液注入系统包括泥浆罐 14、泥浆冷却装置 15、搅拌装置 16、低速的泥

浆泵 17、加热器 18、高速的泥浆泵 19、钻井液流量计 20、溢流阀 2 1。 泥浆泵

17 和泥浆泵 19 的入 口管线与泥浆罐 14 连接，泥浆泵 17 的出口管线与加热器 18

的入 口管线相连。三通接头包括一个入 口和二个出口，其中，其入 口汇合泥浆泵

19 出口管线与加热器 18 出口管线，即泥浆罐 14 通过泥浆泵 17 和泥浆泵 19 输

送的泥浆混合输出给三通接头的入 口，混合后的泥浆通过三通接头的二个出口被

分成两路，一路通过管路经钻井液流量计 20 与泥浆入 口 44 相连，一路通过溢流

阀 2 1与泥浆罐 14 相连。三通接头的出口 （当然也可以是三通接头的入 口）设有

温度传感器用于测量泥浆温度。泥浆罐 14 带有泥浆冷却装置 15、搅拌装置 16。

实验时首先启动泥浆泵 19，提供输入泥浆压力和泥浆流量两个参数；其次调节

溢流阀 2 1 开度，控制模拟井底压力值。钻井液通过泥浆泵 19 注入到钻杆 46 的

中，经由单向阀 48 从钻头 47 流出，从钻杆 46 与井眼间的环空由泥浆出口 45 流

出。实验过程中，利用泥浆泵 19 与溢流阀控制泥浆流量，通过泥浆泵 17 与加热

器 18 控制泥浆温度。

钻井液处理系统包括高压除砂器 22、背压及溢流控制系统 23、气液分离器

24、液体流量计 25、气体流量计 26。高压除砂器 22 入 口通过管路与高压转联装

置 2 上的泥浆出口 45 相连，高压除砂器 22 出口与背压及溢流控制系统 23、气

液分离器 24 相连。气液分离器 24 流出的气体通过气体流量计 26 计量，液体经

过液体流量计 25 返回到泥浆罐 14 中。

检测系统主要由钻进参数检测系统和岩心参数检测系统组成，其中钻进参数

检测系统主要由钻压传感器、扭矩传感器、转速传感器、进尺传感器、组成，岩



心参数检测系统主要 由压力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应力传感器组成 。其他测量参

数还包括钻井液流量 、气体流量等 。测量获得 的数据可通过数据采集仪与计算机

采集记录 。

应 当理解 的是，本发 明的应用不限于上述 的举例 ，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可 以根据上述说 明加 以改进或变换，所有这些改进和变换都应属于本发 明所

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权利要求书

1 . 一种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 ，包括水合物岩心模拟系

统、钻进系统、钻井液注入系统、钻井液处理系统；其 中：

所述水合物岩心模拟系统包括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 （1) 、人造岩心 （35 ) 、

水浴夹套 （30)、低温水浴 （27); 所述人造岩心 （35) 填充于水合物地层模拟井

筒 （1) 的内腔 中，所述水浴夹套 （30) 包裹在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 （1) 的外侧 ，

低温水浴 （27) 与水浴夹套 （30) 连接 ，用于控制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 （1) 内

部环境 的温度 ；

所述钻井系统包括支架、高压转联装置 （2)、液压装置、钻进装置，其 中，

所述高压转联装置 （2) 为固定安装于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 （1) 上侧 的中空结构，

该中空结构与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 （1) 的内腔相连通 ；所述支架包括底座 （4)、

立柱 （3 ) 、井筒固定支架 （5)、转联器 固定支架 （6)、电机平 台 （7)，所述立柱

( 3 ) 安装在底座 （4) 的一侧 ，井筒固定支架 （5)、转联器 固定支架 （6) 以及

电机平 台 （7) 的一侧均 固定连接在立柱 （3 ) 上 ，它们 的另一侧分别与水合物地

层模拟井筒 （1) 、高压转联装置 （2) 以及钻进装置固定连接 ，所述钻进装置包

括钻杆 （46)，所述钻杆 （46) 伸入高压转联装置 （2) 的中空结构中并延伸至水

合物地层模拟井筒 （1) 的内腔 ；所述液压装置与钻杆 （46) 连接 ，用于为钻杆

(46) 提供所需的下压力；

所述钻井液注入系统包括泥浆罐 （14) 、泥浆冷却装置 （15) 、搅拌装置 （16) 、

第一泥浆泵 （17) 、加热器 （18) 、第二泥浆泵 （19) 、钻井液流量计 （20)、溢流

阀 （21 ) ; 第一泥浆泵 （17) 和第二泥浆泵 （19) 的入 口管线均与泥浆罐 （14)

连接 ，第一泥浆泵 （17) 的出 口管线与加热器 （18) 的入 口管线相连 ，第二泥浆

泵 （19) 出 口管线与加热器 （18) 出 口管线通过三通接头汇合 ，三通接头出 口设

有温度传感器用于测量泥浆温度 ；混合后 的泥浆连接后通过三通接头分成两路 ，

一路通过管路经钻井液流量计 （20) 与泥浆入 口 （44) 相连 ，一路通过溢流 阀 （21 )

与泥浆罐 （14) 相连 ，泥浆冷却装置 （15) 、搅拌装置 （16) 设置于泥浆罐 （14)

中；

所述钻井液处理系统包括高压除砂器 （22)、背压及溢流控制系统 （23 ) 、气



液分离器 （24)、液体流量计 （25)、气体流量计 （26); 所述高压除砂器 （22)

的入口通过管路与高压转联装置 （2) 上设置的泥浆出口 （45 ) 相连，高压除砂

器 （22) 的出口经背压及溢流控制系统 （23 ) 与气液分离器 （24) 相连，气液分

离器 （24) 流出的气体通过气体流量计 （26) 计量，气液分离器 （24) 流出的液

体经过液体流量计 （25) 返回到泥浆罐 （14) 中。

2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 （1) 的内腔为 180mmxl80mmx 180mm 的立方体，其耐压

范围为 0〜 30MPa 。

3 .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 （1) 包括筒体 （32)、上法兰 （31 ) 、和下法兰 （33 ) ，所述

上法兰 （31 ) 、和下法兰 （33 ) 分别固定于筒体 （32) 的上、下两侧；高压转联

装置 （2) 与上法兰 （31 ) 固定，所述下法兰 （33 ) 和上法兰 （31 ) 上分别设置

有与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 （1) 内腔相连通的气液入口 （28) 和气液出口 （34)。

4 . 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钻进装置进一步包括伺服电机 （8)、第一齿轮 （9)、第二齿轮 （10) 、钻头 （47)，

伺服电机 （8) 安装在电机平台 （7) 上，伺服电机 （8) 的旋转轴连接第一齿轮

(9) ，与第一齿轮 （9) 相啮合的第二齿轮 （10) 固定套接于钻杆 （46) 上；钻

杆 （46) 的输出端与钻头 （47) 连接，钻杆 （46) 为空腔结构，在所述空腔中安

装有单向阀 （48)，钻杆 （46) 的外径小于高压转联装置 （2) 中空结构的内径，

钻杆 （46) 的表面开孔用于钻井液通过泥浆入口 （44) 注入钻杆 （46) 的空腔内。

5 . 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钻头 （47) 在人造岩心 （35 ) 中的最大钻进距离为 150mm ，钻头 （47) 的直径

为 25mm ，钻杆 （46) 的直径为 16mm 。

6 . 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高压转联装置 （2) 由压盖 （36)、上导套 （37)、第一复合动密封圈 （38)、转联

器筒体 （39)、下导套 （40)、第二复合动密封圈 （41 ) 、下压套 （42)、卡环 （43 ) 、

高压球阀 （49)、泥浆入口 （44) 与泥浆出口 （45) 组成，所述上导套 （37) 固

定于高压转联装置 （2) 的上端，第一复合动密封圈 （38) 和第二复合动密封圈

(41 ) 均设置于高压转联装置 （2) 中空结构与钻杆 （46) 之间的空隙处，且第



一复合动密封圈 （38) 位于泥浆入口 （44) 的上侧并与上导套 （37) 固定，第二

复合动密封圈 （41 ) 位于泥浆入口（44) 和泥浆出口（45) 之间，所述下压套 （42)

的上端与第二复合动密封圈 （41 ) 固定，用于压紧该第二复合动密封圈 （41 )，

同时通过卡环 （43 ) 固定于下压套 （42) 的上端的外侧，所述下压套 （42) 的下

端通过螺栓与上法兰 （31 ) 固定。

7 . 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高压转联装置 （2) 中空结构的底部位于与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 （1) 的连接处设

有高压球阀 （49)，在钻井过程开始前，高压球阀 （49) 呈关闭状态。

8 .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人造岩心 （35) 由石英砂混合环氧树脂压制而成，人造岩心 （35) 的大小与水合

物地层模拟井筒 （1) 内腔大小一致，人造岩心 （35) 内部布置有温度压力测点，

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 （1) 一侧的内壁上布置有应力测点，所述温度压力测点和

应力测点对应的传感器并通过引线通过下法兰 （33 ) 上的测量接口引出至水合物

地层模拟井筒 （1) 夕卜。

9 . 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的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人造岩心内部沿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 （1) 的高度方向设置三个检测层，分别为

对应水合物层内部的上层检测层、中层检测层和下层检测层；所述 3 个检测层将

水合物地层模拟井筒 （1 ) 的内腔分为 4 等分；每个检测层平面被划分成上

36mmx36mm 的网格，且每个网格节点处均设置一个温度测量传感器和一个压力

传感器。

10. 根据权利要求 8所述的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模拟装置，其特征在于，水合

物地层模拟井筒 （1) 一侧的内壁上分布有九个应力测点，该九个应力测点采用

3x3 的分布方式均匀分布与所述内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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