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４年７月
Ｊｕｌｙ２０１４

岩　矿　测　试
ＲＯＣＫ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３３，Ｎｏ．４
４６８～４７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２７；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０８；接受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２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１３０２０３４，４１３７６０７８）；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基金（２０１１１１０２６）
作者简介：刘昌岭，研究员，主要从事天然气水合物研究。Ｅｍａｉｌ：ｑｄｌｉｕｃ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文章编号：０２５４ ５３５７（２０１４）０４ ０４６８ １２

Ｘ射线衍射法在天然气水合物研究中的应用

刘昌岭，孟庆国

（国土资源部天然气水合物重点实验室，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７１）

摘要：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由气体分子（包括烃类和 ＣＯ２、
Ｈ２Ｓ等非烃类气体）和水分子在高压低温环境中形成的笼型
水合物，主要有Ⅰ型（立方晶体结构）、Ⅱ型（菱形晶体结构）
和Ｈ型（六方晶体结构）三种晶体结构。研究水合物的结构
特征及变化规律，对于认识水合物形成机理、微观动力学、相

态转化及水合物样品鉴定等具有重要意义。Ｘ射线衍射
（ＸＲＤ）是一种利用Ｘ射线照射晶体（或某些非晶态物质）时
产生的衍射来研究晶体内部结构（即内部原子排布）的分析

技术。该技术应用于天然气水合物研究，不仅能准确获取水

合物的结构类型及晶格参数等重要信息，还能观测水合物生

成分解的微观动力学过程。本文阐述了 ＸＲＤ技术应用于水
合物结构特征研究、水合物生成／分解动力学过程原位观测以及野外水合物样品鉴定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已
知结构Ⅰ型和Ⅱ型水合物立方晶体的边长分别约为１２．０×１０－１０ｍ和１７．３×１０－１０ｍ，而结构Ｈ型水合物六
方晶体ａ轴和ｃ轴的边长分别约为１２．２×１０－１０ｍ和１０．０×１０－１０ｍ，因此，通过 ＸＲＤ技术准确测量水合物
晶体的晶格参数，即可判定水合物晶体的结构类型，该技术在国外已应用于海洋和冻土区钻获的天然气水合

物样品鉴定并获得结构信息。此外，通过测定不同条件下生成的水合物晶体参数的变化，可研究水合物的结

构转换及其影响规律，研究表明混合气体的组成、客体分子体积及直径大小、温度等都对水合物晶体参数及

结构产生影响。通过在高压环境下的ＸＲＤ原位技术，可测定水合物的生成与分解过程中衍射峰的变化，研
究水合物生成／分解动力学过程，研究表明水合物生成／分解主要分两个阶段，即在气液（固）表面的快速生
成／分解过程及气体分子在液（固）体内部的扩散过程，后一个阶段控制着反应速度。目前，国外在水合物研
究中应用ＸＲＤ技术已相对成熟，而我国才刚刚起步。本文认为，将 ＸＲＤ技术应用到天然气水合物的研究
中，可解决水合物的结构类型鉴别及晶格参数测量等基本的科学问题，而且 ＸＲＤ技术与核磁共振、红外光
谱、Ｘ－ＣＴ等分析技术的联用，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将为天然气水合物相关的理论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

关键词：Ｘ射线衍射；天然气水合物；结构类型；晶胞参数；原位观测
中图分类号：ＴＥ１２２；Ｐ５７５．５ 文献标识码：Ａ

天然气水合物广泛地存在于海底３００ｍ水深以
下及陆地冻土区，据估计其储量为全球化石燃料的

２倍［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巨大的经济价值。

天然气水合物的性质与其赋存环境和形成条件有

关，沉积物的组成及其孔隙的大小对水合物的生成

与累积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而环境温度、压力及流

体组分的变化则可导致水合物组成的异质现象以及

水合物结构的变化［２］。随着人们对天然气水合物

研究的不断深入，各种先进的实验分析技术（如核

磁共振、拉曼光谱及 Ｘ射线衍射等）相继被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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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领域［３－６］。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非化学计量的

笼型水合物，它包含不同的笼型结构，可以容纳不同

的客体分子，这些分子分布在大小不同的孔穴中。

天然气水合物的微观结构及其晶胞参数等问题是天

然气水合物研究的基础科学问题。因此，研究笼型

结构及其变化规律，对天然气水合物形成机理、微观

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Ｘ射线衍射（ＸＲＤ）是２０世纪发展并逐步完善
的新技术，主要包括粉末多晶衍射技术和单晶衍射

技术，可进行物相分析（单一物相或混合物相的鉴

定或验证）和晶体结构分析（空间群、晶胞参数等）。

晶体产生Ｘ衍射现象是由于晶体具有周期结构，使
入射到晶体上的电磁辐射的方向和强度发生了改

变。衍射的方向和强度取决于晶体的对称、空间点

阵的类型、晶胞参数和晶胞中所有原子的分布。因

此，通过研究衍射数据可以确定晶体的对称、空间点

阵的类型和晶胞参数，并进一步确定晶体结构。目

前，ＸＲＤ技术已成为研究晶体物质和某些非晶态物
质微观结构的有效方法，在化学、物理学、生物学、材

料学、冶金学、矿物学、医药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天然气水合物具有晶体结构，经 Ｘ光照射能产
生衍射效应，因此，ＸＲＤ技术已被广泛应用到天然
气水合物研究中。由于水合物自身的不稳定性，其

测试过程必须在常压低温（最低温度７７Ｋ）或高压
下进行。一般来说，对于天然的或人工合成的水合

物样品，可以在常压低温条件下进行测量，包括测定

其水合物的结构与组成［７－１７］、水分子形成的晶格中

氧原子位置［１８－２０］及不同结构水合物的热膨胀系

数［７，１２，２１－２４］等。而在特定的实验条件下，如采用特

制的小型高压反应釜进行高压环境中的 ＸＲＤ原位
观测，则可以开展天然气水合物生成分解的动力学

研究［２５－３２］。因此，ＸＲＤ技术不仅能获取天然气水
合物的结构类型及晶格参数等重要信息，还能观测

天然气水合物生成分解的微观动力学过程。目前，

国外在水合物研究中应用ＸＲＤ技术已相对成熟，而
国内尚未见报道。本文针对这种现状，对ＸＲＤ技术
在水合物研究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着重介绍其

在水合物结构特征研究、生成／分解动力学过程原位
观测及野外水合物样品鉴定方面的应用，为开展天

然气水合物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１　天然气水合物基本结构特征
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由气体分子（包括烃类和

ＣＯ２、Ｈ２Ｓ等非烃类气体）和水分子在低温高压环境
下形成的一种形态似冰非化学计量的笼型水合物

（图１），其中水分子通过氢键作用形成具有一定尺
寸大小的孔穴，构成晶格主体，较小的气体分子作为

客体被包容在孔穴中，气体分子和水之间的作用力

为范德华力。

图 １　天然气水合物晶体结构模型［３３］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３３］

天然气水合物晶体结构主要有三种：Ⅰ型（立
方晶体结构）、Ⅱ型（菱形晶体结构）和 Ｈ型（六方
晶体结构）［３３］。Ⅰ型和Ⅱ型结构水合物早在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就被发现［３４－３５］，而 Ｈ型水合物直到
１９８７年才被发现［３６］。Ⅰ型结构水合物单位晶胞由
２个十二面体（５１２）和６个十四面体（５１２６２）组成，包
含４６个水分子，空间群为 Ｐｍ３ｎ。Ⅱ型结构水合物
单位晶胞由６个５１２和８个５１２６４组成，包含１３６个水
分子，空间群为 Ｆｄ３ｍ。Ｈ型结构水合物单位晶胞
由３个５１２、２个不规则的十二面体（４３５６６３）和１个
二十面体（５１２６８）组成，是一种二元水合物，即在稳
定的Ｈ型结构水合物的大小孔穴中容纳两种客体
分子，包含 ３４个水分子，空间群为 Ｐ６／ｍｍｍ［１３，３２］。
每个孔穴内最多可包容一个客体分子［３３］，故Ⅰ型结
构典型的分子式为：２［５１２］·６［５１２６２］·４６Ｈ２Ｏ，表
示小孔穴中２个、大孔穴中６个客体分子。相似地，
Ⅱ型结构分子式为：１６［５１２］·８［５１２６２］·１３６Ｈ２Ｏ；
Ｈ型结构分子式为：３［５１２］·２［４３５６６３］·８［５１２６８］
·３４Ｈ２Ｏ。

生成何种结构类型的水合物，主要取决于客体

分子的种类和分子大小，如 ＣＨ４、Ｃ２Ｈ６、ＣＯ２、Ｈ２Ｓ等
小分子生成Ⅰ型水合物，Ｃ３Ｈ８、Ｃ４Ｈ１０等大分子以及
Ｎ２、Ｏ２、Ａｒ、Ｋｒ等小分子则生成Ⅱ型结构水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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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型水合物不能由单一气体分子生成，而是需要大
小不同的两种客体分子（如二甲基丁烷、甲基环己

烷、甲基叔丁基醚等大分子与甲烷之类的小分子），

其中大分子占据着５１２６８孔穴，小分子占据着４３５６６３

和５１２孔穴。图２给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水合物晶
体结构与组成，其相应的晶体结构参数对照见表１。

图 ２　三种类型水合物单体晶体结构图［３３］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ｃｏｍｍｏｎｈｙｄｒａｔｅｕｎｉｔｓ［３３］

表 １　三种类型天然气水合物晶体结构参数［３３］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３３］

孔穴规格

Ⅰ型天然气
水合物

小 大

Ⅱ型天然气
水合物

小 大

Ｈ型天然气
水合物

小 中 大

孔穴结构 ５１２ ５１２６２ ５１２ ５１２６４ ５１２ ４３５６６３５１２６８

孔穴数目 ２ ６ １６ ８ ３ ２ １
孔穴半径（１０－１０ｍ）３．９１ ４．３３ ３．９１ ０．４７３ ３．９１ ４．０６ ５．７１
晶格大小（１０－１０ｍ） ａ≈１２．０ ａ≈１７．３ ａ≈１２．２，ｃ≈１０．０

空间群 Ｐｍ３ｎ Ｆｄ３ｍ Ｐ６／ｍｍｍ
晶体 立方体 菱形 六面体

２　Ｘ射线衍射研究天然气水合物晶体结构
特征

２．１　水合物晶格参数测量
与常规的ＸＲＤ测试不同，测量水合物样品时须

保持一定的温度、压力条件，以确保测量过程中水合

物能保持稳定。通常，常规 ＸＲＤ仪器需配置低温
室，通过精确控制液氮或冷氮气的流量保持一定的

低温，水合物样品需在液氮中研磨成粉末放在低温

室样品台上，或者装入一个直径２ｍｍ的石英毛细
管中（壁厚０．０１ｍｍ）［３２，３７］，通过Ｘ光系统的测角器
从θ＝０°～５０°转动扫描，可得到水合物的衍射谱
图，通过计算可得到水合物晶体的晶格参数。

粉晶ＸＲＤ简易高效，晶胞参数能准确测定，但
得到的是宏观平均信息，而且细节结构尤其是轻原

子不能准确确定。单晶ＸＲＤ的精度高，能解析出晶
体结构的完整信息，包括晶胞参数与原子坐标。对

未知物而言，单晶 ＸＲＤ是最权威的结构鉴定手段。
单晶ＸＲＤ技术的关键是获得单晶样品，即结晶体内
部的微粒在三维空间呈有规律、周期性地排列，或者

说晶体的整体在三维方向上由同一空间格子构成，

整个晶体中质点在空间的排列为长程有序。因此，

如果能获得高质量的天然气水合物单晶晶体，则可

采用单晶ＸＲＤ技术进行测定，不仅可获得水合物晶
体参数，还可得到水合物的绝对孔穴占有率，即可得

到水合物的组成。Ｕｄａｃｈｉｎ等［７］采用重水（Ｄ２Ｏ）与
ＣＯ２气体在１７３Ｋ合成了ＣＯ２水合物单晶晶体，用单
晶ＸＲＤ技术测定了晶体结构与组成，高精度的衍射
数据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质量水合物结构模型，确

定了ＣＯ２分子可以占据水合物的大小两个孔穴，但
在孔穴中的位置略有不同。计算了孔穴绝对占有

率，得到晶体结构和分子组成为：ＣＯ２·６．２０Ｄ２Ｏ。
随后，他们又采用单晶 ＸＲＤ技术对几个典型的
Ⅰ型、Ⅱ型、Ｈ型水合物进行了系统研究，清楚确定
了客体分子的位置，得到了不同类型的水合物的晶

格结构、孔穴占有率及组成［１０］。图３是由乙烷生成
的Ⅰ型水合物，立方体晶体，空间群 Ｐｍ３ｎ，晶胞参
数 ａ＝１１．９５６×１０－１０ｍ。乙烷分子在大小孔穴中都
存在，但小孔穴的占有率很低（５％），观测到乙烷分
子的 Ｃ—Ｃ键和大孔穴赤道面的倾角为２３°。图４
为典型的Ｈ型水合物，由甲基环己烷与甲烷分子混
合生成，前者在大孔穴而甲烷分子在两个小孔穴中。

空间群 Ｐ６／ｍｍｍ，晶胞参数 ａ＝１２．２１７×１０－１０ｍ，
ｃ＝１０．０５３×１０－１０ｍ。甲烷在两个小孔穴的占有率
可达８０％。图５为典型的Ⅱ型水合物，由苯与氙分
子生成的，分别占据晶胞的大、小孔穴。立方体晶

体，空间群Ｆｄ３ｍ，晶胞参数 ａ＝１７．３６３×１０－１０ｍ。
近来Ｍｕｒｏｍａｃｈｉ等［３８］采用单晶衍射技术测试四

丁基溴化膦（ＴＢＰＢ）半笼型水合物晶体结构，该晶体
属斜方晶系，空间群为Ｐｍｍａ，晶胞参数ａ＝２１．０６５×
１０－１０ｍ，ｂ＝１２．６５７×１０－１０ｍ和 ｃ＝１１．９９２×１０－１０

ｍ，其化学式可表示为ＴＢＰＢ·３８Ｈ２Ｏ。
２．２　水合物晶格参数的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天然气水合物的晶格参数对其生成条件较敏

感，不是恒定不变的。一般来说，压力对晶格参数影

响不大，在等温条件下晶格参数即使发生微小变化，

也需要很大的压力变化［１２］。而温度的变化可引起

—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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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立方结构的Ⅰ型水合物，乙烷分子在大小孔穴中［１０］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ｃｕｂ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Ⅰ ｈｙｄ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ｅｔｈａｎ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ｉｎ

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ｌａｒｇｅｃａｇｅｓ［１０］

图 ４　Ｈ型水合物，甲基环己烷分子和甲烷分子分别在大孔

穴和小孔穴中［１０］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Ｈｈｙｄ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ｍｅｔｈｙｌ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ｅｉｎ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ｃａｖｉｔ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ａｎｅｉｎ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ｃａｖｉｔｙ［１０］

图５　立方结构的Ⅱ型水合物，苯分子在大孔穴而氙分子在

小孔穴中［１０］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ｃｕｂ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Ⅱ ｈｙｄ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ｂｅｎｚｅｎ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ｉｎ

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ｃａｖ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Ｘｅａｔｏｍｉｎ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ｃａｖｉｔｙ［１０］

晶格参数的较大变化，即水合物晶体的晶格具有热

膨胀性。Ｕｄａｃｈｉｎ等［７］采用单晶 ＸＲＤ技术测定了
１２３～２２３Ｋ之间ＣＯ２水合物晶格参数的变化，得到
的热膨胀值与中子衍射一致，且符合一个多项式函

数。掌握水合物的晶体结构及热膨胀特性对我们了

解客体分子与水分子及客体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十

分重要。例如，晶体的非谐性增大可引起较大的膨

胀系数［２１］，甲烷水合物比六角冰有较大的热膨胀系

数是由于甲烷分子与水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３９］。

了解水合物的密度及热学性质可有助于很好地理解

水合物储层的测井数据［４０］。

由于不同结构类型的水合物晶体的孔穴中可填

充不同大小、体积的客体分子，受孔穴大小的限制，

这些客体分子无序转动及随机占有合适的孔穴，形

成了非化学计量的笼型水合物。那么，单位晶体的

大小与包容在晶体孔穴内的分子大小是否有关？或

者说客体分子的大小与体积对晶格参数有何影响？

这些成为了困扰研究人员多年的问题。尽管人们做

了一些实验，但由于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得到的实

验数据存在误差，没有统一的标准进行校正，难以得

到直接的证据。Ｕｄａｃｈｉｎ等［１０］在相同实验条件下对

一系列的Ⅱ型水合物的单晶晶格参数进行了测定，
结果见表２。从表２中可以看出，Ⅱ型水合物晶格
参数与客体分子的直径（范德华直径 Ｄｍａｘ）及体积
大小都有一定的关系，总的趋势是晶格参数随着分

子半径略有增加，但不完全一致，显然还有其他因素

影响着水合物晶格参数，需要进一步研究。例如，在

含有以氧原子作为客体分子的水合物中，水分子与

其他水合物中水分子的动力学特性有明显的不

同［４１］。

表 ２　客体分子的大小和体积及在－１００℃形成的Ⅱ型水合
物晶胞参数［１０］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ｉｚｅｓａ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ｇｕｅｓ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ｔｔｉ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Ⅱ ｈｙｄｒａｔｅａｔ－１００℃［１０］

Ⅱ型水合物的

客体分子

分子直径Ｄｍａｘ

（×１０－１０ｍ）

分子体积

（×１０－１０ｍ）

单位晶胞参数

（×１０－１０ｍ）

环氧丙烷 ６．０１ ５６ １７．１８２
１，３－二氧戊烷 ６．１９ ６３ １７．１５７

丙酮 ６．２６ ５９ １７．１８１
三氯甲烷 ６．５０ ６９ １７．２３６
四氯化碳 ６．５０ ８２ １７．３３０
四氢呋喃 ６．９５ ８２ １７．３１６
苯＋氙 ７．０７ ７６ １７．３６３

Ｔａｋｅｙａ等［１３］采用粉晶ＸＲＤ研究了客体分子对
Ｈ型水合物晶格常数和稳定性的影响，分析了含甲
烷分子的各种 Ｈ型水合物单位晶格参数及结合能
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客体分子的体积增大可导

致单位晶胞的增大，客体大分子的官能团及构型影

响着Ｈ型水合物的稳定性，由于客体分子与水分子
—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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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相互作用，大孔穴（５１２６８）与小孔穴（５１２）容
易在ａ轴方向增加长度，而在ｃ轴方向却基本不变。

另外，在以混合气为客体分子的水合物晶体中，

由于动力学效应引起气体组分的变化也可导致晶格

膨胀［２３，４２］。研究发现［１２－１３］，不同的客体分子对晶

格参数的影响不同，ＣＨ４－ＣＯ２水合物的晶格随混合
气成分变化基本不发生膨胀，而 ＣＨ４－Ｃ２Ｈ６水合物
的晶格参数随着甲烷含量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对水

合物形成的热力学条件有一定的影响。Ｓｈｉｎ等［４３］

近期采用粉晶 ＸＲＤ研究发现液相体系下 ＮＨ４Ｆ水
合物的晶格参数随ＮＨ４Ｆ浓度升高而变小。
２．３　混合气水合物的结构特征研究

笼型水合物的结构常根据客体分子的大小来进

行分类，然而，对混合气生成的水合物结构类型的判

断则没有依据。对混合气来说，生成的水合物的相

平衡条件及结构都与气体的组成密切相关。例如，

尽管ＣＨ４和 Ｃ２Ｈ６分子都单独生成Ⅰ型水合物，但
ＣＨ４－Ｃ２Ｈ６混合气则既可生成Ⅰ型，也可生成Ⅱ型
水合物，或者生成两者的混合物［８，１１－１２，４４－４７］；在低

压下，甲烷与丙烷的混合气生成Ⅱ型水合物，丙烷分
子只占据大孔穴，而甲烷分子既可占据大孔穴又可

占据小孔穴。从分子大小来看，ＣＯ２（约５．１×１０
－１０

ｍ）和Ｃ２Ｈ６（约５．５×１０
－１０ｍ）相差不大，但其对混

合气水合物结构的影响却有明显不同，两者共存也

可生成Ⅱ型水合物。故在纯体系中，客体分子的大
小与生成何种类型水合物之间的关系在混合体系中

并不适用［４９－５０］。

ＸＲＤ技术由于可以准确地测量天然气水合物
晶体的晶格参数从而判定水合物的结构类型，因此，

在对由混合气生成的水合物结构类型的判别上

ＸＲＤ技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可将不同
比例的混合气生成的水合物样品进行ＸＲＤ测量，判
定生成的水合物的结构类型［５１－５４］；另一方面，可研

制适合ＸＲＤ原位观测的小型高压装置，实现对混合
气生成水合物的微观生长过程进行原位观测，从而

识别不同反应阶段生成的水合物的结构类型［５５］。

Ｔａｋｅｙａ等［１１］在２６３Ｋ下测量了 ＣＨ４－Ｃ２Ｈ６混
合气水合物的Ｘ射线衍射峰（图６）。结果表明，随
着混合气中Ｃ２Ｈ６含量的变化，生成的水合物类型也
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混合气中 Ｃ２Ｈ６含量由
０．５％增加到０．８％、３．７％、１８．６％和２９．７％时，水
合物对应的类型分别为：Ⅰ型、（Ⅰ ＋Ⅱ）型、Ⅱ型、
（Ⅰ＋Ⅱ）型和Ⅰ型。在混合气组成保持恒定的情
况下，水合物生长过程的原位观测表明，Ⅰ型和Ⅱ型

图６　不同乙烷含量时，ＣＨ４－Ｃ２Ｈ６混合气水合物的Ｘ射线

衍射图谱［１１］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４Ｃ２Ｈ６ｂｉｎａｒｙ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２Ｈ６ｒａｔｉｏｓ
［１１］

水合物的共同存在是由于亚稳态水合物结构的出现

引起的。Ｃ２Ｈ６比例为１８．６％是一个敏感值，可能形
成介于Ⅰ型和Ⅱ型的亚稳态结构，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混合气体水合物结构及水合物相的转换进行研究

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３３］。研究表明［４９－５０］，在

一定条件下，甲烷及二氧化碳水合物可相互转化，即

甲烷水合物可被ＣＯ２分子置换成为ＣＯ２水合物。因
此，可利用水合物的方法将大气中的ＣＯ２分离出来，
然后利用ＣＯ２置换出海底水合物中的甲烷，同时将
ＣＯ２以水合物的形式封闭在海底，减少大气中的
ＣＯ２的含量

［２０，５６］。

３　Ｘ射线衍射研究水合物生成分解动力学
与“自保护效应”

３．１　水合物生成分解动力学过程研究
天然气水合物的热力学与动力学研究，是天然

气水合物研究的两个重要的方面。热力学条件决定

能否生成水合物，而动力学条件则决定着水合物何

时生成及生成速度。开展水合物的生成与分解动力

学研究，对控制水合物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生成与

分解有重要的意义。对水合物动力学研究，多采用

分子模拟手段，获得不同条件下的数学模型，从而计

算相应的动力学参数。天然气水合物在生成与分解

动力学过程其晶体结构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采用先

进的实验技术可以直接观测到这种变化。由于

ＸＲＤ对晶体体积的变化很敏感，故可用于原位观测
—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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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合物的生成与分解动力学微观过程。通常情况

下，原位观测需要有透明的高压反应釜，采用 ＸＲＤ
测定水合物的生成与分解过程中衍射峰的变化，通

过冰与水合物晶体的衍射峰强度比研究水合物的生

成与分解的动力学过程。研究表明［２６，２８］，在由 ＣＯ２
分子与冰生成 ＣＯ２水合物的过程中，水合物峰强度
增大而冰峰强度减小。冰转变为ＣＯ２水合物经过两
个步骤：首先在冰的表面快速形成一层ＣＯ２水合物，
然后随着 ＣＯ２和 Ｈ２Ｏ分子向水合物层内的扩散，
ＣＯ２水合物慢慢生长。Ｔａｋｅｙａ等

［２６］建立了一个固

相扩散模型，指出 ＣＯ２水合物的生长速率主要由
ＣＯ２和Ｈ２Ｏ分子在水合物层的扩散速率决定着。由
冰到水合物的转换机理十分复杂，还需要更多的实

验数据来解释［５７］。

Ｕｃｈｉｄａ等［５８］采用ＸＲＤ研究了甲烷－丙烷水合
物的生成过程。实验温度２７４Ｋ，压力７ＭＰａ，丙烷
初始浓度在４％～８％。实验发现，整个反应过程分
为两个阶段进行：前一小时反应很快，压力迅速下

降，并保持了暂时的稳定；然后又出现了快速的压力

下降的阶段。ＸＲＤ测试结果表明，第一阶段生成了
Ⅱ型甲烷－丙烷混合水合物，第二阶段生成了Ⅰ型
甲烷水合物。

由于Ｘ射线衍射峰相对强度与样品中晶体体
积含量成比例关系，因此根据强度的变化率可以测

量晶体体积的转化率。半导体固体检测器（ＳＳＤ）是
一种具有极高能量分辨本领的射线强度检测器，能

用来测量Ｘ射线的能量和波长。能量色散型 Ｘ射
线衍射仪是一种以 ＳＳＤ为基础的一种新型衍射仪，
使用连续波长的Ｘ射线照射样品，在一个固定的角
度位置测量衍射线的波长谱，从而计算各衍射晶面

的间距ｄ值。Ｔａｋｅｙａ等［３２，３７］采用时间分辨、能量色

散ＸＲＤ原位观测了甲烷水合物的分解率及其转化
成六角形（Ｉｈ）冰的转化率（图 ７）。谱图是在温度
１９８Ｋ获得的，不同的晶面也标在图７上。其中带
号的为 Ｉｈ冰晶面峰，小箭头指示的（２２２）和
（３２０）为甲烷水合物晶面峰。在一个大气压下，实
验温度从１６８Ｋ升到１９８Ｋ，通过对 Ｉｈ冰的衍射峰
强度的动态观测，发现甲烷水合物的分解由第一阶

段的快速过程和第二阶段的慢速分解过程所构成。

在第一阶段（持续时间为几十分钟），Ｉｈ冰衍射峰出
现并快速增强，ＣＨ４水合物衍射峰的强度减小，水合
物分解较快，并在甲烷水合物表层逐渐形成一圈薄

层的Ｉｈ型冰；在第二阶段，随着水合物被冰完全圈
闭，由于甲烷必须穿透冰层才能扩散出来，因而水合

物分解变慢。第二阶段水合物的分解速率决定了水

合物稳定存在的时间。在１８９Ｋ和１６８Ｋ下，测定
的甲烷的扩散系数分别为２．２×１０－１１ｍ２／ｓ和９．６
×１０－１２ｍ２／ｓ。

图 ７　ＸＲＤ原位观测从甲烷水合物到Ｉｈ冰的转化过程［３７］

Ｆｉｇ．７　 Ｉｎ ｓｉｔｕ Ｘｒａｙ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４ｈｙｄｒａｔｅｔｏｉｃｅＩｈ
［３７］

３．２　水合物“自保护效应”机理研究
在低温条件下（低于冰点），水合物在分解过程

中生成了气体和水，水在水合物表层形成了一层冰

膜，冰膜对内层水合物有封闭作用，使水合物在非平

衡条件下具有高稳定性，防止水合物进一步分解，这

种现象叫作“自保护效应”［５９］。

研究表明［６０］，将甲烷水合物与冰在大气压下温

度为２６７Ｋ可保存２年，这就是水合物“自保护效
应”的作用。Ｓｔｅｒｎ等［４１］进一步研究表明甲烷水合

物的“自保护效应”不需要太低的温度，仅仅是在冰

点附近。采用时间分辨 ＸＲＤ测定甲烷水合物晶体
的分解过程，可理解水合物的分解和自保护机理。

Ｔａｋｅｙａ等［３２，３７］用ＸＲＤ原位观测甲烷水合物在等压
条件下从１４８Ｋ到２５３Ｋ的分解过程，由衍射峰强
度可以判断甲烷水合物晶体转换成冰分为两步，这

与观测到的冰生成 ＣＯ２水合物的过程十分相
似［２６，２８］。甲烷水合物自保护效应可解释为：水合物

分解使其表层形成一层冰壳，可阻止甲烷气的释放

而延迟水合物分解；水合物分解速率由气体分子在

多孔冰或冰粒间的扩散速率所决定，在１６８Ｋ时扩
散速率为９．６×１０－１２ｍ２／ｓ。因此，水合物自保护效
应强烈地依赖于部分水合物分解时形成的冰层的物

理性质，不仅仅是冰层的厚度，还包含冰颗粒的大

小、冰层的宏观结构。最近的实验表明，甲烷分子在

冰中的扩散速率，还受到水合物分解过程中热流及

其他一些冰和水合物未知性质的影响，这些都应该

解释为“自保护效应”［６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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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ｋｅｙａ等［６４］研究了甲烷水合物自保护效应与

水合物粒径的关系。在大气压下，将不同粒径甲烷

水合物从１３５Ｋ升温至２６３Ｋ（升温速率１Ｋ／ｍｉｎ），
在此过程中利用 ＸＲＤ测定水合物的分解率。结果
表明，对于粒径小于２５０μｍ的水合物，水合物均在
２１０Ｋ左右分解。但是，当水合物粒径大于２５０μｍ
后，水合物需要更高的温度才能分解。例如，对于

１０００～１４００μｍ粒径的水合物，２０％左右的水合物
几乎在２６３Ｋ时还可以保持不分解，这与水合物的
自保护效应有关。然而，实验发现有些水合物，如

ＣＨ４＋Ｃ２Ｈ６混合气生成的Ⅱ型水合物的“自保护效
应”不够明显，具体原因尚不清楚，这可能与生成的

水合物颗粒过细有关。总之，天然气水合物的“自

保护效应”机理及影响规律十分复杂，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５７］。

４　Ｘ射线衍射应用于野外水合物样品鉴定
由于天然气水合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巨大

的经济价值，世界上许多达国家相继投入巨资进行

天然气水合物的调查与钻探。目前，已在太平洋、大

西洋、印度洋、南北极近海、内陆海及陆地冻土带等

地区发现了天然气水合物，其中在多个地区钻获了

水合物样品。这些样品都需要在实验室内经过一系

列实验分析与测试，了解其物理化学特性，可为进一

步深入研究该区的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机理、进行资

源综合评价提供基础数据。

目前，由于取样技术的提高，在天然气水合物钻

探过程中多采用保压取心装置，可以保证钻获的沉

积物岩心中天然气水合物样品的相对完整性。对大

多数已获得的天然水合物样品来说，可以分离、富集

得到足够量的水合物来进行 ＸＲＤ、拉曼光谱等几种
不同技术的测定，以获取这些水合物的结构特征及

一些物性参数［１５，６５－６９］。通常情况下，野外钻获的天

然气水合物样品主要以分散状、结核状或脉状赋存

在沉积物中，块状水合物样品并不多见。这些样品

需要在液氮中进行处理、分选，研磨成粉末，然后采

用粉晶ＸＲＤ进行测定。样品槽中放入的粉末样品
表面必须平整，否则会影响测试结果。通过对样品

测定的ＸＲＤ谱图进行分析，鉴定水合物的笼型结构
类型，明确不同条件下生成的天然气水合物的结构

特征，可以从微观角度阐明控制天然气水合物笼型

结构形成的主要因素和机理。

国外学者采用 ＸＲＤ技术已对加拿大麦肯齐三
角洲Ｍａｌｌｉｋ５Ｌ－３８的样品［７０］、水合物脊样品［６９］，温

哥华岛海岸的样品［１６，７１］，贝加尔湖的样品［７２－７３］、墨

西哥湾水合物样品［７４－７５］和日本南开海槽水合物样

品［７６－７７］进行了结构测定。Ｌｕ等［７８］报道了阿拉斯

加北坡陆地冻土区钻获的天然气水合物的性质，是

一种Ⅰ型结构的水合物。Ｔａｋｅｙａ等［２３］研究了南极

深层冰心中空气水合物的晶格常数，首次测定了

Ｎ２、Ｏ２小分子生成的Ⅱ型水合物的热膨胀系数。在
２００Ｋ时，晶格常数为１７．２０×１０－１０ｍ，热膨胀系数
为３４×１０－６～５３×１０－６Ｋ－１，晶格常数比四氢呋喃
Ⅱ型水合物小０．３％，但热膨胀系数基本一致。

对鄂霍次克海水合物的研究表明［２４］，４个站位
获得的水合物主要成分为甲烷（９６％ ～９８％）和少
量的二氧化碳，为Ⅰ型结构，晶格参数在１１３Ｋ时为
１１．８５×１０－１０ｍ，与纯甲烷水合物很接近，说明水合
物客体中混有少量的二氧化碳不会影响其晶格参

数。此外，还在８３～１７３Ｋ测定了水合物的热膨胀，
得到了水合物晶体在２７３Ｋ的密度为０．９２ｇ／ｃｍ３，
其结果对天然气水合物的应用非常重要。

Ｌｕ等［７９］首次在自然界中发现了Ｈ型水合物的
存在。经过对Ｉｈ冰峰的校正，通过与标准的水合物
谱峰对比，发现了Ⅱ型和 Ｈ型水合物的存在（图
８）。图８中的ａ．ｕ为任意单位，经计算得到Ⅱ型的
晶格参数为：ａ＝（１７．２４６±０．００２）×１０－１０ｍ；Ｈ型
的晶格参数为：ａ＝（１２．１９±０．００９）×１０－１０ｍ和
ｃ＝（１０．０６±０．００９）×１０－１０ｍ。经分析，该地区天
然气水合物的复杂结构与该地区复杂气体来源

有关。

图 ８　温哥华近海天然气水合物的ＸＲＤ图谱［６８］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Ｘｒａｙ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ｔｈｅ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ｆｒｏｍ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ｉｓｌａｎｄ［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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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ＸＲＤ技术是获取天然气水合物结构信息强有

利的工具，是鉴别水合物类型的最有效的技术手段。

首先，ＸＲＤ技术可直接测定水合物晶体的晶格参
数，通过与三种典型的水合物晶体的晶格参数对比，

即可判定水合物晶体的结构类型。另外，通过测定

不同条件下生成的水合物晶体参数的变化，可研究

水合物的结构转换及其影响规律。实验结果表明混

合气体的组成、客体分子体积及直径及温度等都对

水合物晶体参数及结构产生影响。其次，通过在高

压环境下的ＸＲＤ原位技术研究水合物生成／分解动
力学过程，结果表明水合物生成／分解主要分两个阶
段，即在气液（固）表面的快速生成／分解过程及气
体分子在液（固）体内部的扩散过程。

ＸＲＤ技术是海洋或冻土区钻获的天然气水合
物样品鉴定并获得结构信息的有利工具，该技术已

在国外水合物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而我国才刚

刚起步。将ＸＲＤ技术应用到天然气水合物的研究
中，通过对水合物晶体结构鉴定、结构转化、晶胞参

数测定、热膨胀及水合物生成以及分解动力学等方

面的深入研究，有助于解决天然气水合物研究领域

中的基本科学问题，如水合物的笼型结构及其变化

规律等。

目前，ＸＲＤ技术主要用于天然气水合物样品的
结构测量上，ＸＲＤ原位观测技术仍不成熟，尚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研制有效

的、适合 ＸＲＤ技术原位观测的高压反应装置，以及
开展与其他测试技术（如核磁共振、红外光谱、

Ｘ－ＣＴ等）联合分析以准确计算其水合物的晶腔填
充率，将是该技术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的

解决，将使ＸＲＤ技术成为天然气水合物相关的理论
研究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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