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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颗粒与纤维悬浮液中天然气水合物
生成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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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改善天然气水合物生成速率和储气能力，将纳米铜颗粒和不锈钢纤维悬浮于十二烷基
硫酸钠溶液中形成复合导热悬浮液储气体系，研究天然气水合物在该悬浮液中的生成动力学特
性。悬浮液中纳米铜颗粒的粗糙表面为水合物生成提供丰富的晶体成核点，溶液中纵横交错的不
锈钢纤维可作为水合热快速疏导的“高速公路”
。实验结果表明，相同压力下对比表面活性剂溶液
体系，水合物能够在导热型复合悬浮液中快速生成，显著提升了单位体积天然气水合物的储气速
率与储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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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gas hydrates formation in the metal nanoparticles and
fibers susp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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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purpose of strengthening natural gas uptake rate and storage capacity, copper

nanoparticles and stainless steel fibers were suspended in sodium dodecyl sulfate solution to form a
composite heat conduction type suspension gas consumption system. Kinetic formation behaviors of
natural gas hydrates in this suspension system were studied. Copper nanoparticles with rough surface in
the suspension provide rich nucleus for hydrates formation crystallization, and crisscross stainless steel
fibers in the solution provide a metal “freeway” for hydration heat transfer.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hydrates could be more rapidly formed in the composite heat conduction suspension
than in surfactant solution under the same pressure. The uptake rate and storage capacity per unit
volume of natural gas hydrates had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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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水合物是在高压、低温条件下形成的
[1]

233

物反应过程的传热传质效果，实验结果表明，纳

类冰状笼型晶体化合物簇 。天然气的使用已成为

米 铜 的 加 入 增 强 了 HFC134a 水 合 物 的 形 成 。

未来能源发展的主要趋势，水合物法储运天然气

Mohammadi 等

是近年来业内关注的热点，但在工业应用过程中

氧化锌纳米粒子对 CO2 水合物形成的影响，证明

遇到的最典型的问题是其形成速度慢、转化率低

了在纳米颗粒存在下可以缩短水合物生长时间并

导致储存能力不足。在水合物技术应用上一般使

改善储气效果。Kakati 等

用动态强化或静态强化的方法改善水合物的生成

纳米颗粒与 SDS 的复配体系对 CH4+C2H6+C3H8 水

能力。常用的动态强化方法包括搅拌

[2-4]

、喷雾

[5-6]

、

[7]

[16-17]

研究了添加合成银纳米粒子与

[18]

研究了不同质量分数的

合物的影响，结果发现，此体系能够提高水合物

气体鼓泡 等，从节约成本和操作灵活的角度出

的生成速率、气体消耗量并缩短诱导时间。单一

发，额外引入的机械设备与能耗成本显然是不经

的纳米金属颗粒悬浮溶液中通常不具有连续性，

济的。静态强化生成技术主要有冰粉接触、添加

导致水合物形成过程中的热量不能及时释放，从

[8]

介质、加入表面活性剂、引入换热结构等方法 。

而达不到应有的储气潜能。

十二烷基硫酸钠（sodium dodecyl sulfate, SDS）作为

通常在静态强化水合物生成实验研究中，研

一种常用的水合物生成表面活性剂，在水合物增

究人员尝试将不同的添加剂进行复配用于促进天

[9]

长期内，可以明显提高水合物生长速率 ，并且能
够大大缩短水合物成核的诱导时间

[10]

然气水合物的生成。不锈钢纤维（stainless steel fiber,

。然而，表

SSF）是一种新型工业材料，具有高导热性、高导

面活性剂溶液中快速形成水合物的过程中会释放

电性、高强度及耐腐蚀等性能。本文选用 SSF 和

大量水合反应热，滞留在反应体系中的热量将会

纳米铜颗粒（copper nanoparticles, CNP）作为悬浮材

扰乱水合体系温度稳定性，进而影响整体的气体

料 添 加 到 表 面 活 性 剂 溶 液 中 ， 开 展 压 力 为 4.0～

吸收速度

[11]

。

7.0 MPa 下天然气水合物生成实验，以研究这种复

大量研究表明，通过改善水合物生成反应过

合体系中天然气水合物的生成特性，复配溶液中

程中的传热和传质条件，可显著加速其生成速

均匀散布的纳米铜颗粒与不锈钢纤维构成三维网

率。目前，国内外学者多采用添加多孔介质或导

络，促进水合物生成过程的传热传质。

热介质的水/溶液体系进行水合物生成强化研究。
文献[12-13]研究了 A 型沸石在反应溶液中甲烷水

1

实

验

1.1

材料与装置

合物生成效果，结果表明，A 型沸石的存在促进
了甲烷水合物的形成，在利用单壁碳纳米管−干法
和水合物法两种方法储存甲烷的研究中，证明具

实验采用的天然气（甲烷含量 87.94%）由上海

有多孔特性的单壁碳纳米管−水合物法储甲烷的过

伟创标准气体分析技术有限公司提供。采用 SDS

程相对比较稳定，对比单壁碳纳米管−干法甲烷储

（化学纯 CP）作为水合物生成促进剂，由国药集团

[14]

利用浮石和防火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提供。直径为 50～80 nm 的 CNP

红粘土的硅质材料作为多孔沉积物来研究水合物

以及长度为 40 mm，直径为 5～10 μm 的 SSF 均由

生成特性，并研究粒度对水合物形成动力学的影

上海凯信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提供，实验中

响，观察到水合物的生成随着粒度分数的减少而

使用尺寸范围为 5～10 μm 的结冷胶用于稳定反应

增强。稳定的多孔结构可以促进水合物在较缓和

溶液中的金属颗粒和纤维。

气量提高 80%。Bhattacharjee 等

的环境下生成。然而，多孔介质占据反应溶液中

典型的水合实验平台由高压反应系统、温度

水合物的存储空间，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水

控制系统、压力控制系统以及数据采集系统构

合反应的热传递，从而限制了水合物的储气量和

成，实验装置如图 1 所示，主要由高压反应釜、

反应速率。

低温恒温槽、热电阻、压力传感器及数据采集仪

金属纳米材料是具有良好的导热率和表面自
由能以及稳定化学性质的介质，近年来被越来越
[15]

3

等组成，反应釜有效容积为 300 cm 。

1.2

实验过程

研

为了制备表面活性剂悬浮液，将 SDS 溶解在

究了在不同质量分数的纳米铜悬浮液中改善水合

去离子水中，制备质量分数为 0.05%（质量分数以

多的学者用于水合物的生成强化研究。Li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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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恒温水浴槽
图1

Fig. 1

复配溶液体系中悬浮的 CNP 和 SSF

Image of the hybrid system with suspended CNP and
SSF

气瓶

d. 待 数 据 采 集 仪 显 示 的 温 度 达 到 设 定 温 度

水合物生成实验装置示意图

时，依次打开从天然气瓶到反应釜管线上的阀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system

溶液为基准，下同）的 SDS 基础溶液，同时作为对
比实验（SDS 溶液体系）的反应溶液，在此浓度时

门，结合压力表和数据采集仪的压力读数，达到
设定压力值且数值保持稳定时，关闭阀门。
e. 当温度开始上升、压力下降时，认为天然气

[19]

表面活性剂对水合物的生成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

然后将结冷胶粉末加入到 SDS 溶液中，制备结冷
胶质量分数为 0.30% 的透明稀释溶液。将此溶液
与纳米铜粒子粉末混合倒入搅拌器中搅拌获得悬
浮 CNP 的表面活性剂溶液，然后将 SSF 加入烧杯
中超声振动，最终制备以悬浮溶液为基准的 CNP
和 SSF 质量分数均为 0.15% 的表面活性剂复配反
应溶液。

水合物开始生成，待反应进行一段时间，温度和
压力趋于平稳时，认为水合反应过程完成。

1.3

数据处理方法
水合物的储气量反映了水合体系的储气能

力，而水合物的储气速率则直接反映了水合体系
储气的快慢程度，实验中主要从水合物储气量、
储气速率两个方面对天然气水合物的储气性能进
行评价。

CNP 和 SSF 在表面活性剂溶液中的分布特征

采用水合物生成时气体消耗量来计算水合物

如图 2 所示，从中可以看出，纳米铜颗粒高度分

的储气量，依据气体状态方程，某时刻 t 天然气的

散在溶液中，并存在部分纳米铜颗粒粘附在不锈

累积消耗量 Δn 由在这一时刻釜内气体物质的量

钢纤维周围。

nt 结 合 初 始 反 应 时 刻 反 应 釜 内 气 体 的 物 质 的 量

实验采用恒容法合成天然气水合物，根据合

n0 计算得出，表示为

成过程中温度和压力的变化求得水合物的储气量

∆n = n0 − nt =

和储气速率。因此，实验开始前需要对反应釜的

P0 V0
Pt Vt
−
RZ0 T 0 RZt T t

承压能力、气密性、温度和压力传感器的零点进

式中：P0，T0 分别为反应开始时釜内的压力和温

行检验和校准，其具体的实验步骤如下：

度；Pt，Tt 分别为反应过程中体系的压力和温度；

a. 实验前用自制蒸馏水清洗反应釜 2 次，干

V0，Vt 为反应釜内初始时刻和某时刻压缩天然气

燥处理后，将 20 ml 的反应溶液倒入反应釜，拧紧

体积；R 为气体常数；Z0，Zt 分别为初始时刻和

反应釜盖，连接热电阻和进气管线，然后抽真空。

某 时 刻 的 压 缩 因 子 ， 采 用 Redlich-Kwong 方 程

b. 待水合系统达到真空要求，关闭真空泵，
然后用天然气吹扫反应釜 2 次，排除系统残留的
空气，完成后关闭所有阀门。
c. 开启低温恒温槽，将温度设定在 274.2 K，
启动恒温槽的制冷与循环开关，然后打开数据采
集仪，记录温度和压力的数据变化。

计算。
单位体积的水合物的储气量 Ct 由水合物中气
体的物质的量 Δn 与水合物的体积 VH 求出，表示为
Ct =

22 400∆n
VH

水合物的生成速率是单位时间内天然气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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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表征，可以通过读取气体吸收曲线随时间

7.2

阶段1

的变化来确定，在本文中求出的水合速率 v 是采

6.8

阶段2

集时间间隔 Δt 为 10 s 内的平均储气速率，表示为
v=

235

6.4
阶段3

dCt ∆Ct
≈
dt
∆t

压力/MPa

第3期

6.0

288
温度/K

4 min

2

结果与分析

2.1

天然气水合物生成

284

SDS+CNP+SSF
SDS

280
276
272
0

利用纳米铜与不锈钢纤维这两种介质，不仅
能在水合反应体系中构建亲水性表面的网络结
构，也可以利用金属的热传导性将水合反应热向
釜外传递。SDS 溶液体系与复配溶液体系中生成

图3

Fig. 3

6

12
18
时间/min

24

30

两种体系水合生成物过程中的压力和温度变化（P=7.0 MPa）

Variation of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during hydrates
fomation in SDS+CNP+SSF system and SDS system
(P=7.0 MPa)

天然气水合物的实验条件与结果如表 1 所示，将

钢纤维与纳米铜复合悬浮溶液体系充气压力达到

储气量累计达到储气终值的 90% 时所用时间记为

7.0 MPa 后降压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形成，温度曲

t90。对比两种天然气水合物生成体系的实验结果

线此时从 275.2 K 始上升，压力开始下降，釜内的

发现，在复合悬浮溶液体系中，水合物形成不仅

温度升高是由于水合物生成为放热反应。与复配

表现出更好的储气能力，而且表现出比 SDS 溶液

溶液体系相比，SDS 溶液体系的温度和压力在气

体系更快的气体吸收速率。

体溶解过程中没有明显变化（阶段 1）。在复配溶液
体系中反应过程仅出现两个明显的阶段：快速水

表 1 不同条件下天然气水合物生成结果
Tab.1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and results of natural gas
hydrates formation

实验
组别

最大单位
最大单位
储气量/
储气速率/
t90/min
3
−3
3
−3
−1
(m ·m ) (m ·m ·min )

2 持续相对较短，在反应进行至 8 min 42 s 时，复
配溶液体系中的压力已达到总压降的约 90%，其

初始压
力/MPa

实验温
度/K

4.0

274.2

89.2

5.3

37.3

以提供较大的气液接触面积，气体进入液体内部

5.0

274.2

105.7

7.7

30.2

的速度较快，同时不锈钢纤维的导热作用能够促

6.0

274.2

116.7

17.7

12.7

进水合反应热向釜外传递。然而，相比于生成放

7.0

274.2

124.5

27.2

7.5

热过程，反应釜内温度回降至初始温度 274.2 K 的

4.0

274.2

112.6

6.9

23.7

过程需耗时较长。分析原因可能是在复配溶液体

5.0

274.2

131.4

21.5

12.7

系中，气液接触面积较大，发生剧烈水合反应放

6.0

274.2

142.6

26.8

7.8

7.0

274.2

149.2

39.5

6.7

SDS

SDS+CNP
+SSF

合阶段（阶段 2）和缓慢水合阶段（阶段 3），阶段

图 3 是实验初始压力为 7.0 MPa 条件下纳米铜
与不锈钢纤维复配溶液体系中水合储气过程压力
P 和温度 T 的变化曲线。整个实验过程的初始温度
为 274.2 K， 水 合 物 容 易 在 低 温 高 压 的 环 境 下 生
成，温度越低，气体消耗量越多，274.2 K 是高于

原因可能是纳米铜金属颗粒在溶液中分布均匀可

出热量，单位时间放出的热量远远大于单位时间
复配溶液体系向水浴导出的热量，因此，大量的
水合热滞留在反应釜内，导致降温耗时较长。整
个水合过程的压降为 0.91 MPa，相比于 SDS 溶液
体系的 0.74 MPa 要高出很多，复配溶液体系对水
合过程的影响也更显著。纳米铜与不锈钢纤维复
配溶液体系可以很好地促进水合反应的进行，在
进行较低实验初始压力（4.0～6.0 MPa）的储气实验
时也发现了温度和压力与之相似的变化。

水结冰条件 1 K 的温度，可以维持反应溶液中不

在初始压力为 7.0 MPa 条件下纳米铜与不锈钢

出现冰水混合物。整个实验过程持续 5 h 时，对比

纤维复配溶液体系的单位体积储气量随时间的变

分析主要对实验前 30.0 min 内水合物生成过程进

化如图 4（a）所示，在该过程开始时，水合物快速

行论述。从图中可以看到，天然气水合物在不锈

形 成 ， 天 然 气 储 气 量 急 剧 上 升 ， 在 10.0 min 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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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气量数值基本趋于稳定，表明水合物形成过程
在快速水合阶段后较早地进入缓慢的水合阶段。

力大幅提升。
不同实验初始压力条件下两种体系的储气速

与 SDS 溶液体系的气体吸收过程相比，该复配溶

率如图 5 所示。在初始压力为 7.0 MPa 时，复配溶液

液体系在 30.0 min 内的储气量明显大很多，可以

体系的水合反应速率的最大值为 39.47 m /(m ·min)，

3

3

达到 150 m /m 。

3

3

并且在约 14 min 时停止水合反应。在初始压力分

在随后进行的较低初始压力下的储气实验中

别为 5.0 MPa 和 6.0 MPa时，该体系的储气速率分

可以看到水合过程与在 7.0 MPa 时的相似。水合物

别为 21.57 m /(m ·min) 和 26.84 m /(m ·min)。在

的储气量和储气速率随着压力的变化有着很大的

初始压力为 4.0 MPa 时，该复合体系中水合物的储

不同。在实验初始压力为 5.0 MPa 和 6.0 MPa 时，

气过程相比于高压力下变得非常缓慢，最大储气

该体系的储气量依然很高，在 30.0 min 内的储气

速率仅为 6.96 m /(m ·min)，比初始压力为 7.0 MPa

3

3

3

3

3

3

3

3

3

3

量也可以达到 130 m /m 或以上，但反应进行较缓

实验的最大储气速率低 32.51 m /(m ·min)。针对

慢，完成时间延迟。在初始压力为 4.0 MPa 时，复

较高初始反应压力下复配溶液体系水合物生成分

配溶液体系中水合物的储气过程相比于高初始压

析表明，水合过程早期反应速度过快，导致短时

力下变得非常缓慢，在 30 min 时的单位体积储气

间内产生大量水合热，其不利于水合过程的正向进行。

3

3

量仅达到 112.6 m /m ，相比初始压力为 7.0 MPa 时
3

3

的储气量降低 36.6 m /m ，但与同初始压力下 SDS
3

3

溶液体系的储气量相比高出 23.4 m /m 左右。这表

然而，从实验结果分析发现，相比于短时间内热
量积聚带来的负面影响，高初始压力条件对正向
促进水合作用更强，使得储气速率得到提升。

明较高初始压力条件下的复配溶液体系中水合反

比较初始压力在 4.0～7.0 MPa 条件下天然气

应受到的影响较大，并且在相同实验初始压力下

水合物在各体系中的最大储气速率值，可以明显

对比 SDS 溶液体系，复配溶液体系的水合储气能

地看出，复合体系在各压力条件下的最大储气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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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随着压力的升高，最大储气速率的提升
量逐渐减小；在相同实验初始压力条件下，不同
体系中最大储气速率的提升量不同。分析其原因
是低压力下水合推动力小，水合反应过于温和，
即使添加导热速率高、提供大比表面积的金属颗
粒或纤维，对提升最大储气速率的程度也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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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是纳米铜与不锈钢纤维复配溶液体系在

Fig. 6

不同实验初始压力条件下的最终储气量对比曲

30
时间/min

45

60

不同压力条件下复配溶液体系的天然气水合物储气量

Storage capacities of natural gas hydrates in the hybrid
system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s

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初始压力为 4.0 MPa 时天然

随着压力的增大，水合推动力也逐渐增大。实验

气储气过程比较艰难，当气体存储能力达到其最

初始压力为 4.0 MPa 时，表 1 中复配溶液体系的

大值时的 90% 所用时间 t90 比较长，约为 23.7 min，

t90 约为 SDS 溶液体系的 t90 的 63.5%，这表明在低

明显高于其他初始压力下的 t90（表 1），储气量的

初始压力条件下，复配溶液体系中天然气存储在

最大值也明显低于其他压力下的最大值，比初始

所需时间上更具优势。

3

3

压力为 7.0 MPa 时减小 36.6 m /m 。当初始压力升
高至 7.0 MPa，t90 降低到 6.7 min，这主要是由于

2.2

水合物生成强化机理分析
复合悬浮溶液体系中纳米铜可以提供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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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表面积，粗糙的金属表面为天然气水合物提供
结晶点，促进成核

[20]

续的金属导热体系。不锈钢纤维既可以提供粗糙

；纳米铜的高导热性也可以

的表面，为水合物成核提供结晶点，较大的比表

[21]

，加快移除表面活性剂溶

面积又可以增加气液接触面积，金属的高导热特

液水合过程的水合热，相比于表面活性剂溶液的

性与其具备的连续性可以帮助快速移除体系中的

储气特性有了很大改善，但相邻纳米铜颗粒之间

水合产热。综合两者的优点，天然气水合物在复

水合热的传递要通过水合物层，无法形成一个连

配溶液体系中的形成机理如图 7 所示。

增强溶液的导热速率

釜壁

甲烷
分子 水合物

图7

Fig.7

反应 纳米铜 不锈钢
溶液 颗粒 纤维

SDS

热流 1

热流 2

SDS+CNP+SSF 体系中水合物生成与热量传递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hydrate formation and heat transfer in the SDS+CNP+SSF system

分析纳米铜与不锈钢纤维在水合过程中的强

复合体系内多通道的传热特性也大大提高了整个

化导热性能，假设水合物是从釜壁向釜内、从不

复合体系中水合热的传递速率，缩短了水合热在

锈钢纤维和纳米铜表面向四周生长，水合热从水

体系内的滞留时间。因此，复配溶液体系不仅可

合物反应区域向低温反应釜壁传递。水合物在纳

以提供更大的气液接触面积，从传质上强化了水

米铜颗粒表面生成时，水合反应热可能进入颗粒

合过程，而且形成的多通道传热方式，从传热上

内部积聚，其速度大于从反应体系中向釜外传递

也加速了水合速率。

热量的速度，因而反应过程前期水合体系温度升
高。热量可以通过溶液或附近的纳米铜粒子快速

3

结

论

传递到较低温度的区域，相邻纳米铜颗粒之间的
水合热借助溶液与悬浮金属的传导，最终通过选

将纳米铜颗粒和不锈钢纤维添加到表面活性

择小热阻的路径传递到反应釜壁。恒温水浴与反

剂溶液中，制备含有金属添加剂的复配溶液，在

应釜壁换热至釜内温度开始下降，一段时间后釜

此溶液体系中进行了天然气水合物的生成实验。

内温度逐渐稳定。当水合物积聚在靠近釜壁的纳

该体系中均匀的纳米铜颗粒的粗糙表面为水合物

米铜颗粒或不锈钢纤维的表面上时，水合热量可

的生成提供了数多晶体成核点，同时溶液中纵横

以通过反应釜壁快速地传递到低温水浴恒温槽

交错的不锈钢纤维形成加速移除体系中水合热的

中。在反应釜内部，当纳米铜颗粒与不锈钢纤维

“高速公路”。结果表明，复配溶液体系中天然

距离较近时，其表面形成水合物放出的水合热可

气水合物的储气效果良好，水合物形成所需的时

从其表面通过金属纤维快速向外传递。另外，不

间也显著缩短，在实验初始压力为 7.0 MPa 时该复

锈钢纤维可以将其自身表面形成水合物时放出的

配溶液体系最大储气速率和储气量分别可达

水合热通过自身纤维“通道”传递到低温区域。

39.47 m /(m ·min) 和 149.2 m /m 。此外，在实验初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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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压力为 4.0～7.0 MPa 范围内，复配溶液体系比

of methane-propane clathrate hydrate crystals with sodium

单一表面活性剂溶液体系的最大储气速率提高了

dodecyl sulfate, sodium tetradecyl sulfate, and sodium

22.2%～180.0%，最大储气量提高了 19.9%～26.1%。

hexadecyl sulfate surfactants[J]. Journal of Crystal Growth,

本研究结果为静态体系中天然气水合物快速生成

2010, 313(1): 68–80.

提供了参考。

[12] ZANG X Y, DU J W, LIANG D Q, et al. Influence of a-

type zeolite on methane hydrate form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2009, 17(5): 854–859.

参考文献：

[13] 臧小亚, 梁德青, 吴能友. 碳纳米管−水合物法储甲烷性
[1] SLOAN E D, KOH C A. Clathrate hydrates of natural

能研究[C]//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工程热力学与能源利
用 2009 年学术会议论文集. 大连: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

gases[M]. 3rd ed. Boca Raton: CRC Press, 2008.
[2] ENGLEZOS P, KALOGERAKIS N, DHOLABHAI P D,

2010.

et al. Kinetics of formation of methane and ethane gas

[14] BHATTACHARJEE G, KUMAR A, SAKPAL T, et al.

hydrates[J]. 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 1987, 42(11):

Carbon dioxide sequestration: influence of porous media on

2647–2658.

hydrate formation kinetics[J]. 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3] HAO W F, WANG J Q, FAN S S, et al. Study on methane

& Engineering, 2015, 3(6): 1205–1214.

hydration process in a semi-continuous stirred tank

[15] LI J P, LIANG D Q, GUO K H, et al. Formation and

reactor[J].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 2007,

dissociation of HFC134a gas hydrate in nano-copper

48(3): 954–960.

suspension[J].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 2006,

[4] ZHONG D L, LU Y Y, SUN D J, et al. Performance

47(2): 201–210.

evaluation of methane separation from coal mine gas by

[16] MOHAMMADI A, MANTEGHIAN M, HAGHTALAB A,

gas hydrate formation in a stirred reactor and in a fixed bed

et al. Kinetic study of carbon dioxide hydrate formation in

of silica sand[J]. Fuel, 2015, 143(5): 586–594.

presence of silver nanoparticles and SDS[J]. Chemical

[5] FUKUMOTO K, TOBE J I, OHMURA R, et al. Hydrate

formation using water spraying in a hydrophobic gas: a
preliminary

study[J].

AIChE

Journal,

2001,

47(8):

1899–1904.
hydrate formation using liquid jets impinging on each
other: an observational study using paired water jets
water

[17] MOHAMMADI M, HAGHTALAB A, FAKHROUEIAN

Z. Experimental study and thermodynamic modeling of
CO2 gas hydrate formation in presence of zinc oxide

[6] YAMAMURA K, FUKUZAKI J I, MORI Y H. Clathrate

or

Engineering Journal, 2014, 237: 387–395.

and

methylcyclohexane

jets[J].

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 2011, 66(9): 1844–1858.
[7] LUO Y T, ZHU J H, FAN S S, et al. Study on the kinetics

of hydrate formation in a bubble column[J]. 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 2007, 62(4): 1000–1009.
[8] 杨亮. 甲烷水合物生成的静态强化技术[D]. 广州: 华南理

工大学, 2013: 93–112.
[9] 李超, 陈奇良, 高杲远, 等. 促进剂对气体水合物增长期

内生长速率的影响[J]. 制冷学报, 2019, 40(1): 58–64.

nanoparticles[J]. The Journal of Chemical Thermodynamics,
2016, 96: 24–33.
[18] KAKATI H, MANDAL A, LAIK S. Promoting effect of

Al2O3/ZnO-based nanofluids stabilized by SDS surfactant
on CH4+C2H6+C3H8 hydrate formation[J]. 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Engineering Chemistry, 2016, 35: 357–368.
[19] 张学民, 李洋, 姚泽, 等. 表面活性剂对气体水合物生成

过 程 的 定 量 影 响 [J]. 过 程 工 程 学 报 , 2018, 18(2):
356–360.
[20] 汤小蒙, 孙志高, 陈之帆, 等. 铜网促进四氢呋喃水合物

生成实验[J]. 低温工程, 2018(4): 25–29.
[21] EASTMAN J A, CHOI S U S, LI S, et al. Anomalously

[10] GANJI H, MANTEGHIAN M, ZADEH K S, et al. Effect

increased effective thermal conductivities of ethylene

of different surfactants on methane hydrate formation rate,

glycol-based nanofluids containing copper nanoparticles[J].

stability and storage capacity[J]. Fuel, 2007, 86(3):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2001, 78(6): 718–720.

434–441.
[11] YOSLIM J, LINGA P, ENGLEZOS P. Enhanced growth

（编辑：石

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