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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驱提高原油采收率研究进展

朱仲义1，李延军2
(1西南石油大学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2．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摘要：作为一项提高原油采收率的技术，C02驱自20世纪50年代，就在现场得到了应用，目前，此

项技术在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应用已较成熟。我国对该技术的研究相对较晚，受到了高度重视，随着人们

对温室效应与环境关系的理解，将C02注入地层提高原油采收率，可以预测，此项技术在我国石油开采

业中将会具有更广泛的发展前景。文章在调研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阐明了C02提高原油采收

率的机理，CO。驱提高采收率的研究现状及进展，最后，分析了我国注CO。提高采收率的应用前景，并给

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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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在油田驱替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在应用中

的CO。都处于超临界状态，具有极其高的溶解力和

萃取能力。CO：混相驱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已经成

为一项重要而且成熟的提高采收率的方法。由于

CO。诸多有利特性，使CO。很早就被用作提高石油

采收率的试剂。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起对CO。

驱油课题作研究，并进行了先导性现场试验，获得了

较为满意的结果。据最新文献统计，2006年美国实

施CO。驱的方案数达到82个[1](80个混相驱，2个

非混相驱)，其数量是注蒸汽热采的一倍还多。而我

国主要是以聚合物驱和注蒸汽驱为主。CO。驱相对

较少，主要受气源限制。但伴随我国越来越多的低渗

透、特低渗透油藏投人开发，暴露出许多的矛盾，如

自然产能低、地层能量不足、地层压力下降快等，而

注水补充能量因油藏地质条件的限制受到很大制

约，因此采收率也较低。文章调研了国外大量文献资

料，并透视国外EOR技术的发展趋势，气驱特别是

CO。混相驱将是提高我国低渗透油藏采收率最有前

景的方法之一。

1 CO：提高原油采收率机理

将CO。作为油藏提高采收率的驱油剂已研究多

年，在油田开发后期，注入CO。，能使原油膨胀，降低

原油粘度，减少残余油饱和度，从而提高原油采收

率，增加原油产量。COz提高原油采收率的机理主要

有：

1．1 COz溶于原油能使原油体积膨胀，从而促使充

满油的空隙体积也增大，这为油在空隙介质中的流

动提供了有利条件。若随后再进行注水开采，还可使

残余油饱和度进一步降低。

1．2 CO。溶于原油可使原油粘度降低，促使原油流

动性提高，其结果是用少量的驱油剂就可达到一定

的驱油效率。

1．3 CO。溶于原油能使毛细管的吸渗作用得到改

善，从而使油层扫油范围扩大，使水、油的流动性保

持平衡。

1．4 CO。溶于水使水的粘度有所增加，当注入粘度

较高的水时，由于水的流动性降低，从而使水油粘度

比例随着油的流动性增大而减少。

1．5 CO。水溶液能与岩石的碳酸岩成分发生反应，

并使其溶解，从而提高储集层的渗透率性能，使注入

井的吸收能力增强。

1．6 CO。溶于水可降低油水界面的表面张力，从而

提高驱油效率。

1．7 CO。可促使原油中的轻质烃类(C。～C。)被抽

提出来，从而使残余油饱和度明显降低。在不同原油

的成分、温度和压力条件下，二氧化碳具有无限制地

与原油混相的能力，实际上可以达到很好的驱油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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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C0。在油水中的扩散系数较高，其扩散作用可

使二氧化碳本身重新分配并使相系统平衡状态稳

定。

1．9注入碳酸水，可大大降低残余油饱和度，因为

在含水带内的碳酸水前缘，能形成和保持二氧化碳

气游离带。

2 CO。驱提高原油采收率实验研究

CO。驱提高原油采收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项

工作：①流体相态研究；②最小混相压力的确定；③

岩心驱替试验。经过大量调研国内外的文献发现在

实验和理论方面有一些新的进展。

流体相态研究。相态研究是研究混相驱替方式、

驱替机理的重要依据，在混相驱替过程中非常重要。

常规流体的相态测试通过PVT仪进行，主要包括恒

组成膨胀试验、定容衰竭试验(cVD)、多级脱气实

验(DLT)和分离实验。现代测试方法包括连续相平

衡装置测试(CPE)、超临界流体色谱法(SFC)、振动

管法、全自动异常高压三相相平衡装置测试、超声波

测试和7射线测试。

最小混相压力的确定。混相驱替是油田注CO。

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驱替方式，混相驱更有利于驱

出原油。因此要使CO。油藏流体达到混相就需要油

藏压力高于最小混相压力，那么对于最小混相压力

的研究就显得相当的重要，经过调研发现有四种确

定最小混相压力的方法。

2．1在带观察窗的高压PVT容器中确定相包络线

确定气油混相的组分图(P—X)是通过在高压

观察窗里的相态测试得到的。图上组成是用注入气

体的摩尔分数表达的。不同的注入气加入原油，测量

其泡点和露点压力，从而确定出相边界。单相存在于

相边界之外，而两相存在于相边界之内。混相条件就

通过此相图确定。但是，此方法耗时，价格高，也不方

便，需要大量的流体，存在着实验误差。

2．2细管实验法

细管实验是最普通，广泛应用的一种确定最小

混相压力的一种方法。混相条件直接通过原油采收

率确定。尽管细管实验得到广泛的应用，但是没有标

准的设计、操作程序和确定混相条件的标准。但是细

管实验被广泛的应用于确定混相条件，是由于普遍

认为没有其它的实验方法比细管实验测得的气油混

相更精确。

2．3上升气泡装置

上升气泡装置能够快速合理的确定混相。在一

个充满原油的可视高压窗里，当气泡上升时通过观

察注入气体形状和外表的变化来确定混相。实验结

果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但是测试十分快速，不及两小

时就可以确定混相。

2．4 消除界面张力法(VIT)

根据定义，流体与流体之间达到混相是指两流

体间无界面张力，即界面张力为零。气油混相条件是

通过外推界面张力一压力(an富)图到零界面张力而

得以确定。此项技术优化注入气体组成，已经在两个

项目中成功的应用。但此技术也受到争议，一方面是

由于没有组分路径，也缺少标准气油体系的确认，但

另一方面，现场应用证明它是一种有效评估气油混

相的方法。S．C．Ayirata和D．N．Rao认为VIT法能

够表现出粘性指进、非均质、重力重叠和扩散对采收

率的影响。VIT法比较容易，快速，也比较经济。

岩心驱替试验。岩心驱替试验是一种比较好的

直观的模拟地层流体流动的研究方式。注CO。提高

原油采收率的方式主要有四种：CO。吞吐、连续注

CO：、气水交替和气水同注。CO。吞吐是一种有效的

提高原油采收率的方式，在传统的水驱后进行CO。

吞吐可以进一步提高原油采收率，但是它的作用面

积相当小，对较大面积的整装油藏就有一定的局限。

调研发现，在注CO。驱油的早期，连续的注入CO。是

一种有效的提高原油采收率的方式，但是随着开发

时间的延长，驱替效率将会下降。这主要是由于CO。

的流动性大，连续注入CO。促使CO。沿高渗透层突

进，这样油层的波及效率低，CO。气体很快就突破，

采收率就不高。由于这些原因，发展了气水交替和气

水同注采油技术，可以很有效的改善流度比提高波

及效率，从而推迟CO：气体的突破时间，驱出更多的

油。

气水交替和气水同注对常规砂岩油藏的驱替非

常有效，但对于非均质很强的砂岩油藏和低渗透碳

酸盐岩油藏的驱替效果将会不是很理想。对于非均

质很强的砂岩油藏，K．Asghari和M．Dong[*]研究出

一种新的提高波及范围的方法，注入一种含有特殊

物质(牛碳酸酐酶)的流体到高渗透率砂岩层，这种

物质能使砂岩中含量极少的钙沉淀，从而降低该层

的渗透率，使高低渗透率的差值减少，当CO。气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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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油藏，波及效率就会提高。但是此方法还是有一定

的争议，渗透率降低会不会引起高渗透区产油能力

的下降。在碳酸岩油藏里，气体会沿着导流能力的裂

缝流动，这样气体会很快被突破。目前国外很多研究

正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进行了室内岩心驱替试验

研究，模拟具有裂缝的岩心驱替实验。在岩心表面外

有一个2mm环空模拟裂缝，裂缝先填塞一种密封物

质(如凝胶)，然后基质饱和活油，建立原始油水饱和

度，接着升温将密封物质移出，最后按常规方法进行

气水交替。此方法只是在室内研究获得了成功，现场

应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我国cO。驱提高原油采收率的应用前景

在过去，限制我国CO。驱开发的一个主要因素

是CO：气源相对较少，但是随着我国西部大气田、东

部C0。气源的陆续开发，以及西气东输管道的全面

贯通，将给我国东西部油田注气开发提供丰富可靠

的物质保障，同时也给石油开发与开采科技工作者

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我国可以更进一步的进

行超临界CO。水气交替和近混相驱替，国外的一些

室内研究和现场先导性试验都表明它们同样可以达

到预期的效果。另外回注伴生气和水不仅节约资金

和操作费用，还提高气体利用率和原油采收率，同时

不需要对水气进行分离。所以注CO。提高原油采收

率将是一项花费小而效果好的方法，同时由于人们

极为关注COz造成的温室效应，所以注CO。到油藏，

不仅可以提高油藏采收率，还可以解决人们担心的

问题，所以将会得到社会的支持，它将是提高原油采

收率中一种比较有前景的方法。

4结论

4．1 COz驱提高原油采收率，主要是注入CO。能够

改善油水粘度，降低油水界面表面张力，抽提原油中

的轻质烃类，增加原油流动性，从而提高原油采收

率；

4．2 COz驱提高原油采收率的研究主要有流体相

态研究、最小混相压力的确定和岩心驱替试验等工

作；

4．3 CO。驱是一项花费小而且效果好的驱油技术，

同时随着CO。气源的陆续被发现和人们对温室效应

与环境关系的理解，该技术将成为我国提高原油采

收率中最具前景的技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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