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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驱最小混相压力测定方法及专用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CO2驱最小混相压力测定方

法及专用装置，属于油田CO2驱提高采收率技术

领域。CO2驱最小混相压力测定方法的专用装置

由CO2气瓶、原油瓶、压力表、配样釜、气相色谱仪

和平流泵组成，配样釜的腔体内设有可上下移动

的活塞，配样釜上部安装有压力表，配样釜上部

与气相色谱仪通过安装有阀门的管线连接，配样

釜下部与平流泵通过安装有阀门的管线连接，

CO2气瓶和原油瓶通过三通阀与配样釜上部并联

连接。基于CO2与原油混相过程中，随着CO2压力

的增加，抽提原油中轻质组分的作用不断增强，

轻质组分含量增幅较大，达到最小混相压力后，

轻质组分含量增幅减小的现象，通过曲线拟合可

方便、准确地确定CO2驱最小混相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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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2驱最小混相压力的测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依次将原油瓶（2）中的待测原油和CO2气瓶（1）中的CO2加入到配样釜（6）内，关闭CO2

气瓶（1）和原油瓶（2）；

（2）将配样釜（6）内的温度升至油藏温度，使CO2与待测原油充分溶解达到相平衡，形成

富CO2相和富原油相，记录配样釜（6）腔体内的初始压力；

（3）将配样釜（6）内的富CO2相气体引入到气相色谱仪（8）内进行组分分析，并测定富CO2

相气体中轻烃组分的摩尔含量；

（4）开启平流泵（10），向配样釜（6）内的活塞（7）的下部腔体内增压，推动配样釜（6）内

的活塞（7）上行，使配样釜（6）内的活塞（7）的上部腔体内按1-3MPa的压力梯度增压，使CO2

与待测原油混合体系充分溶解达到相平衡，关闭平流泵（10），确定处于相平衡状态下的富

CO2相气体中轻烃组分的摩尔含量与该压力状态下的对应关系；

（5）重复上述步骤（4），确定相平衡状态下的富CO2相气体中轻烃组分的摩尔含量随压力

变化的对应关系，获取CO2和待测原油间的最小混相压力。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CO2驱最小混相压力的测定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富CO2相

气体中的轻烃组分包括C1到C5的烷烃。

3.一种专用于实施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CO2驱最小混相压力的测定方法的测定装置，

其特征在于：该测定装置由CO2气瓶（1）、原油瓶（2）、压力表（4）、配样釜（6）、气相色谱仪（8）

和平流泵（10）组成，其特征是：配样釜（6）的腔体内设有可上下移动的活塞（7），配样釜（6）

上部安装有压力表（4），配样釜（6）上部与气相色谱仪（8）通过安装有阀门（5）的管线连接，

配样釜（6）下部与平流泵（10）通过安装有阀门（9）的管线连接，CO2气瓶（1）和原油瓶（2）通

过三通阀（3）与配样釜（6）上部并联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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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驱最小混相压力测定方法及专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CO2驱最小混相压力的测定方法及专用装置，属于油田CO2驱提高

采收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CO2驱是提高油藏采收率最有前景的方法之一，其驱油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驱

替压力，只有当驱替压力高于CO2驱的最小混相压力时才可能达到混相驱的效果。因此，最

小混相压力是CO2混相驱开发的一个重要参数，准确测定CO2驱最小混相压力对提高CO2驱采

收率具有重要意义。

[0003] 目前确定最小混相压力的方法有三种：经验公式法、状态方程法和实验法。

[0004] 经验公式法主要根据前人大量区块原油与CO2最小混相压力分析拟合得到，该方

法简单直接，但由于它建立在一些特定油田的实际情况注气混相驱研究实验基础上，适用

范围很有限，而且每个经验公式的表达形式不同，最后得到的最小混相压力值可能误差很

大。

[0005] 状态方程法是把最小混相压力与CO2-原油体系的相行为联系起来，通过对CO2-原

油体系泡点的求取，用混相函数作为判断依据，最终求得CO2-原油体系的最小混相压力，但

该方法中重质组分的临界值和偏心因子是通过经验关系式求得，求得这些值是通过实验得

出，这样计算的临界值和偏心因子存在一定的误差，因此其求取的CO2驱最小混相压力存在

误差。

[0006] 实验方法主要有升泡仪法、蒸汽密度法、界面张力法和细管实验方法。

[0007] 升泡仪法是在实验过程中视觉观察一定压力范围内拍的气泡动态照片来确定最

小混相压力，只能确定正向接触达到混相过程的最小混相压力，测量结果不够准确。

[0008] 界面张力法是利用界面张力测试仪测定不同压力条件下的界面张力，通过观察界

面张力变为0时的状态，在界面张力为0时对应的压力即为最小混相压力。但是该方法受人

为主观观察的影响较大，重复性较差，存在误差大的问题。

[0009] 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SY/T  6573-2003《最低混相压力细管实验测定法》是实验室

测定  CO2驱最小混相压力的一种常用、准确的方法，测量值适合工程应用且被研究人员广

为认可。但该方法需要测试4-6个压力点数据，每个压力点都要经过细管清洗、饱和原油、

CO2驱替原油等阶段，因此，测试时间长(5-10天)，成本高，而且粘度高、重质组分含量高的

原油在驱替过程中容易对细管产生堵塞。

[0010] ZL  201210289799.1公布了多管式最小混相压力测量方法及装置，多根细管并联

连接，对每根细管进行饱和油作业，依次测得不同压力条件下的采收率，拟合压力与采收率

关系曲线，根据曲线拐点得到最小混相压力值，但该方法原油用量和CO2气体用量较大，容

易堵塞管线和渗漏，且测试周期长，测试时间一般为7天左右。

[0011] 申请号为201410098384.5的发明申请公开了一种应用CT测量油气最小混相压力

的装置与方法，该方法采用CT扫描获得不同注气压力下油气混合物的CT图像，通过处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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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得到油相和气相随压力变化的密度值，确定油与气密度差值曲线与压力轴的交点，得

到油气的最小混相压力。但是该方法在CO2驱最小混相压力测量中，油相和气相在超临界状

态密度较为接近，难以区分，从而导致测量误差较大。而且采用的X射线有辐射，对实验操作

人员的劳动防护要求较高，且设备较昂贵。

[0012] 申请号为201210522657.5的发明申请公开了一种利用磁共振成像技术测定油气

最小混相压力的装置与方法，该方法利用磁共振成像技术确定平底试管内油的信号强度分

布，获得成像视野内气液两相中油的信号强度在一定温度下随压力的变化曲线，通过确定

信号强度曲线与压力轴的交点，得到气与油的最小混相压力。但是该方法在CO2驱最小混相

压力测量中，油相和气相在超临界状态由于相互溶解密度较为接近，信号强度难以区分；并

且采用核磁共振设备，实验成本及设备的维护费用较高。

发明内容

[001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CO2驱最小混相压力测定误差大、测定实验

周期长等问题，提供一种CO2驱最小混相压力测定方法。

[0014]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上述CO2驱最小混相压力测定方法的专用装置。

[0015] CO2驱最小混相压力测定方法的专用装置由CO2气瓶、原油瓶、压力表、配样釜、气相

色谱仪和平流泵组成，配样釜的腔体内设有可上下移动的活塞，配样釜上部安装有压力表，

配样釜上部与气相色谱仪通过安装有阀门的管线连接，配样釜下部与平流泵通过安装有阀

门的管线连接，CO2气瓶和原油瓶通过三通阀与配样釜上部并联连接。

[0016] 一种CO2驱最小混相压力测定方法，其步骤包括：

[0017] (1)依次将原油瓶中的待测原油和CO2气瓶中的CO2加入到配样釜内，关闭CO2气瓶

和原油瓶；

[0018] (2)将配样釜内的温度升至油藏温度，使CO2与待测原油充分溶解达到相平衡，形

成富CO2相和富原油相，记录配样釜腔体内的初始压力；

[0019] (3)将配样釜内的富CO2相气体引入到气相色谱仪内进行组分分析，并测定富CO2相

气体中轻烃组分的摩尔含量；

[0020] (4)开启平流泵，向配样釜内的活塞的下部腔体内增压，推动配样釜内的活塞上

行，使配样釜内的活塞的上部腔体内按1-3MPa的压力梯度增压，使CO2与待测原油混合体系

充分溶解达到相平衡，关闭平流泵，确定处于相平衡状态下的富CO2相气体中轻烃组分的摩

尔含量与该压力状态下的对应关系；

[0021] (5)重复上述步骤(4)，确定相平衡状态下的富CO2相气体中轻烃组分的摩尔含量

随压力变化的对应关系，获取CO2和待测原油间的最小混相压力。

[0022] 所述的富CO2相气体中的轻烃组分包括C1到C5的烷烃。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利用配样釜和气相色谱仪，通过逐次增压，得到处于相平衡状

态下的富CO2相气体中轻烃组分的摩尔含量随压力变化的规律，基于CO2与原油混相过程中，

随着CO2压力的增加，抽提原油中轻质组分的作用不断增强，轻质组分含量增幅较大，达到

最小混相压力后，轻质组分含量增幅减小的现象，通过曲线拟合可方便、准确地确定CO2驱

最小混相压力。且测试时间少于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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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装置示意图；

[0025] 图2为某原油测定的轻烃组分含量随压力变化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由图1可知，CO2驱最小混相压力测定方法的专用装置由CO2气瓶1、原油瓶2、压力表

4、配样釜6、气相色谱仪8和平流泵10组成，配样釜6的腔体内设有可上下移动的活塞7，配样

釜6上部安装有压力表4，配样釜6上部与气相色谱仪8通过安装有阀门5 的管线连接，配样

釜6下部与平流泵10通过安装有阀门9的管线连接，CO2气瓶1和原油瓶2通过三通阀3与配样

釜6上部并联连接。

[0029] 一种CO2驱最小混相压力测定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0] (1)取某CO2驱油藏原油置于原油瓶2中，将原油瓶2中的原油和CO2气瓶1中的  CO2

加入到配样釜6内，关闭CO2气瓶1和原油瓶2；

[0031] (2)将配样釜6内的温度升至油藏温度85℃，使原油与CO2在配样釜6上部腔体内充

分溶解达到相平衡，形成富CO2相和富原油相，并记录配样釜6腔体内的初始压力为  8MPa；

[0032] (3)将配样釜6上部腔体内的富CO2相气体引入到气相色谱仪8内进行组分分析，并

测定富CO2相气体中轻烃组分的摩尔含量为1.05％；

[0033] (4)开启平流泵10，向配样釜6内的活塞7的下部腔体内增压，推动配样釜6内的活

塞7上行，使配样釜6内的活塞7的上部腔体内的压力增加2MPa的压力梯度，并使CO2与原油

在配样釜6上部腔体内重新充分溶解达到相平衡，关闭平流泵10，利用气相色谱仪  8测定处

于该相平衡状态下的富CO2相气体中轻烃组分的摩尔含量为1.17％；

[0034] (5)重复上述步骤4，利用气相色谱仪8测定各次增压后对应的处于相平衡状下的

富  CO2相气体中轻烃组分的摩尔含量值，其测定结果如表1所示。

[0035] 表1 富CO2相气体中轻烃组分的摩尔含量随压力变化表

[0036]

[0037] (6)依据表1的测定结果，绘制如图2所示的处于相平衡状下的富CO2相气体中轻烃

组分的摩尔含量与压力的关系曲线，由曲线可知在压力为36.0MPa附近出现拐点，因此在压

力小于36.0MPa的点拟合直线y1，压力大于等于36.0MPa的点拟合直线y2，R2表示拟合的相

关系数，拟合的两条直线的交点所对应压力为35.3MPa，即为CO2驱最小混相压力值，测试时

间为15小时。

[0038] 实施例2和实施例3：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5403347 B

5



[0039] 实施例2的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点在于步骤(4)中的压力梯度为3MPa，测得的

最小混相压力为35.0MPa，测试时间为10小时。

[0040] 实施例3的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点在于步骤(4)中的压力梯度为1MPa，测得的

最小混相压力为35.8MPa，测试时间为20小时。

[0041] 采用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SY/T  6573-2003《最低混相压力细管实验测定法》测定

该原油与CO2间的最小混相压力为36.2MPa，与本发明的测得结果接近。对比实施例1-3可以

看出，步骤(4)中的压力梯度为1MPa时，测得的结果与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SY/T  6573-2003

《最低混相压力细管实验测定法》测定的结果更为接近，说明步骤(4)中的压力梯度越小，测

定结果更为精确。综上可得，本发明简单易操作，可以快速、准确、经济地测定CO2驱最小混

相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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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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