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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CO2驱提高采收率中注入量

的优化方法，属于CO2驱提高采收率技术领域。首

先建立目标区块三维地质模型，根据目标区块三

维地质模型，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建立CO2注入量

与增量换油率之间关系，结合目标区块提高采收

率项目经济界限指标确定的最优增量换油率，优

化目标区块最佳CO2注入量。本方法充分考虑了

注入CO2后产油量的增量变化规律，优化得到的

最优注入量可以保证目标区块在整个项目过程

中能达到最优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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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CO2驱提高采收率注入量的优化方法，其特征包括以下步骤：

（1）建立目标区块油藏数值模拟的三维地质模型；

（2）根据步骤（1）建立的目标区块三维地质模型，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建立CO2注入量与增

量换油率之间关系；

（3）根据由提高采收率项目经济界限指标确定的最优增量换油率及步骤（2）建立的CO2

注入量与增量换油率之间关系，优化目标区块最佳CO2注入量；

步骤（2）中CO2注入量与增量换油率之间关系按以下方法确定：

a按照目标区块注采井工作制度相同、CO2注入量不同的原则，利用目标区块三维地质模

型及通用数模软件，确定目标区块不同CO2注入量所对应的增油量Tn；

b依据相邻两个CO2注入量的CO2增加幅度QCO2所对应的增油量增加幅度Qo，根据下式确

定相邻两个CO2注入量下的增量换油率：增量换油率=Q0/QCO2；

c根据不同CO2注入量下的增量换油率，建立CO2注入量与增量换油率之间关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CO2驱提高采收率注入量的优化方法，其特征是目标区块

油藏数值模拟的三维地质模型按以下方法确定：

（1）筛选目标区块地质建模原始数据，包括：井数据、地质图形数据和该区块的基础地

质资料、储量报告及动态资料；

（2）利用筛选的目标区块地质建模原始数据，建立包括三维构造模型、沉积相模型和属

性模型在内的目标区块三维地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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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CO2驱提高采收率注入量的优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CO2驱提高采收率中注入量的优化方法，属于CO2驱提高采收率技

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CO2驱油具有不受储层温度、矿化度的限制，适用范围大，驱油成本低，采收率提高

显著等优点，已成为提高采收率，特别是低渗油藏提高采收率领域最有发展前景的一种方

法。实践表明，CO2的注入量少，则无法有效挖潜目标油藏剩余油；CO2的注入量过多，则会降

低整体经济效益，造成目标油藏开发项目亏损。因此，CO2注入量是影响开发效果及经济效

益的重要参数，如何准确地优化注入量是决定CO2驱项目成败的关键性因素。

[0003] 换油率即为注入一吨CO2产出多少吨油，单位为t/t，可表征注入CO2生产的经济性，

也是优化CO2注入量的主要指标。目前换油率确定主要是应用油藏数值模拟方法，模拟计算

不同CO2注入量下的换油率，根据换油率指标随CO2注入量的变化情况，优化CO2注入量。但该

方法所得到的换油率是项目的整体换油率，即整体项目中，注入一吨CO2产出多少吨油。由

于开发后期换油率是随CO2注入量增加而逐渐降低的，在整体换油率能使项目达到盈利的

情况下，项目后期注入的单位质量CO2增油量小，这部分CO2注入在经济效益上是亏损的。因

此，通过目前应用项目整体换油率优化注入量的方法得到的CO2注入量，通常要比最优注入

量大，经济性偏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确定的CO2注入量偏大，项目经济性偏低的问题，

提供一种CO2驱提高采收率的CO2注入量的优化方法。

[0005] 本发明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建立目标区块油藏数值模拟的三维地质模型。

[0007] 1.1  筛选目标区块地质建模原始数据，包括：井数据、地质图形数据和该区块的基

础地质资料、储量报告及动态资料；

[0008] 1.2  利用步骤1.1筛选的目标区块地质建模原始数据，建立包括三维构造模型、沉

积相模型和属性模型在内的目标区块三维地质模型。

[0009] 2、根据目标区块三维地质模型，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建立CO2注入量与增量换油率

之间关系。

[0010] 2.1  按照目标区块注采井工作制度相同、CO2注入量不同的原则，利用步骤1所建

立的目标区块三维地质模型及通用数模软件，确定目标区块不同CO2注入量所对应的增油

量Tn；

[0011] 2.2  依据相邻两个CO2注入量的CO2增加幅度QCO2所对应的增油量增加幅度Qo，确定

相邻两个CO2注入量下的增量换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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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0013] 2.3 根据不同CO2注入量下的增量换油率，建立CO2注入量与增量换油率之间关系。

[0014] 3、CO2注入量优化。

[0015] 3.1 根据目标区块确定的提高采收率项目经济界限指标，确定最优增量换油率；

[0016] 3.2  利用步骤3.1确定的最优增量换油率及步骤2建立的CO2注入量与增量换油率

之间关系优化目标区块最佳CO2注入量。

[0017] 本发明是在充分研究CO2驱项目中CO2注入量与增油量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得到的

一种CO2驱提高采收率项目中CO2注入量优化方法，本方法充分考虑了注入CO2后产油量的增

量变化规律，优化得到的最优注入量可以保证目标区块在整个项目过程中能达到最优的经

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技术方案流程框图。

[0019] 图2是新霍油田三维地质模型。

[0020] 图3是新霍油田CO2驱不同CO2注入量下增量换油率与整体换油率对比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新霍油田是中原油田最早运用CO2驱提高采收率的低渗透油藏之一。下面结合新

霍油田CO2驱注入量优化实例及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由图1可知，本发明具体步骤

如下：

[0022] 1、建立新霍油田油藏数值模拟的三维地质模型。

[0023] 1.1  筛选新霍油田地质建模原始数据，包括：井数据、地质图形数据和该区块的基

础地质资料、储量报告及动态资料；

[0024] 1.2  利用步骤1.1筛选的新霍油田地质建模原始数据，建立包括三维构造模型、沉

积相模型和属性模型在内的如图2所示的新霍油田三维地质模型。

[0025] 2、根据新霍油田三维地质模型，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建立该区块CO2注入量与增量

换油率之间关系。

[0026] 2.1  按照新霍油田注采井工作制度相同、CO2注入量不同的原则，利用步骤1所建

立的新霍油田三维地质模型及Eclipse数模软件，确定如表1所示的目标区块不同CO2注入

量所对应的增油量Tn及整体换油率；

[0027] 表1 不同CO2注入量下的增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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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0029] 2.2  依据相邻两个CO2注入量的CO2增加幅度QCO2所对应的增油量增加幅度Qo，确定

如表2所示的相邻两个CO2注入量下的增量换油率；

[0030] 表2  CO2增油换油率

[0031]

[0032] 2.3  根据表1所示的不同CO2注入量下的整体换油率及表2所示的不同  CO2注入量

下的增量换油率，建立如图3所示的CO2注入量与增量换油率之间关系曲线及CO2注入量与整

体换油率之间关系曲线。

[0033] 3、CO2注入量优化。

[0034] 3.1  将新霍油田提高采收率项目经济评价确定的换油率经济界限指标  0.30t/t

确定为最优增量换油率；

[0035] 3.2  利用步骤3.1确定的最优增量换油率0.30t/t及步骤2建立的如图3所示的CO2

注入量与增量换油率之间关系曲线，增量换油率为0.30t/t所对应的  CO2注入量为0.30PV，

根据表2确定最优CO2注入量为123884.72吨。

[0036] 利用图3所示的CO2注入量与整体换油率之间关系曲线，整体换油率为  0.30t/t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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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CO2注入量为0.55PV，根据表2得到应用项目整体换油率优化注入量方法确定的CO2注入

量为227121.99吨，比本发明多注入的103237.27 吨CO2所对应的换油率已低于经济界限指

标中的换油率0.30t/t，不具备经济效益。

[0037] 据如表3所示的世界范围内CO2驱提高采收率项目统计，CO2注入量通常在0.25-

0.4PV，这样可使项目经济效益最大化。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采用增量换油率所优化的CO2注

入量与国际通用注入量保持一致，在项目相同经济开发时间内，注入的CO2总量较少，经济

效益更优。

[0038] 表3  世界CO2项目CO2注入量统计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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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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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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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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