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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氣層流體熱力學狀態方程式之應用
The Extended Applications of Thermodynamics EOS Tuned with 
Reservoir Fluid PVT Data

田 志 明1  ■  曾 繼 忠2  ■  黃 德 坤3  ■  吳 偉 智4

  C.M. Tien, C.C. Tseng, T.K. Huang, W.C. Wu

油氣層流體 PVT試驗所得數據除可用

於黑油模型之數值模擬，亦可進行熱力學狀

態方程式 (Equation of State)擬合，擬合之精

確性將有助於對油氣層流體之相行為描述，

進而用於成份模擬及流動保障之各項工程計

算。故針對實驗室 PVT報告進行各試驗資料

擬合將是油層模擬及其他工程估算之先行重

要工作。

PVT試驗資料，除了傳統應用於試井解

釋、油層黑油和組份模擬、單井產能分析、

後續二、三級採油規劃 (EOR)開發外，另外

可延伸應用於流動保障 (Flow Assurance)、成

份遞變 (Composition Grading)、最佳分離器設

定狀態和共同狀態方程式 (Common EOS)、地

層流體去污化 (Decontamination)等分析。

本研究採用A礦區B和C兩口井，各兩

不同深度流體 PVT試驗資料，以擬合後之狀

態方程式進行流動保障、共同狀態方程式、

成份遞變和最佳分離器設定狀態之分析應用。

關鍵詞： 熱力學狀態方程式、流動保障、共

同狀態方程式、成份遞變

Reservoir fluid PVT data were utilized to tune 

the parameters of thermodynamic equation. The 

tuned equation of state can precisely predict fluid 

behaviors for compositional reservoir simulation and 

flow assurance calculation.

PVT data  are  of ten  used for  reservoir 

engineering in well testing, black oil simulation, 

compositional simulation, nodal analysis, enhanced 

oil recovery, etc. The data also can be used for flow 

assurance, composition grading, optimum separator 

condition, common EOS, and decontamination of 

reservoir fluid.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fluid characteristics 

of crude oil from two wells (B well and C well) in A 

field. Two bottom-hole samples each from different 

depths of each well were analyzed by conducting 

PVT and flow assurance experiments. We used the 

experimental data to tune the equation of state for 

extended applications.

Key words: Equation of Sate, Flow Assurance, 

Common EOS, Composition Grading

一、前　言

油氣層流體 PVT試驗所得數據除可用於黑油模型之數值模擬，亦可進行狀態方程式擬合，

擬合之精確性將有助於對油氣層流體之相行為描述，進而用於成份模擬及流動保障之各項工程

計算。

油層模擬中，狀態方程式成分模擬對於預測複雜相行為及流體相平衡較具精確性，其中使

用成分模擬之成功關鍵在於能描述流體相行為，對於輕質油及逆變凝結油類型之流體因其組成

易受壓力、溫度變化而影響流體行為表現，故在油層模擬上經常使用狀態方程式替代黑油模

型進行之，另外亦運用於三期採油方法 -混溶沖排法 (Miscible Flooding)或近混溶沖排法 (Near-

miscible Flooding)增產油氣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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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力學狀態方程式主要描述流體在壓力、溫度及體積之間的數學關係，初始作為解釋許

多純物質非理想性質之方法，後來逐漸演變可成功預測簡單或複雜混合物之性質。透過熱力

學狀態方程式擬合井底流體 PVT試驗資料，可建立地層流體相態圖及預測在不同溫度壓力條

件下之相平衡組成，對於實驗室在耗時及成本下僅能施作少數試驗數據，其可準確提供預測 

資料。

熱力學狀態方程式不只針對上述研究提供應用外，另可擴展在流動保障、成份遞變、最佳

分離器設定狀態和共同狀態方程式、地層流體去污化等分析，本研究即採用A礦區B和C兩口

井，各兩不同深度流體 PVT試驗資料，以擬合後之狀態方程式進行流動保障、共同狀態方程

式、成份遞變和最佳分離器設定狀態之分析應用。

二、試驗分析方法

熱力學狀態方程式主要描述流體在壓力、溫度及體積之間的數學關係，初始作為解釋許多

純物質非理想性質之方法，後來逐漸演變可成功預測簡單或複雜混合物之性質。對於原油或天

然氣流體性質之描述，主要以 Peng-Robinson (PR EOS)和 Soave-Redlich-Kwong (SRK EOS)較常

使用。原油係由眾多碳氫化合物所組成，故假如狀態方程式未經實驗室 PVT資料擬合修正，則

不具任何參考性，故針對實驗室 PVT報告進行各資料擬合將是油層模擬及其他工程估算的先行

重要工作。

原油主要由眾多碳氫化合物組合而成，藉由氣相層析儀的分析，C6以下可假設單一成分組

成，例如N2、CO2、C1、C2、C3、iC4、nC4、iC5、nC5及C6，對於C7
+則需分劈 (Splitting)成數

種偽成分 (Pseudo component)以代表大分子量之碳氫化合物，PVT報告中都有對於C7
+的成分

分析，如重成分含量較多，則可能需做至C30
+以上甚至更高，此外為了節省電腦執行時間及記

憶體之容量，在不影響代表性的限度內也可將特定油氣成分進行結合 (Lumping)。

以下步驟為 PVT資料擬合分析之過程：

1. 選擇適當狀態方程式 (PR or SRK EOS)以及體積偏差修正模式

2. 從 PVT實驗組成分析資料選擇適當成分，一般到C6選擇純物質，C7
+則需分劈為數種偽

成分。

3. PVT報告中都有對於C7
+的成分分析，如重成分含量較多（黑油、揮發油），則可能需

做至C30
+以上。對於C7

+成分依 PVT實驗報告所做的分析，定義偽成分之分子量及比

重，如有沸點數據亦可給定。

4. 選擇預測黏度之方法（如 Lohrenz-Bray-Clark或Corresponding States Principle）

5. 計算在標準狀態下或是經由分離器階段之驟沸所產生的氣油比及液體密度，並和實驗值

加以比對，用來測試狀態方程式之可靠度。

6. 假如氣油比及液體密度無法與實驗值相符合，則以 5%~10%改變偽成分分子量或比重，

以接近密度的實驗值。

7. 產生 P-T相圖，並與 PVT報告中的飽和壓力及溫度進行比較，假如偏差過大，則可調整

二元相互作用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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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Whitson方法 (Gamma Distribution)藉由調整 α值改變偽成分組成分布，選擇C7
+偽

成分要再細分之數目，確認總成分數以進行 PVT資料擬合。

9. 輸入 PVT實驗測試資料，並給予各測試所得之流體性質相對權重。

10. 進行回歸分析，其中對於偽成分之臨界溫度 (Tc)、臨界壓力 (Pc)、偏心因子 (ω)、體積偏

差因子 (Peneloux Volume Shift factor)、二元交互作用參數 (kij)做調整，以取得適當擬合

狀態方程式。

本研究採用A礦區B和C兩口井，各兩不同深度流體 PVT試驗資料，以擬合後之狀態方

程式進行流動保障、共同狀態方程式、成份遞變和最佳分離器設定狀態之分析應用。

三、結果與討論

(一 )共同油氣層流體狀態方程式之擬合

煉製程序模擬和油層成分模擬中，會考慮來自不同地層流體相混合後之物性。因此可利用

同樣的偽成分對不同流體進行特性分析，亦即可使用共同的狀態方程式進行物性計算，尤其是

在具有成分遞變之油氣層條件下，這也是屬於狀態方程式的另一種應用，在此以B井井底油樣

進行應用及說明。

A礦區B井進行兩次不同深度之井底取樣，且有不同深度之 PVT試驗資料，可利用共同的

狀態方程式擬合。圖 1（左）為各次DST使用個別 PVT試驗資料各自進行擬合之相圖，圖中可

發現在高溫高壓下所預測之性質偏差較大，因各自DST油樣有其相對之狀態方程式且回歸數

據及權重影響，故兩套狀態方程式偏差較大。圖 1（右）為使用一組狀態方程式（具相同分劈之

偽成分）同時擬合兩組 PVT試驗資料，如兩組試驗數據有成分遞變之關連，將可利用此組狀態

方程式進行預測。如已得知在同地塊之不同埋藏深度之井底樣品組成（可透過分離器採集氣樣

及油樣，並依照生產氣油比計算井底組成），輸入井底流體成分於此狀態方程式中，即可預測

泡點、黏度、密度、溶解氣油比、地層體積因子等重要油層物性參數，此將可免去進行繁瑣之

PVT試驗。

圖 1　B井兩不同深度樣品之個別及共同狀態方程式擬合之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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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最佳分離器設定狀態

當油氣生產至地表經過分離器時，所設定之溫度及壓力，攸關產出氣油比、儲罐油的產量

及比重。例如所設定溫度越高，則油氣經過時因產出較多氣體，故造成氣油比變大、而獲得較

少儲罐油，以及較大的儲罐油比重。故分離器所設定之溫度及壓力狀態，會有一最適化值，但

仍需視現場生產操作之需求，例如進入後端管線前，需維持一定壓力或是整體分離器之溫度需

保持在流體能流動之溫度條件下。在此僅就最適化分離器條件設定進行討論，其可利用擬合後

之狀態方程式進行不同溫度及壓力之分離器測試，求得低氣油比，低原油地層體積因子和低原

油比重（高 oAPI）。

C井地層流體具較高之生產氣油比 (300 SCF/STB)及原油地層體積因子（約 1.2 RB/STB），

對比B井具甚低之氣油比 (47 SCF/STB)及原油地層體積因子（約 1.07 RB/STB），故在最適化

之分離器條件選擇上C井較B井更具敏感性，本研究針對C井兩井底油樣進行最佳分離器條件

分析。

圖 2分別為C井兩地層流體在分離器設定不同條件下所得之原油地層體積因子、氣油比與

儲罐油比重之關係，圖中可發現當設定溫度越高，即原油地層體積因子、氣油比及儲罐油比重

越大，此因輕成分揮發更多，並獲得較少儲罐油。設定條件考量到蠟份和流動點因素之影響，

暫訂DST#1分離器設定溫度為 34℃，最佳分離器壓力約為 70 psia。DST#2-1分離器最佳設定

溫度為 34℃，壓力約為 80 psia。

圖 2　 C井兩地層流體在分離器設定不同條件下所得之原油地層體積因子、氣油比與儲罐油比
重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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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C井兩地層流體在分離器設定不同條件下所得之原油地層體積因子、氣油比與儲罐
油比重之關係 

(三)成份遞變分析 

同一地塊不同深度之地層流體，假如不考慮毛細壓力、熱對流及油母質來源和生

物降解之情況下，只針對重力及溫度梯度條件，隨著地層深度變淺，所處壓力及溫度亦

會降低，造成原油中輕質成分增加，重質成分減少，且氣油比會增加，地層流體分類隨

著深度變淺，由黑油逐漸過渡成輕質油再過渡成逆變凝結油，此即為成份遞變。 

同一地塊內不同深度之油氣層流體性質透過成分遞變分析將有助於蘊藏量之估計

及擬定生產開發策略，B井在兩不同深度之位置進行井底取樣並進行PVT試驗，故可透
過試驗資料進行成分遞變分析，在假設依照成分遞變之條件下，分析樣品組成及飽和壓

力。 

根據B井DST#2地層流體已擬合之狀態方程式以地層溫度梯度0.0262oC/m及穿孔取
樣區間中點深度2198m進行成分遞變分析，預測DST#3(穿孔取樣區間中點深度2154.5 m)
之成份及飽和壓力之變化。圖3分別為預測泡點壓力、C1及C7

+成份隨地層深度之變化與

實際樣品分析結果之比較。其中預測DST#3樣品依照成分遞變關係，泡點壓力約在256 
psia，但實際為245 psia。且C1和C7

+成份預測之差異亦甚大，推測可能原因是碳氫化合

物其移棲和平衡組成分佈尚不完全，此時間需要非常久之地質時間亦或是熱成熟度之不

同或具高蠟份特性等原因導致。成分遞變現象對於淨砂厚度連續且甚大之油層更可明顯

觀察出，惟仍須僅受限重力及溫度梯度條件考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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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成份遞變分析

同一地塊不同深度之地層流體，假如不考慮毛細壓力、熱對流及油母質來源和生物降解之

情況下，只針對重力及溫度梯度條件，隨著地層深度變淺，所處壓力及溫度亦會降低，造成原

油中輕質成分增加，重質成分減少，且氣油比會增加，地層流體分類隨著深度變淺，由黑油逐

漸過渡成輕質油再過渡成逆變凝結油，此即為成份遞變。

同一地塊內不同深度之油氣層流體性質透過成分遞變分析將有助於蘊藏量之估計及擬定生

產開發策略，B井在兩不同深度之位置進行井底取樣並進行 PVT試驗，故可透過試驗資料進行

成分遞變分析，在假設依照成分遞變之條件下，分析樣品組成及飽和壓力。

根據B井DST#2地層流體已擬合之狀態方程式以地層溫度梯度 0.0262℃/m及穿孔取樣區

間中點深度 2198m進行成分遞變分析，預測DST#3（穿孔取樣區間中點深度 2154.5 m）之成份

及飽和壓力之變化。圖 3分別為預測泡點壓力、C1及C7
+成份隨地層深度之變化與實際樣品分

析結果之比較。其中預測DST#3樣品依照成分遞變關係，泡點壓力約在 256 psia，但實際為

245 psia。且C1和C7
+成份預測之差異亦甚大，推測可能原因是碳氫化合物其移棲和平衡組成

分佈尚不完全，此時間需要非常久之地質時間亦或是熱成熟度之不同或具高蠟份特性等原因導

致。成分遞變現象對於淨砂厚度連續且甚大之油層更可明顯觀察出，惟仍須僅受限重力及溫度

梯度條件考量下。

( 四 )流動保障分析

A礦區經探勘及鑽井後所取得儲罐油，經分析具高蠟份特性。因含蠟量高，具高析蠟溫

度及高流動點特性。根據流動保障分析結果，B井兩不同深度之地層流體原油析蠟溫度約為

55~59℃，原油流動點為 30~33℃。因此在此操作條件下，井口長期生產會有結蠟現象，因此井

內必須添加析蠟抑制劑，完井設備同時也必須考量添加析蠟抑制劑之設計。

熱力學狀態方程式經 PVT實驗資料擬合後可以精確描述地層流體之油氣相邊界，另熱力

學模型配合流動保障之量測參數如析蠟溫度，可描述固液相邊界。故在熱力學分析配合 PVT

試驗資料與更新節點分析和DST試井解釋結果下，可有效分析井底流體從地層至地表過程中

所處壓力及溫度之變化，而進行蠟份流動保障因素之探討。本研究分析過程中，僅考慮熱力

學相平衡及熱傳遞結果，並未結合質量傳遞因素。在此僅以B井DST#2地層流體進行分析 

探討。

圖 3　B井DST#2地層流體透過成分遞變預測泡點壓力、C1和C7
+成份隨地層深度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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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B井DST#2地層流體透過成分遞變預測泡點壓力、C1和C7
+成份隨地層深度之變化 

 

(四)流動保障分析 

A礦區經探勘及鑽井後所取得儲罐油，經分析具高蠟份特性。因含蠟量高，具高析
蠟溫度及高流動點特性。根據流動保障分析結果，B井兩不同深度之地層流體原油析蠟
溫度約為55~59℃，原油流動點為30~33℃。因此在之操作條件下，井口長期生產會有結
蠟現象，因此井內必須添加析蠟抑制劑，完井設備同時也必須考量添加析蠟抑制劑之設

計。 

熱力學狀態方程式經PVT實驗資料擬合後可以精確描述地層流體之油氣相邊界，
另熱力學模型配合流動保障之量測參數如析蠟溫度，可描述固液相邊界。故在熱力學分

析配合PVT試驗資料與更新節點分析和DST試井解釋結果下，可有效分析井底流體從地
層至地表過程中所處壓力及溫度之變化，而進行蠟份流動保障因素之探討。本研究分析

過程中，僅考慮熱力學相平衡及熱傳遞結果，並未結合質量傳遞因素。在此僅以B井
DST#2地層流體進行分析探討。 

圖4為B井DST#2地層流體在生產操作條件為地層壓力與井底流壓在100 psi壓差、
自然噴流產油量1,718 bbl/d、井口壓力460 psig下，壓力及溫度隨井深之變化關係，其中
紅色實線代表此操作條件下不同井深度之壓力和溫度分布，洋紅色實線代表蠟份相邊

界，藍色實線為泡點壓力線。從圖中可發現當產油量高時，此操作條件下之井口溫度約

53℃，並未穿越析蠟溫度P-T曲線，但自井口進入分離器時，則因溫度及壓力持續下降
而在邊界內，意謂蠟份將自原油析出，分離器所設定之溫度條件是以PVT試驗中的分離
器測試訂定未來視生產操作需求，可彈性變動。 

考量生產過程中產水對於原油中蠟份析出之影響，圖5為B井 DST#2地層流體在生
產操作條件為地層壓力與井底流壓在100 psi壓差、自然噴流產油量1,292 bbl/d、產水量
454 bbl/d和井口壓力300 psig下，壓力及溫度隨井深之變化關係。對比圖4未產水但相同
產液量和生產壓差條件，可發現產水後井孔內溫度會較高而井口溫度提升，井內壓力梯

度增加井口壓力下降，此現象是水的比熱和比重較高所引起。另外，產水率增加後，水

易在管壁形成連續薄膜，不利於蠟沉積到管壁上。這些情況意謂高產水率將使井無法以

自噴方式生產，需以人工舉升方式產油，但相對會讓流體溫度上升，而減緩蠟份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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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為B井DST#2地層流體在生產操作條件為地層壓力與井底流壓在 100 psi壓差、自然

噴流產油量 1,718 bbl/d、井口壓力 460 psig下，壓力及溫度隨井深之變化關係，其中紅色實線

代表此操作條件下不同井深度之壓力和溫度分布，洋紅色實線代表蠟份相邊界，藍色實線為泡

點壓力線。從圖中可發現當產油量高時，此操作條件下之井口溫度約 53℃，並未穿越析蠟溫度

P-T曲線，但自井口進入分離器時，則因溫度及壓力持續下降而在邊界內，意謂蠟份將自原油

析出，分離器所設定之溫度條件是以 PVT試驗中的分離器測試訂定未來視生產操作需求，可彈

性變動。

考量生產過程中產水對於原油中蠟份析出之影響，圖 5為B井DST#2地層流體在生產操

作條件為地層壓力與井底流壓在 100 psi壓差、自然噴流產油量 1,292 bbl/d、產水量 454 bbl/d和

井口壓力 300 psig下，壓力及溫度隨井深之變化關係。對比圖 4未產水但相同產液量和生產壓

差條件，可發現產水後井孔內溫度會較高而井口溫度提升，井內壓力梯度增加井口壓力下降，

此現象是水的比熱和比重較高所引起。另外，產水率增加後，水易在管壁形成連續薄膜，不利

於蠟沉積到管壁上。這些情況意謂高產水率將使井無法以自噴方式生產，需以人工舉升方式產

油，但相對會讓流體溫度上升，而減緩蠟份析出。

圖 6為B井DST#2地層流體在生產操作條件為地層壓力與井底流壓在 17 psi壓差、自然噴

流產油量 275 bbl/d和井口壓力 550 psig下，壓力及溫度隨井深之變化關係。對比圖 4產液量和

生產壓差較大之條件，可發現在產油量低時，井口溫度僅 33℃。在此操作條件下，地層流體自

井深約在 900m處往地表流動時將會開始自原油中析出蠟份，並逐漸在管壁中沉澱，隨時間將

形成蠟層 (wax layer)附著於管壁上，此情況會造成摩擦壓損 (friction loss)增加，產能因此逐漸

下降。對比於高產能之生產操作條件，因流速較大，對管壁的沖刷作用強，懸浮在原油中的蠟

結晶顆粒還來不及吸附在油管壁上即被帶走，減少析蠟機會。為有效在不同操作條件下，降低

蠟份對於生產操作之影響，避免油管生成蠟層，一般對於具高蠟份之地層流體，通常於井底即

圖 4　B井DST#2地層流體在產油量 1,718 bbl/d等操作條件下壓力及溫度隨井深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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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蠟份抑制劑，抑制蠟份之生成。

圖 7模擬計算了B井DST#2穿孔區間在不同產油量（含水率為 0%）下的井內油管溫度

剖面。由圖 7可知，產油率分別是 300桶 /天、600桶 /天及 900桶 /天時，井口溫度分別為

32.53℃、37.07℃及 41.39℃，均低於原油析蠟溫度，顯示井口長期生產會有結蠟現象，因此

圖 6　B井DST#2地層流體在產油量 275 bbl/d等操作條件下壓力及溫度隨井深之變化

圖 5　B井DST#2地層流體在產油量 1,292 bbl/d等操作條件下壓力及溫度隨井深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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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內必須添加析蠟抑制劑。進一步保守以井內 60℃（較原油析蠟溫度高 1~5℃）為基準，產油

率分別是 300桶 /天、600桶 /天及 900桶 /天時，井內深度分別須大於 1,120公尺、935公尺及

780公尺，換言之，添加析蠟抑制劑之深度至少須大於 1,120公尺較佳，完井設備同時也必須考

量添加析蠟抑制劑之設計。

四、結　論

熱力學狀態方程式雖在成分模擬上應用較多，但本研究延伸熱力學狀態方程式之應用範

圍，實際用於A礦區B、C井地層流體 PVT試驗資料，評估地層流體特性。在共同油氣層流體

狀態方程式之擬合應用上，可預測C井鄰近之井底油樣 PVT資料並可與實驗結果進行驗證。

應用於最佳分離器設定狀態，可供現場分離器條件設定進行參考。地層流體成分遞變分析應用

上，可瞭解地層流體是否有成分遞變之特性，並預測不同深度下之流體特性。流動保障分析

之運用，可幫助瞭解地層流體自井孔流至地表過程下，溫度及壓力之遞降是否會對生產造成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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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B井DST#2在不同產油率下的井內油管溫度剖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