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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模擬二氧化碳封存於不同天然氣組成成分的舊氣層(T 氣層及 K 氣層)中：
（1）
二氧化碳與天然氣混合所產生的流體相態變化；（2）天然氣組成對二氧化碳封存量的影響。
其中，T 氣層為濕性地層，含 C1 至 C7 的比例較高；K 氣層為乾性地層，CO2 含量約 50%。
模擬注儲二氧化碳於兩個舊氣層後，可得：
（1）天然氣物質平衡法可應用於估算二氧化碳的
封存量；
（2）由於二氧化碳的氣體偏差因子較天然氣小，因此在舊天然氣層中注儲二氧化碳
的體積量會大於氣層所生產出來的體積量；
（3）二氧化碳封存量與天然氣之產出量比值（封
存比例）會與舊氣層的天然氣組成有關；
（4）注儲二氧化碳的流體相圖會漸漸變化成純二氧
化碳的相圖。
關鍵詞：油層模擬、物質平衡法、舊氣層、相態圖。

Abstract
The purposes are: (1) to observe the phase diagram changes during CO2 geological
sequestration and (2) to evaluate the CO2 storage volume, in depleted gas reservoirs with different
gas composition (T gas reservoir and K gas reservoir). T gas reservoir has higher percentage of C1C7 and K gas reservoir has higher percentage of CO2. There are some conclusions from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1) p/z plot method can be applied for calculating CO2 storage volume. (2) The
gas deviation factor of CO2 is smaller than the gases in T gas reservoir and K gas reservoir,
therefore, CO2 storage volume can bigger than gas produced volume. (3) The gas composition of
gas reservoir affects the ratio of CO2 storage volume and gas production volume. (4) The phase
diagrams when CO2 injected will gradually change into a pure phase diagram of CO2.
Key words: Reservoir simulation, material balance, depleted gas reservoir, phase diagram.

一、前

言

近年來全球氣候劇烈變化（或暖化）
，減碳的環境保護議題受到大眾的關注。目前，科學家嘗
試利用許多方法，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至大氣中，其中最可行的方法是地質封存（IPCC, 2005；
IEA, 2008），地質封存是將二氧化碳捕獲後，注入到地下構造中。在地質封存的選項中，已耗竭
（舊）的油氣層封存最為安全，因其中的碳氫化合物已自然封存了至少百萬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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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主要的天然氣田皆已生產至中、後期階段，如果將二氧化碳氣體封存進這些已耗竭(舊)
氣田中，將有助於解決溫室氣體排放的問題。因為這些舊氣田有生產資料，而且擁有較完整的地
質與流體資料，將有助於估算較正確的二氧化碳封存量。若將二氧化碳注儲於舊氣層中，二氧化
碳會與原本存在地層中的流體混合，得到與原本舊氣田不同的流體特性，進而影響(增減)二氧化
碳的封存量。
Sobers et al.（2003; 2004）利用狀態方程式計算並繪製出天然氣中含不同二氧化碳莫耳百分比
的流體相圖，提出隨著二氧化碳莫耳百分比逐漸增加，性質較乾的天然氣組成的相圖會漸漸往其
原始天然氣相圖的右方移動，也就是天然氣性質變得較濕（較容易產生凝結油）
；相反的，性質較
濕的天然氣組成相圖會漸漸往其原始天然氣相圖的左方移動，天然氣性質變得較乾。研究中指出
只要提高二氧化碳占的莫耳百分比，該天然氣的氣體偏差因子（z 值）就會明顯降低，因此，如
果利用物質平衡法（p/z 法）來計算二氧化碳封存體積時，在相同地層壓力下，二氧化碳注儲的體
積應該可以比生產的天然氣體積大。
Lawal et al.（2004）修改傳統的物質平衡法（p/z 法）之基本方程式，應用於舊氣層注儲二氧
化碳。與傳統物質平衡方程式所不同的是，p/z 法中累積氣體生產體積項（Gp）要減去一個累積
氣體注儲體積項（Ginj）
。因此，在二個已知條件下：(1)注儲氣體的 z 值隨壓力變化資料；(2)進行
注氣過程中的地層壓力與地層氣體 z 值之變化，就可以計算舊氣層的累積氣體注儲體積（Ginj）
。
目前，研究二氧化碳注儲到舊氣層的地層氣體相態變化，對 p/z 圖影響的文獻很少（Sobers et
al., 2004; Lawal et al., 2004）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數值模擬，研究不同天然氣組成成
分的舊氣層，因二氧化碳氣體的注入，對原本的天然氣相圖及 z 值的影響，並研究不同天然氣組
成成分對二氧化碳封存量的影響。

二、理論基礎
本研究主要計算二氧化碳封存於舊氣層中時，氣體 z 值的改變（流體相圖的改變）
，以及使用
物質平衡法估算二氧化碳封存量，因此，以下將對此稍做介紹：
（一）天然氣狀態方程式
天然氣的狀態方程式可用於描述碳氫化合物的氣體之壓力、溫度、與體積之間的
關係，可以求得天然氣的氣體偏差因子並繪製其相圖。如果不考慮氣體分子間的吸引
力及分子間所占據的體積，可得到理想氣體方程式（ideal gas law）
：

pV = nRT ……………………………………………………………………………（1）
其中，p 為壓力，V 為體積，n 為氣體分子莫耳數，R 為理想氣體常數，T 為溫度。
這個理想氣體方程式適於高溫、低壓的氣體狀態，因為這個狀態下的氣體較接近
理想氣體，所以應用上有所限制，為使方程式也可適用於非理想氣體，Van der Waals
（1988）在上述的理想方程式中加入校正項，他假設分子間有吸引力項（a）及分子間
體積有重疊項（b）
，而將理想氣體定律改寫成下式：
(p +

a
V2

)(V − b) = 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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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是第一個氣體立方狀態方程式（Cubic equation of state）
，之後逐漸出現其
他 的 氣 體 狀 態 方 程 式 ， 包 括 ： Redlich-Kwong-EOS 、 Soave-Redlich-Kwong-EOS
（SRK-EOS）及 Peng-Robinson-EOS（PR-EOS）
，後兩個狀態方程式（SRK-EOS；PR-EOS）
已被廣泛使用於氣體的性質計算。本研究採用 PR-EOS，其狀態方程式如下（Peng and
Robinson, 1976）
：
p=

RT
a
…………………………………………………………………（3）
−
2
V − b V + 2bV − b 2

再將式（3）改寫成多項式的型式可得：
z 3 − (1 − B ) z 2 + ( A − 3B 2 − 2 B ) z − ( AB − B 2 − B 3 ) = 0 ……………………………………（4）

其中， A = ap ; B = bp ; z = pV 。
RT
RT
R 2T 2
利用式（4）可求氣體的體積及氣體偏差因子（z 值）
，z 值定義為真實氣體體積（Va）
與理想氣體體積（Vi）之比值。如果流體為單相流體，由式（4）可直接解出 z 值，如
果流體為兩相流體，在解出的兩個值中較大的即為氣相的 z 值，由 z 值可判斷流體的
相態並繪製相圖，以了解流體性質。
（二）物質平衡方程式
假設生產的氣層為定容耗竭且沒有水侵，沒有外在補助壓力的來源，在耗竭過程
中，天然氣占有的儲藏孔隙體積（Hydrocarbon Pore Volume, HCPV）不會改變。利用氣
體的質量不滅定律，則地表的天然氣的累積產量（Gp）等於原始地層天然氣量（G）減
去地層剩餘天然氣量（HCPV*E）
，這物質平衡方程式可表示為（Dake, 1978; 1994）
：
G p = G − ( HCPV) * E ………………………………………………………………………（5）

其中，E 為氣體膨脹因子(scf /rcf)，E=35.35*p/zT，可利用 E 將地層中的氣體體積
轉換成地表氣體體積。
將式（5）的左式及右式同時除以地表的原始地層天然氣量（G）
，再經過推導可得
到下式（Dake, 1978）
：
p
p
p 1
= −( i )G p + i ………………………………………………………………………（6）
zi
z
zi G

其中，pi 為初始壓力，zi 為初始氣體偏差因子。
此方程式作圖可得一條斜率為負的直線（Gp 為 X 軸； p/z 為 Y 軸；截距為 pi/zi）。
利用此關係式，可由地層的平均壓力及氣體偏差因子，推求累積生產氣體體積或累積
注儲氣體體積，並可用來推求注儲氣體時，地層壓力的變化及氣體注儲體積。如果以 x
軸為生產體積項減去注入體積項（Gp-Ginj）
，天然氣生產完之後，當進行氣體注入時，
因為氣體注入體積增加，直線在 p/z 圖上的行進方向與生產時相反（由右向左）
，如果
將初始壓力值（pi）固定，並假設注入的氣體的 z 值與地層天然氣不同，當 X 軸（Gp-Ginj）
減到為 0 時，所計算出來的地層封存壓力會與原始地層壓力不同，因此當注氣直至地
層壓力回復到原始地層壓力時，注入的氣體體積將與生產的氣體體積不同，有可能較
多或較少，主要看氣體性質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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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然氣組成成分分析
本研究利用加拿大 CMG 公司（CMG, 2011）的
WinProp 軟體，分析 T 氣層及 K 氣層的天然氣組成成
分（表 1）
，T 氣層的性質較濕，氣層中含有的 C1~C7
的莫耳百分比相較於 K 氣層皆較高；K 氣層的性質較
乾，且 K 氣層的氣體有一半組成為 CO2，其 CO2 含量

表 1、T 氣層及 K 氣層流體組成資料。
T 氣層

K 氣層

(mole%)

(mole%)

N2

0.34

1.29

CO2

1.94

49.51

成分/氣層

C1

86.63

47.12

比 T 氣層（2%）高出許多。利用這兩個氣層的天然

C2

5.57

1.48

氣組成成分，分別計算其壓力-體積-溫度之間的關

C3

1.98

0.31

係，得到兩個氣層之相圖（圖 1、2）及 z 值隨壓力變

iC4

0.57

0.07

化的曲線圖（圖 3）
，這些結果可用於二氧化碳注儲模

nC4

0.54

0.06

擬研究。

iC5

0.31

0.04

nC5

0.19

0.02

（圖 1）的兩相邊界範圍較大，兩相區的溫度範圍介

C6

0.32

0.10

於-200˚F~300˚F，而壓力範圍約介於 0~10,000psi，因

C7+

1.61

此，如果進行天然氣的生產，地層中氣體的溫度、壓

合

由兩個氣層的相圖可發現：
（1）T 氣層流體相圖

計

100.00

100.00

力較容易進入兩相區中，容易有凝結油產生，氣層的
性質較濕，但從相圖也可發現最多只有 1 mole%的凝結油會在天然氣生產時產生，凝結油生成比
例相當低；
（2）K 氣層流體相圖（圖 2）的兩相邊界範圍則較小，兩相區的溫度範圍介於-150˚F~0˚F，
而壓力範圍約介於 0~1,000psi，因此，生產時幾乎不會有凝結油產生，氣層的性質較乾，但由相
圖可知若有凝結油生成，凝結油所占的 mole%將會相當高。

圖 1、T 氣層流體之相圖。

圖 2、K 氣層流體之相圖。

在一固定溫度下，T 氣層氣體組成所得
到隨壓力變化的 z 值（圖 3）約為 0.9~0.94，
z 值變化幅度不大，觀察 z 值隨著壓力下降
時的改變，z 值漸漸減小至最低（z=0.91）後，
隨著壓力繼續變小，z 值再漸漸變大；K 氣
層氣體組成所得到隨壓力變化的 z 值（圖 3）
約 0.82~0.86，z 值與 T 氣層氣體有同樣趨
勢，而兩個氣層中，T 氣層流體的 z 值較大。

圖 3、T 氣層及 K 氣層流體的 z 值隨壓力變化。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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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數值模式建立
本研究利用加拿大 CMG 公司之 GEM 成分模擬器進行數值模擬。首先，設計一個正方形地層，
並在地層的四個象限的中心各鑽一口井（圖 4）
，以進行模擬生產天然氣及注儲二氧化碳，模式中
的地層基本參數設定主要是參考 T 氣層的地層性質（表 2）
，完成基本地層參數設定後，分別建立
兩個只有流體資料（表 1）不同的天然氣地層數值模式，使用 T 氣層天然氣成分組成的稱為 T 氣
層模式；而使用 K 氣層天然氣成分組成的稱為 K 氣層模式，由此進行模擬研究。
在四口井的生產及注儲操作方面，在生產時，以每口井固定生產率（q=150,000 scf/d/）生產
天然氣，直到地層中的氣體剩下原始天然氣總量（original gas in place, OGIP）的 35%，將生產井
（四口井）關井，並將其改成注入井，並以每口井固定注入率（q=100,000 scf /d）
，分別模擬下列
二種注儲氣體：
（1）氣層初始的天然氣；（2）純二氧化碳。在注儲模擬過程中觀察地層壓力，當
地層壓力恢復到初始地層壓力時，就關閉注入井。在舊氣層注儲原本組成的天然氣，主要是與舊
氣層注儲二氧化碳的結果進行比較，並觀察地層中流體性質改變對 z 值及相圖之影響，也可相互
驗證以確定模式的正確性。
表 2、基本地層參數。
參數 (單位)

數值

初始壓力 (psi)

3,915

參考深度 (ft)

8,716

孔隙率 (fraction)
岩石壓縮度 (1/psi)
滲透率 (md)

0.2
3*10-6
5

地層溫度 (°F)

225

地層厚度 (ft)

60

井半徑 (ft)

0.35

圖 4、數值模型之網格與井位設計。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介紹 T 氣層的結果，然後將 T 氣層模式及 K 氣層模式進行比較：
（一）T 氣層模式注儲天然氣或二氧化碳之 z 值變化
T 氣層模式之中，四口井生產天然氣至原始地層天然氣總量剩餘 35%時，地層壓
力由初始的地層壓力 3,915psi 降至 1,367psi。其間地層天然氣的 z 值隨平均地層壓力變
化曲線（圖 5）
，可以看出生產天然氣的地層壓力下降時 z 值的改變（由右往左）
。當地
層壓力降至 1,367psi 時，關閉四口生產井，將其改為四口注儲井，注入原始氣層的天
然氣，在注儲天然氣時，地層壓力上升，z 值的曲線變化趨勢與生產天然氣時的相似（由
左往右）
，但比原本的曲線有整體稍稍往下降的趨勢（圖 5）
，這是因為地層中的成分在
生產過程中有稍微的改變（Abdus et al., 2007）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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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當地層壓力生產降至 1,367psi 時，注儲井選擇注入純的二氧化碳，這時觀
察氣層的 z 值隨著壓力變化曲線（圖 6）
，z 值的曲線變化趨勢就與生產天然氣時的趨
勢不同，並且當地層壓力回復到初始壓力 3,915psi 時的 z 值為 0.75，這個值比起注儲天
然氣回到初始壓力後的 z 值 0.93，出現明顯下降趨勢，這是因為地層中流體成分大幅
改變（二氧化碳比例增加）
，流體的 z 值越來越接近純二氧化碳的 z 值。

圖 5、T 氣層生產天然氣後注儲 T 氣層天然氣，
z 值隨壓力的變化。

圖 6、T 氣層生產天然氣後注儲二氧化碳，
z 值隨壓力的變化。

（二）T 氣層模式注儲天然氣或二氧化碳之 p/z 值與注儲量之影響
將 T 氣層模式所得的 z 值、累積天然氣產量（7.03*108scf 天然氣）與地層平均壓
力變化的模擬結果利用 p/z 法做圖，可看出氣層進行天然氣生產時（圖 7）
，隨著累積
天然氣體積增加，p/z 的值隨著漸漸減小，在圖上成為一條斜率為負的直線，移動方向
為左上往右下。
若氣體的注儲體積為負的生產體積，生產體積與注儲體積相加為氣層淨氣體改變
體積，所以當氣層已生產出原始氣層天然氣總量的 65%，而把生產井改成注入井開始
注儲原始氣層天然氣（圖 7）時，氣體累積產率由 7.03*108scf 慢慢減少，p/z 值也漸漸
變大，在圖上同樣是一條斜率為負的直線，移動方向為右下往左上，當注儲天然氣至
地層壓力回復到初始壓力時，天然氣的總注儲體積為 7.03*108scf，與天然氣的總生產
體積相同。若選擇注儲的氣體為二氧化碳時（圖 8）
，因注儲二氧化碳的緣故，導致地
層氣體的 z 值明顯減小，因此當注儲二氧化碳至地層壓力回復為初始壓力（pi=3,915psi）
時，所得到的 p/z 的值（5,200psi）會比注儲氣體為天然氣（4,200psi）時大，所以同樣
地層壓力下，總注儲體積可達到 9.54*108scf，這比地層所生產出來的天然氣體積
（7.03*108scf）多 2.51*108scf，這部分的二氧化碳注儲體積，主要是因為地層流體成分
改變而得到的。

圖 7、p/z 圖（T 氣層生產天然氣後注儲天然氣）。
( 6 )

圖 8、p/z 圖（T 氣層生產天然氣後注儲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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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 氣層模式注儲天然氣或二氧化碳對相圖之影響
觀察 T 氣層模式的相圖在生產及注儲的變化方面，設定 500 天為時間間隔，分別
在 0、500、1,000、1,500 天……等時間做觀察，將這些時間點的氣體成分畫出相圖，
藉以觀察相圖的兩相邊界在生產/注儲時隨時間的變化。T 氣層模式生產天然氣約 1,000
天左右（已產出原始天然氣之 65%）就關井換成注儲氣體，生產時兩相邊界往原始兩
相邊界的右上方移動（圖 9）
，當注儲氣體為原始天然氣時，兩相邊界相對於時間為 1,000
天時的兩相邊界，往左下移動，但其兩相邊界未回到或經過原始兩相邊界位置，氣體
性質有稍稍改變。
而注儲的氣體為二氧化碳時的相圖（圖 10）
，可發現在天然氣生產階段時，兩相邊
界同樣往原始兩相邊界的右上方移動，但注入二氧化碳氣體後，兩相邊界相對於原始
兩相邊界往左下大幅縮小，其兩相邊界之範圍小於原始的兩相邊界，流體性質由較濕
的性質轉變成為較乾的性質，較不易有凝結液體產生。

圖 9、T 氣層生產天然氣後注儲天然氣，液氣兩
相邊界隨時間變化。

圖 10、T 氣層生產天然氣後注儲二氧化碳，
液氣兩相邊界隨時間變化。

（四）T 氣層模式與 K 氣層模式注儲二氧化碳之相圖與注儲量比較
比較 T 氣層模式與 K 氣層模式，由繪出的兩相邊界隨時間變化圖，可以得到在注
儲二氧化碳階段時，兩相邊界的變化趨勢為一個往左下移動（圖 10）
，一個往右方移動
（圖 11）
，這兩者的變化皆是往純二氧化碳成分時的兩相邊界進行，可以預期如果讓這
兩個地層中二氧化碳含量持續增加，這兩個模式的相圖會漸漸成為純二氧化碳氣體的
相圖（圖 12）
。

圖 11、K 氣層生產天然氣後注儲二氧化碳，
液氣兩相邊界隨時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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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純二氧化碳之相圖（由 WinProp 軟體所
產生）。

臺灣鑛業，第 66 卷第 3 期，民國 103 年 9 月
由 T 氣層模式及 K 氣層模式以 p/z 法所估算的舊氣層二氧化碳注儲體積，進行綜
合比較（表 3）
，可以發現 K 氣層模式可以封存較多的二氧化碳，但比較注儲的二氧化
碳體積除以生產的天然氣體積（注儲二氧化碳/生產天然氣）
，T 氣層模式得到的結果會
較好，也就是如果生產同樣體積的天然氣後，T 氣層模式可以注儲較多體積的二氧化
碳，此外，K 氣層模式的天然氣原本就含有較多二氧化碳，所以如果考慮生產出來的
天然氣中有一半的組成是二氧化碳氣體，這種情況下 K 氣層模式的封存效果就更不佳。
表 3、T 氣層及 K 氣層二氧化碳注儲體積比較。
生產時間

注儲時間
(days)

天然氣生產體積
(scf) (生產 OGIP 的 65%)

二氧化碳注儲體積

(days)

(scf)

二氧化碳注儲體積/
天然氣生產體積

T 氣層模式

1,171

2,384

7.03*108scf

9.54*108scf

1.36

K 氣層模式

1,287

2,469

7.72*108scf

9.88*108scf

1.28

模式

六、結

論

本研究有以下之主要結論：
（一）天然氣層的物質平衡計算之 p/z 法可應用於估算二氧化碳封存量，在相同的溫度-壓力條件
下，二氧化碳的 z 值較天然氣小，因此在氣層中注儲二氧化碳的量會比氣層所生產出來的
量要多。
（二）二氧化碳封存與天然氣生產量比例與舊氣層的天然氣組成成分有關，性質較乾的氣層封存
比例較低，性質較濕的氣層封存比例較高。
（三）於舊氣層中注儲二氧化碳的相圖變化有相同趨勢，皆是往變成純二氧化碳的相圖進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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