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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拟火烧油层、泡沫驱或凝胶调剖调驱等开发方式或增产措施时，都会用

到化学反应功能。例如火烧油层过程中，注入的氧气与油层中的各种烃类物质反

应后生成 CO、CO2、焦炭等各种新物质；注凝胶时中，在地面注入的是聚合物

和交联剂，二者在地下反应生成凝胶。 

传统的黑油模拟器在模拟这些涉及化学反应的开发方式时，要么束手无策，

要么采用等效的方法，近似的模拟，无法从机理上精细刻画过程动态，也无法用

于注采参数优化。在 CMG STARS 中，使用强大的自定义化学反应动力学方法，

可以精细模拟物质变化过程，帮助解决很多机理表征问题，比如模拟某种组分的

生成或者消失，控制反应速度。本文主要从化学反应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入手，介

绍化学反应动力学的使用方法，以及一些常见的化学反应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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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概念 

首先说一下化学反应动力学的基本概念。百度百科中关于化学反应动力学的

解释如下： 

 

 

 

换句话说，化学反应动力学是从动态的角度去研究化学反应即化学运动全过

程的学科，包括两大基本任务： 

（1）研究各种反应的机理（也称反应历程），即研究从反应物到生成物所

经历的途径。 

在中学阶段都学过化学反应配平，例如氢气与氧气反应生成水的过程：

H2+O2→H2O。这个反应历程就是指的这一部分，最主要的就是指定反应物、生

成物及其配平系数，配平遵循物质守恒原理，确保反应前后物质的总质量保持不

变。 

（2）研究各种化学反应的速率和各种因素（浓度、压力、温度、催化剂、

辐射、介质等）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这一部分揭示反应物的结构与反应能力的关系，了解物质进行化学变化的内

在依据，使人们能更自觉地去控制和调节化学反应的速率。目前比较主流的做法

是使用 Arrhenius 方程来描述化学反应速率。 

Arrhenius 方程属于经验公式，适用于大多数化学反应类型，尤其是较为复

杂的与温度相关的反应。STARS 模拟器采用的就是 Arrhenius 方程作为反应动力

学方程。 

 

 

 

 

 

 

 

化学动力学（chemical kinetics），也称反应动力学、化学反应动力学，是物

理化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化学过程进行的速率和反应机理的物理化学分支

学科。 

——百度百科 

小贴士：化学反应速率研究简史 

早在 1850 年德国物理学家威廉米研究得到反应速度与反应物浓度成正比，开启了

化学反应动力学的先河。1884 年荷兰物理学家范特霍夫提出平衡常数与温度的关系，

推导出范特霍夫方程，获得首届诺贝尔化学奖。1887 年德国化学家霍夫德瓦尔德首次

提出了反应级数和半衰期概念。1889 年瑞典化学家阿伦尼乌斯进一步推导出温度与反

应速度的关系方程，称为阿伦尼乌斯化学反应动力学（Arrhenius）方程，通常简称

Arrhenius 方程或阿伦尼乌斯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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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Arrhenius 音译成中文后有多种叫法，例如阿伦尼乌斯、阿

尔纽斯、阿累尼乌斯、阿伦尼斯、阿列纽斯等等。大家看到类似的读音能联想到

Arrhenius 方程就行。 

本文重点围绕 Arrhenius 方程中的参数进行逐一讲解，结合算例详细介绍关

键词的使用方法。包括沥青氧化反应、注空气火烧反应、化学乳化反应、以及泡

沫生成反应等。 

阿伦尼乌斯方程如下所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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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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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i C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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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k )/ex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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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r —某一反应物在单位时间单位体积内反应掉的摩尔数，表示参与反应的某

一物质在不同温度和参与反应的各种物质的不同浓度下的反应速率； 

rkr —反应动力学常数； 

Ea—活化能 （J/mol）； 

R—阿佛加德罗常数； 

T—绝对温度； 

R —气体常数； 

ic —反应物 i 的浓度因子， jijji xsc = ， gowj ，，= ；意思是某种组分 i 的

摩尔浓度 ci 是流体孔隙度、摩尔密度、所在相饱和度以及其所在相摩尔分数的函

数。 

ni—反应级数，通过关键字 RORDER 输入； 

 —孔隙度； 

j —j 相密度； 

js —j 相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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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x —组分 i 在 j 相中的摩尔分数；非平衡反应中直接使用此数据，如为平衡

反应中，则以 jix 替代 jix 进行计算。  

jix —同 jix ，用于局部平衡反应时的计算， 平衡jijiji xxx −=  

平衡ji
x —相平衡常数 K-value 计算的平衡摩尔分数。 

对于气体，反应组分 i 的浓度因子（例如氧气）由下式表示， 

go PyC =2  

y—等于氧气的气相摩尔分数；Pg—气相压力； 

反应动力学常数 rrk 是 ri 的常数部分，由于在方程中位于指数部分前面，也

叫指前因子，或者反应频率因子。它的单位是不固定的，在不同的反应中有不同

的单位，具体单位取决于参与反应的组分个数、浓度 Ci 的单位及温度的影响。 

这个化学反应模型只能描述某一相中的一个组分的反应规律。如果一个组分

在两个相中发生化学反应，则需要两个不同的化学反应。 

在以上反应速度表达式中，温度 T 指的是燃烧或反应区的温度。在 STARS

中，用到的是网格的温度。在实验室规模模拟中，网格的大小通常与实际燃烧区

（10～20cm）的大小差不多，所以网格的温度就可以代表燃烧区的温度。然而，

对于矿场规模模拟来说，模拟网格要比燃烧区大许多倍，平均的网格块温度不能

很好地代表燃烧区的峰值温度。对于燃料沉积和燃烧前缘灭火的预测可能就不够

准确。 

其中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假定燃烧前缘温度 Tf，通过如下的步骤： 

1. 用 )/exp(' RTfEakrr rkrk −•= 代替 rkr
 

2. 用 0 代替 Eak  

这种处理方法就使得反应速度与网格温度无关。但是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就

是无法模拟出温度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因此该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另一个比较合适的解决方案是使用 CMG 独有的动态网格技术，模拟高温前

缘的真实变化。若要进一步了解具体用法，可以在 learncmg.cn 网站上搜索“动

态网格”，查看相关说明。 

了解了基本概念后，下面开始介绍 STARS 中定义化学反应用到的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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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键字介绍 

STARS 中定义一个完整的化学反应，至少需要两个部分的关键字，一部分

是反应历程关键字，一部分是反应速率关键字，主要是 Arrhenius 方程中的参数。

此外还有一些油藏模拟中需要的特殊关键字。 

 

例如 STARS 自带算例 stflu025.dat，模拟注空气火烧油层，沥青与氧气发生

氧化反应，生成水、甲烷、一氧化碳/氮气和焦炭，关键字如下： 

 

 

 

 

 

 

 

 

 

 

 

 

 

 

下面对这些关键字进行一一解释。 

 

**COMPNAME 'water'  'bitumn'  'ch4'  'co2'  'co/n2'  'oxygen'  'coke' 

** REACTION   Bitumen + O2 ---> H2O + CH4 + CO2 + CO/N2  + COKE 

*STOREAC    0.0  1.0  0.0  0.0  0.0  16.0  0.0 ***反应物配平系数 

*STOPROD    12.5  0.0  5.0  9.5  1.277  0.0  15.0 ***生成物配平系数 

*FREQFAC  4.56E+9    ***指前因子 

*EACT     8.41e4     ***反应活化能 

*RENTH    6.29E+06     ***反应热焓   放热 6.29E+06 焦耳 

*RPHASE  0 2 0 0 0 3 0  **反应的相 1：水相、2：油相、3：气相、4：固相 

*RORDER  0  1  0  0  0  0.5  0   ***反应级数 

*RTEMLOWR 6.86 ***发生反应的最低温度 

*RTEMUPR 250. ***发生反应的最高温度 

*RXCRITCON 'oxygen' 1 ***反应浓度因子临界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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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反应历程关键字 

这部分关键字用于定义反应物、生成物及其配平系数，是所有化学反应必须

设置的关键字。 

*STOREAC：反应物的配平系数，不能为负值，为 0 时表示不参与反应。 

*STOPROD：生成物的配平系数，不能为负值，为 0 时表示该反应不会生成

该组分。 

除此之外，与热相关的反应包括放热反应和吸热反应，因此使用反应热焓关

键字*RENTH 来设置吸热和放热量。反应热焓是指每摩尔反应物释放或吸收的热

量。如果是正值表示是放热反应，如果是负值表示是吸热反应，如果是 0 则表示

既不吸热，也不放热。 

2.2 反应速率关键字 

反应速率部分涉及的关键字有：指前因子（反应频率因子）*FREQFAC、活

化能*EACT 或*EACT_TAB、燃烧反应温度上下限*RTEMUPR 和*RTEMLOWR

等。 

*FREQFAC：就是常说的指前因子，或反应频率因子，或反应动力学常数，

可以取 0 或正数，不能是负数。 

*EACT：活化能，与反应速率相关。可以为正值、负值或 0。若反应的活化

能是正值（如火烧），则随着温度增加反应速率增大；若活化能等于 0，则反应

速率与温度无关；若活化能为负值，则会有一个警告信息，用于高级功能，例如

非平衡相间传质。 

*EACT_TAB：有的化学反应中活化能是随温度发生变化的，此时就需要用

该关键字输入不同温度下的活化能。该关键字后面需要给一个参数 ref，意思是

参考行数，是一个整数，取值范围是 1 到表的最大行数。 

反应热焓间接影响反应速率，而活化能大小直接影响反应速率。 

 

 

 

 

 

小贴士：活化能的物理含义 

关于活化能的物理含义，主要取决于反应速率理论，而关于反应速率理论一直没有明确的定论，目

前相对主流的是分子碰撞理论，这里略作介绍。 

分子碰撞理论认为 A 和 B 两分子要进行反应，必须碰撞。有的分子能量较低，互相之间就没有机会

发生碰撞。只有那些能量超过反应物分子能量平均值的活化分子之间才能发生碰撞，即所谓“有效碰撞”，

并能满足一定方向位置的几何条件时，才能发生反应。这里的“反应物分子能量平均值”就是活化能。

因此，活化能就是反应发生的能量门槛。这个门槛越高，即活化能数值越大，反应越不容易发生。 

 

 

 



第 93 期：STARS 核心技术（3）化学反应动力学                      

 

 7 

*RPHASE: 反应物组分所在的相。1 表示水相，2 表示油相，3 表示气相，4

表示固相。 

*RORDER：每个反应物组分的反应级数，必须是非负的。生成物的组分输

入 0。反应物组分通常输入 1，如果某个反应物组分输入 0，表示反应速率与该

组分的浓度无关。 

*RTEMLOWR：燃烧区温度下限，用于温度相关的反应速率的计算，如果

网格温度小于 TLWR，那 TLWR 将作为燃烧区域温度，建议取值区间

280K~2000K。这个下限用于确保该网格处的燃烧速率不要过低。 

*RTEMUPR：燃烧区域温度上限，用于计算与温度相关的反应速率，如果

网格温度大于 TUPR，那么 TUPR 将作为燃烧区域温度，取值范围是

TLWR~2000K。这个上限可以确保反应温度不会太高，因此反应速率不会太大，

从而确保计算的稳定性。 

*RXCRITCON ‘component name’ crit-conc：反应物浓度的临界值，当反应物

浓度 Ci 低于临界值时，与反应速率是线性的关系。 

2.3 其他不常用关键字 

*O2PP：气相组分 numy 在气相中的分压，用于计算反应速率方程中气相组

分的浓度项。如果组分名不存在，组分数默认为 numy。这个选项仅仅用于气相

组分参与的反应中。 

*O2CONC：气相组分 numy 在气相中的摩尔分数，用于计算反应速率方程

中气相组分的浓度项。如果组分名不存在，组分数默认为 numy。 

*RXORDUSE order-usage：用于定义在计算摩尔浓度的贡献时反应级数的使

用方法。摩尔浓度就是单位体积的摩尔数。这个两个选项中使用的摩尔是相同的，

但是区别在于作为分母的体积的定义和反应速率的表达式。如果该关键词不存在

默认为 FULL。 

*RXCMPFAC  ‘component’  phase  A  B：根据组分摩尔分数控制反应速

率。反应速率除以 (1+A·X)**B。其中 X 是指示相（W 为水，O 为油，G 为气）

中的组分摩尔分数。A 和 B 必须是非负数，A 或 B 的值为 0 时表示不使用该选

项。该关键字在每个反应中最多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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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如何控制化学反应发生的温度条件 

可以通过关键字*EACT_TAB 来控制化学反应开始发生的温度。该关键字是

输入一个含有 2 列数据的表格，表格第 1 列是温度，第 2 列是活化能。例如下面

的例子。  

 

 

 

该例中，温度低于 300℃时，活化能为 500000 J/mol 或者更高，这是一个相

对比较大的数，一般的反应不会发生，即使发生，速度也会比较慢。当温度高于

300℃时，活化能迅速降为 100 J/mol，一般的反应都可以发生。活化能具体数值

需要通过观察化学反应生成物的量和反应速度来确定，具体查看方法参考本文第

4 章的内容。 

这种方法只是人为控制反应速度的一个手段，具体取值还需要根据实验观察

的反应速度来设置，以符合物理事实为准。 

2.5 渗透率和流速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PERMSCALE 关键字可以模拟渗透率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MTVEL 关

键字可以模拟流速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这些关键字通常会用到乳液、泡沫的

生成或衰竭等反应中。 

*PERMSCALE：输入 2 列数据，一列是有效渗透率 effpt，一列是指前因子

倍数 freqt，因此实际的指前因子就是 freqt 的数值乘以*FREQFAC 数值。 

*MTVEL phase_des exp vref (vcrit) ：该关键字表明由当前反应描述的相间传

质速率与后面的无因次流速因子有关。 

其中 phase_des 是指速率因子作用的相，*W 是水相，*O 是油相，*G 是气

相。 

exp 是流速因子指数，允许的范围是-4~4。值为 1 时线性相关，值为 0 时与

此因素无关。 

phase_des：相的选择 （水  油  气） 

Vref：反应速率的参考流速，单位是(m/day | ft/day | cm/min)。当 V =vcrit +vref

时反应速率因子为 1。这个参数提供这个因素的速率比例尺。 

*EACT_TAB 3 

      200      900000 

290      500000 

      300      100 

      3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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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rit：反应速率的临界流速，单位是(m/day | ft/day | cm/min)。vcrit 是可选项，

默认值为 0。 

若 exp>0，当相的流速 V>vcrit 时，则反应速率因子为[ ( V - vcrit ) / vref ]
exp。

当相的流速 V< vcrit 时，则反应速率因子为 0。 

若 exp<0， 当相的流速 V > vcrit + vref • 10001/exp 时，反应速率因子为[ ( V - vcrit ) 

/ vref ]
exp。当相的流速 V < vcrit + vref • 10001/exp 时，反应速率因子为 1000。 

案例解析：在乳状液模拟中设置了四个组分，'WATER'、'ENTR OIL'、'FREE 

OIL'和'TRAP OIL'。其中'ENTR OIL'作为乳状液，存在于水相中；'FREE OIL'为

油相组分；'TRAP OIL'为被捕集的固相组分。反应 1 是描述的乳状液组分变成固

相组分的过程，且反应速率与有效渗透率的大小相关。渗透率越小，反应速率越

快。 

********************乳状液算例****************************** 

** sttst11.dat 

**COMPNAME  'WATER'   'ENTR OIL'   'FREE OIL'   'TRAP OIL'  

   storeac      0         1          0          0   ***反应物配平系数 

   stoprod      0         0          0          1   ***生成物配平系数 

   freqfac  0.4                                      ***指前因子 

              **有效渗透率  **指前因子倍数 

  permscale  **  eff. perm     scale factor   

                     300           10      

                     600            3      

                    1200            1      

                    2400           0.3      

2.6 压力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STARS 可以模拟压力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使用关键字*FREQFACP 代替

*FREQFAC。该关键字需要输入一个表格，该表格含有两列数据，一列是压力

p_rrf，一列是指前因子 rrf。格式为： 

*FREQFACP 

      { p_rrf  rrf } 

p_rrf 一定要单调递增，且间隔均匀。rrf 是根据 p-rrf 中进行线性内插的。如

果网格的实际压力超出了表格的范围，那么就取表格中距离该压力最近的 p-rrf

对应的 rrf 值。该表格要求不能超过 30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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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局部平衡化学反应 

局部平衡化学反应主要用于模拟非平衡相间传质问题。 

对于一般的平衡相间传质来说，达到稳定状态以后，反应物和生成物的浓度

不再发生变化，因此可以使用相平衡常数来描述组分在两相之间的分配。 

非平衡相间传质是指组分在两相之间的分配偏离了平衡状态，不再适用相平

衡常数，必须指定反应的方向。 

局部平衡化学反应分为正向反应和逆向反应（也叫反向反应）两种。此类关

键字常见的应用场景是在泡沫油模拟等过程中。 

 

 

 

 

 

 

 

 

例如甲烷在油气两相之间分配的问题，如果油相粘度非常低，那么溶解气在

油气两相之间的分配是根据气液相平衡常数，瞬间达到平衡的状态。如果油相粘

度比较高，随着压力的降低，甲烷从油相析出变成气相的过程就不是瞬间完成的，

而是先在油相内部变成气泡，然后再从油相的气泡变成气相中的自由气。这就是

泡沫油的生成过程，需要使用局部平衡化学反应来模拟。 

使用的关键字如下： 

*RXEQFOR/*RXEQBAK：正向/逆向反应关键字，如果这个关键字不存在，

这个选项就不起作用。可以选择的设置方式有 5 种（5 选 1）： 

（1）*RXEQFOR  comp_name rxk1  rxk2  rxk3  rxk4  rxk5 

（2）*RXEQFOR  comp_name KVTABLE *GL 

（3）*RXEQFOR  comp_name KVTABLE *LL 

（4）*RXEQFOR  comp_name KVTABLE GL with keycomp 

（5）*RXEQFOR  comp_name KVTABLE LL with keycomp 

小贴士：正向反应和逆向反应 

正向反应就是由反应物到生成物的反应。比如随着压力的下降，溶解在油相中的

甲烷变成油相内部的气泡的过程，就是正向反应；而随着压力的上升，气泡重新变成

油相甲烷的反应就是逆向反应。再比如，将含有一些气泡的原油进行加压，这时气泡

变成油相的甲烷，该反应就是正向反应；而油相的甲烷再变成气泡的反应就是逆向反

应。 

所以反应的方向主要是由原始状态下该组分是反应物还是生成物决定的。如果该

组分在原始状态下是反应物，那么该反应就是正向反应，如果该组分在原始状态下是

生成物，那么该反应就是逆向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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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EQBASE  base_name 

使用局部平衡化学反应后，计算化学反应速度时组分的浓度项 Ci 的计算公

式就变成了 Ci = φf*ρj*Sj*ΔXji。注意是用 ΔXji 代替了实际的摩尔分数 Xji。 

对于正向反应（RXEQFOR），ΔXji = MAX[0,Xji-Xequil] 

对于反向反应（RXEQBAK），ΔXji = MAX[0, Xequil-Xji] 

其中，Xji 是指 i 组分在 j 相中的摩尔分数。对于某个时刻的某网格来说，该

参数来自该网格上一时间步的数值。 

如果关键字 RXEQBASE 不存在，那么 Xequil = 1/K。  

如果关键字 RXEQBASE 存在，那么 Xequil=Xbase/K。 

例如，如果 Xequil 是油相摩尔分数，K 是气液相平衡常数，那么 Xbase 是

气相摩尔分数。 

案例解析：泡沫油算例 sttst065.dat 中，设置了 5 个组分，分别是'WATER'、

'BUB'、'OIL_A'、'CH4'、'GAS'，其中'BUB'是气泡组分，存在于油相中；'OIL_A'

是油组分；'CH4'是甲烷，可溶于油相；'GAS'是纯气相组分，不可溶于油相。 

反应 1 使用局部平衡化学反应模拟油相中的'CH4'组分变成油相中的'BUB'气

泡组分的过程。因为'CH4'存在于油气两相之中，所以需要设置相平衡常数关键

字。 

**  sttst065.dat 

*****    'WATER'    'BUB'    'OIL_A'      'CH4'      'GAS'   

*storeac    0         0        0          1        0  ***反应物配平系数 

*stoprod    0         1        0          0        0  ***生成物配平系数 

 

*rphase     0         2        0          2        0  ***反应的相 

*rorder     0         0        0          1        0  ***反应级数 

*freqfac  2.0e-0     ***指前因子，单位是(min)-1 

*eact 0   ***反应活化能为 0 

*renth 0  ****反应热焓为 0 

          *** rxk1 rxk2 rxk3 rxk4 rxk5 

*rxeqfor 'CH4'   4.213e+4  0  0  0  0   ***局部平衡化学反应 

如果某时刻某网格油相中'CH4'组分的实际摩尔分数 Xji 为 0.1，根据当前压

力温度下的相平衡常数计算的摩尔分数 Xequil 为 0.02，那么对于该正向反应，

ΔXji = MAX[0,0.1-0.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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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化学反应在 Builder 中的定义方法 

（1）首先在 Builder 中单击 Components，下拉菜单中选取 Reactions 

 

（2）弹出窗口，单击按钮，选取 Add a Reaction 

 

（3）主要化学反应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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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击 Reaction Rate，下拉菜单分别为： 

①根据组分摩尔分数控制反应速率； 

②根据压力控制反应速率； 

③根据渗透率控制反应速率； 

④根据流速控制反应速率。 

详细解释在第 2 章中均已介绍。 

 

① 根据组分摩尔分数控制反应速率，关键字是 RXCMPFAC。 

 
 

② 根据压力控制反应速率，关键字是 FREQFA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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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根据渗透率控制反应速率，关键字是 PERMSCALE。 

 

 

④ 根据流速控制反应速率，关键字是 MTVEL。 

 

（5）单击 Deviation from Equilibrium 按钮，是设置局部平衡化学反应，在 2.7 节

有详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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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化学反应结果查看 

带有化学反应的模型计算完后，一般需要查看参与反应的各组分的消耗或生

成的量，以及反应的速度等参数。要查看这些参数，需要在前处理中做一些输出

的设置。 

以 STARS 自带算例 stdrm001.dat 为例。该模型是一个火烧油层的算例，在

参数输出部分设置了跟化学反应相关的一系列参数。 

4.1 输出参数的设置 

（1）在井参数部分，设置了井底和地面条件下组分浓度的输出，并且以质

量分数和摩尔分数两种单位输出。关键字是： 

*OUTSRF *WELL *COMPONENT *ALL *MASS *MOLE *DOWNHOLE 

对应的 Builder 界面如图所示： 

 

（2）在网格参数部分，除了常规的压力、温度、饱和度等参数外，与化学

反应相关的参数有： 

*Y *X *W *SOLCONC 

其中 Y 是气相组分摩尔分数，X 是油相组分摩尔分数，W 是水相组分摩尔

分数，SOLCONC 是固相浓度。 

（3）在 Special 参数部分，除了其他模拟中也会用到的特定网格的温度、含

水饱和度、固相浓度等之外，与化学反应相关的参数有： 

A. 输出组分'WATER'和'HEVY OIL'通过化学反应生成或消耗的量，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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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是： 

matbal reaction 'WATER' 

matbal reaction 'HEVY OIL' 

B. 输出通过化学反应生成或消耗的热量，关键字是 

matbal reaction energy 

对应的 Builder 界面如图所示： 

 

设置完以上输出参数之后，才可以在后处理中查看模拟结果。 

4.2 模拟结果的查看 

（1）井参数，例如查看井底和地面条件下产出气中组分的浓度，后处理中

操作和曲线如图所示： 

 

（2）网格参数，例如查看焦炭的浓度分布，后处理中操作和曲线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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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pecial 参数，例如查看通过化学反应消耗的'HEVY OIL'组分的量、通

过化学反应生成的'WATER'组分的量、通过化学反应生成的热量等，后处理中操

作和曲线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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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最后，附上关于化学反应的一些经典问答，供大家参考。限于篇幅，

只选了 10 个经典问题放在文后，其他更多问题可以在 www.learncmg.cn 上自行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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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化学反应相关的常见问答 

1） 问：在用 STARS 做有关化学反应的模拟时，化学反应必须要给反应级数（关

键字*RORDER）吗？这个数据一般给多少？ 

答： 

用 STARS 做有关化学反应的模拟时，必须要设置反应级数。 

反应级数（关键字*RORDER）是用于表征该反应物组分的浓度对这个化学

反应速率影响程度的参数，一般取 1。如果取 0 的话，表示该组分不参与这个化

学反应，或者对这个化学反应速率没有影响。 

2） 问：在做凝胶模拟时，使用了 MASSBASIS 关键字，这时候化学反应的配平

系数是摩尔还是质量？此时 Builder 界面中关于化学反应质量守恒误差太

大的提示信息还用处理吗？ 

答： 

使用了 MASSBASIS 关键字后，化学反应配平系数的量纲就从摩尔转成了质

量。Builder 界面中化学反应物质平衡误差的计算都是按照摩尔来计算的，此时

就不具有参考意义了，可以忽略。 

如图所示，只要确保聚合物和交联剂的系数之和等于凝胶的系数就可以确保

质量守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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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STARS 中化学反应 Reactions 的反应频率因子 FREQFAC 能输入多个值

吗，可以与哪些参数相关？ 

答： 

这里有四个选项，可以设置 FREQFAC 与某个组分浓度、压力、渗透率、流

速等四个参数相关。 

 

4） 问：在用 CMG 做火烧模拟时，需要单独设置点火吗？还是只需要化学反应

就能实现？ 

答： 

CMG 模拟火烧油层时一般是需要点火的，关键字是 HEATR，具体可参考算

例 STDRM001.DAT。 

也有极个别能自燃的不需要点火，通过化学反应积累热量，然后实现自燃即

可。 

5） 问：在用 STARS 模拟化学反应时，如果定义了四个反应，他们是同时进行

的吗？ 

答： 

这个不一定。 

某个化学反应能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活化能和反应物浓度，以及其他（若有的

话）控制条件。 

如果所有化学反应的条件都达到了，就会同时进行反应。 

换句话说，只有达到反应条件的化学反应才会发生。 

6） 问：在 STARS 中设置化学反应时，如果两个反应的反应物和生成物本质相

同，唯一的区别是其中一个加了“催化剂”，如何判断是哪个反应已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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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 

答： 

STARS 具有灵活定义组分功能，可以将生成物使用组分复制功能分别定义为

组分 1 和组分 2，这样在化学反应设计过程中，可以使用这样的定义： 

 反应 1：A+B→C1+D1 

 反应 2：A+B+催化剂→C2+D2+催化剂  

根据生成物的相态，使用 OUTSRF GRID X Y W 输出网格中油、气、水中各

组分的摩尔分数。在后处理中通常查看生成物组分的摩尔分数即可判断相应的反

应有没有发生。 

7） 问：水热裂解模型中，设置的化学反应参数相同，只是注汽温度不同（一个

220℃，一个 300℃），但产气量没有任何区别，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答： 

这种问题要从两方面考虑： 

首先，热解产生气体有多种组分，需要对比不同组分气体产出量是否一致。 

其次，注入热量高，会导致酸性气体产出增大，如果模型显示产出气体量是

一样的，说明注入热焓对化学反应不敏感，这样可以考虑修改和温度相关的化学

反应参数，如活化能等。 

8） 问：使用 STARS 模拟并对比化学剂吞吐和衰竭开采两个模型，化学剂吞吐

由于化学反应生热导致温度和压力均升高，但是产量却比衰竭开采明显少

很多，是什么原因？ 

答： 

化学剂在地层中生热并导致温度和压力升高，的确是增产的有利条件，但是

在地层中产量变化是很多因素的综合影响。 

以相同的时间点 2018.6.21 为例，原本模型中只有油水两相（右图），加入

化学剂之后（左图），生成了气相，造成油相饱和度降低，同时由两相状态变为

三相状态，导致油相流动能力变弱。气液相渗曲线表中的临界气饱和度高于 0.04，

因而气相属于不流动态，进一步阻挡了油的流动。 

解决办法，可以降低临界气饱和度值，这样生成的气体不会在井周滞留，油

相流动能力增强。 



第 93 期：STARS 核心技术（3）化学反应动力学                      

 

 22 

 

9） 问：通过过程向导建立的泡沫驱机理模型，自动生成了十个化学反应，分别

有什么作用？ 

答： 

液膜 == 水+表活剂             **泡沫退化 与油无关 

泡沫气 == 氮气               **泡沫退化 与油无关 

液膜+油 == 水+表活剂+油       **泡沫退化 与油相关 

泡沫气+油 == 氮气+油         **泡沫退化 与油相关 

表活剂+水+氮气 == 液膜+氮气   **泡沫再生 液膜作为催化剂 

液膜+氮气 == 液膜+泡沫气     **泡沫再生 氮气作为催化剂 

液膜 == 圈闭液膜             **固相组分用于堵塞 

液膜+圈闭液膜 == 液膜        **Radke 流动分散 

圈闭液膜 == 水+表活剂         **圈闭泡沫退化，与油无关 

圈闭液膜+油 == 水+表活剂+油   **圈闭泡沫退化，与油有关 

在泡沫驱机理法模拟过程中，不用将所有反应都用上，要结合模拟的机理，

可以在其中选择。 

10） 问：在 STARS 中使用火烧化学反应时，可以设定不同温度区间发生不同的

化学反应吗？ 

答： 

可以。化学反应的发生可以通过活化能来控制。STARS 中可以通过关键字

*EACT_TAB 设置不同的温度区间用不同的活化能。 

该关键字是输入一个表格，表格中有 2 列数据，第 1 列是温度，第 2 列是活

化能。对于某个特定的化学反应，若要使温度大于某个值（例如 400℃）时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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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反应发生，可以将温度低于 400℃的活化能设置的比较大，温度高于 400℃时

活化能大幅减小。 

例如，温度低于 400℃时，活化能为 600000 J/mol，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

数，一般的反应不会发生，即使发生，速度也会比较慢。当温度大于 400℃时，

活化能迅速降为 50 J/mol，一般的反应都可以发生。 

也可以参考算例 verify75.dat 的 183-188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