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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胜利油田目前高含水和特高含水的现状 ,为适应市场经济对油田开发的要求 ,确定了极限初产油

量的表达式 ,并讨论了井深、投资、经营成本、油价的变化对它的影响 ,同时考虑税金、成本上涨率等因素建立了经

济极限含水的定量关系式 ,并对胜利油田老区分高渗透和低渗透两大类对经济极限初产油和经济极限含水进行了

测算验证 ,为油田开发决策和生产运行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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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适应市场经济对油田开发的要求 ,确保油田

开发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在分析开采规律的基础

上 ,对胜利油田的不同类型油藏经济极限初产油量

和经济极限含水进行研究 ,对优化新井井位、关停并

转无效井、降低成本、提高油田的开发经济效益和抗

风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极限计算中所用参数说明

a1—— 可变成本与日产液量关系曲线的截矩 ;

b1——可变成本与日产液量关系曲线的斜率 ;

C0——单井经营成本 ,万元 ;

Cp——单井可变成本 ,万元 ;

Cg——单井固定成本 ,万元 ;

f w min——油井经济极限含水 ,小数 ;

H—— 井深 , m;

i——经营成本年上涨率 ,小数 ;

I1——单井可变成本上涨率 ,小数 ;

I2——固定成本上涨率 ,小数 ;

Ib——单井地面建设投资 ,万元 ;

Id——单井钻井投资 ,万元 /井 ;

K 0——单位钻井成本 ,元 /m;

m——油价 ,元 / t;

n——吨油税金 ,元 / t;

ql——单井日产液量 , t /d;

q0min—— 油井经济极限初产油量 , t /d;

t——投资回收期 , a;

t′—— 预测年相距基础年的年数 , a;

T0——原油商品率 ,小数 ;

U——油水井系数 ,小数 ;

f0——年生产时率 , d;

Z——年综合递减率 ,小数。

二、新井经济极限初产油量的确定

1.定义　新井经济极限初产油量是指在一定的

技术和经济条件下 ,油井在投资回收期内的累计产

值等于同期总投资、累计年经营费用和必要的税金

之和。

2.计算方法　根据盈亏平衡原理 ,当在投资回

收期内累积经济效益为零时 ,即 t年内的累计产值

与累计投入相等时 ,新井经济极限初产油量为

q0min=
(K 0× 10

- 4
H+ Ib )U+ C0·

( 1+ i )
t
- 1

i

365f0T0
Zt- 1
Z- 1

(m- n)× 10- 4
( 1)

3.参数的确定　

( 1)中高渗透油田。

①油井开发基建投资。油井基建投资包括钻井

工程投资、地面建设投资及分摊的注水工程投资。

钻井工程投资估算包括钻前准备工程、钻井工

程、测井和完井工程投资 ,其投资定额主要和井深有

关 ,井越深 ,钻速越慢 ,单位钻井成本越高。根据胜利

油田 30多个老油田的统计资料 ,单位钻井成本和井

深关系见图 1。

单井地面建设投资按产能独立的具有相当规模

的油田来说 ,主要包括油气集输、注水、供排水、供

电、通讯、道路、公用工程等 ,投资 91. 68万元。

②采油井单井年经营成本。包括材料费、 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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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胜利石油管理局钻井成本与井深关系

费、动力费、油气处理费、注水费、工人工资及附加

费、修理费、油田维护费、井下作业费、测井试井费、

管理费及其它开采费用等。 根据 1996年和 1997年

16个油田的统计资料 ,完全年经营成本为 75. 1万

元 ;最低年经营成本包括完全经营成本前 5项及井

下作业费、测井试井费 ,共计 41. 4万元。

③税金。 增值税率的测算方法 ,按照《石油工业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 (第二版 ) ,根据不同

油价测算增值税率为 8. 2% ～ 10. 7% ,城市维护建

设费和教育附加费为增值税率的 10% ,资源税为 12

元 /t ,吨油税金为 66. 12～ 129. 7元 / t。

④其它参数。平均井深 1500～ 3000m ,投资回收

期内的年平均递减率按不同级别井实际统计规律 ,

投资回收期 6a ,经营成本上涨率为 3% ,生产时率为

330d,原油商品率为 0. 96, 油价 600～ 1000元 /t。

( 2)低渗透油田。油井开发基建投资、吨油税金、

其它参数取值与中高渗透油田相同 ,平均井深 2000

～ 3500m ,依据 9个低渗透油田近 2年统计资料 ,得

出初始年完全单井经营成本和最低单井经营成本分

别为 71. 7万元和 40. 37万元。

4.计算实例

( 1)中高渗透油田。井深 1500～ 3000m,油价

600～ 1000元 /t。中高渗透油田老区新井经济极限

初产油量为 4. 98～ 9. 61t (见图 2)。

图 2　中高渗透油田经济极限产油与井深关系 (完全成本 )

在井深相同 ,油价按 600元 /t和 1000元 /t计

算时 ,经济极限初产油量相差 3t多 ;油价按 900元 /

t计算 ,井深从 1500m增至 3000m ,经济极限初产油

量相差 1t以上。

最低成本计算结果见图 3,相同井深、相同油价

情况下 ,最低成本比完全成本新井经济极限初产油

量低 2t左右。

图 3　中高渗透油田经济极限产油与井深关系 (最低成本 )

( 2)低渗透油田。完全经营成本 ,在目前税收、油

价 600～ 1000元 /t、油井井深 2000～ 3500m情况

下 ,低渗透油田新井经济极限初产油量为 5. 21～

10. 92t。 最低成本 ,油价 900元 /t、井深 2000～

3500m,经济极限初产油量为 4. 23～ 5. 88t。

三、老井经济极限含水 (关井界限 )的确定

经济极限含水是指当油田 (或油井 )开发到一定

阶段 ,其含水达到某一数值时 ,投入和产出平衡 ,含

水如再升高 ,就没有利润了。达到经济极限含水的产

量即为老井的关井界限。

1.计算原理及公式　经济极限含水的计算 ,是

依据盈亏平衡原理。 单井可变成本和单井日产液有

较好的线性关系

Cv= a1+ b1ql ( 2)

考虑税金、成本上涨率 ,可得计算经济极限含水

公式

f w min= 1-
[ (a1+ b1ql ) ( 1+ I1 ) t′+ Cg ( 1+ I2 ) t′]× 104

365f0qlT0 (m- n )

( 3)

2.中高渗透油田老井经济极限含水的确定

( 1)常规成本条件下的界限确定。常规经营成本

指常规方法记载的成本 ,是从油井常规成本中扣除

储量占用费和投资中重复部分及可变成本 ,与单井

产液量有关 ,包括材料费、燃料费、动力费、油气处理

费、注水费 ,液量越高 ,费用越高。 根据 1996年和

1997年原油成本统计资料分析 ,孤岛、胜坨、东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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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个大油田的 5项单井可变成本与平均单井日产

液量关系式为

Cv= 14. 39+ 0. 3666ql ( 4)

固定成本包括工人工资及附加费、修理费、油田

维护费、井下作业费、测井试井费、管理费、其它开采

费用等 ,据近 2年原油成本统计资料 ,预测中高渗透

油田单井固定成本 49. 44万元。 测算结果见图 4。

图 4　中高渗透油田单井日产液与

经济极限含水关系 (完全成本 )

由图 4看出 ,经济极限含水随着液量的升高而

升高。 如当油价为 900元 /t时 ,单井日产液 60～

420t ,经济极限含水从 93. 39%上升到 97. 79% ,关

井界限 3. 97～ 9. 27t /d。

在相同液量情况下 ,油价增加 ,经济极限含水也

随着增加。

( 2)最低成本条件下的界限确定。在原油常规成

本中有许多成本项目与油井采油过程密切相关 ,有

些则是间接相关的。如按油井最基本的维持生产的

费用来计算 ,即用最低成本计算 ,又可得出一组经济

极限含水值。 其中 ,可变费用是不可缺少的 ,与常规

成本相同。固定成本仅取部分油田维护费和抽油设

备的折旧费 ,抽油设备费用为 ( 15～ 30)万元 ,抽油机

折旧年限 10a,电潜泵折旧 3a,井下作业费中的检泵

费按 2万元 /a测算。测算结果见图 5。最低成本油价

按 900元 / t时 ,单井日产液 60～ 420t ,经济极限含

水从 96. 41%上升到 98. 23% ,关井界限 2. 15～ 7.

45t /d。

3.低渗透油田老井经济极限含水的确定　与中

高渗透油田相比较 ,低渗透油田采油速度要低 ,单井

产油量及液量也很低 ,且由于油层埋藏较深而成本

高。这两类不同性质、不同特点的油田在投资经济效

益方面有明显的差异。

( 1)常规成本条件下的界限确定。根据低渗透油

田老抽油井近 2年来财务成本资料 ,滨南、渤南、临

图 5　中高渗透油田单井日产液与

经济极限含水关系 (最低成本 )

盘等 9个油田可变成本与油井平均单井日产液量有

较好的线性关系

Cv= 3. 0532+ 1. 0902ql ( 5)

由上式可见 ,油田可变成本随着油井平均日产

液量的提高而增加。

固定成本的计算方法与中高渗透油田相同 ,低

渗透油田单井固定成本为 47. 32万元。低渗透油田

完全成本油价按 900元 / t计算时 ,单井日产液 10～

50t,经济极限含水从 75. 39%上升到 91. 58% ,关井

界限 2. 46～ 4. 21t /d。

( 2)最低成本条件下关井界限的确定。低渗透油

田最低可变成本与常规可变成本的预测方法相同 ,

最低固定成本与中高渗透油田的取值方法相同。

低渗透油田最低成本油价按 900元 / t计算时 ,

单井日产液 10～ 50t ,经济极限含水从 88. 95%上升

到 94. 29% ,关井界限 1. 1～ 2. 86t /d。

四、结论

1.目前胜利油田大多数油区已进入高含水期 ,

确定合理的经济界限可提高油藏开发的经济效益。

2.合理经济极限初产油量的确定 ,便于更好地

优化新井井位、减少低效井 ,降低投资决策风险 ;同

时老井经济极限含水 (关井界限 )的确定 ,为跟随国

际油价动态 ,关停并转无效井、低效井提供了重要依

据 ,可有效地指导油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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