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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往稠油开采方式都是通过人工筛选的 , 不同的专家可能得出几种不同的筛选结果 , 而每种结果的好

坏难以评价。针对这一情况 ,提出并设计了 1 种更为可靠的筛选途径 , 即利用混合智能系统 , 将符号专家系统与人

工神经网络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通过符号专家系统优化神经网络的结构 , 同时用神经网络获取稠油开采方式筛选

所需的参数贡献度知识。该系统实现了知识的模糊表示 , 知识库的层次性组织 、知识的模糊推理等。用现场资料

进行检验 , 系统筛选结果与实际情况吻合很好。该混合智能系统的开发 , 也为其广泛用于石油勘探开发的其它领

域开辟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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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稠油开发晚期存在开采方式的转换问题 ,

新区存在特 、超稠油的动用问题 ,这些均面临稠油油

藏开采方式的筛选。在影响开采方式筛选的众多因

素中 ,储层参数和流体性质是最主要的。但由于这

些参数的多样性 ,难以用简单的表达式将它们与稠

油开采方式的关系表达出来 。以往都是通过开采方

式筛选表筛选 ,不同的专家可能得出几种不同的筛

选结果 ,而每种结果的好坏难以评价 。因此采用符

号专家系统与人工神经网络联合机制 ,利用符号专

家系统为人工智能优化结构 、而人工神经网络通过

流速影响很大。杆管同心情况下 ,杆柱运动时 ,环空

中的速度分布不对称;偏心情况下 ,杆柱运动时 ,在

上 、下冲程 , θ=0 , n 值越小 ,无因次最大速度越大 ,

θ=π时 ,两者有差别 ,但差别很小。

符　号　说　明

K ———稠度系数 ,Pa·s
n
;

n ———流性指数 ,无因次;

p ———压力 ,Pa;

Q———流量 ,m3/ s;

R i 、Ro ———抽油杆 、油管的半径 ,m;

rd ———速度梯度等于零的柱面的半径 ,m;

r ———径向坐标 ,m;

S ———冲程 ,m;

t———时间 , s;

Trz 、Tzr———偏应力张量 ,Pa;

u ———速度分量或运动速度 ,m/ s;

v0 ———悬点运动速度 ,m/s;

ρ———流体密度 ,kg/m3;

Υ———压力梯度 ,Pa/m;

下标 t 、p———分别表示同心和偏心;

ω———曲柄角速度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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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学习为专家系统提供可靠的权重分配的互补特

点 ,能更好地来决策稠油油藏的开采方式。同时这

2个系统又能对决策结果互相验证 ,使决策更为可

靠。

一 、混合智能系统的原理

传统专家系统(SBES)能充分利用领域知识和

专家经验对问题进行求解 ,并能根据求解逻辑回答

用户提出的问题及对结果做出解释 ,但它存在知识

获取难 、知识表示难 、性能范围窄等缺点 ,无法处理

非逻辑推理问题 ,即专家系统处理问题的方法接近

人的逻辑思维。而人工神经网络恰好克服了符号专

家系统的弱点 ,其求解过程近似于人的形象思维 。

但是 ,人工神经网络训练时间长 ,学习速度慢 ,无法

对结果做出解释 。因此 ,融合以上 2种机制 ,建立混

合智能系统 ,可使二者扬长避短 、互相弥补[ 1] 。

在稠油开采方式混合智能模型中 ,符号专家系

统通过知识的获取 、整理 ,建立了一套具有层次的知

识库 、推理机制以及解释机制 ,并为人工神经网络优

化结构。而对于专家系统中难以准确描述的知识权

重(本文主要指贡献度),可通过机器学习获取各项

参数的贡献度 ,从而改善知识库中的规则 ,解决了专

家人为给定权重带来的不精确性问题。该模型的构

造可充分发挥人工神经网络处理带噪数据的优越

性 ,同时利用符号专家系统优化神经网络结构并对

网络运行结果做出解释。基本结构见下图。

混合智能系统的结构图

二 、符号专家系统模块

1.知识的整理与分类　在建立专家系统以前 ,

专家知识的收集和整理的好坏是决定系统性能优劣

的关键 。在筛选稠油开采方式时 ,知识种类繁多 ,有

的知识可以用数值描述 ,有的用文字描述 ,还有的用

图形描述 。同时根据决策目的的不同 ,存在着不同

的决策内容。根据稠油开采方式决策知识的特

点[ 2] ,整理出具有以下层次的知识。

(1)按稠油粘度将其分为普通稠油 I 类 、普通稠

油 II类 、特稠油和超稠油 ,根据专家经验初步给出

每种类型稠油油藏适宜的开采方式。

(2)采用 1 票否决剔除(1)中不适宜的开采方

式 。

(3)对剩余的开采方式反向筛选油藏地质参数

和流体性质参数。

(4)对文字型条件的知识进行筛选 。

(5)若为已动用稠油油藏 ,则对下步方式转换时

机进行评价 。

(6)对筛选出来的开采方式进行评价。

2.知识的表示　在稠油油藏开采方式决策中 ,

开采方式由于其机理的不同 ,类型繁多 ,同时许多规

则是模糊的。为了充分形象地将它们描述出来 ,主

要采用规则和框架方式来表示知识。用规则表示的

知识如:“若油藏存在裂缝 ,则不适宜蒸汽驱开采”。

用框架表示的知识以常规蒸汽驱方式为例 ,见表 1。

在框架表示的知识中 ,特征参数的范围具有不精确

性 ,例如对油层纯总比而言 ,在[ 0.4 ,1]之间还有好

差之分 ,为了进一步准确地描述它 ,采用了 Zadeh的

模糊子集概念及其可能性理论[ 3] ,提出了特征参数

的“优劣度” ,将该范围又分为优 、中 、差 ,对最优范围

认为最适宜 ,给定的权重为 1 ,其它均小于 1。模糊

概念表示如下。

设论域 U = x1 , x2 , x3 , U 为某特征参数如

“油层纯总比”的值域;x1代表区间[ 0.4 ,0.5), x2 代

表区间[ 0.5 ,0.6), x 3代表区间[ 0.6 ,1] 。

该特征参数对适合于某种开采方式(如常规蒸

汽驱)的程度对 xi打分如下

UA(x1)=0.6　UA(x2)=0.7　UA(x 3)=1

这样确定的模糊子集

A= (x1 ,0.6),(x2 ,0.7),(x3 ,1)

表示 x1 、x2 、x3对“适合用常规蒸汽驱开采”这一模

糊概念的优劣度。其它参数的优劣度见表 1。

3.知识的组织　对于智能系统 ,其性能一方面

取决于知识的质量和数量 ,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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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常规蒸汽驱开采方式筛选

参　　数 筛选条件 优劣度 贡献度

原油粘度/mPa·s 50 ～ 10 000
[ 50 , 5000]

1
(5000 , 10 000]

0.6 10

油藏埋深/m 150～ 1400
[ 150 , 500]

0.5
(500 , 1000]

1
(1000 , 1400]

0.5 10

油层纯厚/m ≥10.0
[ 10 , 20)

0.6
[ 20 , 45]

0.1
>45
0.6 10

油层纯厚度比总厚度 ,小数 ≥0.4
[ 0.4 , 0.5)

0.5
[ 0.5 , 0.6)

0.7
[ 0.6 , 1.0]

1 10

孔隙度/ % 0.2 — — — 6

含油饱和度/ % >0.45 [ 0.45 , 0.5)
0.55

[ 0.5 , 0.68)
0.7

[ 0.68 , 1.0]
1

11

丰度 >0.10 — — — 6

储量系数/ t·(km·km·m)-1 >10.0 — — — 6

渗透率/μm2 >0.25 [ 0.25 , 0.5]
0.55

(0.5 , 1.5]
0.7

>1.5
1

10

渗透率变异系数 <0.7
[ 0 , 0.5]

1
(0.5 , 0.6]

0.6
(0.6 , 1]

0.4 10

地层压力 <静水柱压力 — — — 6

的组织与管理。这里组织知识的方法借鉴了专家的

一般求解思路和知识表示形式 ,采用知识的对象化

和层次化相结合的组织形式。具体做法是:在知识

整理和分类的基础上 ,将数值型知识 、文字型知识和

图形型知识看作 3种对象 ,再根据稠油开采方式筛

选的特点 ,将知识层次化组织 ,即将对象融合于层次

之中 。这种组织知识的方式优越性在于:

(1)使知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便于与推理机分

离 ,不会因为知识的组织方式改变而对推理机产生

影响;

(2)便于知识的搜索;

(3)便于知识的管理和维护;

(4)便于在知识库中存放用多种形式表示的知

识。

4.模糊推理　模糊推理是扎德等人提出的一种

不精确推理 。模糊推理基本原理是模糊三段论 ,包

括模糊假言推理 、模糊拒取式推理 、模糊假言三段

论。这里主要采用模糊假言推理。

若 A 和B 分别为论域U 和V上的模糊子集 ,表

示2个模糊概念 ,且有:如果 x 为A ,那么 y 为B 。

若已知 x 为A′, A′是论域U 上的模糊子集 ,且

A与A′可以模糊匹配 ,则可推出 y 为 B′, B′是 V 上

的模糊子集。

模糊合成:设 R1 和 R2 分别是 U ×V 和V×W

上的2个模糊关系 ,则 R1 和 R2的合成是 U 到W 的

1个模糊关系 ,记为 R 1·R2 。定义隶属函数为

μR
1
·R

2
(U ,W)=∑

v ∈ V

μR
1
(U , V)×μR

2
(V ,W)

　　模糊推理是通过模糊变换(模糊子集的合成)来

实现的。在模糊规则如果 x 为 A ,那么 y 为 B 中 ,

A 、B 分别是论域U 、V 上的模糊子集 。设 R 表示在

A与B 间存在的因果关系 ,此时 ,由已知的模糊事实

A′,通过 A′与R 的合成可得到B′,即 B′=A′·R 。

例如 ,取原油粘度 、埋藏深度 、有效厚度和纯总

比 4个参数作为评判因素 ,分别用 u1、u2 、u3 、u4 表

示 ,它们构成了论域 U ,评判的方式如为蒸汽驱 、蒸

汽吞吐 、火烧油层 ,分别记为 v1 、v 2、v3 ,它们构成论

域 V 。

设 u1得到的评判结果是(0.6 , 0.2 , 0.3);u2 得

到的评判结果是(0.8 ,0.2 ,0.1);u3 得到的评判结果

是(0.5 ,0.3 ,0.4);u4得到的评判结果是(0.4 , 0.4 ,

0.7),则

R =

0.6　0.2　0.3

0.8　0.2　0.1

0.5　0.3　0.4

0.4　0.4　0.7

　　设 4个评判因素的权重分别是 0.2 , 0.4 , 0.2 ,

0.4 ,它们组成了 U 上的一个模糊向量 A =(0.2 ,

0.4 ,0.2 ,0.4),由此可得该区域的综合评判结果为

B =A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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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4 ,0.2 ,0.4)

0.6　0.2　0.3

0.8　0.2　0.1

0.5　0.3　0.4

0.4　0.4　0.7

=

(0.28 ,0.19 ,0.35)

　　归一化得 B=(0.34 ,0.23 ,0.43)

三 、人工智能网络模块

在这里 ,神经网络由一组三层 BP 网络组成 ,主

要作用是获取稠油开采方式筛选所需的参数贡献度

知识。通过对大量稠油开采实例的学习训练 ,提取

与稠油开采有关的特征参数的贡献度。该系统主要

包括数据处理块 、学习块 、测试块 、特征参数贡献度

提取块(见结构图)。

数据处理块的作用是将实例数据映射到[ 0 , 1]

区间中 ,便于处理。

学习块中 ,采用反向传播算法对给定的实例数

据进行学习 ,以发现数据间隐含的从特征到结论的

映射关系 。

特征贡献度提取块是该系统的特色之一 ,在稠

油开采方式筛选中 ,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参数特征 ,而

确定各个参数的重要程度即贡献度是个难题 。因

此 ,采用人工神经网络具有获取知识能力的特点 ,设

计了贡献度的提取算法。

该算法的基本思路是:通过隐层节点实现输入

节点对结论的作用;隐层节点接受输入节点的作用

后再将它传递给输出节点 。而节点的相互作用又表

现在它们之间的连接权重上 ,因此 ,可以通过分析各

层之间的连接权重来提取输入点对结论的贡献度 。

设输入层(I)节点数为 IA ,隐层(H)节点数为

HA ,输出层(O)节点数为 OA ,用WIHi , h表示 I 层第i

个节点到 H 层第 h 个节点的权重 , WHOh , o表示 H

层第h 个节点到第O 层第o 个节点的权重 ,则贡献

度的计算方法为

AMI =

∑
HA

h = 1

WIHi , h

∑
IA

i = 1

WIHh , i

·∑
OA

o = 1

WHOh , o

∑
IA

i = 1

∑
HA

h = 1

WIHi , h

∑
IA

i = 1

WIHh , i

·∑
OA

o = 1

WHOh , o

　　表 2为以常规蒸汽驱为例 ,采用贡献度提取算

法获得的结果与现场专家给定的结果比较。从中可

以看出 ,自 ANN提取的贡献度与专家提供的比较接

近 ,并得到了专家的认可。说明这种贡献度提取算

法是可行的 。
表 2　常规蒸汽驱特征参数贡献度比较

特征参数 自 ANN 提取 专家提供

储量系数 0.081 0.064

埋藏深度 0.093 0.106

地层原油粘度 0.045 0.106

有效厚度 0.085 0.106

纯总比 0.105 0.106

含油饱和度 0.098 0.106

孔隙度 0.063 0.064

丰度 0.105 0.064

渗透率 0.106 0.106

地层压力 0.11 0.064

　　四 、利用符号知识优化神经网络结构

符号系统与神经网络的结合 ,最主要的特点就

是利用符号知识优化神经网络结构 ,改善网络的学

习性能
[ 4]
。

在构造神经网络的过程中 ,发现三层神经网络

与产生式规则之间具有一定的映射关系:网络的输

入层与产生式规则的前提相对应 ,网络隐含层与中

间结论相对应 ,网络的输出层与规则的结论相对应。

因此 ,传统专家系统运用规则进行符号推理的过程 ,

可以用神经网络各层之间大量神经元的并行计算来

代替 。其中 ,构造的神经网络输入层代表筛选各种

开采方式所需的特征参数 ,中间层为隐层 ,输出层代

表筛选的开采方式 。这里主要采用的是前面提到的

贡献度提取算法来优化网络结构 ,主要是通过去掉

贡献度最小的变量 ,得到新的结构网络 ,同时采用 V

组交叉测试方法来提高其优化速度。

五 、应用

用构造的符号专家系统和神经网络专家系统 ,

对单家寺试验区 、克恩河十井组 、杜 66断块 、Miga断

块进行了开采方式的筛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

于对神经网络训练时 ,收集的实例主要是国内外稠

油油藏进行常规蒸汽驱 、常规蒸汽吞吐和火烧油层

3种方式的例子 ,因此 ,神经网络专家系统筛选开采

方式主要针对这 3种方式。结果见表 3。

单家寺试验区油层埋藏深度为 1150m ,有效厚

度达 36.5m ,但原油粘度偏高 ,由于试验区存在边底

水 ,对蒸汽驱而言是不利条件。实际中选用蒸汽吞

吐的方式开采。

美国克恩河十井组是蒸汽驱开采的成功范例 ,

该区块地下原油粘度不高 ,为2710mPa·s ,地层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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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个系统决策结果

稠油油藏
开采方式筛选结果

SBES 可信度/ % 采收率/ % ANN 输出值

单家寺试验区

常规蒸汽吞吐
水平井蒸汽吞吐

热水驱
正向干式燃烧
正向湿式燃烧

86.84
60.98
58.33
56.99
54.55

17.98 常规蒸汽吞吐
常规蒸汽驱
火烧油层

0.9998
0.0005
0.9995

克恩河十井组

常规蒸汽吞吐
常规蒸汽驱

水平压裂辅助蒸汽驱
水平井蒸汽吞吐
水平井蒸汽驱
热水驱

正向干式燃烧
正向湿式燃烧

78.02
77.19
66.67
60.98
43.48

100
56.99
54.55

25.01
52.04

常规蒸汽吞吐
常规蒸汽驱
火烧油层

0.9997
0.9998
0.8999

杜 66断块

常规蒸汽吞吐
常规蒸汽驱

水平井蒸汽吞吐
水平井蒸汽驱
热水驱

正向干式燃烧
正向湿式燃烧

83.19
65.03
85.37
21.74
79.17
67.74
65.91

21.27
28.12

常规蒸汽吞吐
常规蒸汽驱
火烧油层

0.9489
0.0012
0.9956

Miga断块

常规蒸汽吞吐
水平井蒸汽吞吐
水平井蒸汽驱
热水驱

正向干式燃烧
正向湿式燃烧

78.07
36.59
21.74
41.67
92.31

100

19.35

65
65

常规蒸汽吞吐
常规蒸汽驱
火烧油层

0.9991
0.0005
0.9995

较好 ,埋藏浅 ,厚度大 ,纯总比高。

辽河油田杜 66断块 ,实际采用常规蒸汽吞吐的

开采方式 ,该断块油层纯厚度与总厚度之比为0.45 ,

对蒸汽驱而言是不利因素 ,早期进行蒸汽吞吐降压

开采 ,适当时候可考虑转为蒸汽驱 。单家寺试验区

和杜 66断块均适合于火烧油层方式开采 ,但由于火

烧油层技术难度大 ,实际中难以操作。

马来西亚Miga油田地下原油粘度为 355mPa·s ,

属于普通二类稠油油藏 , 但其油层埋藏深度为

1300m ,对于蒸汽驱是不利条件 。该油田实际采用

的方式是火烧油层。

从筛选结果看 ,符号专家系统的决策与神经网

络专家系统的决策结果十分近似。二者与实际也基

本吻合 ,同时该系统也可以通过采收率的计算对筛

选结果做出简单的评价。

六 、结论

1.利用收集整理的稠油开采方式筛选知识 ,建

立了符号专家系统与神经网络相结合的混合智能模

型。

2.利用神经网络的学习能力实现了稠油开采筛

选特征参数的贡献度的自动提取 ,解决了传统专家

系统难以描述不精确知识的问题 ,利用符号专家系

统优化神经网络结构 ,改善网络学习性能 ,充分实现

了 2种机制的融合 。

3.完成了知识的模糊表示 ,实现了有效的模糊

推理。

4.系统互相弥补 ,互相验证 ,通过应用 ,证明该

系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不仅可以应用于稠油开

采方式的筛选 ,还可以广泛应用于石油勘探开发的

其它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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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ING MODEL ON VARIED STRESS NEARBY WELL IN 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

by Qin Jishun , Zhang Xinhong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 East China)
Abstract　An experimental study was carried out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 among rock permeability , porosity

(compression coefficient)and effective stress , and to drive a state equation.The station equation can be used in setting

up single well one dimensional two phase radial flow model whose boundary value problem can be worked out by a three

dimensional two phase numerical model.By the flow principle in nearby well of low-permeability stratum under varied

stress conditions can be further studied , and IPR curves of single well can also be plotted.It was also discussed that the

radial flow model was used in interpreting oil field production data.Therefore , studying reservoir sensibility by experi-
mental approach and computer models in doing with oil field production data were practicable and reasonable.

Subject heading　low-permeability reservoir　state equation　elastoplasticity　radial flow　model　IPR curves

FLOW OF POLY OUTPUT LIQUID IN ROD AND TUBE ANNUAR SPACE

by Zheng Junde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Sun Zhi , Ren Gang ,
Miao Zhenbao

Abstract　Laboratory testing showed that rheological property of polymer solution used in Daqing Oilfield agree with

power-law mode.According to non-Newtonian fluid mechanics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method , and the plunger moving

property taken into account , fluid velocity distribution , flow rate and pressure gradient equations were set up in the con-
ditions concentric and eccentric of rod and tube annular space , and approximate solution were obtained.Calculating ex-
ample showed that fluid velocity in rod and tube annular space changes steadily along with rod moving of up and down.In
the condition of concentric of rod and tube , the stronger non-Newtonian property is ,when θ=0 , the smaller n is , the

larger dimensionless maximum velocity is;when θ=π, the two dimensionless maximum velocities differ slightly in the

condition of charging n.
Subject heading　polymer　power law fluid　pumping well　rod and tube annular　flow property

REAL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MIXED INTELLIGENCE SYSTEM IN SCREENING OF

VISCOUS CRUDEOIL PRODUCTION SCHEMES

by Sun Yanjun(Manage Branch of Hangzhou Electron and Industry Institute)
Abstract　Traditionally the screening of viscous crude oil production schemes are conducted manually , in which ev-

ery experts may arrive at different results and the superiority of these are hard to judge.The mixed intelligence system

which is more reliable is put forward.In the system , the symbolic expert system(SBWS)and the artificial neural net-
work are integrated , the former being aimed at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latter while the latter being used to acquire

the contribution degrees of screening of viscous crude oil production schemes' character parameters.With the system ,
fuzzy expression of expert knowledge , multi-level organization of the knowledge base , fuzzy inference are realized.A sat-
isfactory result was yielded in the field testing.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also opens a new perspective toward a more

extensive utilization of the mixed intelligence system in other areas of oi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Subject heading　mixing　intelligence　viscous crude oil　recovery method　sign　expert system　nerve net-

work　fuzzy inference

STUDY ON PRESSURE DISTRIBUTION IN FRACTURE DURING PRODUCING PROCESS

by Guo Dali , Zhao Jinzhou , Ji Lujun(Southwest Petroleum Institute)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mechanics of gas and oil flow in reservoir after fracturing , a pressure distribution model

during producing process has been established , which consider the variation of closure pressure and fracture conductivity ,
and includes flow equations of formation system , flow equation of fracture system , closure pressure equation and conduc-
tivity equation.Meanwhile these equations have been iteratively solved by Alternating Direction Method and Prediction-
Correction Method.Based on those work , a set of software simulating pressure distribution in fracture has been devel-
oped , which can be used to guide and emend the fracturing design , and selection of treatment material and parameters.

Subject heading　fracturing　fracture pressure　flow conductivity　percolation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CID FLUID IN OFFSHORE FIELD

by Zhang Zhenfeng , Zhang Shicheng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 Beijing), JiangXiaolan , Shan Xuejun

Abstract　compound acid is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actical condition of pay zone at offshore Oilfield , such
as high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 low bonding strength and gravel pacing.The compound acid has less damage and bet-
ter suitable dissolving capacity to formation.It has remarkable effective on plug removing induced by drilling fluid and ce-
ment liquid too.According to demand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 there are many restrictions on acidizing at offs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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