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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对已调剖井增油降水效果评价的基础上 , 建立起调剖井的井口压力指数 、注水压力 、注水量 、对应油

井平均含水率 、堵剂用量和效果的样本库 , 利用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建立起调剖效果与这些影响因素的定量关系 , 以

此为调剖效果的预测模型。该模型可预测不同地质特征和工艺条件下的调剖效果。矿场应用结果表明 , 该方法预

测结果可靠性较高。

关键词　调剖　效果评价　预测模型　神经网络

　　胜利油田在化学调剖方面已形成早期油藏精细

地质研究 、大孔道识别与描述 、调剖井优选 、施工工

艺优化及效果评价等单项技术 ,并与石油大学合作

开发了区块整体调剖一体化集成软件。该软件在胜

利油田推广应用近 1000井次 ,应用效果较为明显 。

但该软件预测的调剖效果误差较大 ,易导致调剖决

策的盲目性 。因此 ,建立一套科学的调剖效果评价

预测方法 ,可帮助决策者根据拟采取调剖措施井的

地质及工艺条件预测其效果 ,评价调剖措施的潜力 ,

从而确定调剖措施的技术政策界限及其可行性 ,提

高调剖措施的成功率 。

基本思路:利用已调剖井的资料 ,评价出其相应

的效果 ,对这些井的静动态资料 、工艺参数和相应的

调剖效果 ,建立起水井调剖效果预测的样本集 ,再利

用这些样本建立起措施效果的预测模型 。这样就可

利用该模型预测不同地质特征 、不同开发状况和工

艺条件下的调剖效果 ,从而确定调剖的可行性 。

1　水井调剖增油降水效果评价方法

1.1　增油降水效果评价

生产井调剖前的含水率一般不断上升 ,其产量

不断递减 ,通过对调剖前产量递减规律的拟合 ,可预

测不调剖情况下的产量变化 ,而调剖后有一个实际

产量 ,这样 2个产量相减后对时间积分就可确定出

措施的增油量。

设措施前的产量符合指数递减规律

Qo(t)=ae-bt (1)

设调剖后实际的产量变化为 qo(t),则在有效

期内的增油量为

ΔNp =∫
T+τ

τ
[ qo(t)-ae-b t] dt (2)

式中 , T 为评价的有效期;τ为相对于拟合递减规律

起点的调剖时机。

同理 ,仿增油量评价方法也可评价其降水量 。

1.2　样本井效果评价情况

以孤岛油田调剖井为研究对象 ,取 2000年调剖

井作为建立预测模型的样本井 ,2000年调剖井能代

表孤岛采油厂的调剖工艺情况(包括地质特征和工

艺水平 2方面)。因此最终的评价井是 2000年调剖

的 83口水井对应的 253口油井。按调剖实施对象

井的特征分为3种类型:注聚合物驱前调剖井 、注聚

合物驱后转后续水驱调剖井和常规水驱调剖井 。对

注聚前调剖的井 ,在评价其效果时 ,无法将聚合物驱

的效果区别出来 ,所以对这类井的调剖效果无法客

观评价 ,也就无法建立相应的预测模型 。注聚后调

剖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调剖发生作用时 ,聚合物

本身也在发生作用 ,而且会出现 3种不同的情况:第

一是在注聚后含水率仍处于下降阶段调剖 ,这时可

能评价出调剖无效;第二是在注聚后处于含水率下

降的漏斗底端调剖 ,这时不管调剖与否含水率都将

变为上升 ,因此评价出调剖无效;第三是在注聚后含

水率处于上升阶段调剖 ,这时调剖可能会控制含水

的进一步增长 ,如果调剖成功则体现出调剖有效。

因此注聚后调剖井的效果由于受聚合物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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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准确评价 ,也就无法建立起相应的预测模型 。

因此本研究只针对常规水驱调剖井 ,建立的样本集

也只是常规水驱调剖样本集 。从总体评价结果看 ,

不同的地质条件和工艺条件调剖效果是不一样的 ,

常规水驱调剖效果的主要规律如下:

(1)注水井井口压力指数越低的井调剖效果越

好 ,统计 2000年的调剖有效井的平均压力指数值为

2.19 MPa ,而无效井为4.36MPa 。

(2)调剖前注水压力低的井调剖效果好 ,统计全

年调剖井注水压力 ,注水压力低于 5.03MPa 时调剖

总体上都有效 ,无效井的平均注水压力为7.62MPa。

(3)调剖前注水量越大的井调剖效果总体上越

好 ,措施有效井的平均日注水量为 167.84m
3
/d ,无

效井的平均日注水量为 138.90 m
3
/d。

(4)堵剂用量越大总体上调剖效果越好 , 2000

年调剖有效井的平均堵剂用量为 34.9t ,无效井的堵

剂用量平均为 30.8t。

(5)总体上对应油井含水越高的井调剖时增加

的相对油量越大 ,2000年调剖有效井的平均含水率

为93.7%,无效井的平均含水率为91.1%。

2　注水井调剖效果预测方法

利用多元回归方法建立调剖效果统计预测模型

是一种简单实用的方法 ,各种回归统计模型的建立

必须是在先确定出各种影响因素与调剖效果之间的

变化关系(如线性关系 、指数关系等)后 ,再回归相应

的系数 ,然后才可利用此模型预测 。影响措施效果

的原因很复杂 ,各因素对措施效果的影响关系无法

用一个固定的模式来描述 ,同时各影响因素间也具

有相关性 ,所以用常规的多元回归解决不了各影响

因素与措施效果之间的定量关系。人工神经网络正

好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它是在不知道输入对输出

的影响模式情况下 ,通过样本参数来对模型(网络)

反复训练而确定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 ,它实质上

也是一个非线性多元回归方法 ,但不需事先确定输

入对输出的影响模式。根据问题的特点 ,采用 BP

算法 。该算法的步骤可归纳如下:

(1)初始化 ,选定合理的网络结构 ,置所有可调

参数(权值和阈值)为均匀分布的较小数值。

(2)对每个样本作如下计算 。

①向前计算:对第 l层的第 j单元。

其中 , yi
(l-1)

(n)为前 1层(l-1层)的单元 i 送

来的工作信号 ,如果单元 j的作用函数为Sigmoid函

数 ,则

yj
(l)
(n)=

1

1+exp[ -υj
(l)
(n)]

(3)

且  ′j [ υj(n)] =
 yj

(l)
(n)

 υj(n)
=

exp[ -υj
(l)
(n)]

1+exp[ -υj
(l)
(n)]

=

yj
(l)(n)[ 1-yj

(l)(n)] (4)

若神经元 j属于第 1隐层(即 l=1),则有

yj
(0)
(n)=xj(n) (5)

若神经元 j属于输出层(即 l=L),则有

yj
(L)(n)=Oj(n),且 ej(n)=dj(n)-Oj(n)(6)

②反向计算 δ。

对输出单元

δj
(L)(n)=ej

(L)(n)Oj(n)[ 1-Oj(n)] (7)

对隐单元

δj
(l)
(n)=yj

(l)
(n)[ 1-yj

(l)
(n)] ·

∑
k
δk
(l+1)(n)ωkj

(l+1)(n) (8)

③按下式修正权值 。

ωji
(l)
(n+1)=ωji

(l)
(n)+ηδj

(l)
(n)yi

(l-1)
(n)

(9)

(3)n=n+1 ,输入新的样本。

(4)重复上述过程 ,直到 ζAV(样本平均误差)达

到预定要求 。

(5)当 BP 网络训练好后 ,给定网络一批输入

(影响调剖效果的因素),就可利用训练好的 BP 网

络模型得到相应的一批输出(预测的调剖井效果)。

3　预测模型的训练

样本集中包含的单井信息主要是影响调剖效果

的因素和相应的效果 ,即有:(1)调剖井的压力指数

值;(2)调剖井调剖前的平均注入压力;(3)调剖井调

剖前的平均注入量;(4)调剖井调剖前的平均含水

率;(5)调剖剂用量;(6)调剖井对应油井的无因次增

油量(注:调剖井的效果用无因次增油量表示是考虑

不同的调剖井对应油井的数目不一样 、对应油井的

产量基数不一样 ,而采用的一项评价指标 ,无因次增

产油量实际上是对应油井的增产倍数 。)。

根据 2000年常规水驱调剖的 29口样本井的相

应参数及调剖效果 ,利用前述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训练出常规水驱调剖井的调剖效果与各影响因素间

的预测模型 。图 1是将样本井的参数反代入预测模

型的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的对比图 ,从图中可看出 ,

所有点几乎都集中在 45°线附近 ,说明预测结果与实

际结果吻合非常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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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常规水驱调剖效果预测对比的 Q-Q 图

4　应用实例

为更好地说明模型的可靠性 ,用 2001年的部分

调剖井作为检验井来检验各种预测模型。

4.1　常规水驱调剖效果预测模型总体应用情况

收集了 2001年的11口常规水驱调剖井的有关

数据 ,相应的参数和预测结果见表 1。从表 1可以

看出 ,利用人工神经网络法预测的增油效果与实际

增油效果基本吻合 ,说明本预测模型具有较好的实

用性。

表 1　常规水驱调剖效果预测模型应用结果

井号
压力指数

/MPa

注入压力

/MPa

注入量

/m3·d-1

含水率

/ %

堵剂用量

/ t
神经网络预测结果 实际增油效果

1-11N13 3.1 4 160.3 59 6 -0.418 5 -0.919 9

1-16-21 3.4 5 205.3 94.5 20 0.165 2 0.128

1-16N17 2 2 134.3 96.4 30 0.292 8 -0.083 7

1-17-16 2.6 4 143.3 96.5 30 0.078 5 0.083 3

1-18-19 2.7 4 105.7 90.6 5 -0.354 9 -0.042 8

1-19-172 2.4 5 152.7 93 30 0.116 3 0.118 5

1-2-13 3.1 4.33 212.7 96.1 5 0.295 4 0.293 5

1-3N17 0.4 1 148.0 96.4 36 0.953 1 -0.004 1

1-4-817 1.2 2 206.7 91.5 28 0.929 0 1.190 3

1-5N16 5.3 7 256.0 97.3 30 -0.168 4 -0.048 3

D9-24 2.8 5.67 210.7 96.3 50 0.573 6 0.572 3

4.2　单井应用实例

以D9-24井调剖效果评价预测结果分析为例 ,

该井的基础数据是:调剖前平均压力指数为2.8

MPa ,平均注水压力为 5.67 MPa ,平均日注水量为

210.7 m3/d ,平均含水率为 96.3%,堵剂用量为 50t。

利用神经网络模型预测无因次增油量为 0.5723。

该井于 2001年 5月 6日调剖 ,共用无机堵剂 50t ,对

应D10-23 、D11N23 、D7-024 和 D8-24共 4 口油

井 ,调剖后对应油井明显见效 。该井的开采曲线见

图2 。

图2　D9-24 井对应油井开采曲线

图3是利用产量递减法评价的增油效果图 ,有

效期按 1.5 年算 ,考虑递减在内 , 该井调剖增油

3909.6t ,调剖前平均日产油 12.62t/d ,无因次增油量

为 0.5736。该结果与预测的无因次增油量 0.5723

吻合较好 ,误差只有 0.23%,说明本方法预测结果

可靠。

图 3　D9-24 井调剖增油效果

5　结束语

(1)调剖效果预测除受注水井压力指数 、注水压

力 、注水量及堵剂用量等技术因素的影响外 ,还受堵

剂质量 、施工情况等诸多人为因素的影响 ,这就为调

剖效果预测带来相应的不确定性 。

(2)通过对孤岛油田 2000年调剖井的效果评

价 ,利用神经网络的方法建立了常规水驱调剖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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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斜度井有杆泵抽油系统优化设计 

陈治军　吕瑞典　沈　娜
(西南石油学院 ,四川成都　610500)　

李才雄

(大港油田公司 ,天津大港　300280)

摘要　确定抽汲参数和泵效是实现大斜度井有杆抽油系统的重要内容。运用图表法和迭代法建立了大斜度

井有杆抽油系统优化设计模型 ,并编制了相应的软件进行实例计算。通过软件计算 , 可确定出抽汲参数 、抽油杆 、

扶正器间距和泵效的最佳组合。结果表明 ,该系统精确 、有效 ,适用于工程计算。

关键词　大斜度井　有杆泵　优化　泵效

　　目前国内各油田有杆泵抽油在原油开采中仍占

主导地位 。但是 ,有杆泵对深井 、斜井及高黏 、重蜡 、

多砂 、高腐蚀性油井和恶劣环境的适应性差 ,尤其是

随井深 、井斜和采液量的提高 ,有杆泵抽油机的尺寸

和重量越来越大 ,抽油杆事故越来越多 ,抽油泵效率

越来越低 ,归其原因在于细长的抽油杆带来的种种

问题。为适应大斜度井采油的需要 ,对有杆泵抽油

系统进行优化设计 ,以泵效最高为标准设计出程序 ,

以满足油田对大斜度井进行有杆泵抽油的需要。

1　有杆泵抽油系统优化设计

1.1　确定泵径 、冲程和冲次

根据试井资料确定产量 Q 和下泵深度L 。根据

机泵图[ 1](即图表法)选择抽油机型号和泵径 。用软

件把机泵图数据化 ,确定抽油机和抽油泵 ,即可初选

冲程 S 和泵径Dp ,然后利用深井泵理论排量公式

Q=1180ηSNDp
2 (1)

初取泵效 η=0.6 ,确定冲次 N 。

1.2　确定油管直径

泵径为 28 ～ 38mm ,油管直径为 60.3mm;泵径为

44 ～ 63mm ,油管直径为 73mm;泵径为 70mm ,油管直

径 88.9mm;泵径为 83mm ,油管直径为 101.6mm;泵

径为95mm ,油管直径为 114.3mm。

1.3　抽油杆设计

文献[ 2]中介绍了斜井抽油杆柱组合设计方法 ,

笔者对其抽油杆柱底端载荷计算公式进行更正 。

文献[ 2]中 ,下冲程时抽油杆底端载荷为

P0down=-F cp-F v-HsApγl (2)

式中 , F cp为泵柱塞与泵筒间的摩擦力;Fv为液体通

果预测模型 。通过样本井的反验证和 2001 年调剖

井的效果验证 ,证明该模型预测可靠性较好 ,可用于

实际井的调剖效果预测。

(3)在效果预测的基础上 ,可对拟调剖井的调剖

潜力进行评价 ,确定其调剖工艺的可行性。总体情

况是压力指数低 、注水压力低 、注水量高 、对应油井

平均含水率高 、堵剂用量大的调剖井效果较好 。

(4)为保证模型的准确性和提高其实用性 ,应尽

量扩大样本井的数目和样本井的多样性 ,多收集已

调剖井的资料 ,不断补充更新样本集。
参　考　文　献

[ 1] 　冯其红 ,韩松 , 赵文勇.应用人工神经网络方法预测油

井堵水效果.大庆石油地质与开发 , 2001 , 20(5):42～ 43

[ 2] 　冯其红 , 陈月明 , 姜汉桥 , 张建军 , 王树义.区块整体调

剖效果预测.石油大学学报 , 1997 , 21(5):30 ～ 32

[ 3] 　楼顺天.基于 MATLAB 的系统分析与设计———神经网

络.陕西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 1999

[ 4] 　冯其红 , 陈月明 ,姜汉桥 , 程木林.盘 2-23 块油藏整体

调剖设计及效果评价.石油勘探与开发 , 1999 , 26(4):82

～ 84

[ 5] 　白宝君 , 唐孝芬 , 李宇乡.区块整体调剖优化设计技术

研究.石油勘探与开发 , 2000 , 27(3):60 ～ 63

[ 6] 　陈玲 , 冯其红 ,于红军.BP 网络方法在油田措施规划中

的应用.石油勘探与开发 , 2002 , 29(3):78 ～ 80

(收稿日期　2003-10-14)

〔编辑　姚晓喻〕

第 25卷 第 6期　　　　　　　　　　石　油　钻　采　工　艺　　　　　　　　 　Vol.25 No.6

　2003年 12月　　　　　　　OIL DRILLING &PRODUCTION TECHNOLOGY　　　　　 　Dec.　2003

 作者简介:陈治军 ,现为机电工程学院 2001级硕士研究生。电话:028-83032142。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IENT PRESSURE

WITH THRESHOLD PRESSURE GRADIENT AND

INJECTION-PRODUCTION RATIO

by Wang Qingxia(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

search Institute of Daqing Oilfield Company Ltd.);Yin

Hongjun ,Huang Jinfeng

Abstract　The mathematical model with threshold

pressure gradient and injection-production ratio is con-

structed.The model is solved by numerical method.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ient pressure curves are plotted and

analyzed.The study shows that threshold pressure gradi-

ent and injection-production ratio have remarkable effect

on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ient pressure.For the case of

pressure dropdown test , pressure and its derivate type

curves show the trend of rising when the injection-pro-

duction ratio is less than 1.0 , and the pressure drop of

production also get increased;vice versa , pressure and its

derivate type curves show the trend of declining when the

injection-production ratio is higher than 1.0 , and the

pressure drop of production get reduced.For the case of

pressure buildup test , the pressure buildup more highly as

the threshold pressure gradient and injection-production

ratio gets higher.Therefore ,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se factors in well test analysis.

Key words　threshold pressure gradient　injection

-production ratio　mathematical model　pressure　type

curves

SECONDARY PROFILE CONTROL BY COMBINA-

TION FLOODING IN BLOCK LIU 62 , DA WANG

ZHUANG FIELD

by Deng Aiju , Tian Xiaochuan ,Guo Yongjun , Jiang

Tao ,Li Yun′e ,Liu Xiuyun ,(the Third Exploit Factory of

Huabei Oilfield Co.)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Block Liu

62 , such as deep burying depth , high temperature in

stratum , severe inconsistency in or among layers and

planes , rate of water cut increases quickly after many

small dosages-profile control and one big dosage-com-

bination flooding , so oil production effect was becoming

inefficient.SDC , TC -938 as nature commixture car-

boxylate were optimized in the secondary whole combina-

tion flooding.After the flooding , the oil recovery was en-

hanced , water cut was going down , and better stimulation

effect was obtained.

Key words　block Liu62　nature commixture car-

boxylate　secondary whole combination flooding

STUDY OF STATISTICAL METHOD FOR RESULT

PREDICTION OF PROFILE CONTROL

by Feng Qihong(University of Petroleum);Chen

Yaowu ,Guo Jinglai

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the evaluation model

about the oil incremental and water decreasing results of

profile control wells.It analyzes the factors that will influ-

ence the result of profile control and establishes the repre-

sentative species base including those factors and the cor-

responding results of profile control.The prediction model

of profile control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representative

species base by using artificial neutral network.That

model can predict the result of the profile control wells

having different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cess con-

ditions.The applied result shows that the result prediction

model of artificial neutral network for profile control is ac-

curate , reliable and effective.

Key words　profile control 　result evaluation 　

prediction model　neutral network.

OPTIMIZING DESIGN OF SUCKER ROD PUMP

SYSTEM IN HIGH DEVIATING HOLES

by Chen Zhijun , Lv Ruidian , Shen Na , (Xi′nan

Petroleum Institute);Li Caixiong

Abstract　The import content of implementing pro-

duction method with sucker rod pump in high deviating

holes is ascertaining pumping parameter and pump effi-

ciency.Based on graphology and iteration method , design

model of optimizing production method with sucker rod

pump in high deviating holes is developed , and estab-

lished a relevant software used for example calculation.

After calculating , the best combination of pumping pa-

rameter and pumping rod and interval of stabilizer and

pump efficiency are shown , which proves the optimization

system is precise and powerful and can be used for engi-

neering calculation.

Key words 　high deviating holes 　sucker rod

pump　optimization　pump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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