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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合作并购油田过程中，由于常出现各项基础资料不完备问题，致使预测水平井产能一般误差较大，有时会导致

并购效益产生差异。通过研究影响水平井产能预测的“四维性”因素，即产水、脱气、出砂等在储层空间及生产时间上对产能的

影响，以 Joshi 公式为基础，建立了生产过程初期、中后期不同开发阶段考虑脱气、出砂 2 种导致相对渗透率剧烈变化因素下的

油藏水平井产能模型，分析了不同井底流压下各因素对水平井产能的影响，并对单因素及多因素进行了量化评价。某海外并购

油田某水平井产能计算表明，不同生产阶段，本文模型与水平井常用产能模型相比计算精度提高值达 34.66%，验证了其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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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complete data in merged oilfield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ay lead to significant error in predicting productivities 

of horizontal wells. In extreme cases, such error may lead to big difference in economic performances during merging process. In the 

concerned study impacts of “four-dimensional” factors including water production, de-gassing, sand production, etc. for productivity 

prediction of horizontal wells were reviewed in reservoir space and time, then on the base of the Joshi Equation, the model for predict-

ing the productivity of horizontal wells in different production stages was built 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 effect of de-gassing and sand 

production on dramatic changes of relative permeability, and finally the impact of various factors on the productivity of horizontal wells 

at different bottom-hole flow pressures was clarified,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n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and multiple factors was 

performed. The new model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productivity of some horizontal wells in a merged overseas oilfield.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model, the new model can enhance calculation accuracy for up to 34.66% in productivity prediction for horizontal 

wells. Reliability of the model has been verified through field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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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过程中并购海外油田问题备受关注，

由于测试井少、生产井少、地质资料少、无可靠的地

质模型等资料不完备问题使得无法使用数值模拟技

术。比如可靠的油藏模型是数值模拟的基础，针对

水平井开发油藏的特点，建立模型时地层模型应精

细到“沉积时间单元”或韵律段，显然，并购海外油

田时很难获取这些资料。前人对水平井产能计算模

型进行了大量研究［1-11］，Borisov［12］总结了水平井

的生产原理及发展历程，提出了水平井稳态产能计

算方程；Giger［13］基于 Borisov 公式，得出了均质各

向同性油藏水平井与直井的产能比方程，并比较了

水平井与直井的产能；Joshi［14］将水平井的三维渗

流问题简化为垂直及水平面内的二维渗流问题，利

用势能理论推导了均质各向同性油藏中水平井稳态

的产能方程，并进行了各向异性修正，该产能方程目

前得到了广泛应用；李春兰等［15］考虑了水平井筒

周围局部脱气时的产能计算方法。但目前国际合作

并购海外油田时现有水平井产能模型计算准确度不

高。笔者提出了“四维性”因素概念，据此建立了一

种新的油藏水平井产能预测模型，分析了不同井底

流压下各因素对水平井产能的影响，对单因素及多

因素进行了量化评价，最终以某海外并购油田某水

平井为例验证了本文方法的可靠性。

1　考虑四维性因素影响的水平井产能模型
Model for predicting horizontal well 
productivity with consideration of impacts 
of four-dimensional factors

油井生产时，储层压力一般高于饱和压力，而

井底流压低于饱和压力，井底会产生局部脱气现象。

依据各压力值大小，可判定储层脱气的可能性。对

于生产初期水平井局部脱气情况，按流动规律可将

流动区域分为 2 个部分：（1）油气两相渗流区，边界为

（rw，rb）；（2）单相油渗流区，边界为（rb，re）。为推导方

便起见，参照文献［15］对渗流模型进行了适当简化。

油气两相渗流区为径向渗流，由达西定律的微

分形式分离变量并积分，产量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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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流动的连续性［16］，适合于生产初期近井地

带发生脱气现象的油藏水平井产能计算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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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联立式（1）、式（2）可解出脱气半径。式（1）中
压力函数的计算方法为：从 So 与 p 关系曲线（图 1）、
相对渗透率曲线（kro-So 关系）可以求出 kro 和 p 的关

系曲线，并从高压物性资料可知 Bo、μo 与 p 的关系曲

线，利用这些资料进而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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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So 及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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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关系曲线［16］

Fig. 1 Correlation between p-So and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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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中后期，井筒周围出现出砂现象，由Hawkins
定义的地层伤害表皮因数公式得到出砂带表皮因数

计算公式［17］，进一步推导得到生产中后期存在着脱

气及出砂现象的油藏水平井产能计算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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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推荐利用声波时差法预测出砂的可能

性，据此对生产初期、中后期的产能方程选取进行界

定。国内外现有研究表明，不同的声波时差值对应

不同的出砂程度。当Δte<312 µs/m 为稳定砂岩，不

易出砂；312 µs/m<Δte<395 µs/m，地层可能轻微出

砂；而Δte>395 µs/m 为不稳定砂岩，极易出砂。故

Δte=312 µs/m 为储层进入生产中后期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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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响相渗四维性的单因素量化评价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for individual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four-dimensional 
properties of relative permeability

分别对脱气和出砂 2 种四维性因素进行敏感性

分析，量化评价其对产能大小的影响率，基本参数见

表 1。
表 1　基本参数

　Table 1 Basic parameters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k/mD 1 126 re/m 1 600
h/m 30.9 rw/m 0.1

μo/ mPa·s 0.15 pe/MPa 33.72
L/m 715

2.1　脱气影响

Impact of de-gassing
水平井生产时，当井底流压低于储层饱和压力

时，近井地带附近出现脱气现象。随着井底流压逐

渐降低，脱气半径增大，脱气现象愈加严重，对水平

井产能影响越来越大（见图 2）。表 2 给出了不同脱

气程度下水平井产量计算值较不考虑脱气影响时的

对比结果，可以看出，随脱气程度的加大，脱气对产

量影响率由 12.10% 增大到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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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脱气程度下水平井流入动态曲线
Fig. 2 Dynamic curves for inflow in horizontal well under 

different degrees of degassing

表 2　不同脱气程度对水平井产量的影响
Table 2 Impact of degassing of various degrees on horizontal 

well productivity

井底
流压 /
MPa

不考虑脱气影
响计算产量 /

m3·d-1

考虑脱气影
响计算产量 /

m3·d-1

影响
率 /
%

备注

32.4 8 242.78 7 245.16 12.10 脱气影响很小

32.3 8 867.23 7 494.96 15.47 脱气影响较小

32.2 9 491.69 7 642.23 19.48 脱气影响较大

2.2　出砂影响

Impact of sand production
井底附近地带的岩层结构破坏易引起水平井出

砂，随着出砂程度的增大，相同井底流压下水平井产

油量逐渐降低（图 3）。表 3 给出了不同出砂程度对

水平井产量的影响情况，出砂对水平井产量影响从

8.99% 增大到 20.85%。

30.5

31.5

32.5

33.5

34.5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井
底
流
压

/M
Pa

产油量/m3·d−1

Sc=0
Sc=0.3
Sc=0.5
Sc=0.8

图 3　不同出砂程度下水平井流入动态曲线
Fig. 3 Dynamic curves for inflow in horizontal well under 

different degrees of sand production

表 3　不同出砂程度对水平井产量的影响
Table 3 Impact of sand production of various degrees on 

horizontal well productivity

表皮因数 Sc 产量计算值 /m3·d-1 影响率 /% 备注

0 2 872.48 不考虑出砂影响

0.3 2 614.27 8.99 出砂影响较小

0.5 2 466.45 14.13 出砂影响较大

0.8 2 273.63 20.85 出砂影响很大

3　影响相渗四维性的多因素量化评价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for multiple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four-dimensional properties 
of relative permeability

生产中后期水平井产量预测时，需综合考虑影

响相渗四维性的脱气、出砂等因素。依据本文建立

的水平井产量预测新模型给出了水平井流入动态曲

线（图 4）（基本参数选取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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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综合考虑脱气及出砂影响的水平井流入动态曲线
Fig. 4 Dynamic curves for inflow in horizontal wells with 

consideration of impacts of both degassing and sand production

从图 4 可以看出，不同程度的脱气及出砂对水

平井产量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表 4 给出了综合考



643苗雅楠等：并购国外油田水平井产能快速准确预测方法

虑不同程度脱气、出砂影响下水平井产量计算值及

与不考虑 2 种因素时进行对比下的产量影响率，其

值从 21.83% 变化到 38.48%。

4 　实例分析
Case study

某国外并购油田某水平井基本参数如下：k=1 126 
mD，h=30.9 m，L=715 m，μo=0.15 mPa·s，Bo=2.1，
re=1 600 m，rw=0.141 667 m，pe=33.72 MPa，pw=33.26 
MPa。生产初期水平井开始脱气，中后期又出现出砂

现象。利用水平井常用产能模型（Joshi 公式）与本

文模型分别计算各生产阶段产量及本文模型计算下

产量精度提高值（见表 5），对于井生产初期，本文产

能模型计算精度提高 12.75%；对于井生产中后期，

本文产能模型计算精度提高 34.66%，由此可见本文

建立的并购国外油田水平井产能模型具备快速性、

准确性。
表 5　某水平井不同模型计算产量对比

Table 5 Productivity of an horizontal well calculated by different 
models

参数
实际生产情况 Joshi 

公式

本文产能模型

初期 中后期 初期 中后期

产量 /m3·d-1 2 315.45 2 005.13 2 872.48 2 577.31 2 177.46

精度提高值 /% 12.75 34.66

5　结论
Conclusions

（1）以 Joshi 公式为基础，建立了生产初期和中

后期考虑脱气、出砂 2 种“四维性”因素影响下的水

平井产能模型，可实现类似基础资料缺失的海外并

购油田产能的快速、准确预测。

（2）对影响相渗“四维性”的单因素进行量化评

价结果表明，不同脱气程度对水平井产量计算影响

率由 12.10% 增大到 19.48%，不同出砂程度对水平

井产量计算影响率由 8.99% 增大到 20.85%；对影

响相渗“四维性”的多因素进行量化评价结果表明，

综合考虑不同程度脱气、出砂影响下产量计算影响

率由 21.83% 增大到 38.48%。

（3）某海外并购油田某水平井计算实例表明，不

同生产阶段本文建立的模型与常用产能模型相比水

平井产量计算精度提高值达 34.66%。建议国内外

合作并购油田时，对于生产各阶段尽可能全面地考

虑影响相渗“四维性”的各因素，提高水平井产能预

测精度。

符号说明：

rw、rb、re 分别为井眼半径、脱气半径和供给半径，m；

kro、kh 分别为油相相对渗透率、水平方向渗透率，

mD；h 为储层厚度，m；pe、pb、pw 分别为地层压力、

地层饱和压力和井底流压，MPa；μo 为油相黏度，

mPa·s；Bo 为原油体积系数；a 为泄油椭圆轴半径，

m；L 为水平井长度，m；β为储层各向异性系数；

Sc 为出砂的表皮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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