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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总结煤层气井排采控制工艺的发展历程，在现阶段自动化排采技术的基础上，展望未来智慧排采工艺的发展方向。自动

化排采设备控制精度高，维护方便，综合运营成本低，目前在煤层气开发领域已大量推广，但是排采控制制度及设备参数的设定，全

部依靠人工凭借经验手动设置，存在较为严重的不确定性。将机器学习算法与煤层气井自动化排采技术跨领域结合，进行智慧排采

决策系统的开发，为煤层气井智慧排采提供准确的产能预测和排采制度设置，是该领域未来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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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production  control  technologies  of  coalbed  methane  (CBM)  well  was

reviewed. Then, based on the current automatic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smart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future were prospected. It is shown that automatic production equipment is advantageous with high control accuracy, convenient

maintenance  and  low  composite  operation  cost  and  it  has  been  extensively  popularized  in  the  field  of  CBM  development,  but  its

production  control  system and equipment  parameters  are  all  manually  set  according  to  operators’  experience,  so  they  are  of  higher

uncertainty.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 field of CBM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is combining the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with the automatic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of CBM wel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production decision making system

to provide accurate productivity prediction and production system setting for the smart production of CBM w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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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拥有丰富的煤层气资源储存量，位居世界

第三，其中埋深 2 000 m以浅的煤层气资源量约为

36.8×1012 m3，与常规天然气储量相当，可采量约为

10.9×1012 m3；1 500 m以浅资源量大于 24×1012 m3［1］。

煤层气是赋存在煤层中以甲烷为主的多组分混

合气体。我国煤层气主要开采区域集中在沁水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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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东北阜新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等。现阶段，

中国煤层气开采正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排采控制方

面主要表现如下［2-3］。

(1)煤层气解吸—扩散—渗流是极其复杂的动

态过程，很难用一个数学模型进行量化、精准描述。

(2)煤层气井产气、产水阶段性强。产量变化需

要历经排采初期主要产水阶段、排采中期气水同产

阶段、排采后期产量下降阶段。针对不同的开采阶

段需要制定不同的排采方案。

(3)在排采过程中，由于煤层气储层层内结构较

为复杂、非均质性强，气水渗流过程复杂，井底流压

波动较大。

(4)煤层渗透性受应力变化影响较大。煤层孔

隙压力随排水降压过程的延续而下降，与外部围岩

应力产生的应力差增大，量化该过程无有效方法。

(5)煤层气田多处于偏远地区，地形复杂，交通

不便，且分布面积广，井数多，很难做到集中精细化

控制。

将煤层气排采控制技术发展历程分为 3个阶

段：传统排采工艺阶段、自动化排采阶段、基于机器

学习的智慧排采阶段。分别讨论了传统排采和自动

化排采工艺的优势与不足，探讨了机器学习算法在

煤层气排采控制中的发展趋势及技术挑战。

1    传统排采工艺

传统的排采方法以煤层气井的增产技术为主要

目标，如水力压裂技术、水平井技术等，必须深入研

究排采制度优化、动态监测、分析预测等，以实现煤

层气井生产目标［4］。

煤层气井传统排采制度中，地质技术人员首先

进行动态分析，依据不同阶段单井排水量、产气量和

井底流压的关系，合理划分每口井的排采阶段，然后

结合各阶段产水产气特征制定相应的排采制度。这

就需要不定时地人工调整参数和手动控制设备。这

种管理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实现自动化控

制［5-6］。主要弊端为：(1)人工采集数据难度大，准

确性差，周期长，很难做到精细化控制；(2)不能实时

反映排采关键数据，无法保证排采设备平稳、连续运

行；(3)不能及时调整设备运行参数，有异常情况时

不能及时维修；(4)人工成本高，工作效率低，劳动强

度大；(5)多数井区交通不便，安全风险高。

综上所述，在传统排采控制阶段，最大的难题

是人工调参的局限性：周期长、调节不及时、准确性

差、劳动强度大、安全风险高等。因此需要开展尽

可能降低人工干预程度的自动化排采控制技术

研究［7］。

2    自动化排采工艺

2.1    研究和应用现状

煤层气井自动化排采有利于管理部门及时掌握

煤层气井的各项工作状态，有效缩短故障处理时间

和减少人工巡井的次数，提高煤层气生产现场管理

水平，从而实现煤层气生产管理的信息化、精准化、

稳定化和自动化。

自动化排采控制技术以控制井底流压为核心，

结合煤层气田的储层特性和地质情况，根据气井的

产气产水规律和井底流压变化规律，人工预先设置

井底流压的变化速度，监测系统采集井底流压变化

情况，控制器自动计算并通过控制变频器调整抽油

机冲次、电机转速等，可实现煤层气生产过程长期、

连续、精准控制，以实现自动化排采［8］。

1987年，美国 Burlington公司研发了世界第 1
套煤层气自动化开采系统，并成功应用于圣胡安盆

地。系统由计算机监控装置、遥控装置、中继线系

统等部分组成，可实现煤层气现场的通迅、遥控、数据

采集、计算和报警等功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9-10］。

国内石惠宁等［5］基于自动化控制原理，研发

了以变频闭环控制技术为主的智能控制技术，实现

对井底流压和排采制度智能控制；秦义等［11］基于

 “五段三压法”排采认识和策略，开发了专门的智

能控制软件及对应设备，实现了井底流压的智能控

制，现场应用效果良好；白利君［12］将一种适应于煤

层气井的专用排采机应用于山西郑庄地区煤层气

井，根据管理者的意愿，实现多项参数的自动采集记

录储存，并自动生成最优工作制度；陈秀萍等［13］基

于“双环三控法”控制认识和策略，采用适用于煤

层气井的地面变频控制设备，实现了煤层气井从降

液、解吸至产气等不同阶段的自动化排采控制。

2.2    现阶自动化排采工艺的不足

现阶段的自动化排采工艺需要根据人工事先设

定的参数 (如动液面下降速度、井底流压变化范围

等)，设备自动调整抽油机冲次。无法根据现场的实

际情况进行快速反应。

解决上述问题时，综合煤层地质因素、井筒工程

因素、地面集输因素后，进行产能预测，制定未来排

采控制制度的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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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产能预测方法有数学建模、软件建模、

历史产气产水量分析等［3］。一些学者将预测煤层

气产能的研究角度从动态生产的模型分析转移到历

史排采井数据挖掘的机器学习方法上：通过对历史

煤层气井的地质、工程、排采、集输大数据机器学习

和挖掘，拟合出一套具有自适应煤层气井的智慧排

采决策系统，实现一井一制度智慧排采。

3    基于机器学习的智慧排采工艺

机器学习算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动优化排采

策略，大大减少人工分析的过程，实现排采制度的快

速决策和优化。

机器学习是从经验数据中学习数据表象背后的

复杂关系和模式，并对此进行研究，以帮助机器自动

决策，是一个跨领域的学科，与数据挖掘、人工智

能、数理统计和计算机等学科都有密切联系。

目前，机器智慧学习算法在煤层气领域应用还

处于萌发的起步阶段，常见的有神经网络技术、支持

向量机技术及支持向量回归机技术等［14］。

神经网络是一种模拟动物神经行为特征的数学

模型，基于对信息的分布储存和并行处理，具有自学

习功能。神经网络根据系统的复杂程度，通过调整

大量内部节点之间的互联方式，达到信息处理的目

的；通过分析历史数据进行自学习，对控制参数进行

调整，以达到最佳控制效果。

当抽采管路中的气体浓度发生动态变化时，通

过逻辑可编程控制器来调整阀门开度，调整煤层气

流量，可实现煤层气地面抽采的智慧控制［15］。基

于神经元人工网络智能控制理论和智能动态专家库

技术，自动排采控制方法可自动优化系统的各参数

值，实现煤层气井均衡、稳定、精确排采［16］。潘

庄 CM1井应用了基于时间序列预测思想的 BP神

经网络模型进行实际产能预测，结果表明：该模型能

准确预测煤层气井未来 30 d的产量变化情况，为煤

层气井排采制度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依据［17］。

神经网络技术还被应用于煤层气井开采模型

中，用于优化通风，建立有监督的神经网络长壁矿井

通风的瓦斯排量预测模型［18］。C. Ö. Karacan ［19］

利用智能优化控制方法进行了煤矿长壁工作面采空

区的瓦斯通气孔排采性能预测。

支持向量机 (SVM)是根据已有数据建立一种

函数关系的映射，通过最大化分隔超平面与数据之

间距离的方式来最小化泛化误差的上界，以此获得

相应的解。20世纪 90年代，V. Vapnik［20］首次提

出支持向量机的通用学习方法，现已广泛应用于各

领域。一般对小样本学习而言，支持向量机的预测

准确率要高于神经网络法［20-25］。煤层气排采不同

产层的水源来源识别中引入支持向量机的分析方

法，通过建立二叉树结构的支持向量机模型，识别煤

层气井的产出水源，计算准确率高于 80%［21］。

故障诊断方面，建立单井故障诊断模型，将支持

向量机与模糊聚类算法相结合，并利用粒子群算法

对模型参数进行优化，用于煤层气井具有良好的故

障诊断效果和自学习能力［22］。基于模糊型支持向

量机故障诊断模型还可预先处理并确定训练样本数

据的模糊隶属度，实现故障类型的有效诊断［23］。

在产能预测方面，支持向量机技术拥有在非线

性预测领域的优势，将改进的混合粒子群优化算法

和支持向量回归机等技术应用于煤层气井的产能预

测中，在沁水盆地南部樊庄区块的近 20口井进行了

产能预测应用［14］。依据智能计算方法，基于贝叶

斯证据框架和混沌时间序列的最小二乘支持向量

机 (LS-SVM)的煤层气产能预测模型在产能预测方

面优于 BP神经网络和 SVM预测方法［3］。

颜爱华［24］基于支持向量机理论的瓦斯含量预

测模型，利用工具箱结合现场实测数据对模型进行

了求解预测，并对比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多元线性回

归预测模型，发现支持向量机理论模型的预测结果

与现场实测值的误差最小。

此外基于支持向量机的井底流压预测模型可以

用于预测煤层气井的井底流压变化趋势，具有良好

的预测和分析效果［25］。

综上所述，目前神经网络主要在排采控制、产能

预测方面已展开研究。支持向量机技术则主要应用

于产能预测和故障诊断、水位检测等其他方面，在智

慧排采控制方面研究较少。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时代的到来，机器学习算法在煤层气排采中初步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处于起步阶段。

4    智慧排采技术发展方向及面临的挑战

煤层气排采控制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充分利

用机器学习算法和人工智能技术，形成智慧排采决

策系统，为煤层气井实现智能化和数字化气田管理、

提高劳动生产率、节能降耗提供有力的保障，并且为

未来煤层气举升装备的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方向。与

此同时，嵌入机器学习算法的智慧排采技术在煤层

刘斌等：煤层气井排采控制技术发展现状与展望 491



气领域的推广也会面临许多挑战：一是在数据库建

设方面，机器学习算法需要大量的训练样本，样本数

量越多，算法程序自动分析出来的规律越准确。这

里的样本指的是煤层气井的生产数据，需要建立一

个有足够样本的数据库平台，以便对未来新井的开

采提供数据支撑；二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监测技术，气

体在煤层中的流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过程，影

响产量的因素很多，现有的监测技术大多关注井底

流压、套压、动液面、产气、产水、冲次、冲程等基

本参数，且记录周期较长，不利于进行动态分析，因

此需要对更多生产参数 (储层压力分布、卸压面积、

解吸面积等)进行监测，并且建立动态连续的数据采

集系统；三是需要挖掘产量与各生产参数之间的内

涵关系，由于煤层气的解吸-扩散-渗流过程的复杂

性，数据之间的关系大多表现为非线性，要挖掘其中

的内涵关系，必须结合统计学、力学、地质学、热学

等多各学科进行综合分析。

5    结论

(1)应用机器学习算法的智慧排采工艺替代传

统排采工艺和自动化排采工艺，是煤层气排采控制

工艺的必然发展方向和结果。

(2)对自动化排采技术跨领域引入机器学习算

法，形成煤层气智慧排采控制决策系统，预先进行煤

层气产能预测，无需人为干预，智慧实时调整排采参

数，实现煤层气产能的最大化。

(3)目前机器学习算法在煤层气领域的应用还

处于起步阶段，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挑战。未来随着

智慧排采系统的完善，它不仅可以应用在排采控制

阶段，同样在地质、工程、集输等方面也有良好的研

究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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