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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勘探与开发
摘要：通过对 AKPO 高挥发性油田储集层连通关系与油井见水后含水上升规律的分析，建立新型含水上升模型，确
定优化注水时机和策略。可将含水上升形态划分为 3 种类型，其油井含水上升机理主要受储集层连通关系控制，单
期水道或朵叶体内单期砂体直接连通，储集层发育及层内连通性好，直接注采受效，含水上升曲线呈“亚凸型”；多
期砂体搭接连通，层内连通性好，但搭接部位储集层物性、连通性较差，注水受效较慢，含水上升曲线呈“亚凹形”；
多期砂体复合连通，具有直接连通与搭接连通两种类型的特点，储集层物性与连通性介于两者之间，注水受效稍慢，
含水上升曲线呈“亚 S 型”。以油水相对渗透率比值关系式为基础，建立了新型含水上升规律模型；通过对实际油井
生产数据的拟合分析，提出了油井见水后实施优化注水的最佳时机与相应技术，水道储集层可采用“提高纵向波及”
为核心、朵叶体储集层可采用“改善平面波及”为核心的优化注水技术；经 AKPO 油田实际应用，效果显著，可以
指导同类油田的开发。图 19 表 3 参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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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cut rising mechanism and optimized water injection technology for
deepwater turbidite sandstone oilfield: A case study of AKPO
Oilfield in Niger Delta Basin, West Africa
YUAN Zhiwang, YANG Baoquan, YANG Li, GU Wenhuan, CHEN Xiao, KANG Botao, LI Chenxi, ZHANG Huilai
(CNOOC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Beijing 100028,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servoir connection relationship and the water-cut rising rules after water breakthrough in the
highly volatile oil AKPO oilfield, a new model of water-cut rising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timing and strategy of water injection were
put forward. The water-cut rising shapes of producers after water breakthroug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and their water-cut rising
mechanism is mainly controlled by reservoir connectivity. For the producers which directly connect with injectors in the single-phase
sand body of the single-phase channel or lobe with good reservoir connectivity, the water-cut rising curve is “sub-convex”. For the
producers which connect with injectors through sand bodies developed in multi-phases with good inner sand connectivity but poorer

版权所有

physical property and connectivity at the overlapping parts of sands, the response to water injection is slow and the water-cut rising curve
is “sub-concave”. For the producers which connect with injectors through multi-phase sand bodies with reservoir physical properties,
connectivity in between the former two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direct connection and overlapping connection, the response to water
injection is slightly slower and the water-cut rising curve is “sub-S”. Based on ratio relationship of oil and water relative permeability, a
new model of water cut rising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fitting analysis of actual production data, the optimal timing and
corresponding technology for water injection after water breakthrough were put forward. Composite channel and lobe reservoirs can
adopt water injection strategies concentrating on improving the vertical sweep efficiency and areal sweep efficiency respectively. This
technology has worked well in the AKPO oilfield and can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similar oilfields.

Key words: deepwater field development; volatile oil reservoir; water-cut rising type; reservoir connection relationship; water-cut rising
mechanism; optimized water 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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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油井见水后具有含水上升较快、产量递减快和

0 引言

生产动态差异较大的特点。受深水作业成本和工程设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伴随着深水低位扇巨型油气
田在北美墨西哥湾盆地、南美坎波斯盆地、西非尼日

施限制，常规的调剖、堵水、油井转注等措施不能正
常实施，严重影响油田的产能。

尔三角洲以及中国南海等地区接连被发现，深水浊积
油气藏已成为当今油气勘探开发的热点之一 [1]。国内外
学者主要以下刚果盆地和西非尼日尔三角洲盆地为
例，深入研究了深水浊积储集层的沉积机制 [2-3]、沉积

2 储集层展布与连通关系
2.1 储集层展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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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3-4] 、沉积特征及发育演化规律 [1] 、深水水道分布

2.1.1 水道储集层展布特征
水道复合体是由多个单支水道侧向迁移和垂向叠

特征及构型特征 [5-7] 、连通性 [8] 等。关于含水上升机理

合、交叉切割共同形成的多支多期水道，此类水道为早

以及控水对策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常规砂岩、缝洞型碳

期侵蚀、后期加积形成，属典型的侵蚀-加积型水道 [18]。

酸盐岩、低渗透等油藏

[9-12]

；含水上升模型研究方面，

浊积水道侧向迁移快，储集层横向变化较大，如 AKPO

主要手段有相对渗透率曲线法、水驱特征曲线法和童

油田 N 油藏单井钻遇的储集层厚度变化范围为 3～134

氏图版法等 [13]，相对渗透率曲线法适应广泛且简单，

m，其中 P-10 井钻遇储集层厚度最小，仅 3 m；I-3 井

但目前的含水上升模型鲜有考虑在油田特高含水阶段

钻遇储集层厚度最大，达到 134 m（见表 1）。由于水

的适用性；常规的调剖、堵水、油井转注、提液等控

道体系内部水道间存在连续或不连续的迁移，造成不

水措施受深水作业成本和工程设施限制，在该类油田

同期次复合水道会在垂向上相互叠置、侧向上相互搭

难以经济有效实施。可以看出，针对深水浊积储集层

接（见图 1、图 2）。不同期次水道间泥质夹层发育且

油田油井含水上升机理及注水优化技术研究甚少，有

不同期次储集层物性存在差异，层间具有一定的非均

必要针对该类油田，根据实际生产数据建立含水上升

质性。

模型，及时掌握油井含水动态，探索适用于该类油田

2.1.2 朵叶体储集层展布特征
朵叶复合体主要受幕式水动力机制的影响发育多

的控水措施。
AKPO 油田位于尼日尔三角洲南缘，水深 1 200～

表1

1 500 m，目的层中新统阿格巴达组为整体海退环境下
形成的深水浊积碎屑岩储集层 [14-17] ，既属于工程意义
上的深水区，也属于地质意义上的深水沉积，为深水
油藏的典型代表。本文以该油田为例，基于注采井组

井名
P-10
P-13
P-9

不同井点钻遇储集层厚度

储集层厚度/m
3
15
38

井名
P-8
P-3
I-3

储集层厚度/m
74
68
134

间的储集层连通模式，研究油井含水上升机理与变化
规律，建立新型含水上升模型定量表征含水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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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立足现有井网制定相应的优化注水时机
和策略，控制含水上升速度，延缓产量递减。

1 油田概况

AKPO 油田储集层主要为深水浊积水道和朵叶复

合体 [4] ，储集层物性较好，平均孔隙度 21%，平均渗
透率 740×103 μm2，为中孔高渗储集层，地层原油为
高挥发油。油田 2009 年 3 月投产，采用“稀井高产”
的开发策略，平均井距 1 500～2 000 m，平均单井产量
约 2 000 m3/d。采用注水保压方式开发，油井自喷生产，
年产油量约 1 000×104 m3，至 2012 年初油井陆续见水，

图1

AKPO 油田 N 油藏复合水道平面展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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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期水道或朵叶体内部储集层发育较好，层内连通性
好，单期水道或朵叶体直接注采受效。如 P-2 和 I-4 井
完井段同在 Z1 砂体内，井间储集层厚度稳定且连续
（见图 4）。

图2

AKPO 油田 N 油藏多期水道纵向叠置图

期朵叶体沉积，平面迁移较弱，垂向以加积为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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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随着水动力的减弱，晚期主要发育以泥质充填为主

的废弃水道 [4]。AKPO 油田 M 油藏为朵叶体复合沉积
（记为 Z1），储集层岩性为细—粗砂岩，成分以石英和

长石为主，储集空间以粒间孔为主，储集层物性较好，
具有中孔、中高渗特征。朵叶体沉积储集层广泛发育，
平面分布稳定且厚度较大。但朵叶体边部受到水道发
育影响，储集层物性平面上具有一定的非均质性（见
图 3）。

图4

P-2 井—I-4 井注采井间地震剖面与连通模式

2.2.2 搭接连通型
搭接连通型为油井和注水井完井层段位于不同期
次砂体内，且后期砂体垂向切叠于早期复合砂体之上，
注采井间通过砂体搭接连通受效。如 I-6 注水井通过
Z6、Z7 砂体内完井段注水，P-9 油井在 Z7 砂体完井段
生产受效，而注采井间在 Z7 砂体内不连通，主要通过
Z6 与 Z7 砂体的搭接连通（见图 5），搭接部位储集层
物性较差。
2.2.3 复合连通型
复合连通型为油井和注水井完井层段注采受效关
系同时包括直接连通和搭接连通两种类型，即注采井
完井层段既有同一期砂体内直接连通，也存在不同期

版权所有

次砂体垂向切叠的跨层搭接连通，同时存在直接连通

图3

AKPO 油田 M 油藏朵叶体储集层平面展布图

2.2 注采连通关系

以注采井组井间地震剖面、砂体叠置方式为基础，
结合地质和生产动态特征认识，可将注采连通类型划
分为直接连通型、搭接连通型和复合连通型 3 类。
2.2.1 直接连通型
直接连通型为油井和注水井完井层段位于同一期
水道或朵叶体内，单期内砂体构型以侧向叠置为主 [6]，

和搭接连通两种受效方式。如 P-7 井与 I-1 井完井段在
Z5 砂体内同期次连通，而在 Z4 砂体内连通较弱，通
过与 Z5 砂体搭接连通（见图 6）。

3 含水上升特征及机理
3.1 含水上升模式
大量注水开发油田生产数据统计表明，油田含水
上升规律一般为 3 种基本模式：凸型、凹型和 S 型 [19]。
对于挥发性油田通常全生产周期表现出凹形含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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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P-9 井—I-6 井注采井间地震剖面与连通模式

规律，呈现出油田无水釆油期长、见水晚、见水后早期
含水上升慢而晚期含水上升快的特点。为精细表征 AKPO

图6

P-7 井—I-1 井注采井间地震剖面与连通模式

油田油井见水后含水上升规律，根据 9 口油井见水后

油井包括 P-1 井、P-2 井、P-3 井、P-4 井、P-5 井；
“亚

的含水上升形态，将含水上升类型划分为“亚凸型”、

凹型”油井包括 P-8 井、P-9 井；
“亚 S 型”包括 P-6 井、

“亚凹型”和“亚 S 型”3 种模式（见图 7）。
“亚凸型”

P-7 井。AKPO 油田以“亚凸型”含水上升模式为主。

图7

油井含水上升模式分类

3.2 含水上升规律的影响因素

递减、晚期含水上升慢的特点，在含水上升曲线上表

版权所有

综合注采井组间连通类型以及生产动态特征，
“亚

现为凸型，典型井生产动态曲线见图 9。该类油井无水

凸型”、
“亚凹型”和“亚 S 型”3 种含水上升模式主要

采油期长，平均单井无水采油期可采储量采出程度达

影响因素为注采连通关系。

72.43%（见表 2）。

3.2.1“亚凸型”含水上升模式
该类油井的注采连通类型为单砂体直接连通，注

3.2.2“亚凹型”含水上升模式

采井组处于同一期水道或朵叶体内，储集层连通性好，

通，注采井组处于不同期次砂体内，搭接部位储集层

注水受效快，油井压力维持水平高。此外，单期水道

物性、连通性较差，注水受效较慢，油井压力维持水

或朵叶体储集层物性相对较均质，水驱前缘推进均匀

平低。不同期次砂体的非均质性使水驱前缘呈凸形推

（见图 8，图中红黄色区域为水驱范围）。油井见水后

进，油井见水后表现出含水上升慢、低含水期很长、

表现出含水直线式快速上升、低含水期短、产量快速

之后逐渐加快、后期略为变缓的特点，在含水上升曲

该类油井的注采连通类型为不同期次砂体搭接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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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速度比直接连通型砂体要慢，表现出含水上升相
对较慢、低含水期相对较长、之后逐渐加快、后期变
缓的特点，在含水上升曲线上表现为 S 型。该类井无
水采油期相对较长，平均单井无水采油期可采储量采
出程度为 51.02%（见表 2），典型井生产动态曲线见
图 11。

石油勘探与开发
图8

时移地震监测 P-2 与 I-4 井组间水驱波及范围

图9
表2

图 10

P-9 井生产动态曲线

图 11

P-7 井生产动态曲线

P-2 井生产动态曲线

不同含水上升模式油井无水采油期可采储量采出程度

含水上升
模式

亚凸型

亚凹型
亚S型

井名
P-1
P-2
P-3
P-4
P-5
P-8
P-9
P-6
P-7

无水采油期可采
储量采出程度/%
76.41
61.46
86.53
77.36
60.38
31.82
27.82
53.17
48.86

平均无水采油期可采
储量采出程度/%

72.43

3.3 含水上升数学模型

29.82

3.3.1 含水上升模型建立
根据分流量方程，在不考虑重力和毛细管力影响
的条件下，综合含水率可表示为 [19]:

版权所有
51.02

fw 

线上表现为凹型。无水采油期相对较短，大部分产油
量是在低含水期采出，平均单井无水采油期可采储量

采出程度为 29.82%（见表 2），典型井生产动态曲线见
图 10。
3.2.3“亚 S 型”含水上升模式

该类油井的注采连通类型为多期砂体复合连通，
该类型较直接连通型井间连通性稍差，注水受效稍慢，
压力维持水平相对较高。搭接连通砂体间的非均质性
使水驱前缘推进较直接连通型快，但油井见水后含水

1

 B K
1  w w ro
o Bo K rw

（1）

文献[20]提出了油水相对渗透率比值新型表征关

系式为：
Kro 1 Swd 

Krw
m

n

（2）

式中归一化含水饱和度 Swd 表达式为:

Swd 

Swe  Swi
1 Sor  Sw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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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献[21]知，出口端含水饱和度与原油采出程度

fw 

关系为：
3
1

（4）
Swe   Er Soi  Swi  1  Sor  
2
3

可采储量采出程度与地质储量采出程度关系为：

Nr R  NEr

（5）

将（5）式代入（4）式后，再将（4）式代入（3）
式得：

g  c  aR  d 

（8）

n

（8）式即为表征可采储量采出程度与油井含水率
关系的含水上升数学模型。
3.3.2 含水上升模型参数拟合
采用 9 口油井的生产动态数据，对（8）式进行多
元非线性回归，拟合含水上升模型中的参数 a，c，d，
n，g 值，结果见表 3。可以看出，9 口井的拟合精度较

S wd  b  aR
3 N r Soi
a
2 N 1  Sor  S wi 

其中

1

No.2

（6）

S wi  S or  1
b
2 1  S or  S wi 

高（见图 12），相关系数均大于 0.90，可用于表征本井
以及同类模式油井含水上升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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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6）式代入（2）式后，再将（2）式代入（1）

式得：

fw 

其中

c

 w Bw
 o Bo m

1

1  c  aR  d 

（7）

n

d  1 b

在拟合实际油井含水率时，为提高拟合精度可将
（7）式分母中的常数 1 改为变常数 g，变为：

图 12

表3

含水上 井
升模式 名

P-1
P-2
亚凸型 P-3
P-4
P-5
P-8
亚凹型
P-9
P-6
亚S型
P-7

含水上升数学模型参数拟合结果
含水上升模型拟合参数

a

c
0
11.88
13 554.11
0.02
1.53
1.04
1.40
18.61
722.92
0
0.02
0.27
0.57
0.01
36.13 21 944.01
0
0.02

d
1 261.26
853 903.81
98.17
100.84
44 011.06
0.29
1.03
1 878.86
2.93

相关

n
7.31
0.07
1.46
2.82
0.41
6.62
2.41
2.07
8.16

g
0.01
0.07
0.01
0.01
0.03
0.01
0.01
0.01
0.01

系数
0.92
0.95
0.93
0.91
0.92
0.91
0.94
0.92
0.91

油井含水上升模型拟合效果

3.3.3 确定优化注水时机

该节点即为油井见水后实施优化注水的最佳时机。图

油井见水前，可根据油井含水率与可采储量采出

13 为选取 3 口典型井分别代表“亚凸型”
（P-2 井）、
“亚

程度的关系，预测油井的大致见水时间，在见水前适

凹形”（P-9 井）和“亚 S 型”（P-7 井）所作出的含水

时调整注采关系与注采强度，延缓油井见水时间，延

率与含水上升率关系曲线，典型井见水后实施优化注

长油田无水采油期。油井见水后则可根据 3 类井含水

水的最佳时机分别为：“亚凸型”油井含水率为 7%～

上升模型拟合结果，作出油井含水率与含水上升率（可

15%；“亚凹形”油井含水率为 28%～48%；“亚 S 型”

采储量采出 1%含水率的变化值）关系曲线，预测不同

油井含水率为 18%～36%。实际生产井的最佳优化注

含水率阶段的含水上升率变化规律，调整注采关系与

水时机可根据该井含水上升情况采用该方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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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采强度，有效延缓油井产量递减。模型中可将含水
上升率均分为高、中、低 3 个阶段，低含水上升率阶
段，含水对油井生产的影响相对较小，但进入中高含
水上升率阶段后，含水上升过快会造成油井爆性水淹，

4 优化注水技术
4.1 水道储集层优化注水技术
由于纵向多期水道层间非均质性较强，常规注水

增加采油工程的投入。因此，在油井进入中高含水上

开发将会造成注入水沿高渗层快速推进，油井很快见

升率阶段前采取有效措施，才能达到稳油控水的目的，

水；较低渗透层由于注入水渗流阻力大，水推进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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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含水上升模式油井含水上升率变化曲线

油井见水后，较低渗透层中的水驱前缘远未到达采油

充分发挥重力分异与毛细管力渗吸作用，在停注期间

石油勘探与开发

井筒，表现出纵向层间压力极度不均衡（见图 14），且

利用浮力将离散的剩余油滴聚集成连续的油相，然后

随着开发时间的延长，层间压力不均衡不断加剧。

再注水将油相驱出地层，浮力驱动与水压驱动交替进
行 [22-23]，提高驱油效率。

4.2 朵叶体储集层优化注水技术

朵叶体储集层油藏沉积分布稳定且广泛发育，均

质性较好。利用常规注水开发，油层中水驱前缘均匀
推进，驱油效果较好，油井见水后含水快速上升、产
量快速递减。对于该类储集层油藏，提出以“改善平
面波及”为核心的优化注水技术（见图 16、图 17），
即通过调整部分注水井注水强度和油井的采油强度，
改变油层中注入水在原来稳定注水条件下形成的固定
液流方向，达到驱替高含油饱和度区域中原油的目的，
图 14

多期水道纵向层间压力变化情况

从而增加水驱面积，提高注入水在油层中的波及效率，
改善水驱油效果。

为了使纵向多期水道均衡开发，提出以“提高纵
向波及”为核心的优化注水技术，应用周期注水、间
歇注水及低速注水方式，周期性停注或改变注入量，
在地层中造成不稳定压力场，使地层中的油水不断重
新分布和交换，达到提高波及系数、层间均衡开发的
目的。
在注水阶段，由于较高、较低渗透层压力恢复速
度不同，层间产生附加压力差，油水从较高渗透层流

图 16

调整注水强度改变液流方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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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低渗透层；在停注阶段，油水又从较低渗透层流向
较高渗透层。在一个完整的周期内有更多的水从高渗
透层流向低渗透层，更多的油从低渗透层流向高渗透
层，从而提高纵向波及程度（见图 15）。另一方面，可

图 17

调整高渗区采油强度扩大波及面积示意图

5 现场应用
5.1 水道储集层优化注水实例
图 15

周期注水、间歇注水高低渗层油水流动示意图

油井 P-7 与注水井 I-1、I-2 储集层类型为浊积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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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位关系见图 1），注采连通关系为复合连通型。P-7

采用单井间歇、井间交互的注水模式（见图 18b、图

井双向受效，见水后含水上升近似呈“亚 S 型”
（见图

18c），提高纵向多期水道层间波及程度，延缓含水上

18a），为控制含水上升速度，延缓产量递减，根据该

升速度。P-7 井生产动态曲线显示，日产油月递减率从

类井含水上升率变化规律确定的最佳注水时机，在油

4.4%降至 1.8%，有效减缓了产量递减，优化注水效果

井含水率 18%～36%这个阶段，对应注水井 I-1 与 I-2

显著。

石油勘探与开发
图 18

P-7、I-1、I-2 注采井组生产动态曲线

5.2 朵叶体储集层优化注水实例

根据最佳注水时机，在油井含水率约 15%时，关停对应

采油井 P-2、P-3 和注水井 I-4、I-5 构成的注采井

注水井 I-4，同时调整 I-5 井注水强度（见图 19c、图

组见图 3。该注采井组油藏储集层类型为浊积朵叶体，

19d），I-5 井注入水部分向 P2 井分流，改变水驱方向，

其中油井 P-2 与注水井 I-4 注采连通关系为直接连通

提高平面波及面积。P-2 井产油量月递减率从 8.6%降

型，采油井 P-2 以单向受效为主，在油井见水初期含

至 1.6%，P-3 井产油量月递减率从 5.3%降至 2.5%（见

水快速上升，含水上升类型近似呈“亚凸型”（见图

图 19a、图 19b），有效减缓了产量递减，达到了预期

19a）。为控制采油井 P-2 含水上升速度，延缓产量递减，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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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P-2、P-3、I-4 与 I-5 注采井组生产动态曲线

AKPO 油田应用不同储集层连通模式的优化注水

的效果，通过优化注水，油田增产原油占措施井全部

技术，对已见水油井实施优化注水，有效减缓见水井

产量的 23%，为该油田投产后持续 7 年高产稳产提供

的含水上升速度，延缓了油井产量递减，取得了明显

了有效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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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U Ming, WANG Ying, CHEN Ying. A discussion on origins of
submarine fan deposition model and its exploration significance in

根据高挥发油田油井含水上升规律，将 AKPO 油
田油井见水后的含水上升形态划分为“亚凸型”、“亚

Nigeria deep-water area[J]. China Offshore Oil and Gas, 2008, 20(4):
275-282.
[4]

凹形”和“亚 S 型”3 种类型，以“亚凸型”为主。

层特征: 以 AKPO 油田为例[J].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油井含水上升机理主要受储集层连通关系控制，

2017, 32(1): 64-70.
BU

单期水道或朵叶体内单期砂体直接连通，储集层发育

Fanqing,

ZHANG

Xu,

CHEN

Guoning.

Gravity

flow

depositional mode and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of Niger Delta Basin:

与层内连通性良好，直接注采受效，见水后含水上升

Taking AKPO Oilfield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Xi’an Shiyou

曲线呈“亚凸型”；多期砂体搭接连通，层内连通性好，
但搭接部位储集层物性、连通性较差，注水受效较慢，

卜范青, 张旭, 陈国宁. 尼日尔三角洲盆地重力流沉积模式及储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7, 32(1): 64-70.
[5]

赵晓明, 吴胜和, 刘丽. 西非陆坡区深水复合水道沉积构型模式
[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 36(6): 1-5.

见水后含水上升曲线呈“亚凹形”；多期砂体复合连通，

石油勘探与开发

ZHAO Xiaoming, WU Shenghe, LIU Li. Sedimentary architecture

具有直接连通与搭接连通两种类型的特点，砂体连通

model of deep-water channel complexes in slope area of West

比搭接连通好，但比直接连通差，注水受效稍慢，见

Africa[J].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dition of

水后含水上升曲线呈“亚 S 型”。

Natural Science), 2012, 36(6): 1-5.

基于油水相对渗透率比值关系式，建立新型含水

[6]

赵晓明, 吴胜和, 刘丽. 尼日尔三角洲盆地 AKPO 油田新近系深
水浊积水道储层构型表征[J]. 石油学报, 2012, 33(6): 1049-1058.

上升规律模型，通过对实际油井生产数据的拟合分析，

ZHAO Xiaoming, WU Shenghe, LIU Li. Characterization of

提出了油井见水后实施优化注水的最佳时机为油井进

reservoir architectures for Neogene deepwater turbidity channels of

入中高含水上升率阶段前，此时采取有效措施，可达

AKPO oilfield in Niger Delta Basin[J]. Acta Petrolei Sinica, 2012,
33(6): 1049-1058.

到稳油控水的目的。

[7]

提出了针对水道储集层“提高纵向波及”、朵叶体

张文彪, 段太忠, 刘志强, 等. 深水浊积水道多点地质统计模拟:
以安哥拉 Plutonio 油田为例[J]. 石油勘探与开发, 2016, 43(3):

储集层“改善平面波及”为核心的优化注水技术，经

403-410.

AKPO 油田实际应用，效果显著，可以指导同类油田

ZHANG Wenbiao, DUAN Taizhong, LIU Zhiqiang, et al. Application
of

的开发。

multi-point

geostatistics

in

deep-water

turbidity

channel

simulation: A case study of Plutonio oilfield in Angola[J].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6, 43(3): 403-410.

符号注释：
a，b，c，d，g，m，n——常量；B o ，B w ——地层油、

[8]

卜范青, 张宇 焜 , 杨宝泉, 等. 深水复合浊积水道砂体连通性精
细表征技术及应用[J]. 断块油气田, 2015, 22(3): 309-313, 337.

地层水体积系数，无因次；E r ——地质储量采出程度，%；

BU Fanqing, ZHANG Yukun, YANG Baoquan, et al. Technique and

fw——含水率，%；Kro，Krw——油、水相对渗透率，无因次；

application of fine connectivity characterization of composite deep

4

3

4

water turbidite channels[J]. Fault-Block Oil ＆ Gas Field, 2015,

3

N——原油地质储量，10 m ；Nr——原油可采储量，10 m ；
R——可采储量采出程度，%；Soi ——原始含油饱和度，%；
Sor ——残余油饱和度，%；Swd ——归一化含水饱和度，%；

22(3): 309-313, 337.
[9]

宋立志. 文昌 13-1 油田含水上升机理研究及挖潜措施[J]. 石油钻
采工艺, 2007, 29(6): 70-72.

Swe——出口端含水饱和度，%；Swi——束缚水饱和度，%；μo，

SONG Lizhi. Study on water rising mechanism and capacity

μw——地层油、地层水的黏度，mPa·s。

enhancement in Wenchang13-1 oilfield[J]. Oil Drilling & Production
Technology, 2007, 29(6): 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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