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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全面梳理中国石油油气开采工程技术近年来取得的成效和关键技术进展，阐述了油气开采工程主要面临 4
个方面的挑战：低油价条件下，劣质化资源的有效动用；单井产量逐年降低，老油气田的持续稳产；
“双高”主力油
田作业系统效率整体偏低、成本居高不下，安全环保问题突出，效益开发困难，技术储备不足；低成本钻完井开发
深层、非常规资源与北美差距大。进而提出“十三五”及今后一段时期油气田开采工程技术的 3 个主要发展方向：
加强缝控储量改造技术攻关和工厂化作业等低成本技术的集成应用，实现低品质资源经济有效开发；开展老区老井
重复压裂等关键技术研发、第 4 代分层注水技术的推广应用，实现老油气田稳产；超前储备纳米驱油、同井注采等
前沿技术。图 3 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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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s and future work of oil and gas production engineering of CNPC
LEI Qun1, WENG Dingwei1, 2, LUO Jianhui1, ZHANG Jianjun1, LI Yiliang1, WANG Xin1, 2, GUAN Baoshan1, 2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PetroChina, Beijng 100083, China; 2. Stimulation
Department of National Energy Tight Oil and Gas R&D Center, Langfang 065007,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oil gas production engineering of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NPC) and discusses the main four challenges faced: developing low quality resource at low oil price; keeping
stable production of mature oilfields when well oil production drops year by year; low systematic efficiency, high cost, promin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sue of and short of technological strategy for high water cut ratio and high oil recovery ratio oilfields; and
lacking high level horizontal well drilling and completion technology to develop unconventional and deep reservoirs. Thre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direction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are put forward: developing fracture controlling stimulation and factory-like
integrated operation to produce low quality resource economically, developing re-fracturing technology for old wells in mature oilfields,
promoting the fourth generation separate layer water injection technology to keep the production of mature oilfields stable; innovating
new technology, like water flooding with nano-material, injecting and producing through one well.

Key words: CNPC; oil and gas produ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 technological challenge; future work; technology in
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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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建设和提高采收率等各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石油通过技术的不断创新，支撑了油气

油气开采工程以将油气从地层采至地面为目的，

开采工程核心技术不断进步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

涵盖机械采油、注水、生产测试、修井、防砂、储集

体现在技术能力水平持续提升，动用的储量品位不断

层改造、堵水调剖等多个专业领域，其中每一个领域

降低，生产运行指标明显改善，针对不同类型的油气

都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储集层特征、油气水性质、

田已形成成熟适用的油气开采方式，并研发推广了一

井筒状态以及地面设备条件等多个方面。油气开采工

大批先进实用技术，成功开展了多项重大试验攻关，

程是油气田生产的关键环节，在油田储量发现、产能

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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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石油已动用油气资源主要有以下 3 种
[1]

Vol. 46

No.1

1.1 采油采气系统效率提高

类型 ：①以大庆油田为代表的中高渗油田，是已开发

截至 2016 年底，中国石油油井总数超过 20×104

油田动用储量的主体，产量占比约为 50%。目前中高

口，开井率 72%，平均单井产量约为 1.7 t/d，其中机

渗油田已经全面进入特高含水期，综合含水超过 90%，

采井占比约 94%。经多年的持续攻关，采油采气系统

可采储量采出程度已经超过 85%，可提高采收率的幅

效率不断提高，具体表现为：①抽油机井系统效率和

度下降，增加可采储量难度增大；②以长庆油田为代

检泵周期逐年上升，平均系统效率达到 24.3%，平均检

表的低渗透油田，该类油田占新增储量的 2/3 以上，产

泵周期 780 d；②形成了抽油机、螺杆泵、电泵、气举

量占比超过 1/3。目前低渗透油田采出程度较低，但含

4 种主体举升技术，同时近年来开发的无杆举升新技术

水上升快，产量递减幅度大，已进入中高含水阶段，

在丛式井、大斜度井上得到小批量应用，基本满足了

提高采收率难度大；③以致密油气和页岩气为代表的

采油需求；③开发了异型机、塔式机、节能电机、节

非常规油气资源

[2-3]

。据统计，中国非常规资源极其丰

能控制柜和采油系统优化设计工程软件，为节能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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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致密（页岩）油、致密气和页岩气可采资源量分

别为 55×108 t、12×1012 m3 和 22×1012 m3，分别占全球

发挥了重要作用 [4]。

中国石油 2016 年底投产气井近 20 000 口，开井率

可采资源量的 9.7%、5.7%和 4.8%，大力发展非常规油

77.2%，单井日产气约 2×104 m3。主要形成了管柱优化、

气成为中国油气工业必然的战略选择。近年来中国非

井下节流、水合物防治、泡沫排水采气、中低压集气、

常规油气取得较大进展，但由于中国地质条件复杂，

三高气井完整性评价等配套技术，支撑了天然气的稳

非常规油气富集规律不清，
“甜点区”预测评价难度大，

产上产。

寻找规模有效储量面临挑战；同时由于资源品质差，

1.2 体积改造技术支撑非常规资源的规模建产

单井累计产量低，单井控制可采储量小，采收率低，

截至 2016 年底，累计实施水平井改造 5 563 口，
改造最大水平段长度 3 056 m，最大分段数 45 段，最

难以实现效益开发。
预测“十三五”期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内，油气
田深度开发、资源劣质化将进一步加剧，国家安全环

大液量 8.8×104 m3，最大砂量 4 402 m3，平均单井日产
约为直井的 3.9 倍。

保要求越来越严格；与此同时，国内油气对外依存度

国内水平井分段压裂技术降低作业成本 50%～

不断上升，国家能源安全受到较大挑战，为此中国石

80%，依靠技术进步，大幅度降低了有效动用储集层渗

油上游业务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低成本发展道路，必须

透率下限，页岩气、致密油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得以

全方位、全过程、全要素降本增效。美国非常规油气

有效动用。如长庆油田 2000 年左右开发的特低渗透油

的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及管理创新，特别是钻井、

田主力油层渗透率为 1.98×103 μm2，至目前致密油有

压裂等工程技术的进步，非常规油气开发成本不断下

效动用储集层渗透率下限已降低到 0.17×103 μm2。

降，2017 年实现了原油年产量 4.8×108 t，天然气总产

页岩气储集层渗透率基本为 1×109 μm2 级别，通

量 9 400×108 m3 ，其中非常规油气的占比分别达到

过不断攻关，已得到有效开发，目前中国石油已建成

53.7%和 54.5%。目前中国石油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占比

长宁、昭通、威远 3 个页岩气示范区，年产气 30×108 m3。

约为 30%，非常规致密油产量占比低于 2%，因此中国

1.3 注水实现分层精细化控制

石油必须加强油气开采工程技术攻关，增强提质增效

截至 2016 年底，中国石油注水井约 9×104 口，分

能力，以实现中国石油“原油稳产一亿吨、天然气快

注率达到 61%：①以桥式偏心和电缆直读测调为主的

速上产”的发展要求，开拓油气田开发创新发展的新

第 3 代分注技术，应用井数超过 4×104 口，分注层数以

局面。本文通过全面回顾梳理近年来中国石油油气田

2～3 段为主，占总分注井的 62%；②以连续监测和自

开采工程技术的发展，进行系统分析、总结，明确现

动测控为核心的第 4 代分层注水技术现场试验取得成

阶段的技术发展现状、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展

功。大庆、长庆油田含水上升速度明显下降，水驱动

望下一步发展趋势并提出技术研发方向。

用程度明显提高，水驱开发效果进一步改善。

1 油气开采工程技术成效

2 油气开采工程关键技术进展

预告版

中国石油油气开采工程技术进展及应用成效主要
体现在 3 个方面。

经过多年的持续攻关与发展，中国石油在油气开
采工程技术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特色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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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采油采气生产系统优化与决策平台 [5-7]
互联网+采油气工程优化决策是技术发展的必然，
“十一五”以来，通过持续攻关，突破了油气井 3D 力
学仿真、大数据智能工况分析等核心技术，开发出大
型采油气工程网络软件 PetroPE，实现了油气井生产实
时在线优化和远程快速管理，已在中国石油 8 个油田
推广应用，成为油田生产降本增效的重要技术手段。
该平台具有室内网络版与实时手机版，具有十大
功能，适应国内设备，满足常规油气藏直井、斜井、
水平井等各种油气井主体举升工艺的优化设计、诊断
与决策，可以与中国石油数据库动态链接，联网即用，

图1

非常规储集层形成复杂裂缝示意图

最小 [9-11]。
以体积改造技术理论为指导，发展了桥塞、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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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数据孤岛与应用壁垒，便于技术规模普及应用。

手机版建立了适应移动智能终端优化的设计方法

和数据的安全机制，将技术支持从室内转向油田现场，
进行油井实时诊断优化处理，为现场人员提供生产动

态数据、管柱结构、抽油机工况诊断等贴身技术支持，
同时也为油气井物联网分析应用、数据价值挖掘增添
新手段。
目前网络版已推广应用超过 4×104 井次，平均提高
系统效率 2.52%，年节电超过 1.6×108 kW•h，减少碳排
放 12.56×104 t；手机版已在大庆、吉林等油田应用 800
多套。该软件平台大幅度提高油气井生产效率和精细
化管理水平。
2.2 纳米粒子泡沫排水采气工艺技术
目前，中国石油 4 大气区产水井数 8 200 口，占比
61.6%，为解决含水气井稳产问题，从分子结构设计着
手，合成出一种具有双亲水基和双亲油基结构的表面
活性剂（Gemini），大幅提高表面活性剂的起泡性；同
时，通过接枝和修饰发明了一种纳米颗粒稳泡剂，在
水溶液中缔合形成特殊结构的囊泡，大幅度提高体系
的泡沫稳定性 [8]。Gemini 发泡剂+纳米颗粒稳泡剂形成
了耐高温/高矿化度/高酸性和高凝析油等 2 类 5 种体系
纳米粒子泡排剂，并配套形成了多因素气井积液诊断、

固井滑套 2 项水平井体积改造主体工艺技术，并配套
形成了体积改造设计理论、压裂液体系与裂缝监测技
术，助推中国石油水平井改造技术进步，实现非常规
资源规模建产。主要创新成果有：①建立了裂缝起裂
与扩展的大型物模模拟方法，揭示裂缝扩展机理。建
立了考虑储集层脆性、渗透率、应力差的改造模式优
化方法。综合以上两方面的技术方法，形成非常规储
集层压裂设计方法和提高裂缝复杂程度改造技术，有
效指导了现场技术的优化应用；②形成超低浓度瓜胶
和低黏滑溜水压裂液，突破国外瓜胶交联下限（浓度
由 0.3%降到 0.12%），用量降低 35%。滑溜水的黏度小

于等于 3.0 mPa•s，减阻率大于等于 70%，大幅度降低
了压裂液对储集层的伤害及压裂成本；③研发了可溶
桥塞分段压裂工具（见图 2），其主体采用高强度可溶
金属，抗压强度可达 550 MPa，胶筒采用可溶高分子
材料，辅助仿生表面织构和涂层技术，完全溶解时间
小于 15 d。可溶桥塞具有压裂后自行溶解、无需钻塞、
作业费用和风险低、投产快等诸多优点。2016 年，在
威远 204H11 平台率先完成页岩气全井可溶桥塞压裂，
最高 26 段，最高泵压达 86 MPa，压后平均日产气达
到 27×104 m3。截至 2017 年底，可溶桥塞已在西南、
大庆等 6 个油气田现场应用 300 多段，节省施工费用

预告版

井底积液定量预测、气井排液采气分析设计决策等技

术并开发出相应软件。近两年在大庆、长庆、西南 3
个气区开展现场应用 81 口，共 2 991 井次，平均单井
3

日增气 5 200 m ，增幅 151%，综合成本降低 40%以上，
取得了良好的降本增效效果。
2.3 水平井体积改造技术
针对非常规储集层开发面临的挑战，建立了水平
井体积改造理念并发展了相关技术，追求“打碎”储
集层，形成复杂裂缝（见图 1），使得储集层与裂缝接
触面积最大，油气渗流距离最短，流动所需驱动压差

图2

中国石油自主研发的可溶桥塞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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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 500×104 元。

中斜井、水平井占 60%），可消除杆管偏磨，实现高效

2.4 第 4 代分层注水技术

节能、安全环保举升。现场应用超过 100 口井，平均

第 4 代分层注水技术将压力、流量传感器和流量
控制系统长期置于井下，实现注水全过程分层压力、
流量等参数的实时监测和分层配注量的自动测调，地
面与井下的通讯通过有缆或者无缆的方式实现，对不

泵效超过 60%，检泵周期超过 500 d，相比同型抽油机
节电 30%以上。

3 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同井型和井深适应性强。通过注水井分层压力和流量

随着大部分油气田开发进入中后期，油气资源的

的实时监测，第 4 代分层注水技术能够方便地实现注

开采向低渗透、非常规、高含水、异常高压、深层发

水方案优化和实时调整，达到油藏、工程一体化，改

展，油价中低位徘徊成为新常态，工程技术面临着作

善水驱开发效果

[12]

。目前中国石油已形成井下分层流

业频繁、单井产量低、成本居高不下、能耗巨大、安

量、压力等参数实时监测，分层流量自动测调，井下

全环保的巨大挑战。

数据双向传输与办公室远程调控等 3 项关键技术。截

3.1 劣质化资源的有效动用挑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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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7 年底，第 4 代分层注水技术推广应用 130 口井，

近年来，新增石油探明储量以低渗透为主，品位

最高层段达到 7 段，注水合格率始终保持在 90%以上，

变差。截至 2016 年底，中国石油累计探明石油储量超

同时节约了后期测试费用，降低了综合成本。

过 200×108 t，其中低渗透探明储量占比超过 50%，且

2.5 深部调驱技术

新增探明储量中低渗储量占比逐年增大（石油超过

将储集层非均质性引起的水流优势通道进行不同

80%，天然气超过 90%）。与此同时，低油价持续，回

类型、不同级别的量化分级，并按次序一体化“堵、

报率下滑，效益开发挑战更大，近年来中国石油原油

调、驱”，形成了储集层非均质分类分级调整的技术理

操作成本上升，投资回报率呈下降趋势，亟需攻关提

念。进而研发了具有柔性功能的封堵大孔道和调整次

高单井控制储量的高效改造技术。

级通道的系列化学剂（高强弹性缓膨颗粒、柔性转向

3.2 单井产量逐年降低，老油气田稳产难度大

剂、柔性微凝胶颗粒、本源无机凝胶等）；开发了油藏

大量低产低效井导致重复酸化压裂工作量剧增，

评价、工程一体化深部液流转向与调驱优化设计软件，

高效重复改造问题凸显。目前正持续攻关高含水低产

可实现调驱中的油藏评价、孔喉表征、优势通道描述、

井的重复改造技术，随着低产水平井数量逐年增加，

动态跟踪、优化设计、效果评估等；形成了优势通道

水平井的高产稳产和重复改造技术也急需突破。

识别与分类分级量化、化学剂多段塞组合优化设计及

3.3“双高”主力油田的效益开发技术储备不足

井组物理模拟、微米孔隙尺度调驱微观渗流实验、分
散相驱油数值模拟 4 项配套技术

[13-16]

。深部调驱技术
4

现场应用 562 井次，累增原油 73.4×10 t，新增产值
8

4

3

目前，中国石油高含水和高自然递减的“双高”
老油田仍然为生产主体，稳产难度加大。2016 年可采
储量采出程度 76.04%，综合含水 89.22%；含水大于

34.57×10 元 ， 降 水 1 100×10 m ， 直 接 经 济 效 益

80%的老油田年产量超过 5 000×104 t，占比 53.4%，自

29.49×108 元。新疆、辽河、华北等 8 个实施区块经济

然递减率 9.39%，综合递减率 5.15%。同时，老油田层

评价结果表明，桶油操作成本降低 10.2%～33.9%。

间矛盾加剧，水驱开发无效循环严重，目前中国石油

2.6 电潜直驱螺杆泵举升技术

注水井分注率整体仍然偏低，已分注井层间矛盾加剧，

预告版

电潜直驱螺杆泵通过井下电机驱动，实现日产量
3

测调合格率下降快，3 个月合格率就下降到 60%左右，

5～50 m 中等产量油井的无杆举升。该技术采用潜油

分注不合格，无效循环更加严重，水驱效率大幅降低。

低速电机直接驱动螺杆泵，无减速机构，可靠性高，

如大庆油田吨油耗水由 1991 年的 5 t 上升到 2015 年的

适用性好。电潜直驱螺杆泵举升主要包括 4 项关键技

10 t。

术：①井下低速大扭矩电机技术。实现转速 50～500

此外，中国石油 94%的产量依靠机械方式采出，

r/min 之间无级调速，适用于 139.7 mm（5.5 in）和 177.8

机采系统年耗电 180×108 kW·h，占油田生产能耗的

mm（7 in）套管的电机最大扭矩分别达到 800 N·m 和

54%，抽油机井和螺杆泵井的系统效率分别只有 24%

1 490 N·m；②直驱螺杆泵技术，实现低扭矩高速运

和 33%，效率偏低。此外，有杆采油方式在定向井、

行；③井下柔性传动技术；④远程监测与控制技术。

大斜度井中偏磨严重，进一步增加了能耗。

电潜直驱螺杆泵举升技术适用于斜井、水平井（新井

油田进入三次采油阶段后，开采难度逐年增加。

2019 年 2 月

雷群 等：中国石油油气开采工程技术进展与发展方向

至 2016 年，大庆油田三次采油年产油量连续 15 年保
4

5

采收率，其主要技术手段为：①研发地质工程一体化

持在 1 000×10 t 以上，开采对象由Ⅰ类油层逐步转向

压裂优化设计软件，通过裂缝系统优化实现裂缝对低

Ⅱ、Ⅲ类油层，化学驱难度逐步加大，效果逐渐变差。

品位储集层资源的最佳控制；②开发高效多功能压裂

4

其中复合驱的年产油量已达 406×10 t，强碱复合体系

液体系，最大限度发挥压裂液的改造、储能和渗吸置

易造成油层、管线、设备结垢，且采出液难以处理。

换作用；③现场施工中强调大规模低成本改造技术的

3.4 低成本钻完井开发深层、非常规资源差距大

应用，力争实现初次完井、改造一次到位。

中国钻井速度和建井成本与北美相比差距大：①

压裂装备能力保障方面，大幅提高压裂装备能力，

受泥浆泵、钻井液体系等技术配套不完善影响，四川

短期内快速增加国内压裂泵车的总水马力。在技术研

盆地威远地区页岩气井钻井周期 70～80 d，而北美页

究方面：①提高目前现场主体应用的 2500 型柴油动力

岩气井钻井周期只有 12～20 d；②钻井周期长导致建

压裂泵车性能，延长管汇产品使用寿命，提升施工作

井成本高，水平段长 2 000 m 的页岩气水平井，北美需

业的安全性和可靠性；②研发成套电动压裂装备，包

石油勘探与开发
4

4

3 000×10 元，中国石油约为 6 500×10 元，为前者的

括系列电动压裂泵装备研发和供电系统、电控系统、

2.17 倍。

装备配置、施工控制研究，提高施工效率，实现安全

工厂化作业是非常规资源开发的必由之路，但目

环保降噪。

前中国石油距真正有效率的“井工厂”模式还有很大

降低成本方面，通过推动石英砂替代陶粒和简化

差距，与北美相比，平台井数少、连续作业能力差、

压裂液配方，实现大幅度降低材料成本（北美非常规

建井周期长，制约“工厂化”效率发挥：①国内单平

油气压裂支撑剂的石英砂替代率高达 69%～100%，国

台控制井数较少（6～8 口），不利于批量流水线作业提

内仅为 20%～30%），并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大幅度提

高效率；②受技术成熟度和施工水平制约，钻井和压

高非常规储集层中支撑剂的用量；同时建立系统完善

裂过程中，处理井下复杂情况时无效作业（或等待）

的“工厂化”模式，实现钻完井降本增效。具体举措

时间长，国内平台双钻机 6 口井模式，建井周期 230～

包括：①采用大平台多井模式，开发方案超前运行，

340 d，北美 Apache 公司单个平台 16 口井，建井周期

实施多年规划统一部署，确保钻井、压裂、返排液回

240～280 d。

收处理等作业全过程的连续性；②提升现场作业水平
和效率，保障无怠工连续作业；③研究无噪音钻井与

4 下一步发展方向

压裂技术，实现 24 h 连续作业，提高建井效率。

4.1 针对资源品质劣质化，加强低成本技术集成应用

4.2 开展老油气田稳产关键技术的研发及推广应用

以安全环保、质量、效益为中心，以方案优化设

①以机采系统优化为着眼点，提高精细化管理水

计为着力点，一区一策，加强经济适用技术筛选评价

平和节能降耗潜力。具体包括：推进油田数字化，加

及综合配套，通过井型和井身结构优化，以及加强设

快采油采气生产优化决策平台的普及应用，充分发挥

备配套，强化钻井参数和钻井液减量化使用等针对性

互联网+技术的集群效应；研发大数据智能分析决策系

技术攻关，最终实现降本增效。

统，数字化油井建设；瞄准无杆高效节能方向，加快

钻井技术方面，主要是研发超长水平井钻井技术，
保证非常规优质储集层钻遇率，延长油、气井生命周

举升装备的研究试验与推广；液压系统的可靠性逐年
提高，可大力发展液压抽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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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重点研究 3 方面：①智能化钻机、旋转地质导向

②以分层注水为重点，大力推广应用第 4 代分层

测控系统等关键技术；②纳米钻头、高强轻质特种合

注水技术，真正实现油藏、工程一体化，提高水驱动

金钻杆、高性能钻完井液等关键钻探工具和材料；③

用程度。具体包括：建立分层注水的油藏地质工程一

多层水平井立体井网、工程地质一体化钻井技术。

体化平台（见图 3），实现井下分层压力、流量等参数

完井技术方面，采用“缝控储量”压裂技术改造

的实时监测；实时进行生产动态分析和数值模拟，
“动

[17]

。通过地质工程一体化

静”结合，重构储集层地质认识；优化注水方案，实

研究，明确裂缝在储集层中的真实扩展，优化合理的

时进行动态调整；分析评估注水效果，进行分层参数

布井方案和压裂段长、缝距。同时利用大规模功能性

再监测和注水方案再优化。

致密储集层，提升改造效果

改造助推致密储集层开发方式的转变，在改造的同时

③以重复改造为重点，持续攻关，最大限度挖潜

实现“同井、同层、同步”补充地层能量和提高最终

剩余油气。通过研究剩余油与动态应力场空间变化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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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零污染，使用寿命长，地面和井下均可适用等优
点，可为油气田用电设备提供电能。目前初步完成了
金属电池基础架构、高能金属放电机理、金属阳极材
料优选等研究，结合催化剂，架构并制备出多层复合
阴极及多种供电装置。

5 结语
图3

分层注水油藏地质工程一体化流程

系和水平井重复压裂技术，延缓致密油气等非常规资
源的产量递减。

中国石油油气开采工程关键技术近年来取得了卓
有成效的进展，但仍面临劣质化资源的有效动用、老
油气田的持续稳产、“双高”主力油田效益开发困难、
深层-非常规资源开发与北美差距大等困难。

石油勘探与开发

4.3 为未来发展做好超前技术储备

为满足中国石油未来油气生产重大需求，应对开

发对象复杂化带来的各种挑战，开展具有前瞻性的 3
项采油采气工程技术研究，储备未来发展动力。

①井下油水分离同井注采技术攻关。针对含水大

于 95%的特高含水井，能够实现井下油水分离，大幅
度降低举升、集输、水处理能耗，降低开发成本。该
技术具有以下典型特点：旋流器分离效率高，单级分
离效率超过 98%；举升、回注独立调节，适应性强；

“十三五”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石油油气田开采

工程技术必须做好缝控储量改造技术攻关和工厂化作
业等低成本技术的集成应用，开展老区老井重复压裂
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应用第 4 代分层注水技术，超

前储备纳米驱油与同井注采等前沿技术，才能更好地
推动中国油气田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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