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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勘探与开发
摘要：基于中国 32 个不同类型已投入开发大型气田 600 余口井的生产动态数据，建立了以气田为单元的井均动态储
量与井均初始无阻流量关系图版，并通过理论推导探讨了二者关联性的内涵与图版的应用范围。研究表明：中国大
型气田井均动态储量与井均初始无阻流量在双对数坐标系中呈高度线性正相关，其相关性体现了中国大型气田在规
模、效益和稳产开发模式下，通过优化设计建立的动态储量与初始无阻流量之间的匹配关系，亦即产能与稳产能力
之间的匹配关系。图版具有普遍适用性，可用于估算气田开发初期达到生产规模、稳产年限要求所应具备的合理井
均动态储量，为确定气田开发技术指标提供快速、有效的方法；同时，也可用于对比评价已开发气田的开发效果和
加密潜力。图 6 表 3 参 23
关键词：中国大型气田；初始无阻流量；动态储量；相关性图版；加密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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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per-well average dynamic reserves and initial absolute open
flow potential (AOFP) for large gas fields in China and its application
LI Xizhe1, LIU Xiaohua1, SU Yunhe1, WU Guoming2, 3, LIU Huaxun1, 2, LU Linlin1,
WAN Yujin1, GUO Zhenhua1, SHI Shi1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PetroChina, Langfang 065007, China; 2. Institute of
Porous Flow & Fluid Mechan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angfang 065007, China;
3.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Langfang 065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performance data of over 600 wells in 32 large gas fields of different types in China, the correlation is established
between per-well average dynamic reserves ( G ) and average initial absolute open flow potential ( qIAOF ) of each field, and its
connotation and applicability are further discussed through theoretical deduction. In log-log plot, G vs. qIAOF exhibit highly dependent
linear trend, which implicates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G and qIAOF attained through development optimization to reach the balance
among annual flow capacity, maximum profits and certain production plateau, that is to match productivity with rate maintenance
capacity. The correlation can be used as analogue in new gas field development planning to evaluate the minimum dynamic reserves
which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stable and profitable production, and facilitate well pattern arrangement. It can also serve as criteria to
appraise the effectiveness and infill drilling potential of well patterns for developed gas fields.
Key words: large gas fields in China; initial AOFP; dynamic reserves; type curve; infill drilling potential

版权所有

引用： 李熙 喆 , 刘晓华, 苏云河, 等. 中国大型气田井均动态储量与初始无阻流量定量关系的建立与应用[J]. 石油勘
探与开发, 2018, 45(6): 1020-1025.
LI Xizhe, LIU Xiaohua, SU Yunhe, et al. Correlation between per-well average dynamic reserves and initial absolute open flow
potential (AOFP) for large gas fields in China and its application[J].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 45(6): 1020-1025.

产时井底流动压力降为零（表压）时的产量 [1-2, 5] ，是

0 引言

气井配产的重要依据，一般通过产能试井来确定。气
无阻流量和动态储量是表征气井（藏）产能和稳

井无阻流量除了受地层压力和产能系数等地质因素影

产能力的关键参数，也是单井配产、井网部署以及气

响外，还受钻、完井方式与完井质量控制。因此，在气

田合理开发规模确定的重要依据

[1-4]

。

气井无阻流量即气井的极限产量，指气井开井生

田开发过程中，水平/大斜度钻井、酸化压裂等成为提高
单井产能的有效措施。对于不同类型气藏，由于地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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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钻、完井方式不同，气井无阻流量存在较大差异。

1021

根据生产井的动态数据分别计算了 32 个大型气田

气井（藏）动态储量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压降波及

600 余口井的动态储量和初始无阻流量。结果显示：①

范围内参与流动的天然气储量，是评价气藏地质储量

储集层物性好、分布范围广、内部连通性好的气田，

动用程度的关键参数，也是进行开发方案设计、确定

单井动态储量与初始无阻流量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

。气藏地质储

②低渗-致密砂岩、火山岩等类型的气田，受岩性和物

量的动用程度受储集层物性、非均质性、井网井距和

性变化影响，储集层连续性和连通性差，单井泄流范

水侵等因素控制。在编制开发方案时，通常按地质储

围有限，气井无阻流量和动态储量存在较大的随机性，

量进行方案设计和部署，在开发过程中，再根据对动

同一气田内不同井无阻流量和动态储量之间不具备相

态储量的认识进行优化调整。随着气田开发对象日趋

互关联的必然性（见图 1）。

加密潜力和计算气田采出程度的基础

[6-8]

复杂，储量动用难度逐渐增加，动、静态储量差异也
逐渐变大 [9]。目前，国内外对大型气田规模有效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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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多集中在不同类型气田开发模式和开发技术政

策方面 [10-15] ，而对产能、动态储量等关键开发指标之
间定量关系的建立和描述则鲜有相关报道。

在规模、效益和稳产开发条件下，已开发气田产

能、动态储量等关键开发指标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匹
配关系，如何用于指导新气田的开发，是本文研究的
主旨。为此，以中国 32 个大型气田生产动态数据为基
础，建立了以气田为单元的井均动态储量与井均初始
无阻流量关系图版，并通过理论推导，探讨了二者关
联性的内涵，为开发设计阶段效益可动用储量估算、
井网部署提供依据，同时也为气田开发中后期开发效
果和加密潜力的快速评价提供方法。

1 气田井均动态储量与井均初始无阻流
量的关系
中国已开发的 32 个大型气田（见表 1），基本涵盖
了目前已开发气田的所有类型，包括以苏里格、须家

图1

低渗-致密砂岩和火山岩气田单井动态储量与
初始无阻流量的关系

河等为代表的低渗-致密气田 6 个；以涩北、克拉 2 为

以气田为单元，采用算术平均法计算每个气田的

代表的孔隙型气田 15 个；以大北、克深等为代表的裂

井均初始无阻流量和井均动态储量，可以剔除单一气

缝-孔隙（洞）型气田 11 个。涉及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

田内储集层非均质性影响，突出反映不同气田间储集

9.48×10
8

12

3

m ，方案设计稳产期年产规模总计 1 200×

3

10 m 。
表1

层物性差异和人工干预（配产、井网部署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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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对数坐标系中，32 个气田井均动态储量和井均初

中国 32 个已开发大型气田基本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值

始无阻流量呈高度线性正相关（见图 2），散点分布在
一个相对窄小的条带内。图中线性回归直线为 A 线（相
关系数的平方为 0.863 7），条带状散点上包络线为 B

储集层类型

低渗-致密型、孔隙型、裂缝-孔隙（洞）型

埋藏深度

1 000～7 000 m

孔隙度

2%～30%

基质渗透率

(0.01～100.00)×103 µm2

气田生产时间

5～25 a

气田井均动态储量与初始无阻流量的总体平均水平；B

单井初始无阻流量

(4～1 000)×104 m3/d

线表示井均动态储量高、稳产条件较好、稳产期较长

单井动态储量

(0.1～130.0)×108 m3

线，下包络线为 C 线，线性回归直线 A 函数关系式为：
lg G  0.964 5lg qIAOF  0.964 2

（1）

A 线表示在目前技术与经济条件下，中国已开发

的气田开发趋势上限；C 线表示气井产能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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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田的年产气量、采气速度与气田动态储量的关
系可表示为：



Gp
Gt



nGp w
Gt

（6）

将（5）式代入（6）式，得采气速度、单井平均
配产、平均动态储量间的关系式为：

  0.033

qg

（7）
G
将（4）式代入（7）式，得气田平均单井动态储
量与平均初始无阻流量的关系：
a m
G  0.033 qIAOF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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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大型气田井均动态储量与初始无阻流量的关系



但井均动态储量相对较低、稳产期相对较短气田的开

对（8）式两边取对数，得：

发趋势下限。

a

lg G  m lg qIAOF  lg  0.033 
（9）


由（9）式可知，气田井均动态储量与井均初始无

2 气田井均动态储量与井均初始无阻流

阻流量具有双对数线性正相关关系，直线斜率为配产

量的关系内涵

指数，截距与配产系数、动态储量采气速度有关。
（9）
2.1 气田井均动态储量与井均初始无阻流量定量关系

式很好地解释了图 2 中 32 个气田实际生产数据 G 与

以气田为单元的井均动态储量与井均初始无阻流

qIAOF 之间存在的定量关系。配产系数和采气速度是在

量的定量关系，可以根据气井配产和采气速度的定义

气田投入开发时根据开发技术政策确定的，因此图 2

进行推导。

的内涵体现了中国大型气田在规模、效益和稳产开发

气井初始无阻流量的算术平均值可表示为：
qIAOF

1 n
  qIAOF,i
n i 1

（2）

模式下，通过优化设计建立的动态储量与初始无阻流
量之间的匹配关系，亦即产能和稳产能力之间的匹配
关系。为了进一步诠释图 2 和（9）式所表达的含义，

气井动态储量的算术平均值可表示为：
1 n
G   Gi
n i 1

下面针对不同类型的气田，对采气速度和配产系数进
（3）

单井平均配产与平均初始无阻流量可用幂函数关
系表示 [1,4]：

行分析说明。
2.2 不同类型气田采气速度与配产系数特征
《气田开发管理纲要》规定大型气田稳产期应在
10～15 a，要满足气田稳产要求，则必须控制采气速度

m
qg  aqIAOF

（4）

在一定范围内。根据图 2 中气田类型，分别统计了国

考虑检修、监测等情况，气井每年的实际生产天

内大型气田动态储量采气速度（见图 3）。结果显示，

数按 330 d 计，则单井平均配产与单井年产气量的关系

不同类型气田动态储量采气速度存在一定差异，但变

可表示为：

化区间有限：①低渗-致密气田动态储量平均采气速度

版权所有

Gp w =330qg /10 000=0.033qg

（5）

图3

4.6%，该类气田储集层致密，缺乏断裂、裂缝等沟通，

中国不同类型大气田采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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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渗流能力差，采气速度较低；②孔隙型气田动态

制和优化设计时，需要确定单井合理产量，即在该产

储量平均采气速度 6.6%，该类气田以中-高渗为主，孔

量下，气井既能够有一定的稳产期，又满足工艺和均

喉配置关系好，基质渗透率高，储集层内部连通性强，

衡开发等要求。为了便于对比，通常利用合理产量占

采气速度较高；③裂缝-孔隙（洞）型气田动态储量平

无阻流量的比例（qg/qIAOF）来表示配产的高低。由图

均采气速度 5.1%，该类气田尽管基质孔隙度、渗透率

4 可见，由于不同类型气田地质条件和初始无阻流量的

较低，但在裂缝沟通下，储集层连通性好，动态渗透

不同，其配产比例有一定差异。低渗-致密型气田配产

率高，综合考虑控水开发等因素，这类气田的采气速

比例较低，平均值为 0.12（即初始无阻流量的 1/8），

度介于前两类气田之间。

孔隙型气田为 0.17，裂缝-孔隙（洞）型气田为 0.21。

对常规气田而言，气田的稳产一般通过单井稳产
来实现，因此单井配产尤为关键。在进行开发方案编

配产比例反映了气井是否具备在高产条件下的稳产能
力，即无阻流量与单井动态储量之间的匹配关系。

石油勘探与开发
图4

中国不同类型大气田单井配产比例

无阻流量与单井动态储量之间的匹配关系可以用

b

初始无阻流量与动态储量比值来衡量（见图 5），随着
初始无阻流量与动态储量的比值增加，配产比例明显

qg
qIAOF

（11）

根据（10）式和（11）式得到 a 与 b 的关系：
1 m
a =bqIAOF

降低，说明气井高产条件下稳产能力有限，典型如低

（12）

渗-致密气田。孔隙型和裂缝-孔隙（洞）型气田储集层

根据回归的斜率 m 值可以看出， qIAOF 取值（1～

连通性好，单井泄流范围大，动态储量高，与低渗-致

1 m
值的波动较小，经
1 000）×104 m3/d 时，在该区间 qIAOF

密气田相比，初始无阻流量与动态储量比值较低，配

过优化后的单井合理产量区间一般分布在初始无阻流

产比例则相应较高。

量的 1/6～1/3，且配产系数 a 的变化范围较小，同时不
同类型气田采气速度变化区间有限，因而（9）式中系
数项 a/ν 的变化区间也很小。故 32 个气田的实际井均
动态储量与井均初始无阻流量在双对数坐标系中呈条
带状线性正相关（斜率相同，截距在小区间内变化）。

3 应用实例

版权所有

井均动态储量与井均初始无阻流量关系图版可用

于估算实现稳产和效益开发所需的动态储量，确定新
气田开发方案编制阶段稳产和效益开发的下限，同时
也可指导井网部署、气田开发技术政策的制定，评价

图5

单井配产比例和初始无阻流量与动态储量比值的关系

开发中后期气田开发效果和井网加密潜力。
3.1 气田开发初期稳产和效益可动用储量估算

根据（4）式可以确定配产比例与配产系数的关系：
qg
qIAOF

m 1
 aqIAOF

用 b 表示配产比例，即：

（10）

四川盆地中部高石梯-磨溪区块高石 1 井区震旦系
灯影组气藏位于台缘带，发育裂缝-孔洞型白云岩储集
层，平面大面积连片分布[16]。受断裂、沉积相、岩溶等
地质因素控制，储集层非均质性强，物性及产能差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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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编制前，对 15 口井进行了产能测试，不稳定试井曲

单井动态储量；③（ qIAOF ， G ）点位于 A 线上方（见

线表现为多区复合模型，动态显示连通范围有限。针对这

图 6 中 E 点），表示井均控制储量偏大，可以通过加密

类低孔、强非均质性、大面积分布的碳酸盐岩气藏，由于

井[17-23]来提高气田年产规模。

评价阶段试采井数少、试采时间短，难以较为准确地评
价该气藏达到稳产和效益开发所应具备的可动用储量。
利用产能方程计算 15 口测试井平均初始无阻流量
（1）
约 125×104 m3/d，应用已建立的关系图版（见图 2、
式），估算该气藏井均动态储量为 11.4×108 m3，也就是
说，该气田具备稳产和效益开发的井均动态储量下限
应在 11.4×108 m3 左右。方案实施后，采用多种方法计
算了近两年投产 5 口井的动态储量，结果分布范围为

石油勘探与开发

（3～30）×108 m3，井均动态储量为 11.55×108 m3（见

表 2），说明在井位优化部署和高产井培育情况下，该
气藏具备规模和效益开发的基础。
表2

井号
W1
W2
W3
W4
W5
平均值

高石 1 井区部分试采气井动态储量

图6

采用不同方法评价的动态储量/108 m3

物质平衡法
2.98
14.19
28.24
5.63
6.24
11.46

试井分析法
3.56
16.26
31.54
4.78
5.66
12.36

现代产量递减分析方法
3.18
14.05
27.57
4.19
5.23
10.84

平均值
3.24
14.83
29.12
4.87
5.71
11.55

3.2 气田开发效果及井网加密潜力评价

气田开发效果、井网加密潜力评价图

苏里格气田苏 20 区块位于苏里格气田中部，主要
产层段为中二叠统下石盒子组，辫状河沉积，属于透
镜状低孔-特低渗砂岩气藏，储集层平均孔隙度 8.95%，
以次生溶孔为主，平均渗透率（0.06～2.00）×103 µm2，
有效储集层连续性和连通性差，单井泄流范围有限，
动态储量小。该区块 2006 年投产，以直井和水平井生

对于一个已投入开发的气田：①通过生产动态资

产，利用该区块 30 余口井生产动态数据确定的井均初

料确定的（ qIAOF ， G ）落在图 6 回归直线 A 上，表示

始 无 阻 流 量 为 16.93×104 m3/d 、 井 均 动 态 储 量 为

开发技术政策既能充分发挥气井的产能，又能满足规

0.304×108 m3（见表 3），在 qIAOF～ G 关系图上位于 A

模效益开发的要求；②（ qIAOF ， G ）点位于 A 线之下

线之下（见图 6 中的 F 点），说明井控动态储量偏低。

（见图 6 中 D 点），表明气井产能高但井均控制储量小，

虽然该区块通过加密井的方式来提高气藏的整体储量

对于连通气藏，这种情况说明井网过密，气井产能无法

动用程度，但与图 6 中其他类型气田对比，差异在于

得到充分发挥，已无加密潜力。而对于井间连通性差的

单井平均动态储量偏低，下步攻关重点为如何提高单

透镜状碎屑岩、火山岩等岩性气藏，需要采取措施提高

井泄流范围、增加单井控制可动用储量。

表3
气井分类
Ⅰ
Ⅱ
Ⅲ
平均

初始无阻流量/
（104 m3d1）
>10.00
4.00～10.00
<4.00
16.93

4 结论

苏 20 区块单井无阻流量及动态储量统计表

平均生产时间/
d
2 579
2 432
2 447

平均单井累产气/
108 m3
0.313 4
0.186 4
0.115 9

初期平均单井产量/
（104 m3d1）
2.75
1.53
1.02
1.76

单井动态储量/
108 m3
0.200～0.750
0.060～0.520
0.060～0.460
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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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井数比例/
%
25
42
33

井均动态储量与井均初始无阻流量关系图版可用

于估算气田开发初期达到生产规模、稳产年限要求所

中国大型气田井均动态储量与井均初始无阻流量

应具备的合理动态储量，为确定气田开发技术指标提

在双对数坐标系中呈高度线性正相关，斜率为气井的

供快速、有效的方法；同时，也可用于对比评价已开

配产指数，截距与配产比例、动态储量采气速度有关。

发气田的开发效果和加密潜力。

其相关性体现了中国大型气田在规模、效益和稳产开

建立井均动态储量与井均初始无阻流量关系图版

发模式下，通过优化设计建立的动态储量与初始无阻

的原始数据涵盖了目前中国已开发大型气田的所有类

流量之间的匹配关系。

型，图版具有普遍适用性，可作为常规气或致密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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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评价类比依据。

[11]

符号注释：
a—— 配 产 与 初 始 无 阻 流 量 幂 函 数 关 系 式 中 的 配 产 系
数，无因次；b——配产比例，无因次；G——单井动态储量，

[12]

108 m3； G ——单井动态储量算术平均值，108 m3；Gp——气
田年产气量，108 m3；Gpw——单井年产气量，108 m3；Gt ——
气田动态储量，108 m3；i——气井编号；m——配产与初始无
阻流量幂函数关系式中的配产指数，无因次；n——总气井数；
qg——单井平均配产，104 m3/d；qIAOF——气井初始无阻流量，
104 m3/d； qIAOF ——初始无阻流量的算术平均值，104 m3/d；

[13]

 ——相对于动态储量的采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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