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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智能井技术应用于地下储气库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因为利

用该技术可以确定地层性质，可以对储气和供气能力进行模拟，并

且可以利用一些分析工具追踪历史产量趋势。利用智能井技术可以

提高储气和供气系统的效率和成本效益，从而进一步确立天然气作

为一种可靠能源的地位。

智能井技术在地下储气库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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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智能井技术应用于油气生产的

一个主要目的是使规模不断缩小的油气

田资产实现其价值最大化。但此类智能

技术在地下储气设施中的应用目的则有

很大不同，主要原因在于储气库可以被

反复补充库存。因此，必须对这种从地

下储气设施中高速重复注入和采出天然

气的能力进行优化和智能管理。

地层性质决定了一口井在高采收

率情况下的最佳开采水平。随着储气库

中天然气的采出，气藏压力下降，天然

气采出量也降低。垫层气是指在注入和

采出周期中仍然保留在气藏中，用来确

保天然气采出过程中能有足够的压力维

持开采所需的最低流量的那部分天然

气。同时，垫层气本身的压力和体积也

减少了水侵入气顶的可能性，并能避免

气水界面移动现象的发生。由于垫层气

在地下储气库（UGS）设施中所占成本

最高，因此，如果能够尽量减少垫层气

的体积，并能够在全面了解气藏的基础

之上确定其有效的工作范围，便可降低

储气库项目的综合开发成本，并显著提

高项目的盈利能力。

在油气开采过程中，油藏工程师可

以利用智能井技术实时或接近实时地应

用诸如递减曲线、物质平衡关系、向井

流动动态关系（IPR）曲线和油藏模拟和

模型之类的信息 [1]。先进的系统应具备

良好的自调节功能，或者应该能够在需

要实施干预措施时及时发出警报。智能

生产井的最终目的是以更低的成本、更

高的效率产出更多的油气。

尽管UGS设施也能从低成本、高效

率的智能井技术中获益，但在此采用智

能井技术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油气采

收率。事实上，全球许多地区储气库的

运作更类似于银行的日常运作，而与油

气藏开采不一样。正如货币流入和流出

银行一样，在储气库中资产是以天然气

的形式流入和流出储层的。在需要的时

候（有时是注入储气库几个月后，但目

前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在几天、甚至是几

个小时后），这些天然气将被提供给采

购公司，采购公司再将其出售给工业和

民用天然气用户。银行已经在机构和客

户之间实现了货币和资本的自动流通，

同样地，储气设施也正在使开采公司和

消费者之间的天然气流通朝着自动化的

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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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图片由 Falcon 储气公司提供。

UGS 作业也不同于传统的采气作

业，因为UGS作业过程中气井必须能够

承受很高的注入压力，而这么高的压力

在生产井中极为少见，而且UGS中天然

气的采出速度能达到普通气藏生产井的

5－ 10倍。UGS井的寿命一般较长，因

此保持气井和气藏的完整性对于成功进

行作业至关重要。快速变化的作业模式

（从注入到采出）要求作业者必须能够

及时做出应对，避免气井和气藏受到损

害。同时应该对UGS设施实进行适当管

理，这是确保天然气供应安全的一个

关键因素。

保持稳定的天然气供应近年来已

经成为全球许多地区地缘政治的重点。

一些政府管理条例（如欧盟制定的管

理条例）对UGS业务开展方式的影响越

来越大。由于智能井技术能够促进天

然气的自动储存和采出作业，提高储

气设施的作业效率，并有助于地下资

产（天然气）的优化管理，因此，智能

井技术自然也作为上述成果的副产品正

在被逐渐采纳。

智能井技术在各项作业中的实施力

度并不相同，而且并不是所有的UGS设
施都会应用到这些新技术。然而，智能

井技术所带来的作业绩效的提升正激励

着作业公司对其许多原有的储气作业进

行完善和升级。这些措施有时能为作业

公司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1. 根据地层性质和完井硬件的不同能够对油气
衰竭情况进行预测。可以通过绘制储量递减

曲线来描述储量的递减速度。

物质平衡方程是质量守恒的一种表达式。从
某控制单元中逸出的物质总量等于进入该单

元的物质总量减去该单元中累积起来的物质
的量。通过物质平衡方程，可以利用各个时

间点测量的油气藏压力来估算剩余油气的体
积。

向井流动动态关系（IPR）是采油工程中通过

绘制气井产量和井底流动压力 (BHP) 关系图来
评估气井动态的一种工具。生成 IPR 曲线所需

的数据是在变产量测试过程中通过测量各种压
降条件下的产量而获得的。曲线形状取决于储
层流体组分和各种流动条件下各相流体的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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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类型划分地下储气库。UGS设施可以有多种形式，其中枯竭的油气藏和
盐水层所占的比例最大，占全球供气量的96%。现有设施的类型决定了选择
何种储气库：在西欧，储存在含水层和盐穴中的天然气占该地区总储气量的

34%，但在美国这一比例仅为 14%，因为美国有更多的枯竭油气田可用于建
设储气库。（根据 Wallbrecht 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6。）

> 天然气用量的周期性。作为美国的一种民用供热源（蓝色），储备天然气用
量在冬季会达到高峰，而当天然气被用于发电以满足制冷需求时（红色），天
然气的用量在夏季会达到高峰。商用需求量受温度变化的影响（黑色），与民

用天然气的需求变化相一致。另外，还应该注意的是，用于发电的天然气用
量在最近几年出现了持续增长。[根据 http: / /www.eia.doe.gov/oi l_gas/
natural_gas/info_glance/natural_gas.html的资料修改（2008年2月29日浏览。）]

在简要介绍储气库的基本知识后，

本文还对北美和欧洲地下储气作业中

应用的各级智能井技术进行了分析，

并通过实例分析阐明了作业公司是如

何利用实时数据来确定储气井损害程

度以及如何依靠实施新的优化和监测

技术来提高储气井动态的。另外，本文

还对一项整合了三个级别智能井技术

的最先进的自动化作业流程进行了介

绍[2]。

地下储气基本知识

在冬季的几个月中，为了满足供热

略省Welland县首次成功地将天然气进

行地下储存。当时，作业人员对一个局

部枯竭的气田中的一些气井进行了改

造，然后在夏季将天然气注入储层，并

在当年冬季将天然气重新采出。

1916 年，Iroquois 天然气公司将美

国纽约州布法罗南部的 Zoar 油田改造

成了一个储气库，该储气库目前仍在运

行。Central Kentucky天然气公司也曾于

1919年将天然气注入位于美国肯塔基州

已枯竭的 Menifee 气田。截至 1930 年，

已有六个州的九个储气库投入运行，这

九个储气库的天然气总容量达到了 180
亿英尺 3（5.1亿米 3）左右。1950年以前

的地下储气库几乎都是由局部或全部枯

竭的气藏改造而成。

当前，地下天然气主要储存于溶

洞和孔隙性储层中，经过淋滤的盐穴

和废矿只占储气库总库容的一小部分。

到目前为止，枯竭的油气藏和盐水层

仍然是最常见的UGS媒介（左图）。由

于盐穴储气更适合快速采出和注入作

业，因此主要被应用于高峰期输气[3]。

一般情况下，储气库中需保留 20% －

30% 的天然气，以确保洞穴结构的稳

定。利用盐水层能够高速采出天然气，

但该方法所需的垫层气过多，占总容

积的 50%－ 80%。目前，最常见的储气

库是用于季节性供气或缓解需求高峰

的枯竭油气藏，其所需的垫层气一般

占总储量的 30% － 50%[4]。

最近几年，随着天然气越来越多地

用于发电，美国的UGS采出作业方式已

发生了变化。目前，美国夏季的天然气

用量要高于过去，因为天然气被用来发

电以满足夏季的空调和制冷设备的用电

需求（左图）。这一情况已经从多个方

面改变了美国的储气规模。人们开始利

用燃气发电站附近的 UGS 设施来调节

季节性甚至是几小时内的需求变化。在

天然气需求高峰时段可以将当天储存的

天然气采出，而在需求较低时则可将其

储存下来。商业管线可能无法完全满足

高峰期的天然气需求，也无法在需求较

低时将其存储起来以供日后使用，而

UGS设施可以使这两方面的不足都得到

弥补。

需求常常需要较多的天然气，因此天然

气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季节性的燃料。美

国天然气界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已经认

识到，在天然气需求的高峰期，仅依靠

长距离天然气管道无法充分满足人口密

集地区对天然气的需求。为了更好地适

应天然气的需求周期，开发了储气网

络，利用该网络可以在天然气需求低时

将气注入地下储存设施，然后再在高需

求阶段采出天然气。这种根据需求进行

调节的做法被称为调峰。

地下储气库历史几乎与长输管线的

历史一样悠久。1915年，在加拿大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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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关智能油田技术在生产井中的应用更多的
信息，请参见：Dyer S，El-Khazindar Y，Reyes A，
Huber M，Raw I 和 Reed D：“智能完井－一种
油气井自动管理形式”，《油田新技术》，19
卷，第 4 期（2007 年冬季刊）：4-17。

3. 有关地下储气库更多的信息，请参见：Bary A，
Crotogino F，Prevedel B，Berger H，Brown K，Frantz
J，Sawyer W，Henzell M，Mohmeyer K-U，Ren
NK，Stiles K 和 Xiong H：“地下储存天然气”，

《油田新技术》，14 卷，第 2 期（2002 年夏季
刊）：2-17。

4. 有关 UGS 当前趋势更多的信息，请浏览：
https://www.ferc.gov/EventCalendar/Files/
20041020081349-final-gs-report.pdf（2008 年 1 月
23 日浏览）。

5. Chabrelie MF，Dussaud M，Bourjas D和Hugout B：
“Underground Gas Storag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 智能级别。智能井技术在实施过程中可以划分为三个级别，每一级别都建
立在前一个级别的基础上，且其复杂程度不断增加。在三个级别中，最复杂
的是可实现优化和自动化管理的数字化油田。

>  不断增长的供应量。在过去的35年里，全球工作气总量不断增加，大多数增量出现在南北美洲（蓝

色）以外的地区，其中东欧和中东地区（黑色）（包括俄罗斯）的增量尤为明显。目前的预测结果表
明，现有的储气容量已无法满足天然气的长期需求，还需增大储气库的容量。（根据Wallbrecht的资
料修改，参考文献 6。）

for Increased Efficiency”，http://217.206.197.194:
8190/wec-geis/publications/default/tech_papers/
17th_congress/2_2_09.asp（2007年 12月 12日浏
览）。

6. Wallbrecht J：“Underground Gas Storage”，国际
天然气联合会，工作委员会报告 2，USG基本

作业，发表在第 23 届世界天然气大会上，阿
姆斯特丹，2006 年 6 月 5-9 日，http://www.
igu.org/html/wgc2006/WOC2database/index.htm
（2008 年 3 月 27 日浏览）。

7. 有关传感器和仪器开发新成果在智能井中的
应用更多的信息，请参见：Bouleau C，Gehin H，
Gutierrez F，Landgren K，Miller G，Peterson R，
Sperandio U，Traboulay I 和 Bravo da Silva L：“一
体化资产管理系统方法”，《油田新技术》，19
卷，第 4 期（2007 年冬季刊）：34-48。

UGS并不是北美所特有的，目前已

有33个国家在运营储气库，但美国迄今

为止仍然是UGS最多的国家。作为一种

能源，天然气目前在西欧民用和商用领

域的能源消耗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

44%以上，在这种情况下，确保安全、稳

定的天然气供应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法

国，有时超过一半的用于制冷或制热的

民用天然气用量均来自储气设施[4]。

最近，西欧一些天然气控股公司和

市场供应商之间的天然气贸易出现了上

升的势头。储气库的使用情况通常取决

于短期的买卖行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

的调峰行为。购买方和供应方的盈利能

力则均取决于UGS设施是否能以一种经

济有效的方式来按需储存和供应天然气。

1997年，全球共有580个UGS设施，

其中 448 个位于枯竭的油气藏中。到

2006年，在所有统计到的 606个UGS设

施中，枯竭油气藏中的 UGS 上升到了

495个[6]。1996年，除俄罗斯以外，欧洲

共有92项UGS项目，而到了2006年，那

里的UGS项目增加到了 127个，增长了

38%。同时，该地区储气设施中工作气

的体积也从原来的6060万米3（21.4亿英

尺3）增加到了1.105亿米3（39亿英尺3），

增长了 82%。

尽管在1995至2004年间美国UGS设
施的数量有所下降，但得益于油气田利

用技术的优化及现有设施的改进，总的

天然气储存能力还是得到了小幅提高

（右上图）。其中许多老的UGS设施是在

当前正在应用的油藏模拟工具引入之前

开发出来的。作业者正将传感器技术和

地面设备的先进成果应用于这些较老的

储气设施中，以使其变得更“智能”，功

能更加多样 [7]。

智能井有多聪明？

可以将储气作业的相对智能程度划

分为三个级别：级别 I为自动化的数据

流，包括接收数据、分析数据并做出相

应的反应；级别 II为监测和优化，更注

重行动，可以分析数据、比较和验证模

型、控制模型及决定必要的行动程序；

级别III被称为数字化油田，它能够以一

种主动的方式实现其应用领域流程的一

体化及进行远程优化和自动化作业等

（右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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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声数据的清理。在高频条件下采集的数据可能含有大量的噪声，传感器也可能出现误差。尽管大多数数据是可用的，但油嘴尺寸（左上，蓝色）、井

底压力（左上，红色）、井口压力（左下，绿色）和井口温度（左下，黑色）中的峰值和噪声使这些数据难以应用到建模程序中。数据经筛选和清理之后
（右）便可以用于岩石物理软件中。（根据 Holland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8。）

8. Holland J，Oberwinkler C，Huber M 和 Zangl G：
“Utilizing the Value of Continuously Measured Data”，

SPE 90404，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

休斯敦，2004 年 9 月 26-29 日。

9. Brown KG 和 Meikle DE：“The Value of Wellhead
Electronic Flow Measurement in Gas Storage Fields”，
SPE 31000，发表在SPE东部地区会议暨展览会
上，美国西弗吉尼亚州Morgantown，1995年 9
月 17-21 日。

10. Brown KG和Sawyer WK：“Novel Surveillance Helps
Operators Track Damage”，SPE 75713，发表在SPE

第 I级智能储气技术始于建立可靠

的数据系统。多数UGS作业都涉及到数

据采集和监控（SCADA）系统。这些计

算机化的网络可以远程采集诸如流量和

压力之类的井数据，并且可以对天然气

通过整个管线系统的传输动态进行控

制。在此过程中所采集到的数据点有数

百万之多，要利用人工方法来验证所有

信息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对数据流

实施自动化的质量控制。

常常将传统的油气生产软件应用于

UGS作业中，以确定出现的问题及监测

各井，评估完井动态及描述储层性质

等。在上述程序中经常会用到趋势分析

和典型曲线拟合技术。然而，大多数岩

石物理程序的功能往往不够完善，难以

处理 U G S 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大量

SCADA数据。另外，这些程序也难以有

效处理由传感器误差和假信号所导致的

噪声数据（上图）[8]。由于这些作业能否

得到合理实施通常取决于能否有效地识

别出随时间变化的各线性趋势线的起始

点，以及能否清楚地识别出各典型曲线

的微妙特征，因此必须对数据进行筛

选，并减少数据量，以实现上述特征的

正确识别（下一页图）。因此，在向上

述程序输入数据之前必须进行智能化的

数据简化工作。

可以通过数据了解到各井及在产油

气田的安全运行情况。储气井的重复循

环能力（即注气期和采出期的反复循

环）是在产油气藏和储气藏之间的一个

根本性区别。有时，储气井会在一段时

间内处于静态，而在这种情况下对采集

到的数据的处理可视为是一种短时压力

恢复测试。循环过程中发生的任何变化

都可能表示气井、气藏或地面设备出现

了故障。通过分析数据，可以发现故障，

继而展开相应的补救措施。

电子流量测量（EFM）数据在UGS

储气库中的早期应用已经清楚地证明了

其在监测井动态、实施常规监测和发现

作业问题方面的价值[9]。2002 年，作为

一项由天然气技术研究所（GTI）赞助的

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斯伦贝谢公司的工

程人员开始着手利用 EFM 数据开发一

种既准确又经济的储气井井筒损害检测

方法[10]。目前业界一般每隔 1 到 3 年才

通过地面回压测试来对 UGS 井的井筒

损害情况进行一次评估。这一普遍的做

法正是促使斯伦贝谢工程人员开展以上

工作的原因。由于不经常开展测试作

业，工程人员根本无法确定某段时间内

（如在注入或采出周期内）出现的损害

情况或突变现象。尽量实时地确定损害

变化非常重要，因为在注入和采出过程

中或在两项作业转换过程中都可能发生

损害。斯伦贝谢开展的这一工作可以让

作业人员比以前更加频繁地对 UGS 井

的损害程度进行评估。

天然气技术研讨会上，卡尔加里，2002 年 4
月 30 日 -5 月 2 日。

11. Spivey JP，Brown KG，Sawyer WK和 Gilmore RG：
“Identifying the Timing and Sources of Damage in Gas

Storage Wells Using Smart Storage Technology”，
SPE 97070，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

达拉斯，2005 年 10 月 9-12 日。

12. 视临界温度和视临界压力指的是无法区分多
组分混合物的汽液状态时的压力和温度条件

（因为在这种压力和温度条件下，汽液的性质

是一样的）。z 因子（或称为天然气理想偏差

系数）是天然气动态与理想气体定律的偏差
值。

气层体积系数指的是每单位压力变化下天然

气体积的变化。等温压缩系数是用来测量流
体或固体随压力（或平均应力）变化而产生
的相对体积变化的量度。气层体积系数用来

将气体体积从油藏条件转化为标准（地面）
条件下体积，因为任何气体的体积都取决于
 其所处的压力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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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简要、更有针对性的数据。SCADA系统获得的高频电子流量（EFM）数据（左）显示出大量的离散点，难以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可能识别
出数据的直线段及确定其微妙特征（而这些特征在典型曲线拟合过程中非常重要）。绘制径向流动图（左上）是为了确定数据直线段斜率。通过删除异常

数据点并每隔 10分钟对数据实施一次平均值计算处理（右上）之后，离散点减少，而且曲线的斜度也更明显。此时，可以在曲线的最右端看到一些原本
被原始数据掩盖的井筒储存效应。经过处理后，在压力恢复双对数曲线图和导数曲线图（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改进，这些成果使数据更具有实际意义。
原始数据（左下）中的噪声和离散点会增加曲线拟合和直线段识别的难度。利用汇总和筛选后的数据（右下）可以确定直线段，并用来计算渗透率。导

数图的右半部分形状的微妙变化都能够被识别出来，利用这部分曲线特征可以确定储层的边界条件。而这些数据在未被筛选和简化之前很难对其进行解
释。（根据 Brown 和 Meikle 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9。）

斯伦贝谢公司的工程人员在最近的

一次GTI研究中开发了一种利用EFM数

据连续追踪和确定井筒损害的方法[11]。

为了开发针对 UGS 设施的损害识别技

术，工程人员在智能井技术的新成果

（包括传感器优化及实时数据流处理）

中融入了早期积累的EFM研究经验。哥

伦比亚输气公司在美国东北部运营的一

个项目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该储气库

是一个由固结砂岩组成的地层圈闭，其

平均厚度为10英尺（3米），平均孔隙度

为 10%，平均渗透率为 150 毫达西。该

储气库由20口井组成，其中5口井被确

定为重点研究井。

井口 SCADA系统每隔 15秒采集一

次压力和流量高频EFM数据。作业公司

在收集每月记录后（每口井每天的数据

点达到 11.5 万个），再将它们提交给斯

伦贝谢公司的工程人员。工程人员利用

一种软件对全场数据进行日常分离，将

数据归到各井中，每口井建立一个文

件，从而减少数据体体积，使其更易于

管理，同时也实现了信息的自动化处

理。

在整个研究期间，每口井产生了三

百万个数据点，为了处理这些原始数

据，工程人员专门开发了一个例行程

序。该程序具有三大功能：天然气性质

对比、井底压力计算和数据处理。利用

天然气性质对比模块来对视临界温度和

视临界压力、偏差系数、等温压缩系数、

气层体积系数和天然气密度、粘度和视

压力等参数进行评估[12]。该软件还针对

Excel 工作表对数据进行格式处理。

在流动过程中，高频EFM数据每隔

10分钟会被汇总一次。软件的日常程序

对平均流量和平均压力，以及这些数据

的标准偏差进行计算。如果出现流量逆

转或零和非零 EFM- 流量测量数据混合

现象，异常数据点将被标出并视为无

效。

在关井期间，作业人员对数据实施

一项变宽度视窗技术，以便可以在每一

个周期获得数量大致相同的数据点。软

件程序对数据点进行拟合，以确定权重

因子。为了确保数据在关井压力恢复或

压降分析中的有效性，作业人员基于注

入前时段或生产期的长度、关井时间及

采集有效分析数据所需的时间应用了一

系列的过滤器。此外，在将数据输入

Excel 工作表过程中，为了避免受到限

制，作业人员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控制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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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动态监测。如果表皮损害系数 s和非达西流动系数D都是常数，那么视表皮损害系数 S与流量应是一条直线关系（左，黑色）。如果 s或 D值产生变
化，那么视表皮损害系数 S与流量关系曲线也会根据损害类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从 EFM数据（右上）中可以看到，两次采出周期（箭头）之间 s 值发
生了阶跃变化。通过绘制流量（右下）与注入 S（压力恢复）和采出 S（压力下降）之间的对比图可以看出这些变化出现在注入阶段，而不是采出阶段。

如果 s和D值都是常数，那么数据将沿着基准线（红色）下降。在本实例中，斜率发生变化表明D值增大。（根据 Spivey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11。）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作业人员应采

用人工介入的方法选图，并对其标度做

出相应的调整。可以将视表皮系数S作
为时间或流量的函数绘制出来。如果表

皮系数s和非达西流动系数D不随时间

变化，那么视表皮系数S将会是流量的

线性函数，可以用来计算s和D值 [13]。反

之，如果 s值或D值随着时间的变化而

变化，那么 S 将不会是流量的线性函

数。突变将导致数据点聚集，而渐变则

将导致数据慢慢偏离基线模型（上图）。

曾有研究表明，在所有被评估的油

气藏中，因非达西流动造成油气井损害

的油气藏的比例达 60%[14]。如果假设损

害仅仅与表皮损害系数有关，那么不正

确的结论就有可能导致不合理的甚至是

无效的修井作业。通常可以通过将酸液

泵入射孔段或对地层实施水力压裂来减

少表皮损害。但上述补救措施对非达西

流动效应引起的损害却发挥不了多少作

用，实施这些处理可能只会浪费时间和

资金。

哥伦比亚输气公司在研究过程中发

现注气阶段非达西效应发生了变化。损

害都发生在2004年的某一周之内。通过

视表皮损害－产量关系图中斜率的急剧

变化可以发现油田中的部分井呈现出增

强的非达西流动效应，而其他井却并未

产生此类变化。分析结果表明，这种损

害是由注气过程中紊流加大引起的，并

不是某些井出现了损害，因此工程人员

未采取补救作业。如果这一问题是在针

对单井所做的每年一次的测试中而不是

在对油田中所有井的持续监测中发现

的，这一结果就可能导致作业公司得出

错误的结论，引起不必要的开支。

作业人员利用现有的数据源，结合

新的数据挖掘技术来实施分析，这使他

们能够确定出现损害的原因，并制定相

应的处理决策。本实例中所有的问题井

都还可以继续保持作业，无需对其实施

修井作业[15]。

通过改进将智能水平提高至第 II级

实现UGS设施注入、储存和采出流

程的系统化可能会给作业公司带来最大

的效益。单井分析、油藏建模、地面硬

件和系统低效等问题都应进行全面的评

估，仅仅关注作业的一两个方面（如

EFM数据、油藏描述或地面硬件）是远

远不够的。优化流程要求综合考虑所有

因素，以开发出一个能够代表整体系统

的模型。优化、建模和监测是开发第 II
级智能 UGS 设施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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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多级流量试井确定瓶颈。NODAL生产系统分析结果表明，油管尺寸是
本次测试的瓶颈。油管内径（ID）在现有尺寸 3.092英寸（绿色）和 8.0英寸

（蓝色）之间变化。分析结果表明，当油管内径由3.092英寸增加到5英寸（红
色）时，流量将提高 54%，由原来的 1100万英尺 3/ 日（31.1 万米 3/ 日）增加
到 1700万英尺3/日（48.1万米 3/日）。但如果油管内径大于 5英寸，流量增加

的幅度很小。（根据 Brown 和 Sawyer 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14。）

13. 表皮损害系数s是一个无因次参数，通过实际

条件与理论或理想条件的对比对表皮损害系
数进行计算后，可以确定一口井的生产效率。
正表皮值表明某些损害或影响正对油气井产

能产生不利影响，负表皮值表明产能得到了
提高（通常是增产作业的结果）。

非达西流动系数 D 是根据不符合达西定律的

流体流动计算出来的参数。达西定律假设地
层流体处于层流状态，如果流体处于紊流状
态而非层流，那么就称为非达西流动。在高

产气井附近，当流体汇入井筒时达到的流速
超过层流或达西流动雷诺数时，通常可以观

察到紊流现象。由于产层中的紊流现象多数

出现在井筒附近，因此，非达西流动效应可
以表示为一个与产量有关的表皮效应 D。

视表皮损害系数 S与 s类似，但 S可能是由机

械损害或非达西流动效应（如与产量有关的
限流因素）引起的。

14. Brown KG 和 Sawyer WK：“Practical Methods to
Improve Storage Operations － A Case Study”，SPE
57460，发表在SPE东部地区大会暨展览会上，
西弗吉尼亚州 Charlston，1999 年 10 月 20-22。

15. 有关传感器和数据处理方面的最新进展，请
参见：Bouleau 等人，参考文献 7。

优化工作的第一步是对各井或完井

段进行描述，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大多数

测试专家的认同。井筒周围的储层条件

和储层物性以及所受到的损害程度都会

对完井段的流动效率产生影响。在确定

上述各因素之后，作业人员就可以开发

预测模型来对各种作业条件下理想的动

态进行模拟。多级流量试井是全面描述

井损害和流动动态的一种标准化技术，

也是实际模型开发过程中一项必不可少

的技术。

利用多级流量瞬时压力试井技术可

以量化表皮损害系数s和非达西流动效

应D，从而为未来的对比工作设定一个

基准。单井测试作业完成之后，下一步

便是通过一项覆盖整个油气田的多级流

量测试来对系统的生产状况进行描述。

作业者可以利用从井口、处理设施和计

量站中获得的诸如流量、温度和压力之

类的作业数据设计一个有效的全油气田

多级流量试井方案。如果该油气田中所

有的井都能够同时流动，那么就可以通

过这类试井获得全油气田产能曲线。全

油气田的流速只有达到较高的水平，才

能够确定系统中的首个瓶颈。

在某些特定的作业条件下，当系统

中存在的不利因素影响到整个系统的综

合性能时，该不利因素就构成了瓶颈。

井筒尺寸、管柱、井口设备、集油管线

和处理设施，这些能对系统运行产生影

响的因素都可能成为瓶颈（右图）。在

确定出具体瓶颈后，还需进行经济评

价，来确定消除瓶颈在经济上是否切实

可行。例如，如果多级流量试井表明利

用较大的管柱可以消除瓶颈，但井筒的

尺寸会对管柱构成限制，那么这一问题

便很难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唯一

的解决办法可能只有增加井数量或替换

现有井，尽管这样做成本会很高。

在无法开展全油气田流量测试的条

件下，可以根据单井流量测试数据绘制

产能曲线，但随后还应对地面设施的影

响进行分析，并将测量结果纳入分析过

程。不管怎样，最准确的方法仍然还是

全油气田测试方法。

最后，可以开发一种将天然气的总

库存量作为储层压力的函数来显示的储

气库库存模型。要建立起这样一个模

型，首先要使储气库的流量保持稳定一

段时间，时间的长短必须使储气库达到

拟稳态流状态，然后利用拟稳态流动过

程中测量到的压力递减速度来计算储层

孔隙体积。换句话说，利用该技术可以

确定地下储气“库”的储气和供气规模。

一旦确定了储层孔隙体积之后，作业者

便可以对某一给定的平均储层压力下储

气库中的天然气总量进行计算。

在一般的作业中，只要有足够长的

关井时间，作业人员就可以利用现有技

术根据压力恢复试井数据计算出储层平

均压力。由于储气库库存模型能够将平

均储层压力和总库存之间的关系量化，

比起仅利用春秋两季例行关井期间采集

到的数据进行库存检查的方式，作业者

可以实施更加频繁的检查。根据流量数

据计算储层平均压力之后（可能利用正

在开发的技术就可以实现）便可能无须

等待短期或长期的压力恢复数据结果，

就可以实现对 UGS 储气库的实时库存

检查，这在天然气循环频繁且无定期关

井计划的情况下尤其重要。

根据扩展测试采集到的单井和全油

田数据确定孔隙体积后，能够获得两个

不同的孔隙体积估算值，然后将其进行

对比。此类数据将与产能测试数据相结

合来建立整个系统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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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PESIM生产系统分析模型。利用PIPESIM程序可建立储气设施机械部件直观模型。可将储层性质
和生产信息综合在模型中，然后利用全场多级流量试井对模型进行标定。本实例中的井是生产井，将
流动方向逆转后可获得注入模型。

> Falcon 储气公司的 Hill-Lake 地下储气库作业。该储气库位于得克萨斯州
Eastland县，其注气和供气能力分别为 3亿英尺 3/日（850万米 3/日）和 5.15
亿英尺 3/ 日（1500 万米 3/ 日）。（图片由 Falcon 储气公司提供。）

可以利用诸如 PIPESIM 和 NODAL
生产系统分析软件之类的各种程序建

立节点分析模型（下图）。在建立模型

时，首先要确定系统的物理组件并对

来自测井和试井的储层性质信息进行

整合。随后要在模型中纳入采集系统、

处理设备和地面设备的特征信息，然

后再根据诸如管道粗糙度和采集线长度

之类的系统变量对模型实施校正。之后

对模型进行调整，使其与试井过程中获

得的压力数据相匹配，重点解决瓶颈问

题。

在趋势分析中，作业人员将对日常

作业获得的实际结果与描述过程中获得

的模型预测结果作比较。目前，人们已

开始利用一些更加先进的预测工具，如

基于DECIDE!数据挖掘技术的生产优化

软件，来自动比较模型预测的数据与实

际作业数据。

是否该从头开始

由于 UGS 设施潜在的使用寿命较

长（例如 Zoar 储气库已经运行了 90 多
年），这就要求其建井模式不同于非储

气井的建井模式。与生产井相比，储气

井必须可以承受更大的注入量，更高的

采出压力和更频繁的循环周期。可以利

用现有的井下和地面设备实施储气作

业，但更常见的做法是利用现有井筒和

新钻井的组合来储气。原来的生产作业

模式可能会限制储气井的布井方式和设

备的位置，因而在将生产井改造成储存

井的过程中，工作重点应该在于对现有

设施的优化和对储层的全面了解。

最好在确定用作储气的油气田之初

就开展优化工作。首先应该对备选油气

田的储层性质有深入的了解。未来的

UGS储气库应具有良好的孔隙度和渗透

率及有效的圈闭机制。即使无需选择油

气藏（如有现有储气设施需要更新或改

进），那么仍然可以利用新技术提高

UGS 作业的价值。

Falcon储气公司在得克萨斯州Hill-
Lake 油田开展的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

利用智能井技术优化现有储气设施的例

子（左下图）。该储气库原先是一个油

田，发现于 20世纪 20年代，到了 20世
纪50年代，该油田的产油期结束。在20
世纪60年代，Hill-Lake油田被改造成了

一个储气库。当Falcon公司在2001年接

管该储气库时，共有21口井，其中的10
口井用于储气作业。自 20 世纪 50 年代

以来，Hill-Lake储气库就没有得到发展，

而且由于所谓“计量误差”的原因，之

前的作业公司都未能解释清楚另有 25
亿英尺 3（7100 万米 3）天然气的去向。

Falcon公司得到的原始解释结果相

当简单。通过有限的井控制和原先在注

入区域附近获得的较早电测记录可以看

出，该储气库的构造被解释为一个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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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藏建模。地质师利用Petrel软件对Hill-Lake油藏进行了模拟。一旦地质模型完全建立起来，就可

利用储层性质进行体积模拟和油田动态模拟。

> 解释结果的变化。Hill-Lake 油田最初被认为是一个河流三角洲（左）。从等厚图上可以确定出两个
构造高点（左上）。根据原始构造图钻了一些新井，该构造图建立在 1960 年前所钻的油井基础之上。

利用Petrel地震模拟软件（右）对原有解释进行了更新，增加了17口新井，并识别出了一个原先未知
的南部砂体（右上）。从而使原始砂体几何形态可视化分析的准确性得到了提高，构造也被描述成了
一个辫状河道砂体（右下）。由于 FMI解释提供了流动的方向，井位得到了优化。南部砂体中的 25亿
英尺 3 的天然气就是原来作业公司误认为计量误差而不复存在的那部分天然气。

三角洲（右图）。在 2003 到 2006 年间，

Falcon公司在该油田共钻了 16口新井，

钻井过程中的地质导向在FMI全井眼微

电阻率扫描成像测井仪的帮助下完成。

FMI成像数据给出了新的解释，即该储

层是一个辫状河道砂岩，而非三角洲。

2006 年，斯伦贝谢的地质师利用

Petrel 地震 - 模拟软件开发出了一个基

础地质模型（右下图）。该模型涵盖了

现有各口井的信息，同时还在分析过程

中增加了 Falcon 公司在 2006 和 2007 年
新钻的 17 口井的信息。

这些新井是在原先的注入井周围以

探边井的形式钻的，其趋势与通过FMI
成像数据解释获得的趋势预测相一致。

通过钻新井，获得了一些有趣的发现，

包括在主要注入井西南部的一个原先未

被发现的砂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砂体，

原本应该在早期的开采作业中便已枯

竭。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该砂体

的压力几乎与Hill-Lake油藏中其余部分

的压力相同，这表明他们之间具有连通

性。根据Petrel地质模型获得的信息，认

为该构造中应含有前文提到的去向不明

的 25 亿英尺 3 天然气。

在钻新井的过程中不仅发现了原先

不明去向的天然气，而且随着天然气的

注入，原本枯竭的油气藏被再次填充。

沿下倾砂岩段钻的新井钻遇了初始开采

阶段中遗留的部分原油，随着油藏压力

的增加，这部分原油现在也能够得到开

采。

伴随着储存气的采出，会有更多的

原油以天然气凝析液（NGL）的形式被

开采出来。在天然气的注入和采出过程

中，原先原油生产停止后遗留下来的那

部分液态烃会使天然气富化。在天然气

低温处理厂，这些液态烃首先被从循环

气中分离，然后被回收用于销售，从而

可以增加UGS作业的利润。利用Petrel
油藏模型可以确定适于未来储气库开发

的位置。在天然气采出过程中，这些位

置的砂岩性质应有利于天然气凝析液的

采收。

2007年，受基础模型的启发，Falcon
公司开始开发一个精细的Petrel地质和

油藏模型，该模型共包含72口井。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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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结果。随着新钻井数量的增加，地下构造变得越来越清晰。利用 72口井的资料及来自其中 29
口井的 FMI 数据，建立起了最终的 Petrel地质模型。该油田的构造为网状河道砂岩（左下）。相对辫
状河道砂岩而言，网状河道砂岩是在能量较低的水流环境中形成的。比起原先认识的三角洲或辫状河

道砂岩储层，网状河道砂层河床的路径更加曲折，未来布井的方式也更加复杂。FMI仪器的测量结果
为探边井的钻井作业和油气田开发指明了方向。对储层的进一步认识还帮助确定出了开采先前生产过
程中遗留原油的最佳钻井位置。另外，在重新认识储层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构造，确定了未动

用油藏的位置，并提高了设施的储气能力。

16. 网状河道砂层出现在那些梯度相对较低、河

道较深较窄及堤岸较稳定的多河道河流中，
是在缓慢流动的水流中沉积下来的。辫状河
道砂层形成于高能环境下，以砂坝或砾石坝

（或两者兼有）的连续沉积为特征，在这种条
件下，水往多个支流流动然后再汇合从而形
成辫状河道砂层。

17.“存放和取回”指的是一种为了日后使用天然
气而将天然气存放起来，并在需要时将其取
回以避免以较高的现货市场价格购买天然气

的方法。这一方法可以使客户在无法利用供
气管道实现供需平衡时满足自己的天然气供
应需求，从而实现节省成本的目的。同时，

客户也可以从短期的价格波动中获利。

18. 有关ECLIPSE软件和DECIDE！软件更多的信息，
请参见：Barber A，Shippen ME，Barua S，Cruz
Velázquez J，Garrido Hernández AM，Klumpen HE，
Moitra SK，Morales FL，Raphael S，Sauvé B，Sagli
JR 和 Weber M：“从储层到加工厂的生产优
化”，《油田新技术》，19卷，第 4期（2007 冬
季刊）：18-29。

ELANPlus 高级多矿物测井分析程序和

FMI分析技术对其中的29口井进行了解

释，又根据5口井的岩心分析数据对模

型进行了标定。在利用先进的岩石物理

分析方法进行解释之后，原本过于简单

的三角洲沉积解释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更

加准确的油藏模型。

随着新井的完钻，作业人员了解到

了更多有关储层几何形态的信息，而储

层沉积环境也被重新描述成网状河道砂

岩的古老河床[16]。井位优化取决于对储

层构造的掌握情况。Petrel模型的地下构

造可视化功能在正确识别沉积环境及否

定先前的两种解释结果方面发挥了关键

作用（下图）。对储层的全面了解促进了

储气库储存能力的提高，一些新的勘探

区也被确定了下来，以开采最初生产所

遗留的部分原油，并且实现了对未来油

田开发的优化。美国在生产和储气能力

方面所做的优化（Hill-Lake 作业便是一

个例子）正是该国在UGS数量减少的情

况下，储气容量仍能实现增长的原因。

Falcon公司所采用的新方法和技术

并不只局限于地下建模和优化。由于该

储气库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就已经投入

运营，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新改造。

该公司安装了SCADA系统来提供温度、

压力和流量方面的即时信息。各个压缩

站和油气田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可以从

井口对天然气流量进行控制。尽管目前

还未利用 SCADA 系统对该设施实施远

程控制，但SCADA系统事实上拥有这一

能力。

Falcon公司的Hill-Lake储气库现已

是一个先进的多循环UGS作业体系，可

用于多种用途，包括储存、高速供气、

调峰以及市场贸易等[17]。目前，其最大

容量为 150亿英尺 3（4.25亿米 3），其中

工作气为110亿英尺3（3.1亿米3），垫层

气为 40亿英尺 3（1.13亿米 3）。Hill-Lake
储气库的供气量和注气量分别达到5.15
亿英尺 3/ 日（1500 万米 3/ 日）和 3 亿英

尺 3（850万米 3）。原先的夏季注气、秋

季供气的模式已经被一种更灵活的作业

模式所替代。新的作业模式不仅可以根

据客户需求即期储存和采出天然气，同

时还可以将原先开采阶段遗留的部分原

油和天然气液开采出来。

Hill-Lake 储气库的成功促使 Falcon
公司最近展开了对其位于得克萨斯州北

部另一个名为 Worsham-Steed储气库的

改造。该储气库原来是一个废弃的油气

田，后经其他作业公司改造成为储气

库。Falcon 公司将其升级成了一个采用

类似智能井技术的多循环 UGS 作业设

施。现在，该油田不仅能够提供240亿英

尺 3（6.8亿米 3）的工作气，而且还能在

供气的同时采出原油和天然气凝析液。

级别 III －自动化油藏监测

无论建设UGS设施的目的是为了调

峰，还是将其用作储气库，自动处理能

力都是吸引作业者采取智能井技术的主

要原因。欧洲一家作业公司与斯伦贝谢

的油藏地质师和工程人员开展合作，利

用围绕DECIDE！软件建立的综合平台设

计并实施了一个自动化油藏监测作业项

目。作业人员可以利用安装在个人电脑

上的DECIDE！软件中的人工智能和软件

模拟程序对高度复杂的系统实施优化和

预测性建模模拟（下一页，上图）[18]。

该软件提供了在一种将人员、技

术、流程和信息整合在一个安全的全球

系统下的方法，在降低成本和风险的同

时提高作业效率。DECIDE！程序由两

大部分组成，即数据中心和台式计算

机。数据中心主要负责数据的检索、储

存、分配和作业任务的自动化处理。台

式计算机桌面利用先进的数据挖掘技术

实施石油工程分析计算，从而为作业公

司资产管理提供有力的工具。



2008 年春季刊 15

> 第 III 级智能技术。第 III 级智能技术集合了智能井作业的全部内容。通过集成趋势分析、建模和模拟等流程，该技术能够帮助 UGS 设施实现

高度自动化优化管理。

> DECIDE！程序工作流。利用神经网络（NN）替代模型对传输到数据缓冲区的 SCADA 数据实施质量检查、筛选和简化处理。这些数据将被输入各种软
件模块中以进行自动化监测、报告生成及数据的准备。替代模型将对信息进行处理并利用趋势分析和模拟拟合来发掘优化的机会和监测系统隐含的问题。
报告几乎可以实时生成，利用历史拟合可以确定作业是否正常。上述程序大多是在后台执行的，几乎不需要人工介入。

RWE Transgas Net公司是捷克共和

国一个独立的天然气作业公司。为了实

现管理和优化的目的，该公司针对其所

属的所有枯竭油气藏和含水岩层储气设

施都安装了 DECIDE！软件。该项目于

2004年开始实施，并于2007年结束（下

图）。

RWE Transgas Net公司与斯伦贝谢

合作共同实施了 DECIDE 程序，首先开

发出了一体化平台。建立起一个SCADA
系统用于获取连续的高频测量数据（以

秒计），高频测量数据以 15分钟为间隔

实时地从各井、采集系统及设施中输

出。在此流程的第 I级步骤中，软件系

统将对数据流的连接情况进行确认，并

在连接失败时通知作业人员。确认连接

有效后，软件系统将以更长的时间间隔

对高频数据进行输入、过滤、质量检查

和汇总操作，以降低数据集的规模。在

数据汇总前，软件就会自动去除传感器

误差和传输错误，并生成统计报告，以

使工程人员可以对信息的准确性进行评

估。为了使上述常规作业实现自动化并

提高数据的传输速度，开发了人工智能

技术。利用新采集的数据可以获得关键

性能指标，使用这些指标可以对正在进

行的作业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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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网络（NN）与问题识别。计算井底压力（BHP）要用到多个参数。神经网络的功能相当于替代模型，利用作业过程中

获得的数据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后，可以减少产生结果所需的总迭代次数，而所需时间仅为进行全场建模所需时间的一小部
分。将注入和采出过程中获得的实际井底压力数据（红色）与NN方法计算的井底压力数据（蓝色）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两
组数据基本吻合。但是到了 2000 年 9 月，由于储层受到损害，注入过程中计算的井底压力上升，并在随后的四个月内一直保

持较高水平。回压上升表明需要进行干预作业来维持产能。

在第II级智能技术应用中，筛选后

的数据将被输入软件模块，以验证系

统运行是否正常。DECIDE！程序能够

对具备数据交换能力的外部应用程序

进行整合，这些外部应用程序包括

ECLIPSE 油藏模拟软件、PIPESIM 生产

系统分析软件及 DECIDE！软件中的各

种模块。程序能自动实施历史拟合（用

于趋势分析），提供各井的井况信息，

并确定生产及储存能力限制条件。当

前和未来的注入和采出量要求（输入

到调度模块的数据）会被传输到

DECIDE！软件的一个模块中。该模块

随后将完成所有必要的评估和预测，

以确保储气库有足够的存储体积来满

足调度要求[19]。

油藏监测模型所使用的先进程序

需要利用计算机实施大量的计算。使

用大量的数据（即使数据已得到汇总

和筛选）进行优化迭代处理是无法在

规定的时间内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的。

替代模型虽然不是很精准，但用它取

代优化迭代方法进行全场模拟能够在

几秒或几分钟内获得结果[20]。

替代模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模

拟大型的模拟器，它们以经过训练的神

经网络（NN）的形式工作，对其进行优

化后使用的输入参数减少。NN 的性能

与模拟器相似，经过训练之后，可以在

不到一秒的时间内对一系列特定的输入

数据进行一系列的计算。NN 能够大大

减少计算所需的时间，从而能够利用优

化后的全场数值模拟原始结果进行实时

历史拟合。

NN 应用的一个例子是进行产量预

测和优化模拟。如果输入参数出现了较

小的变化，例如油管头压力出现了变

化，那么该系统就可以立即进行预测，

无需花费大量的时间等待全场模拟的结

果。还可以快速进行多次迭代，以便确

定最佳的应对措施。此外，还可以利用

NN 评估第 I 级智能技术数据采集阶段

输入数据的不确定性，从而在数据输入

替代模型前就开始提前运行质量控制和

数据筛选的功能。

评估结果与实测结果通过自动化监

测系统进行比较。如果替代模型提供的

信息表明某井或某个地面设施的性能未

达到预期，就会触发事件警报。该警报

将通过工程师的电脑报告到作业公司。

触发警报的参数偏差范围可以进行设置

并按需要进行调整。一旦发出警报，油

藏工程师就可以及时做出反应，调查问

题的根源（上图）。

比监测和监控更高级的智能水平是

第 III 级智能技术，即数字化油田的一

类。尽管一些石油公司和服务公司认为

难以简单地对该术语进行定义，但数字

化油田基本上都能为人们提供一种高级

别的自动化、模拟建模和（越快越好的）

决策工具以及一种不忽略任何细节（或

至少有一个系统对细节进行监控）的综

合方法。斯伦贝谢称这一级别的油田作

业为 BlueField 智能资产一体化服务[21]。

BlueField级的智能技术在采集和整

理数据以进行处理之后，会在各个动态

模块中运行综合模拟模型。系统需要按

最高级别的标准进行校验，并利用确定

性模型生成完整作业健康情况报告，并

被传送到 DECIDE！工程人员的电脑中

（下一页图）。这项服务能够对预定的自

动化任务或警报触发任务进行监控。

在RWT Transgas Net公司应用的系

统中，自动化任务具有以下结构：首先

运行预定任务或触发自动任务，随后运

19. Onderka V，Dressler M，Severyn O，Giovannoli M
和 Zangl G：“Expert System of UGS － An Efficient
Tool for Onlin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Optimization”，发表在第 23届世界天然气大会
上，阿姆斯特丹，2006 年 6 月 5 － 9 日。

20. Zangl G，Giovannoli M和Stundner M：“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Gas Storage Management”，
SPE 100133，发表在 SPE Europec/EAGE技术年会

暨展览会上，奥地利维也纳，2006 年 6 月 12-
15 日。

21. Bouleau 等人，参考文献 7。

22. Foh SE：“The Use of Inert Gas as Cushion Gas in
Underground Storage：Prac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发表在天然气供应规划和管理：1991
年及未来大会上，佛罗里达州Lake Buena Vista，

1991 年 2 月 25-27 日。

23.“Supply on Demand”，http://www.falcongasstorage.
com/fw/main/MoBay_Storage_Hub_LLC-28.html
（2008 年 1 月 15 日浏览）。

24. 美国石油委员会（编辑）：Hard Truths：Facing
the Hard Truths about Energy，华盛顿特区，美国
石油委员会（2007 年）：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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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数据、生成决策。每隔 15分钟采集一次 SCADA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筛选和质量检测。将模
拟软件生成的数据与模型预测数据进行比较。工程人员通过DECIDE！台式机接收结果、预测数据和

生产信息。工作人员既可以选择自动接收这些信息，也可以选择在需要时生成这些信息。

行用于预测的数据挖掘替代模型并运用

相关规则。触发事件的原因要么是由于

不符合预期趋势，要么是违反了预先规

定的限制条件。警报触发行动包括系统

通知、监测软件的检索和执行、与第三

方软件之间的数据交换、启动下级任务

和生成e-mail或文本报告，从而提示作

业者系统存在错误。

除了触发警报之外，该软件还可以

通过工程人员的电脑自动地向作业者提

供关键性能指标。为了能够实现可视

化，系统会对数据实施格式化处理，并

根据油气田的当前动态做出预测。储层

动态模块能够确定（如设施的制约因素

等的）瓶颈问题，并就优化时机和建议

的行动程序生成报告。随着分析时间周

期的显著减少，工程人员几乎可以做出

即时反应。自动化的数据流及升级模式

非常直观的模型使工程人员可以将工作

重点放在系统优化和问题的解决上。作

为 BlueField 应用领域之一的主动式智

能油藏管理如今已成为现实。

UGS的未来发展

许多针对传统油气生产而开发的智

能油井和智能油田技术已经被证实非常

适合枯竭油气藏的地下储气作业。在应

用这些技术方面 UGS 业界已经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UGS作业者所获得的经验

教训正在越来越多地为油气生产领域所

借鉴，因为实践证明这些新技术确实能

够降低成本并提高作业效率。

由于UGS储气库的预期寿命较长，

因此其长期投资回报前景较好。与常规

油气田不同，储气库可以在枯竭时被反

复充填，因此，其资产价值不会降低。

利用先进的智能油田设备更新陈旧设施

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因为那样可以增

加现有资产的价值。

实现地面及地下资产价值最大化需

要应用类似于前文所讨论的创新技术和

方法，但是仍然还有更多的技术有待利

用。例如，垫层气是UGS设施中涉及成

本最高的部分，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

只有当储气库废弃时，作业公司才有可

能回收垫层气。比如，要在一个总容量

为200亿英尺3（5.66亿米3）的枯竭油田

中实施UGS作业将要求30%－50%的天

然气作为垫层气保留在地下。借用银行

理论进行类比，即相当于最多有 100亿
英尺 3（2.83 亿米 3）的天然气留在了一

个无息帐户中。以 2008年的价格计算，

这些天然气总价值超过 8000 万美元。

即使储气库是在最高效的压力和流

动范围下运行，也必须在地下保留一部

分垫层气，以确保天然气采出的速度。油

藏工程人员曾经将惰性气体作为垫层气

注入到储气库中进行测试，研究其可行

性。就目前的天然气价格而言，这一方

法尤其具有现实意义[22]。但是，在该技术

实施之前必须对储气库的储存性质和流

动特征、不同气体混合后会导致的后果

及惰性气体会对储层造成的长期影响进

行详细的评估。这也是UGS作业公司应

用新型油藏管理技术的另一个实例。

在开发UGS储气库、尝试各项革新

方法的同时，作业公司对储层描述、流

程优化和自动化作业也非常重视，这使

UGS 项目的开发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

为其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例如，Falcon
储气公司正将其在 UGS 作业中应用智

能井技术所获得的许多经验运用到北美

的首个海上UGS设施中[23]。该公司已利

用Petrel软件对储层进行了描述和建模

模拟。地面设备的设计工作也已经完

成，预计2009年就可以投入运行。这一

大库容、多循环储气设施的设计工作能

力为 500亿英尺 3（14亿米 3），其日注气

能力和采出能力达 10亿英尺 3（2800万
米 3）。

预计到2030年，全球天然气日需求

量将达 3560到 5810亿英尺 3（100－ 164
亿米 3），远高于 2000 年的 2430 亿英尺 3

（69 亿米 3/ 日）的水平 [24]。中东地区的

天然气储量位居全球第一，大约为2566
万亿英尺 3（72.7万亿米 3），占全球天然

气总储量的41%。俄罗斯的探明天然气

储量位居全球第二，在它与欧洲之间建

有大量的天然气长输管道。俄罗斯还计

划向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铺设天然气长

输管线。随着天然气需求的增加，新的

天然气传输、储存和供应方式将得到开

发。由于天然气产地通常远离大多数消

费地，因此，UGS设施将在为天然气工

业用户和民用用户提供一个稳定、安全

的天然气源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 UGS 的作用从高峰调节向更加

灵活应用发展的过程中，智能油田技术

在帮助作业公司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及

开发新型作业技术方面正在发挥十分重

要的作用，并最终帮助地下储气行业实

现数字化储气库的目标。              — 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