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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石油测井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高含水水平井堵水潜力预测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步骤100；收集井组动态参数和油井静态参

数；步骤200：根据井组动态参数和油井静态参数

模拟来水方向；步骤300：采用模糊聚类方法分析

油井静态参数中的储层参数和储层改造参数来

判识井筒见水位置；步骤400：分析模拟的来水方

向和判识的井筒见水位置是否一致获得堵水潜

力预测结果。本方法通过分析井组动态参数和油

井静态参数，模拟水平井见水规律，预判水平井

来水方向和见水位置，为水平井堵水措施制定提

供依据，找水周期短，适用性强，容易实现，成本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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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含水水平井堵水潜力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00；收集井组动态参数和油井静态参数；

步骤200：根据井组动态参数和油井静态参数模拟来水方向；

步骤300：采用模糊聚类方法分析油井静态参数中的储层参数和储层改造参数来判识

井筒见水位置；

步骤400：分析模拟的来水方向和判识的井筒见水位置是否一致获得堵水潜力预测结

果；

所述井组动态参数包括油井生产动态参数和对应注水井动态参数；所述油井生产动态

参数包括生产时间、日产液、日产油、含水率；所述对应注水井动态参数包括注水时间、注水

量、注水压力；

所述油井静态参数包括储层参数、井网参数、储层改造参数以及流体PVT参数；

所述储层参数包括油层平均厚度、平均孔隙度、渗透率、含水饱和度、电阻率、声波时

差、泥质含量；所述井网参数包括井网形式、井距、井排方向，水平段方位与最大主应力方

向、井眼轨迹、平均水平段长度；所述储层改造参数包括压裂缝数、裂缝半长、裂缝导流能

力、加砂量、排量、入地液量；

所述流体PVT参数包括地层原油密度、地层原油粘度、油层压力、饱和压力、体积系数、

气油比；

所述步骤200具体是，首先，将油井井筒分成若干段，然后将每段的井组动态参数和油

井静态参数作为输入参数输入Eclipse数值模拟软件，同时在Eclipse数值模拟软件中输入

地层渗流参数和井筒内流动参数，得到来水方向的模拟结果图，从模拟结果图上判断来水

方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含水水平井堵水潜力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00

具体是，首先，选择已完成找水的水平井，并获取已完成找水的水平井的射孔层段的储层参

数和改造参数作为基础数据，采用灰色关联法将射孔层段各参数对见水的影响作权重分

析，选择关联度排在前位的参数进行模糊聚类；得到射孔层段模糊聚类结果图；其次，将待

找水水平井各射孔层段参数与模糊聚类结果图对照分析，判断井筒见水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含水水平井堵水潜力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对照分析

具体是，根据待找水水平井各射孔层段的储层参数和改造参数在模糊聚类结果图的横坐标

上找到对应的射孔段，然后再根据该找到的对应的射孔段所在的等高线，找到模糊聚类结

果图上对应的纵坐标的类别，从而得到井筒见水位置。

4.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含水水平井堵水潜力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400中，若

模拟的来水方向和判识的井筒见水位置一致，即将对应的注水井开展调剖堵水，并对水平

井采取堵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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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含水水平井堵水潜力预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石油测井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含水水平井堵水潜力预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图1所示为目前水平井井筒的结构示意图，目前高含水(一般指含水率大于80％)

水平井井筒见水位置主要通过机械找水和生产测井来判断，来水方向主要靠注水井动态验

证和动态监测手段来确定，这些方法均存在一些不足，未能广泛应用。

[0003] 1、机械找水采取井下开关控制、逐段生产找水，但随着水平井改造段数的增加，找

水周期较长。

[0004] 2、生产测井主要是通过产液剖面测试判断各层段产液量和含水，但费用较高、井

筒要求条件高、产液量过小会影响测试结果。

[0005] 3、注水井动态验证是通过改变注水井工作制度跟踪油井含水判断来水方向，但由

于水平井对应注水井多、验证周期较长，仅适用于裂缝性见水水平井。

[0006] 4、动态监测方法主要是利用水驱前缘测试、示踪剂监测判断来水方向，但受储层

微裂缝发育和非均质性影响，造成缝网关系复杂、来水方向判断难度大，且费用较高。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高含水水平井堵水潜

力预测方法，本方法通过分析井组动态参数和油井静态参数，模拟水平  井见水规律，预判

水平井来水方向和见水位置，为水平井堵水措施制定提供依据。

[0008]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9] 一种高含水水平井堵水潜力预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步骤100；收集井组动态参数和油井静态参数；

[0011] 步骤200：根据井组动态参数和油井静态参数模拟来水方向；

[0012] 步骤300：采用模糊聚类方法分析油井静态参数中的储层参数和储层改造参数来

判识井筒见水位置；

[0013] 步骤400：分析模拟的来水方向和判识的井筒见水位置是否一致获得堵水潜力预

测结果。

[0014] 优选的，所述井组动态参数包括油井生产动态参数和对应注水井动态参数；所述

油井生产动态参数包括生产时间、日产液、日产油、含水率；所述对应注水井动态参数包括

注水时间、注水量、注水压力。

[0015] 优选的，所述油井静态参数包括储层参数、井网参数、储层改造参数以及流体PVT

参数。

[0016] 优选的，所述储层参数包括油层平均厚度、平均孔隙度、渗透率、含水饱和度、电阻

率、声波时差、泥质含量；所述井网参数包括井网形式、井距、井排方向，水平段方位与最大

主应力方向、井眼轨迹、平均水平段长度；所述储层改造参数包括压裂缝数、裂缝半长、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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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流能力、加砂量、排量、入地液量；所述流体PVT参数包括地层原油密度、地层原油粘度、油

层压力、饱和压力、体积系数、气油比。

[0017] 优选的，所述步骤200具体是，首先，将油井井筒分成若干段，然后将每段的井组动

态参数和油井静态参数作为输入参数输入Eclipse数值模拟软件，同  时在Eclipse数值模

拟软件中输入地层渗流参数和井筒内流动参数，得到来水方向的模拟结果图，从模拟结果

图上判断来水方向。

[0018] 优选的，所述步骤300具体是，首先，选择已完成找水的水平井，并获取已完成找水

的水平井的射孔层段的储层参数和改造参数作为基础数据，采用灰色关联法将射孔层段各

参数对见水的影响作权重分析，选择关联度排在前位的参数进行模糊聚类；得到射孔层段

模糊聚类结果图；其次，将待找水水平井各射孔层段参数与模糊聚类结果图对照分析，判断

是否容易见水。

[0019] 优选的，在步骤300中，所述对照分析具体是，根据待找水水平井各射孔层段的储

层参数和改造参数在模糊聚类结果图的横坐标上找到对应的射孔段，然后再根据该找到的

对应的射孔段所在的等高线，找到模糊聚类结果图上对应的纵坐标的类别，从而得到井筒

见水位置。

[0020] 优选的，在步骤400中，若模拟的来水方向和判识的井筒见水位置一致，即将对应

的注水井开展调剖堵水，并对水平井采取堵水措施。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方法通过分析井组动态参数和油井静态参数，模拟水平井

见水规律，预判水平井来水方向和见水位置，为水平井堵水措施制定提供依据，找水周期

短，适用性强，容易实现，成本低。

附图说明

[0022] 图1现有技术中水平井井筒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的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来水方向的模拟结果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中井筒见水位置的模糊聚类结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如图2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高含水水平井堵水潜力预测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29] 步骤100；收集井组动态参数和油井静态参数；

[0030] 步骤200：根据井组动态参数和油井静态参数模拟来水方向；

[0031] 步骤300：采用模糊聚类方法分析油井静态参数中的储层参数和储层改造参数来

判识井筒见水位置；

[0032] 步骤400：根据模拟的来水方向和判识的井筒见水位置获得堵水潜力预测结果。

[0033] 在步骤300中，所述模糊聚类法为一种现有方法，一般是指根据研究对象本身的属

性来构造模糊矩阵，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一定的隶属度来确定聚类关系，即用模糊数学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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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把样本之间的模糊关系定量的确定，从而客观且准确地进行聚类。

[0034] 实施例2

[0035]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所述井组包括油井和油井对应的注水井，注水井指的是用来

向油层注水的井，每口油井对应4～6个注水井。

[0036] 所述井组动态参数包括油井生产动态参数和对应的注水井动态参数。所述油井生

产动态参数包括生产时间、日产液、日产油、含水率。所述对应注水井动态参数包括注水时

间、注水量、注水压力等。

[0037] 所述油井静态参数包括储层参数、井网参数、储层改造参数以及流体PVT参数。

[0038] 所述储层参数包括油层平均厚度、平均孔隙度、平均渗透率、含水饱和度、电阻率、

声波时差、泥质含量等。所述井网参数包括井网形式、井距、井排方  向，水平段方位与最大

主应力方向、井眼轨迹、平均水平段长度等。所述储层改造参数包括压裂缝数、裂缝半长、裂

缝导流能力、加砂量、排量、入地液量等。所述流体PVT参数包括地层原油密度、地层原油粘

度、油层压力、饱和压力、体积系数、气油比等。

[0039] 其中，油井完井时会对油井储层静态和动态资料测试，需要去油田现场将这些资

料收集起来，收集方法均为现有方法，在此不再详细描述。

[0040] 实施例3

[0041]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所述步骤200具体步骤是：将油井井筒分成若干段，然后将每

段的井组动态参数和油井静态参数作为输入参数输入Eclipse数值模拟软件，同时在

Eclipse数值模拟软件中输入地层渗流参数和井筒内流动参数，得到来水方向的模拟结果

图，从模拟结果图上判断来水方向。

[0042] 其中，将井眼分段主要根据见水井的井网的大小设计网络、生产动态参数、储层参

数及流体PVT参数等资料进行分段。

[0043] 其中，Eclipse数值模拟软件为已知软件，在此不再详细描述。

[0044] 其中，地层渗流参数和井筒内流动参数为已知原始参数，再此不再详细描述。通过

井组动态参数、油井静态参数耦合地层渗流参数和井筒内的流动参数，更能准确地描述水

平井生产动态，预测高含水水平井来水方向。

[0045] 实施例4

[0046]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所述步骤300具体是：首先，选择已完成找水的水平井，并获

取已完成找水的水平井的射孔层段的储层参数和改造参数作为基础数据，采用灰色关联法

将射孔层段各参数对见水的影响作权重分析，选择关联度排在前位的参数进行模糊聚类；

得到射孔层段模糊聚类结果图；其次，将待找水水平井各射孔层段参数与模糊聚类结果图

对照分析，判断是否容易见水。

[0047] 所述对照分析具体是，根据待找水水平井各射孔层段的储层参数和改造参数在模

糊聚类结果图的横坐标上找到对应的射孔段，然后再根据该找到的对应的射孔段所在的等

高线，找到模糊聚类结果图上对应的纵坐标的类别，从而得到井筒见水位置。

[0048] 其中，已完成找水的水平井指已经进行过找水措施的井，已经获得该井各射孔段

的含水率。待找水井指的是将要进行找水措施的井。

[0049] 其中，灰色关联法为现有方法，在此不再详细描述。优选关联度排在前6位的参数

进行模糊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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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实施例5

[0051] 下面以长庆油田A区X储层SP1油井为例，采用五点井网结构，结合附图3对高含水

水平井堵水潜力预测方法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0052] 其中，五点井网结构包括一口SP1油井，和SP1油井对应的四口注水井(D1号注入

井、D2号注水井、D3号注水井、D4号注水井)，所述SP1油井和对应4口注水井组成一个井组。

[0053] 步骤100：收集井组动态参数和SP1油井静态参数。

[0054] 其中，所述SP1油井静态参数中的储层参数、井网参数、储层改造参数以及流体PVT

参数具体是：

[0055] (1)、储层参数：油层平均厚度10.5m，平均孔隙度10.6％，平均渗透率0.85mD。油水

相渗曲线中束缚水饱和度39 .27％，束缚水时油相对渗透率0.64；交点处时含水饱和度

51 .53％，油水相对渗透率0.14；残余油时含水饱和度80 .27％，残余油时水相对渗透率

0.84。

[0056] (2)、井网参数：五点法井网，井距200m，排距700m，水平段300米，最大主应力方向

NE60～70°。

[0057] (3)、储层改造参数：压裂3段，裂缝半长、裂缝导流能力见表1，表1为SP1井各段裂

缝参数。

[0058] 表1  SP1井各段裂缝参数

[0059]

[0060] (4)、流体PVT参数：原始地层压力17.5MPa，饱和压力10.48MPa，地层温度80.40℃，

地层原油密度0.73g/cm3，地层原油粘度1.34mPa.s，体积系数1.32，原始气油比300.70m3/t。

[0061] 其中，所述井组动态参数中的油井生产动态参数、注水井动态参数具体是：

[0062] (1)油井生产动态参数：SP1油井于2012年5月投产，以15m3/d生产，于2015年6月含

水上升至85％；

[0063] (2)SP1油井对应4口注水井，注水井动态参数，如表2所示。

[0064] 表2  SP1井周围注水井注水情况表

[0065] 井号 注水层位 投注日期 累积注水量(m3) 目前注水情况(m3/d) 

D1 X 2012-1-25 210 15 

D2 X 2012-4-25 230 17 

D3 X 2012-6-25 211 15 

D4 X 2012-6-25 210 15 

[0066] 步骤200：根据井组动态参数和油井静态参数模拟来水方向；

[0067] 将SP1油井井筒内分成3个射孔段，3个射孔段分别是与水平井趾部对应的1射孔

段，与水平井跟部对应的3射孔段，位于水平井趾部和跟部之间的2射孔段。然后将每段的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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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动态参数和油井静态参数作为输入参数输入Eclipse数值模拟软件，同时在Eclipse数值

模拟软件中输入地层渗流参数和井筒内流动参数，得到来水方向的模拟结果图，模拟结果

图如附图3所示。

[0068] 在附图3中，横坐标和纵坐标是指井网平面布局，单位为米。灰度条表示含水率，颜

色越往左变化表示含水越低，颜色越往右变化表示含水越高。中间的黑线为水平井筒。实际

应用中，图3为彩色填充图,通过不同的彩色填充代表不同的含水率，根据彩色变化可清楚

的看出含水率变化，在彩色图中，颜色越红，含水率越低，颜色越蓝，含水率越高。为了满足

出版要求，故将附图3调整为灰度图，发明人在灰度图中标识了与实际彩色图相符的颜色名

称，以更清楚的表达实际模拟结果。

[0069] 从图3中可以看出，SP1油井的D1注入井和D2注水井已与SP1油井的跟部连通(在图

中，D1注入井、D2注水井与井筒填充绿色线表示连通)，因此可判定来水方向为D1注水井。

[0070] 步骤300：采用模糊聚类方法分析油井静态参数中的储层参数和储层改造参数来

判识井筒见水位置；

[0071] 首先，选取A区已完成找水的33口水平井，共150个射孔层段的平均孔隙度、渗透

率、油层平均厚度、含水饱和度、电阻率、声波时差、泥质含量和加砂量、排量、入地液量等10

个参数作为基础数据，通过灰色关联选取关联度前6位的参数进行模糊聚类；得到射孔层段

模糊聚类结果图，如图4所示。

[0072] 在图4中，横坐标是150个已开展找水措施井的射孔段；纵坐标是将这150个射孔段

模糊聚类后归成的18类，在同一条等高线的射孔层段归为同一类。18类分别用1～18个序号

进行标识，其中1～18个序号中不带圆圈的数字对应的等高线为易见水层段，带圆圈的数字

对应的等高线为不易见水层段。

[0073] 其次，将步骤100收集的SP1油井的射孔段储层参数和储层改造参数归类，归类后

与聚类结果图对照分析，找到SP1油井的各个射孔段在图4中对应等高线，若对应等高线所

对应的数字为不带圆圈的数字即该射孔段易出水，若对应  等高线所对应的数字为带圆圈

的数字即该射孔段不易出水。

[0074] 将SP1井组射孔段储层参数和改造参数，与模糊聚类结果图4对照分析，结果显示，

SP1井组水平段跟部的3射孔段为易见水层段，趾部1射孔段为不易见水层段，2射孔段为见

水情况模糊，与图3中数值模拟结果基本一致。

[0075] 步骤400：根据步骤200模拟的来水方向和步骤300判识的井筒见水位置获得堵水

潜力预测结果。

[0076] 应用SP1井组动态参数和油井静态参数模拟来水方向为D1注水井，同时采用模糊

聚类方法分析SP1油井储层和改造参数判断水平段跟为井筒见水位置。来水方向和见水位

置模拟结果基本一致，即可对D1注水井开展调剖堵水，对SP1油井水平段跟部采取堵水措

施。

[0077]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

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发明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

之内，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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