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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earson 相关系数的低渗透砂岩
油藏重复压裂井优选方法
刘子军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 河口采油厂，山东 东营 257200）
摘要：胜利油田低渗透砂岩油藏油层跨度大、层间非均质性强、储层物性差。前期压裂井普遍存在低产、低效的问
题，亟需开展重复压裂。为实现科学选井，建立了一种基于 Pearson 相关系数的重复压裂选井方法。该方法综合考
虑了储层、压裂和生产动态资料，并通过计算候选井与虚拟目标井的 Pearson 相关系数来定量评价候选井的重复压
裂增产改造潜力。针对胜利油区大王北油田某区块的一个井组，利用建立的选井方法筛选出最具重复压裂增产改
造潜力的井。采用多重暂堵压裂工艺对该井实施了重复压裂改造，压裂后日产油量从 2.5 t/d 提高到 7.3 t/d，证实了
该方法的有效性，且无需大量样本支持，不涉及复杂的计算，具有一定现场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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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for selecting repeated fracturing wells in low-permeability
sandstone reservoirs based on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LIU Zijun

（Hekou Oil Production Plant，Shengli Oilfield Company，SINOPEC，Dongying City，Shandong Province，257200，China）
Abstract：The low-permeability sandstone reservoirs in Shengli Oilfield have many oil layers，strong interlayer heterogene⁃
ity，and poor reservoir petrophysical properties. The previously fractured wells are generally subject to low production and

low efficiency，and repeated fracturing is urgently needed. For scientific well selection，a method for selecting repeated frac⁃
turing wells based on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developed. The reservoir petrophysical properties，fracturing
parameters，and production data were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ed in the method，and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the candidate well and the virtual target well were calculated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potential of the candidate well

for repeated fracturing stimulation. Aiming at a well group in Shengli Dawangbei Oilfield，the proposed well selection meth⁃
od was used to screen out the well with the greatest potential for repeated fracturing stimulation. Repeated fracturing was

implemented on the well with multiple temporary-plugging fracturing techniques. After the fracturing，the daily oil produc⁃
tion increases from 2.5 t/d to 7.3 t/d，which confirm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 It does not require massive samples
and complex calculations and can be applied to field practices.

Key words：repeated fracturing；low-permeability sandstone reservoirs；stimulation potential；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
cient

低渗透砂岩油藏普遍具有非均质性强、层多、

及采油速度逐渐降低的问题，严重影响开发效果。

层薄，自然产能低的特征 ，需要采用压裂对储层进

而对其进行重复压裂改造是治理这些低产低效井

行改造，进而提高单井产量和稳产有效期。但是，

的有效手段［2］。实施重复压裂改造前，需要对研究

这些压裂井经过一段时间的生产后，会出现产量以

区候选井开展重复压裂增产改造潜力评估，优选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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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大的重复压裂井来提高压裂效果［3］。但是，影

井中优选具有重复压裂改造潜力的井，需要综合考

响重复压裂效果的因素众多，主要包括前期压裂改

虑各个因素的影响，包括储层物性、前期压裂规模

造规模、采出程度、含水率等。同时，这些因素之间

和生产动态资料。因此，基于候选井的储层物性、

又存在相互作用的现象

。因此，需要综合评价这

前期压裂规模和生产动态资料，构建最具重复压裂

些因素对重复压裂效果的影响。为此，众多学者在

改造潜力的虚拟目标井。然后计算候选井与虚拟

对重复压裂技术进行大量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重

目标井的 Pearson 相关系数。最后，基于计算得到的

［4-5］

的研究［6-10］。目前，中外学者公认的较为成熟的重

Pearson 相关系数对侯选井的重复压裂改造潜力进

复压裂选井方法大致包括现场经验法、神经网络

2.1

点针对重复压裂井优选这一关键环节开展了大量

法［6-7］、油藏数值模拟法［8-9］、模糊综合评价法［10-11］4
大类。但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这几种方法或多

或少都存在不同的问题。现场经验法主观性较强，
容易导致评价结果出现偏差；神经网络法需要选取
大量效果存在差异的重复压裂井作为学习训练样
本，且涉及复杂的超参数调整，若目标区块前期重
复压裂井较少，很难建立可靠的神经网络模型；油
藏数值模拟法对储层地质建模的要求非常高，且涉
及复杂的数学计算，导致时间成本较高，难以满足
现场快速评估的需求；模糊综合评价法同样依赖于
专家经验积累，具有一定的主观性［12］。为此，笔者

提出了一种基于 Pearson 相关系数的重复压裂井优

选方法，并在胜利油区大王北油田进行生产实践，
以期为低渗透砂岩油藏的重复压裂增产改造提供
依据。

行定量评价和优选。

候选井需要采集的参数
重复压裂候选井需要收集前期压裂井的储层、

压裂生产动态等参数。这些压裂井的数据既可以
来自一个区块，也可以来自一个井组。储层参数主
要包括：油层跨度、油层有效厚度、储层孔隙度、储
层渗透率和井控储量等；压裂参数包括：施工排量、
加砂强度和用液强度等；加砂强度指的是单位压裂
段泵入的支撑剂量，用液强度指的是单位压裂段消
耗的压裂液量。生产动态参数主要包括累积产油
量和含水率。
2.2

虚拟目标井构建标准
通过对候选井采集的参数进行筛选，以此为基

础来构建最具有重复压裂增产改造潜力的虚拟目
标井。虚拟目标井应具有储层品质好、前期压裂规
模小、采出程度低和含水率低等特点。储层品质好
指的是储层物性好且原油饱和度高。因此，对于虚

Pearson 相关系数原理

拟目标井来说，储层孔隙度、渗透率和井控储量越

相关系数是一种定量描述 2 组随机变量的统计

控储量应选取所有候选井的最大值。前期压裂规

的统计学相关性，即 2 个变量之间变化的趋势方向

跨度大。因为前期油层跨度大、施工排量小会导致

算方法，主要用于表征线性相关性，假设 2 个变量服

缝导流能力不高且容易失效［16-17］，重复压裂能够更

间［14-15］，Pearson 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接近于 1，表明

此，对于虚拟目标井的油层跨度取所有候选井的最

1

大越好，即虚拟目标井的储层孔隙度、渗透率和井

学相关性的指标，通常用于表征 2 个 n 维随机向量

模小指的是前期压裂施工排量小、加砂量少、油层

和程度［13］。Pearson 法则是一种经典的相关系数计

储层改造不充分；加砂量少意味着加砂强度低，裂

从 正 态 分 布 且 标 准 差 不 为 0，其 值 介 于 - 1 与 1 之

好地恢复老裂缝的导流能力并产生新的裂缝。因

2 个变量的相关程度越高，即这 2 个变量越相似。因

大值，其前期压裂施工排量、加砂强度和用液强度

此，相关系数能够实现数据优选的这一特性非常适

取所有候选井的最小值。虚拟目标井的采出程度

合油气藏勘探开发对目标进行优先级别排序。但

低意味着储层还有大量剩余油未动用，因此虚拟目

目前该方法在油气开发领域的研究与应用相对较

标井的累积产油量越低越好，即虚拟目标井的累积

少，基于 Pearson 相关系数对低渗透砂岩油藏重复压
裂井进行优选是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

2

基于 Pearson 相关系数的重复压裂
井优选
重复压裂效果受多重因素影响。从多个候选

产油量取所有候选井的最小值。此外，为了降低重
复压裂后沟通高含水层的风险，虚拟目标井的含水
率同样要求越低越好，即虚拟目标井的含水率取所
有候选井的最小值。
2.3

Pearson 相关系数计算

为消除不同参数量纲的影响，采用 Z-score 标准

化对候选井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其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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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气

x ij - μ j
σj

X ij =

地

质

（1）

经过处理后的数据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表达

式为：

σj =

2
1
x ij - μ j )
(
∑
N i=1
N

（2）

在此基础上构建虚拟目标井，并计算 Pearson 相

关系数，其计算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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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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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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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实例应用
胜利油区大王北油田某区块的储层岩性主要

为细砂质粉砂岩和粉砂质长石砂岩，油层多且薄，
孔隙度平均为 0.1，渗透率平均为 18.54 mD，属于典
型 的 低 渗 透 砂 岩 油 藏 。 油 层 埋 深 一 般 为 3 050～

3 500 m，原 始 地 层 压 力 为 33.7 MPa，饱 和 压 力 为
统 。 原 始 油 层 温 度 为 110～120 ℃ ，地 温 梯 度 为

3.1 ℃/hm，属于常温系统。该区块原油具有轻质油
为 0.855 g/cm3，地面原油黏度为 7.2～47.7 mPa·s，平
均为 21.1 mPa·s。地层原油密度为 0.722 g/cm3，地

（4）

10

10

收

的特点。地面原油密度为 0.841～0.883 g/cm3，平均

10

j=1

3

采

16.36 MPa，地层压力系数约为 1.0，属于正常压力系

其中：

Xˉi =

与

层原油黏度为 1.1 mPa·s，凝固点平均为 33 ℃。研

究区前期部署的直井/斜井大多数已实施了压裂改
造，但是随着生产年限的增加，目前面临单井采油

（5）

10

候选井重复压裂增产改造潜力评价和排序

基于计算得到的 Pearson 相关系数，按照从大到

小的顺序对候选井进行排序。r 的取值为［0 ，1］，不
同数值代表候选井与虚拟目标井的相似程度。r 值

为 0.8~1，代表相似程度极强；r 值为 0.6~0.8，代表相

似程度强；r 值为 0.5~0.6，代表相似程度较强；r 值为

速度低、产量低的问题，亟需开展重复压裂。

选取该区块一个井组的 6 口直井开展重复压裂

增产改造潜力评价和优选，并从中选取最优参数构

建虚拟目标井。6 口候选井及虚拟目标井的储层、
压裂和生产动态数据见表 1。在此基础上，通过寻

找所有候选井各参数中最优指标构建了研究区的
虚拟目标井数据。

利用（1）式对数据进行 Z-score 标准化处理，得

0~0.5，代表相似程度弱。因此，r 值越接近 1，表明候

到标准化后的候选井和虚拟目标井数据（表 2）。

产改造潜力越大，因此选择 Pearson 相关系数排序靠

son 相关系数。基于计算得到的相关系数，按照从

①不依赖专家经验。②不涉及复杂的计算，操作简

为 0.70，2 号井为 0.39，1 号井为 0.26，3 号井为 0.17，5

选井与虚拟目标井的相似程度越高，即重复压裂增

前的井实施重复压裂改造。该方法具有以下优点：
便，可以实现快速决策。③无需大量实际样本支
持，候选井可以来自一个区块，也可以来自一个井
组。
Table1

油层有效

储层

储层渗

井控储

度/m

厚度/m

孔隙度

透率/mD

量/m3

1

41

10

0.09

3

50

15

0.12

2
4
5
6
虚拟目标井

45
43

20
8

52

13

72

25

72

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序，6 号井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号井为 0.12，4 号井为 0.01。其中，6 号井相关系数
最大，表明 6 号井与虚拟目标井的相似程度最强，即
6 号井的重复压裂增产改造潜力最大。因此，优先

表 1 大王北油田某区块 6 口候选井与虚拟目标井数据
Data of 6 candidate fractured wells and virtual target wells in a block of Dawangbei Oilfield

油层跨

井号

基于（3）式计算出候选井与虚拟目标井的 Pear⁃

25

6

428 571

20

514 286

0.08

10

0.07

35

0.15
0.11
0.15

13

36.28
36.28

471 429

施工排量/

（m3·min-1）
3
4
5

462 865

4.5

559 921

5.5

397 854
559 921

3.5
3

（m3·m-1）

用液强度/

（m3·m-1）

累积产

含水

油量/m3

率

5.39

1.28

7 005

11 021

0.27

0.52

12 303
8 071

0.54

8.17
3.74
5.64
6.12
3.74
3.74

加砂强度/
0.92
0.42
1.02
0.78
0.42

9 765
8 025
7 005

0.31
0.34
0.51

0.3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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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Pa；实施第 2 次缝内暂堵作业时，降低施工排量

表2

大王北油田某区块标准化后的 6 口候选井与
虚拟目标井数据
Table2 Data of 6 candidate fracturing wells and virtual
target wells after standardization in a
block of Dawangbei Oilfield
油层

井号

跨度

油层 储层 储层
有效 孔隙 渗透
厚度

度

率

井控 施工 用液 加砂
储量 排量 强度 强度

累积
产油
量

·143·

至 2 m3 /min，加入暂堵材料为 100 kg，施工排量恢复
至 6 m3 /min 后，施工压力增加 4 MPa。2 次缝内暂堵

作业后，施工压力都出现了先上升然后持续降低的
现象，表明暂堵材料在裂缝内形成了有效封堵，导

含水
率

致裂缝发生转向或是沟通了新的天然裂缝。2 次缝
内暂堵作业期间，还进行了 1 次层间暂堵作业，共加

入暂堵材料为 150 kg，暂堵后施工压力增至 3 MPa，

1

-0.84 -0.81 -0.45 -1.09 -0.75 -1.34 1.63 0.30 -1.16 -0.93

3

-0.04 -0.03 0.57 0.00 0.72 0.80 -1.04 -1.26 1.45 1.39

道。重复压裂后 6 号井的日产油量提高至 7.3 t/d，日

0.13 -0.34 1.59 -0.55 -1.28 -0.80 0.39 0.61 0.20 1.13

2），说 明 重 复 压 裂 改 造 效 果 较 好 ，也 证 实 了 基 于

2

-0.49 0.76 -0.79 -0.78 -0.02 -0.27 -0.05 1.43 0.82 -0.59

4

-0.66 -1.13 -1.13 1.16 -0.17 0.27 0.10 -0.95 -0.64 -0.33

5
6

1.90 1.54 0.23 1.26 1.50 1.34 -1.04 -0.14 -0.66 -0.67

虚拟
目标井

随后施工压力持续下降，说明开启了新的进液通
产液量为 26 t/d，含水率不断下降并稳定在 72%（图

Pearson 相关系数的重复压裂选井方法的科学性和
有效性。

1.90 1.54 1.59 1.26 1.50 -1.34 -1.04 -1.26 -1.16 -0.93

选择 6 号井实施重复压裂改造。

6 号井于 2014 年 5 月压裂投产，对 16 个油层（跨

度为 72 m）进行笼统压裂，施工排量为 5.5 m3 /min，
3
加砂量为 56 m（40/70
目陶粒 40 m3+20/40 目陶粒 16

m3）。压裂后初期日产液量为 16.8 t/d，日产油量为

13.2 t/d，含水率为 21.4%。但生产后期产量递减快，
实 施 重 复 压 裂 前 ，日 产 油 量 为 2.5 t / d，含 水 率 为

30%。这是因为，前期油层跨度太大且施工排量不
高，储层未能充分改造。此外，加砂强度不高，随着

Fig.1

地层压力的衰竭，支撑剂在地应力的作用下破碎变
形，裂缝导流能力下降甚至失效。为此，拟定了多

图 1 压裂施工曲线
Curves of fracturing operation

重暂堵重复压裂改造的思路，即采用暂堵材料调控
储层纵向进液剖面，封堵优势进液通道，提高非优
势通道进液量，充分改造储层；促使裂缝转向，增加
裂缝复杂程度，从而实现剩余油资源的有效动用。
采用一体化变黏压裂液，前期低黏液体造缝，后期
高黏液体携砂，并全程伴注纤维辅助携砂。采用组
合陶粒支撑剂提高抗破碎变形的能力，实现长期导
流能力。其中，近井裂缝采用 30/50 目的高强度陶

粒支撑，次级裂缝采用 40/70 目的高强度陶粒支撑。
此外，重复压裂施工前注入二氧化碳，补充地层能
量，降低压裂液滤失。

图 2 6 号井生产曲线
Fig.2 Production curves of Well 6

基于上述改造思路，对 6 号井实施重复压裂，压

裂施工曲线如图 1 所示。施工排量为 6 m3/min，最高

砂 液 比 为 42%，加 砂 量 为 67.28 m3，施 工 总 液 量 为

853.21 m3。施工期间，开展了 3 次暂堵作业，包括 2
次缝内暂堵和 1 次层间暂堵。实施第 1 次缝内暂堵
作业时，降低施工排量至 2 m3/min，加入暂堵材料为

150 kg，施工排量恢复至 6 m3 /min 后，施工压力增加

4

结论
基于 Pearson 相关系数的重复压裂选井方法综

合考虑储层、压裂和生产动态资料，实现了候选井
重复压裂增产改造潜力的定量评价。该方法不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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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气

地

质

及复杂的计算，且无需大量实际样本支持，具备现
场推广应用价值。前期受认识和工艺水平等限制，
大跨度多层笼统压裂效果不理想，储层纵向上改造
不充分，裂缝易失效，压裂后初期产量高但递减快。
对于这类前期实施了笼统压裂的井，重复压裂可以
提高储层纵向上的改造程度，进一步释放产能。
科学的选井方法和针对性的重复压裂工艺是
提高重复压裂效果的必要保证。对于纵向上非均
质性强、层间差异较大的低渗透砂岩油藏，多重暂
堵重复压裂技术可以提高各小层的动用程度，从而

采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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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样本数量；
r——Pearson 相关系数；

xij——候选井各项参数，包括：油层跨度，m；油层有效厚

度，m；储层孔隙度；储层渗透率，mD；井控储量，m ；施
3

工排量，m3 /min；加砂强度，m3 /m；用液强度，m3 /m；累积
产油量，m3；含水率；
Xˉi——候选井各项参数标准化后的均值，无量纲；

Xij——候选井各项参数标准化后的数值，无量纲；
Yˉv——虚拟目标井各项参数标准化后的均值，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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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j——各项参数的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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