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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能辅助开采海上浅层稠油方法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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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油田生产事业部，天津 300450）

摘要：热采技术是渤海油田开采稠油的主要方式，但普遍存在能耗高、规模大等缺点，制约了海上稠油的开采。渤
海 A 油田具有丰富的地热资源，由此提出了一种利用深部地热能辅助开采浅层稠油的方法。系统地介绍了地热能
辅助开采浅层稠油的工艺设计，基于渤海 A 油田实际地质背景，结合传热理论和油气渗流规律建立了地热能辅助

开采稠油的数值模拟模型，并通过经济评价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分析了敏感因素。模拟结果表明：注入水经地
热储层的加热，上返至稠油储层时具有 80 ℃以上高温，能够有效加热稠油储层使稠油黏度大幅度降低，累积产油量
达 3.0×106 m3，是常规注海水累积产油量的 1 倍；生产 20 a 净现值显示出地热能辅助开采方法具有良好的经济可行

性，资金回收期为 2 a，净现值高达 21.8×108 元。敏感性分析显示，注水温度为 50~60 ℃时具有较好的开采效果，长
水平井段地热能利用率较好，稠油采收率较高，注水速度对地热能辅助开采方法具有多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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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sibility study of geothermal energy assisted recovery
for offshore shallow heavy oil reservoirs
ZHU Xuchen，LIU Rumin，WANG Tao，TIAN Miao，CHEN Jun，WANG Shuo
（Production Optimization，China Oilfield Services Limited，Tianjin City，300450，China）

Abstract：The thermal recovery technology is the main method for heavy oil reservoirs in Bohai Oilfield，but it is usually ac⁃
companied with high-energy consumption and large capital expenses，restricting the exploitation of offshore heavy oil reser⁃
voir. With regard to Bohai Oilfield A with abundant geothermal resources，we proposed a deep geothermal energy assisted

recovery method for shallow heavy oil reservoirs and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its technological design. In light of the actu⁃
al geological background of Bohai Oilfield A，a numerical model of geothermal energy assisted recovery for heavy oil reser⁃
voirs was built，which was combined with the heat transfer theory and oil-gas flow laws. In addition，the feasibility of this

method was verified by economic evaluation，and sensitive factors were analyze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
jected water，heated by the geothermal reservoir，has a temperature above 80 ℃ when it returns to the heavy oil reservoir.
The water can effectively heat the heavy oil reservoir to dramatically reduce the viscosity of heavy oil. The cumulative oil

production reaches 3.0×106 m3，which is twice the cumulative oil production by conventional seawater injection. Moreover，
the net present value over 20 years of production is CNY21.8×108，proving the good economic feasibility of geothermal ener⁃
gy assisted recovery，and the payback period is 2 years. Sensitivity analysis finds that recovery results are satisfactory at the
water injection temperature of 50-60 ℃ ；the long horizontal well section reveals a better utilization of geothermal energy

and a higher recovery factor of heavy oil；the water injection rate has multiple influences on geothermal energy assisted re⁃
covery.

Key words：geothermal energy；heavy oil；feasibility；economic evaluation；net present value；Bohai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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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探明储量一半以上，具有巨大开发潜力［1-2］。目
前，热采技术是开采稠油的主要方法，主要包括蒸
汽吞吐、蒸汽驱、注热水驱、火烧油层、多元热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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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资源，为利用深部地热能开采浅层稠油提供了良
好的地质条件。为此，基于渤海 A 油田提出了一种
海上利用深部地热能辅助开采浅层稠油的方法，系

吞吐等方式。热采技术开采稠油的基本原理是通

统地阐述了利用深部地热能辅助开采浅层稠油的

过向储层注入热流体使原油黏度降低，改善水油流

工艺设计，基于传热理论和油气渗流规律建立了地

度比，从而提高驱油效率

热能辅助开采浅层稠油数值模拟模型，通过经济评

。海上稠油开发受作业

［3-4］

空间和开采成本的限制，诸多陆上稠油开采方式难

价对其可行性进行评估，并深入探究了注水温度、

以实施，而蒸汽吞吐和多元热流体吞吐技术具有占

注水速度和水平井段长度等因素的敏感性。

地面积小、自动化程度高等优势，成为渤海油田开

采稠油的主要方式［5-8］，然而，这 2 种方式存在能源
损失大、危险程度高和作业频繁等缺点。为了能够

满足清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诸多学者提出了利

1

工艺设计
渤海 A 油田具有多个海上生产平台，受地理条

用深部地热能辅助开采稠油的设想。地热是一种

件的限制同一生产区块内的注水井、生产井井口设

清洁、可持续、可再生的能源，近年来，地热能被广

置在同一生产平台内，便于注水井和生产井的管理

泛地应用到油气开发领域［9］。PEDERSON 等提出从

以及采出液的分离与运输，这为地热能辅助开采浅

地热储层中抽水转注到稠油储层进行热水驱油，同
时将采出水注回地热储层的设想［10］。LIU 等提出了

CO2 置换法联合地热开采水合物的方法，利用地热

层稠油提供了极大便利。根据渤海 A 油田某区块生

产平台现有结构，提出了一种利用深部地热能辅助

。LIU 等提出了一

开采浅层稠油的方法。图 1 为地热能辅助开采浅层

种利用地热能开采陆上稠油的方法，并与常规热水

水井和生产井，注水井由稠油储层注入水平井段和

驱进行了比较，证实了该方法的可行性［12］。针对荷

地热储层换热水平井段组成，利用海水或者采出水

加热 CO2 开采浅层水合物资源

［11］

兰 MOERKAPELLE 油田的地热能辅助开采石油进
行了评估和建模，结果表明利用地热能辅助开采石
油能有效降低开发成本［13-14］。王学忠提出了基于干
热岩开采石油的流程概念，利用单体增压泵直接将
从干热岩井采出的热流体注入目的油层，再利用周
围油井开采石油［15］。杜森垚等提出了利用地热能
实现 CO2 驱的设想，将低温超临界 CO2 注入到深部
地热储层，被加热后的 CO2 直接进入到稠油储层，实
现 CO2 驱油［16］。

目前提出的地热能辅助开采稠油的方法多数

稠油方法示意，整个系统主要包括生产平台以及注

作为换热介质，将注入水从注水井的油管注入，依
次经过海水层、稠油储层到达深部地热储层，注入
水进入注水井的换热水平井段环空内，与地热储层
进行热交换，并从环空内上返至稠油储层内的水平
井段进入地层之中，油管使用隔热材料减少环空内
上返的注入水与油管内注入水的热交换，保证环空
内上返的注入水到达稠油储层时具有较高的温度。
该方法既节省了地面设备的投入，又节约了海
上平台的空间，并且海上平台采出水温度能达到

仅适用于陆地稠油开采，海上稠油开采受地理位置
的限制，存在施工难度大、作业成本高等难题，并且
开发井以海洋平台为载体多数为大斜度井、水平
井，不能完全借鉴陆地油田地热能辅助开采稠油的
方法。针对利用地热能辅助海上稠油开采的相关
研究处于基本空白阶段，渤海 A 油田位于渤海湾盆

地，以岩性-构造复合油藏为主，主力储层孔隙度主

要 为 0.32~0.36，平 均 值 为 0.327，渗 透 率 为 100~
5 000 mD，平均值为 2 600 mD；原油物性较差，胶质
沥青质含量为 35%，平均密度为 0.981 g/cm3，地层原

油 黏 度 高 达 350.4~425.2 mPa · s；地 层 压 力 梯 度 为

1.0 MPa/hm，地层温度梯度为 5.7 ℃/hm，属于常压超

温油藏。整体来看渤海 A 油田浅层属于高孔高渗透

稠油油藏，由于温度梯度较高深部地层具有丰富地

图 1 地热能辅助开采浅层稠油方法示意
Fig.1 Geothermal energy assisted recovery for shallow
heavy oil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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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0 ℃，可以充分利用采出水的余热，避免了热量

的浪费。为了验证地热能辅助开采浅层稠油方法

Table1

表 1 数值模拟模型基础参数
Basic parameter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model

的可行性，通过数值模拟技术基于经济评价方法以

参数名称及单位

取值

参数名称及单位

取值

净现值作为评价指标，评估了地热能辅助开采浅层

顶部深度/

1 000

绝缘层导热系数/

0.2

100

稠油储层含

稠油方法的可行性。

2

m

稠油储层厚度/

数值模拟分析

m

岩石体积热容量/

2.1

模型建立

（J·
（m3·K）-1）

目前热力采油的数值模拟技术已经成熟，本次

岩石导热系数/

研究通过 CMG-STARS 数值模拟器基于渤海 A 油田

（W·
（m·K）-1）

地质背景建立热采特征模型，图 2 为地热能辅助开
采浅层稠油数值模拟模型的井位布置情况，主要包
括 2 口注水井（INJ1 和 INJ2）和 2 口生产井（PRO1 和

PRO2），注采井距为 200 m，注水井在稠油储层内的

水平井段与采出井水平井段位于同一生产层位。

水的导热系数/
（W·
（m·K）-1）

2.12×106
5
0.60

（W·
（m·K）-1）

水饱和度
稠油储层
含油饱和度
地层压力梯度/
（MPa·hm-1）
温度梯度/
（℃·hm-1）

0.2
0.8
1
5.7

响，根据室内实验测得原油黏温曲线（图 3）和归一
化后相对渗透率曲线（图 4）。

数值模拟模型尺寸为 820 m×820 m×2 020 m，模型被
离散成 41×41×39 共 65 559 个网格，为了提高计算精

度对生产井和注水井水平井段所在层位进行了网
格 加 密 。 模 型 顶 部 深 度 为 1 000 m，底 部 深 度 为
3 020 m，浅层稠油储层深度为 1 000~1 100 m，渗透

率为 2 600 mD，孔隙度为 0.327，模型外边界为封闭
边界，具体参数设置如表 1。原油黏度随温度的变

化和油水相相对渗透率对稠油开发具有重要的影
Fig.3

图 3 原油黏温曲线
Viscosity-temperature curve of crude oil

图 4 室内实验归一化后油水相相对渗透率曲线
Fig.4 Oil-water relative permeability curves after
normalization in laboratory experiment

本文采用传统的传热、传质热采数学模型［17］，

涉及到的注水井与地层换热模型则采用 OBALLA
等提出的灵活井模型，该模型能够有效地模拟井
筒、油管和地层之间的换热以及管内的流动，根据
Fig.2

图 2 数值模拟模型井位布置
Well pattern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model

液体流速和流动方向确定井筒内流态，然后计算摩
擦压降，井筒内流体与地层之间通过径向热传导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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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热量交换［18-19］。灵活井与油藏分别独立求解，通
过环空与油藏完全耦合。井筒内的压降方程和能
量方程参见文献［20］方程 1 和方程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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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内原油黏度曲线（图 6）可以看出，生产 4 a 时地热能
辅助开采浅层稠油方法井筒内的原油黏度较低，水

油流度比大大降低，有利于原油的开采，这也解释

可行性分析

为了能够科学评价地热能辅助开采浅层稠油
方法的可行性，通过经济评价以净现值作为评价指

了生产 4 a 时地热能辅助开采方法产油速度曲线升
高的原因。此外，注采出水和注海水这 2 种方法原

油黏度缓慢上升，是由于注入水温度比储层温度

标，综合考虑出售原油的收入和资金投入成本，其

低，吸收稠油储层的热量导致稠油储层温度下降，

中投入成本包括钻井费用、平台管理成本、出售原

从而使原油黏度变大，不利于稠油开采。

油税费等，利用净现值公式计算地热能辅助开采浅
层稠油。净现值法是一种动态评价方法，是在考虑
资金时间价值的基础上，根据油气田开发寿命期内
各年的现金流来分析、计算其经济效益的评价方
法［21］。用净现值法评估地热能辅助开采浅层稠油
可行性的基础参数见表 2。同时对比了注海水、注

采出水 2 种方法的开采效果，在这 2 种方法中，注入
水不经过地热储层加热，直接注入到稠油储层，因

此注水井井身长度小于地热能辅助开采浅层稠油
注水井的井身长度。注入海水的温度为 20 ℃，渤海

A 油田采出水温度为 50 ℃，地热能辅助开采注入
50 ℃的采出水。

表 2 经济评价基础参数
Basic parameters of economic evaluation

Table2

参数名称及单位
生产井井数/
口
注水井井数/
口

取值

参数名称及单位

2

采出水注入

2

地热能辅助注

温度/℃
水温度/℃

取值
50
50

注采井距/

200

税率/

9

注水/生产井水

400

基准折现率/

10

m

平井段长度/m
生产井井底
压力/MPa

%
%

管理费/

4

（元·a-1）

2 500 000

注水速度/

200

原油价格/

1 947

海水注入

20

每米钻井成本/

80 000

（m3·d-1）
温度/℃

（元·t-1）

（元·m-1）

图 5 生产 20 a 产油速度和累积产油量曲线
Fig.5 Oil production rate and cumulative oil production

从生产 20 a 产油速度和累积产油量变化曲线

（图 5）可以看出，生产周期内地热能辅助开采、注采

Fig.6

图 6 原油黏度曲线
Curves of crude oil viscosity

稠油储层原始温度为 69 ℃，从图 7 分析看出，

地热能辅助开采浅层稠油方法热水波及区域的稠
油储层温度保持在 73~75 ℃，直接注海水、注采出水
方法的储层温度分别保持在 21~50 和 51~62 ℃。地

热能辅助开采方法使原油黏度降低，水油流度比降

出水和注海水 3 种方法的累积产油量分别为 3.04×

低，而直接注海水和注采出水这 2 种方法使原油黏

法的累积产油量远大于注海水和注采出水方法，采

含油饱和度明显低于注海水和注采出水这 2 种方

时，地热能辅助开采稠油方法的产油速度曲线缓慢

的加热上返到稠油储层时水温最高达到 80 ℃以上，

10 ，1.85×10 和 1.57×10 m ，地热能辅助开采稠油方
6

6

6

3

收率是注海水的近 1 倍；产油速度曲线显示生产 4 a
上升，而注采出水和注海水的产油速度曲线没有明
显变化，一直保持逐渐降低的趋势。由生产井井筒

度升高，不利于稠油开采。地热能辅助开采方法的
法，具有更高的采收率（图 7）。注入水经地热储层
能够加热稠油储层（图 8）。

从净现值曲线（图 9）能够直观地体现地热能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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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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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20 a 地层温度、原油黏度和含油饱和度分布情况

Distributions of formation temperature，crude oil viscosity and oil saturation during 20 years of production

图 8 水平井段入口注入水温度变化
Analysis of temperature change in injected water at
inlet of a horizontal well section

图 9 生产 20 a 的净现值
Fig.9 Analysis of net present value

助开采方法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原油价格为 1 970

20 a 时，地热能辅助开采方法的净现值远远高于其

的回收期分别为 1，1.2 和 2 a，直接注采出水方法具

注 海 水 方 法 的 净 现 值 分 别 为 16.1×108 和 12.2×108

元/t 时，注采出水、注海水和地热能辅助这 3 种方法

有较短的回收期，由于地热能辅助开采方法增加了
换热井的投资，回收期要晚于其他 2 种方法。生产

他 2 种方法，其值高达 21.8×108 元，直接注采出水和

元。根据净现值评估可以看出在低油价时期地热
能辅助开采方法仍然具有较大的可行性，当油价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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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时投资回收期将会缩短，
可有效地降低投资风险。

3

敏感性分析

3.1

注水温度

海上平台采出水的温度为 50~60 ℃，海水的温

度为 20 ℃，注入水的初始温度影响地热储层的换热

性进而影响产油效果。由注入水初始温度为 20，
50，55 和 60 ℃的累积产油量（图 10）和净现值曲线

与

采

收

率

2021 年 11 月

油效果。
3.2

注水速度
海上平台的采出水处理能力有限，需要探究注

水速度对地热能辅助开采方法的影响，从注水速度
为 100，200，300 和 400 m3 /d 的累积产油量曲线（图

12）可 以 看 出 ，生 产 20 a 累 积 产 油 量 分 别 为 3.09×
106，3.16 × 106，3.04 × 106，2.89 × 106 m3，注 水 速 度 为
200 m3 /d 时累积产油量最大。增大注水速度，累积

（图 11）可以看出，注海水和注采出水的产油效果差

产油量反而下降，这是因为注水速度对地热能辅助

大，累积产油量分别为 2.51×106，3.00×106，3.08×106

大，越有利于补充地层压力，增大驱替压差；另一方

22.4×108 和 23.3×108 元。地热能辅助开采方法利用

差。由注入水上返至稠油储层水平井段入口温度

异较大，而不同初始温度采出水的产油效果相差不

和 3.16×106 m3，净 现 值 分 别 为 17.4×108，21.8×108，
海上平台的采出水作为注入水，具有较好的开采效
果，而利用海水作为注入水效果不佳。这是因为海
水的初始温度过低，经过地热储层加热到达稠油储
层的温度为 55 ℃，不仅无法加热稠油储层，而且海

水会携带部分储层热量经生产井产出，不利于稠油
开采。地热能辅助开采浅层稠油时应利用采出水
作为注入水，长期以海水作为注入水会影响开采稠

图 10
Fig.10

不同注入水初始温度条件下累积产油量
Cumulative oil production at different water
injection temperatures

图 11 不同注入水初始温度条件下净现值
Fig.11 Net present value at different water injection
temperatures

开采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注水速度越
面注水速度增大，注入水与地热储层的换热性变
曲线（图 13）可以看出，注水速度越小，进入地层的
注入水温度越高，稠油降黏效果越好，越有利于提
高原油的流动性。当注水速度为 200 m3 /d 时，注入

水进入稠油储层时的温度达到 88.1 ℃，既能够有效
降低稠油黏度，又能充分补充地层能量，开采效果

最理想；当注水速度为 100 m3/d 时，虽然注入水的换

热效果较好，但是驱替压差小；而当注水速度为 300
和 400 m3/d 时，稠油降黏效果不佳，导致最终产油量

Fig.12

图 13
Fig.13

图 12 不同注水速度条件下累积产油量
Cumulative oil production at different injection rates

不同注水速度条件下水平井段入口注入水温度
Water temperature at inlet of a horizontal well section
at different injection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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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
3.3

水平井段长度
水平井段长度既影响换热性能又影响产油量，

提高水平井段长度会增加投入成本，由水平井段长

度分别为 200，300，400 和 500 m 条件下累积产油量

变化曲线（图 14）和稠油储层水平井段入口的注入
水温度变化曲线（图 15）可以看出，随着水平井段长

度的增加，累积产油量增加，注入水进入稠油储层

的温度增加。生产 20 a，累积产油量分别为 2.31×
106，2.76×106，3.16×106 和 3.49×106 m3，初始温度为

60 ℃的注入水进入稠油储层的温度分别增至 85.8，
87.5，88.1 和 89.0 ℃。由不同水平井段长度净现值

Fig.16

变化曲线（图 16）可以看出，当水平井段长度为 500
m 时具有较早的回收期，并且随着开采的进行，长水

平井段带来的经济效益越发明显。虽然增加水平
井段的长度会导致基础投资增大，但是水平井段长
度增加也会使产油量大幅度增加，这种提高产油量
的回报可以有效弥补基础投资增加的成本。因此，
在条件允许下，地热能辅助开采方法尽可能采用长
水平井段进行开发。

4

图 16 不同水平井段长度下净现值
Analysis of net present value with different
horizontal well sections

结论
基于渤海 A 油田的地质背景建立了海上利用深

部地热能辅助开采浅层稠油数值模拟模型，以净现

值作为评价指标通过经济评价表明地热能辅助开
采浅层稠油方法具有较好的可行性，敏感性分析发
现注水温度、注水速度和水平井段长度对该方法具
有重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相比于常规注采出

水和注海水方法，海上地热能辅助开采浅层稠油方
法具有产油量高和净现值高等优点，20 a 累积产油
量高达 3.00×106 m3，净现值可以达到 21.8×108 元，具

有良好的可行性。②注入水经过地热储层的加热
上返至稠油储层时水温达到 80 ℃以上，能有效加热
稠油储层，降低稠油黏度，从而改善水油流度比，提

高稠油的采收率。③相比于海水，采出水作为海上
地热能辅助开采浅层稠油方法的注入水具有更好
图 14 不同水平井段长度下累积产油量
Fig.14 Cumulative oil production with different
horizontal well sections

的增油效果，长期以海水作为注入水会影响稠油开
采效果；当注水速度为 200 m3 /d 时具有较好的增油
效果，注水速度既影响换热性又影响产油量；增加

水平井段的长度带来的增油收益可以弥补基础投
资增加的成本，开采时间越长，长水平井段带来的
经济效益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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