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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创新“五场”建设是老油田 

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赵平起[1] 倪天禄[2] 白雪峰[2]

[ 摘  要 ] 大港油田历经 50 余年的开发 ，早已进入特高含水阶段。面对日趋分散的剩余油、日

益增加的开发成本和更加严苛的开发征地，如何在低油价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大港油田瞄准痛点，

落实创新发展理念，开展了油气开发“五场”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实现了油田开发水平、开发效益

和劳动效率的三提高，促进了油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我国东部油田油气开发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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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油田高质量发展的难点

从“十二五”期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以来，石

油勘探开发板块整体效益大幅下滑，低效益、负效

益成为石油开发近年的“热词”。如何实现长期的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是全球各大石油公司面临的巨

大挑战。同时受低油价影响，科技研发投入降低，

世界范围内除美国页岩油外，近年来油田开发技术，

尤其是老油田提高采收率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与创新。

大港油田作为一个开发五十余年的老油田，面临的

形势更加严峻。

（一）低油价已经成为新常态

受世界经济增长放慢、可再生清洁能源发展、

美国页岩油开采技术的突破和石油供给结构性变化

等因素的影响，世界石油价格将持续低迷。

（二）油田用地难度越来越大

大港主力油区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和河北渤海新

区，范围内密布水库、河流等环境敏感区，可供工

业用的土地资源量少，加之新环保法要求在自然保

护区、生态保护区、水源保护区的开发建设逐步退

出等，导致油田勘探开发建设用地越来越难。

（三）老油田定量化精细认识难度大

随着原油可采储量采出程度不断增长（目前超

过 80%），剩余油分布日趋零散，依靠传统的、静

态的、线性的认识手段，很难定量化描述开发后期

油藏压力、渗透率、饱和度等随开采出程度逐步提

高的变化情况。

（四）老油田进一步提高采收率成熟有效技术少

目前大港主力油田均已进入二次开发阶段，再

依靠大规模的打新井来提高采收率，效果越来越差，

边际效应明显；而三次采油在油田实施规模很小，

技术适应性差，还远远不到大规模推广的时候。

（五）老井产油成本上升

随着综合含水的上升，每采出 1 吨油所需要的

产液量大幅度增加，用于补充地层能量的注水量也

相应增加，导致举升成本、处理成本、注入成本增

加，单位生产成本上升。

（六）部分未动储量难以效益开发

随着勘探程度的提高（60% 以上），新的优质

资源发现难度加大，而部分已探明储量受制于建设

成本的高昂，一直无法效益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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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经济形势平稳向好，油气消费量持续

增长，表观消费量已经超过 6 亿吨，对外依存度接

近 70%，远高于国际公认的 50% 的安全警戒线水

平，油气增产稳产对于能源安全十分迫切。大港油

田自投入开发以来，已累计生产原油 1.85 亿吨，为

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如何继续为保障

国家能源安全添砖加瓦，是摆在油田开发面前的一

道难题。

二、开发“五场”建设理念的创新

2015 年，党中央提出了破解发展难题，厚植

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居于首要位置，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显然，大港油田目前遇到

的油气开发问题只有通过创新发展来思考、分析和

解决。

在反复分析制约油田开发主要矛盾的基础上，

创新性地提出了规模开展油气开发“五场”建设，

以此来化解老油田开发难题，助推油田公司高质量

发展，为国家能源安全作出新的贡献。“五场”建设

是指油气开发渗流场、井丛场、新战场、试验场、

数字场的建设。渗流场建设是对长期注水开发油藏

的油、气、水三相流体在储层孔隙介质中分布变化

规律的精细研究与定量刻画，解决油藏潜力难认识

的问题；井丛场建设是采用平台化布井、钻井，缓

解土地难征用的问题；新战场建设是采用新合作开

发模式动用难采储量，解决产量接替问题；试验场

建设重点试验三次采油提高采收率新技术新方法，

通过增加老油田可采储量缓解可持续发展的技术问

题；数字场建设是通过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建立数

字油藏、数字地面，提高效率，解决的是劳动力优

化配置问题。以此构建认识清、征地少、潜力足、

技术高、成本低的开发新模式，助推公司高质量 

发展。

三、开发“五场”建设的内涵和实践

（一）创新渗流场重构方法研究 

油田注水开发到了高含水期，由于油藏压力的

变化、注采井网的变化和不同区域不同方向注采程

度的变化，导致了油藏储层物性和油气水三相流体

饱和度发生变化，剩余油分布呈现总体零散局部富

集的特征。油田开发表现为单井产量逐步降低，含

水快速升高，开发成本上升，效益下降。

大港油田提出了以油藏为单元的渗流场重构。

把油藏看作一个整体，应用流线模拟描述出油藏的

压力分布、含油饱和度和流线分布，根据流线强度

指标判断油藏驱替状况，对未实现均衡驱替的油藏，

采用重建注采层系、层系内井网调整、改变驱替介

质或分注等措施来实现流场整体的重新构建，以此

达到均衡驱替实现油藏稳产的目的。油藏渗流场重

构改变了传统依靠单井点增产措施在高含水期不增

产甚至负增产的局面，有力控制了油藏整体高递减

的难题。大港油田抓住老油田渗流场调控这个关键，

首次提出了开展集产、学、研、用为一体的“油藏

渗流地球物理技术提高采收率”原创性项目研究。

通过岩石物理实验、渗流 - 波动方程推导，非一致

性时移地震、时移垂直地震、多期电磁电位监测、

渗流场组合试井、井地电法剩余油饱和度监测、基

于地球物理的时移地质建模、基于渗流场的时移数

值模拟等多技术融合，实现两个目的：一是进一步

升级完善开发建设阶段油藏地球物理技术，以此精

细刻画不同级别油砂体在空间的展布形态，如砂体

边界、走向、厚度，提高对油藏的认识精度。二是

从理论上建立地球物理与油藏渗流之间的直接联系，

利用地球物理资料的连续录取来直接、直观反映油

藏渗流场的变化，以此直接指导渗流场的调控，为

提高采收率服务。 

通过边研究变实践，大港油田形成了流场重构

的四种新模式：针对中浅层套损套变严重的油藏，

开展疑难井修复更新完善的“补流场”模式；针

对长期注水开发形成优势通道开展分注调驱治理的

“匀流场”模式；针对多层系井网瘫痪的油藏，开展

二次开发层系井网重组的“植流场”模式；针对高

孔高渗高含水高采出程度油藏，开展以聚驱、聚 / 

表驱、空气泡沫驱为主改善驱替效果的“改流场”

模式。三年来，累计治理油藏区块 46 个，覆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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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储量达到 4.4 亿吨，治理区块整体自然递减率从

19% 下降到 13%，下降了 6 个百分点，相当于多

增产了原油 6.5 万吨。

（二）创建难采储量新战场合作建产管理模式 

大港油田长年积压的难采未动用储量数量较

大。由于存在块小、分布零散、埋藏深、低渗低产

的特点，常规开发模式在低油价下效益均不能达到

效益标准。如何盘活这些资源使之成为产量新的增

长点，以此减缓油田产量下滑趋势，一直是困扰油

田开发的难题。

大港油田通过反复思考，创新提出了两种解决

模式，以此实现低油价下油田企业和油服企业在难

采储量开发上的互惠双赢。

1. 效益倒逼建产模式。油田公司首先组织开展

难采储量区块分类产能和效益评价，优选出效益指

标较高的区块。然后，以油价 50 美元 / 桶为基准，

按照累计产量和内部收益率达标（8%）倒算单井在

全生命周期（15 年）内需要的累计投入。再以操作

成本比相邻单元单井下降 25% 为依据，测算单井钻

井投资控制目标。以此为据，油田公司每年拿出一

定比例工作量与油服企业协商谈判，双方达成一致

后，油服企业组织施工建设。效益倒逼合作建产实

现了双方合作共赢，油田公司实现了部分难采储量

开发动用，盘活了资源，增加了生产能力；油服企

业通过控投降本，盘活了闲置资产，增加了收入。

2. 市场化风险合作承包模式。在现有技术、经

济、政策下开发无效益甚至负效益的难采储量区块，

大港油田提出了在中国石油内部开展市场化风险合

作承包的策略，得到中石油集团公司的认可。在严

格执行中国石油“油气田开发管理规定”和矿权归

属不变的前提下，邀请渤海钻探、长城钻探、大港

油田集团公司 3 家企业参加 6 个难采储量区块的开

发竞标。通过竞标，与渤海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长

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大港油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家企业签订了滨海一区、塘沽 - 长芦、叶三拨等 6

个风险区块的开发协议。生产期间，全部油气产量

归甲方所有，由甲方按照中国石油相关规定向乙方

支付服务费。

三年来，效益倒逼模式在沈家铺、舍女寺等

20 个区块上累计动用地质储量 1609 万吨，钻新井

109 口，整体建设成本下降了 15% 以上，新建产能

22.5 万吨，累积产油 24.8 万吨，实现了油田企业

低渗油藏效益动用和油服企业的增产增收。风险合

作模式累计动用地质储量 1100 万吨，最高日产原

油 200 吨以上，累计生产原油 10.5 万吨，油田公

司也实现了部分低渗储量的有效动用，实现了合作

双赢的目标。

（三） 创新开展井丛场绿色布井钻井

大港油田主体位于滨海新区和渤海新区，储油

凹陷面积不足 1 万平方千米，扣除水库、村庄、城

镇、盐田卤池和工业用地等，具备油田征地条件的

陆地面积不足 4000 平方千米。如何实现与地方共

同发展、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是摆在油田企业面前

的难题。

大港油田提出了规模开展井丛场绿色布井钻井

的思路，打破原来“一井一钻”的建井思维模式，

创建整装区块整体部署、地质工程一体化设计、整

体统一规划平台、井丛场网电清洁钻井新模式。

1. 规划先行，整体部署产能建设方案。根据大

港油田已经探明油气藏的分布特点，落实国家、省

市自然保护区和环境敏感区的环保要求，结合滨海

新区、渤海新区海陆发展规划，整体研究未来一段

时间内油藏中长期开发计划，整体部署油气藏开发

钻井方案，确定钻井区域和钻井平台分布，顶层设

计上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2. 地质工程一体化设计。搭建地质工程一体化

协同研究云平台，集成油藏工程、钻井工程、采油

工程、地面工程、效益评价等专业软件，互通各专

业软件基础数据，开展“目的层位靶点 - 井身轨迹 -

井口平台”可视化交互设计，实现防碰、绕障、靶

点地质工程协同优化。钻井过程中，将实时的井斜、

录井、随钻测井数据导入研究平台，采用卡深度、

角定度的“卡层入窗”技术，实现井眼轨迹和防碰

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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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类制定平台模板。以最大程度钻遇目的油

气层为目标，以最少占用土地为重点，分类开展平

台模板设计。针对滩涂浅海设计以水平井为主的地

下井口槽丛式钻井平台，针对盐田虾池湿地设计以

大斜度井为主的半潜丛式钻井平台，针对城镇、村

庄和生态农业区设计以定向井和水平井相结合的地

上丛式钻井平台。在此基础上，固化井身结构、举

升工艺和地面配套设计标准，采用撬装化安装、模

块化预制等措施，以达到节约土地、提高劳动效率

的目的。

4. 网电代替柴油发电实现绿色低噪钻井。在钻

井平台上，科学安排钻机和动力设备，利用轨道式

移运装置，实现钻机在井口间快速移动。应用网电

系统代替柴油发电提供钻井动力，减少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碳烟等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也降低噪

声。工作噪声 1 米实测最大 56.9 分贝，减少对周边

环境的影响，实现清洁绿色钻井。

5. 钻井液循环利用清洁钻进。通过安装环保处

理装置，将钻井液稀释、絮凝、分离，分离出岩屑、

泥饼和水。岩屑通过水洗、筛分直接作为铺路原材

料回收利用；泥饼达标后回填井场；污水在加药絮

凝沉降后经集输大站处理达标回注。固相重金属

执行 GB15618《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符合固相浸

出液的 PH 值处于 6~9、色度≤ 50 和石油类≤ 10 

mg/L 指标等要求。

三年来，大港油田建设井丛场达到 114 个，井

丛场钻井比例从 9.12% 提高至 73.9%，节约各类征

地 4495 亩，钻井周期减少 15.2%，以网电代替柴

油发电减少了碳排放 3447 吨、氮排放 66.7 吨，减

少泥浆排放 7600 方，同时减少了钻井、地面配套、

搬迁等费用，累计减少建设成本 1.73 亿元。

（四） 开展提高采收率试验场  

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可采储量保持

稳定增长，也就是每年新增的可采储量与当年的产

油量之比即储采比要大于 1 。在新发现区新增可采

储量逐步劣质化的情况下，老区通过创新技术改变

开发方式增加可采储量成为当务之急。

大港油田坚持把提高老油田采收率作为油气开

发的核心，通过自主攻关创新、现场先导试验、规

模推广来实现可采储量持续增长。

1. 自主研发环保型三次采油二元驱油体系。为

节约地下淡水资源，改变传统的采用清水配制聚合

物溶液的做法，开展地下采出水配制聚合物驱油体

系研究 。通过室内实验，明确了采出水中二价铁

等活性物质发生氧化还原反应是造成聚合物快速降

解的主要原因（降解率 60% 以上），研发了采出水

“曝气失活 + 化学法”深度处理技术，解决了采出

水聚合物溶液易降解难题。开展聚合物及表活剂协

同驱油机理研究，研发出复配型石油磺酸盐，界面

张力达到超低（10-3mN/m 数量级），优选出提高采

收率接近 20 个百分点的聚 / 表二元驱油体系。

 2. 自主研发模块化注入工艺。以实用、高效、

绿色、环保为目标，开展三次采油注入工艺模块化、

标准化研究。创建了采出水处理、分散溶解、在线

熟化、喂入、辅剂加入、注入、配电、储存稀释 8

个模块单元，具有工厂化预制、橇装化安装、可重

复利用的特点。施工现场只需要进行橇块间管道、

配电快速连接，大幅度缩短了配注系统流程，提高

了效率，降低了成本，提升了信息化管理水平。与

常规固定式建站模式相比，设计时间缩短至 1 个月，

缩短了 80% 的时间；占地面积减少 65%，地面配

套设施减少 25%，建设周期缩短一半，建设投资减

少 32%。通过驱油体系研发和注入工艺研发，为现

场规模推广三次采油提高采收率奠定了基础。 

通过驱油体系和注入工艺的自主研发和现场推

广，三年来，采出水聚合物驱和聚 / 表二元驱已扩

大到 11 个区块，覆盖地质储量 3432 万吨，注入井

数达到 216 口，受益油井数达到 367 口，可增加

可采储量 296 万吨，可提高采收率 13.6 个百分点，

实施区块原油产量从三次采油前的 820 吨上升到

1100 吨。

 （五）两化融合开展数字场建设提效率 

经过 50 余年的开发，大港油田积累了海量的

地震、钻井、测井、录井、修井、分析化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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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数据，并且这类数据仍在规模增长。在低油价

下，随劳动用工总量的减少，油藏综合研究和管理

的工作量大幅度增加。

大港油田认真学习国内外信息化工业化两化融

合新技术，从油田开发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全面开

展 “数字场”建设，实现油藏 - 井筒 - 地面一体化数

据采集、分析和决策，以此大幅度提升劳动效率的

目标。首先，应用物联网技术自动采集传输油水井

生产信息、管道压力信息、站库容量信息和环境信

息，实现地表各类开发管理数据的实时在线监测、

工况诊断、自动报警和远程调控。其次，建立油藏

地质工程一体化研究平台，集成钻井、录井、测井、

试油、分析化验和开发动态等基础数据 ；整合地震

处理解释、测井评价、储层反演、地质建模、数值

模拟、方案编制、钻井设计、工业制图、效益评价

等专业软件云。以项目工区为单元，在平台上开展

油藏模型研究、方案部署、指标预测、效益评价和

方案比选。

通过平台化、共享化、集成化，实现了开发数

据的自动实时采集，地质模型的自我更新，开发趋

势的自我判断和预警，开发方案自动比选和智能决

策，改变了 1 个研究人员、1 台工作站、1 套专业

软件“三合一”传统研究模式；大幅减少了管网场

站配套建设规模，创建了中小型场站无人值守，大

型场站少人值守的“王徐庄”模式。三年来，共撤

销计量间、配水间 598 座，累计减少各类设备设施

586 台，减少油田生产管道 2566 千米，进一步优

化了劳动用工模式，劳动效率提升 32%。 

四、结语

大港油田在开发过程中聚焦突出问题，抓住主

要矛盾，以创新为引领，突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开发“五场”建设取得了很好成果。开发指标上，

油田整体的自然递减由 19% 下降至 15.8%，含水

上升率由 0.5 下降至 -0.3，采收率整体提高了 3 个

百分点，相当于增加了 1800 万吨可采储量。效益

指标上，油田开发完全成本下降了 16.1%，实现了

低油价下盈利，生产综合能耗由 93.8 千克标煤 / 吨

下降到 88.2 千克标煤 / 吨。劳动效率上，一线劳动

用工总量下降了 5%，公司总体用工结构更加优化。

大港油田的开发“五场”建设实践，值得我国东部

老油田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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