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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水驱油藏传统优化方法过于依赖人为经验及顺序优化难以求得全局最优解等问题，提出
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井位及注采参数联合优化方法．基于水驱油藏特征，利用随机森林算法筛选影响注水
开发效果的主控因素，以井网形式、产量和注采比等作为输入参数，累计产油量为输出参数，通过流线数
值模拟方法构建机器学习预测样本集，综合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预测水驱开发效果．基于粒子群算法建立
优化数学模型，以最大化产油量作为目标对井网形式和注采参数进行联合优化求解．结果表明，与传统优
化方法相比，联合优化方法能够自动同步优化井网形式、井位和注采比等参数，优化后开发效果提升约
12%，为水驱油藏的智能高效开发奠定基础．
关键词：油田开发；水驱油藏；注采井网；机器学习；智能优化；代理模型；随机森林；径向基神经网络
中图分类号：TE341；TE324

文献标志码：A

doi：10. 3724/SP. J. 1249. 2022. 02126

Joint optimization method of well location and
injection-production parameters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WANG Wendong 1，SHI Menghe 1，ZHUANG Xinyu 1，
BU Yahui 2，and SU Yuliang 1

1) Key Laboratory of Unconventional Oil & Gas Development,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Qingdao 266580, Shandong Province, P. R. China

2) Sinopec Shengli Oilfield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Dongying 257015, Shandong Province, P. R. China

Abstract :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excessive reliance on human experience in traditional optimization methods and
difficulty in obtaining the global optimal solution for sequence optimization in water-flooding reservoirs, we propose a
joint optimization method of well location and injection-production parameters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theory.
Firstly,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ter-flooding reservoir, the random forest algorithm is used to screen the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oil production effect of water flooding. Then, taking well pattern form,
production, injection-production ratio, etc. as input parameters, the cumulative oil production as the model output
parameters, the machine learning prediction sample set is constructed through streamline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and the comprehensive radial basis function (RBF) neural network is utilized to predict the development
effect of water flooding. Finally, the particle swarm optimizer algorithm is applied for the joint optimization for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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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 and injection-production parameters by maximizing oil production as the optimization goal.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optimization methods, the new joint optimization method could automatically and

synchronously optimize parameters, including well pattern form, well position, injection-production ratio, etc. The
optimization scheme is better than the original ones. The water flooding performance is improved by about 12% using
the new optimization method,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intelligent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water flooding
reservoirs.

Key words: oilfield development; water-flooding reservoir; injection-production well pattern; machine learning;
intelligent optimization; proxy model; random forest; radial basis function neural network
随着油田开发的不断深入，规则井网已经不能
满足现场开发的需要．由于储层受非均质性及注采
关系等因素的影响，水驱动用不均衡导致大量剩余

化方法，但优化时间较长，优化效率不高．
HUMPHRIES 等［11］使用全局搜索策略（粒子群优化）
与局部广义模式搜索策略相结合的方法来联合解决

油难以采出 ．合理的井网部署和注采调控措施成

井位和井控优化问题，考虑了顺序求解和联合求解

为水驱油田开发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何解

两种方法，但并没有发现联合优化求解表现出比顺

决实际油藏生产过程中多条件约束和计算耗时的问

序优化求解更好的效果．因此，十分有必要对注采

题，以及快速准确地获取井网形式和注采参数的最

和井网的联合优化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1］

佳组合是实现水驱油藏高效开发的关键．因此，能

综上，水驱油藏注采和井网优化主要存在以下

否正确部署和调整注采井网，直接关系到油藏能否

问题：传统基于数值模拟的方案对比优选主观性较

长期高产稳产．

强，寻优难度大；实际生产过程中往往面临大规模

目前的注采优化方法主要有两种：① 通过油

优化问题，预测精度受现场地质条件和优化变量的

藏数值模拟方法分析并筛选最优方案．袁向春等［2］

影响存在较大误差；针对井位和注采参数的联合优

根据河南双河油田水平井的开发经验，总结出断块

化难以快速生成备选方案．为此，本研究利用机器

油藏不同开发阶段下的生产参数优化方法．曹仁义

学习方法建立了井网及注采联合优化数学模型，同

等［3］为长庆油田某特低渗油藏区块设计了九点法井

时应用径向基神经网络代理模型和粒子群优化算

网的调整和加密方案，并通过数值模拟方法比较各

法，克服了传统优化调整方法的弊端，并将此方法

方案的预测指标．孙致学等［4］在储层随机建模和油

应用于实际油藏区块进行验证分析，为油田井网部

藏数值模拟的基础上，推导了改进型生产潜力计算

署及注采参数设计提供技术指导．

方法和矢量井网布井方法．但这些优化过程都过于
依赖人工经验，较难客观评判是否真正求得最优
解．② 通过优化算法进行迭代求解．WANG 等［5］提
出了将离散变量的优化问题转化成连续变量的优化

1 构建注采井网优化数学模型

从最优化问题数学模型的 3 个基本构成要素阐

问题，通过对每个网格块设置井来初始化问题，确

述本研究构建的注采井网优化数学模型．

立目标函数来优化净现值．姜瑞忠等［6］在储层非均

1. 1 优化变量

质条件下，利用遗传算法获得的最优井位，摆脱了

优化变量指最优化问题中需要进行优化或设计

油藏工作者的经验依赖性．张凯等［7］为延缓水驱指

的参数．井网优化部分包括每口井平面 x 和 y 方向

进现象，采用梯度算法调控油水井的注采量，优化

的坐标（X，
Y）．对于一个包含 n 口井的油藏，

累计产油量、累计产水量及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多目

ìï X = x 1，x 2，⋯，x n
（1）
í
ï Y = y 1，y 2，⋯，y n
î
其中，x 1 ~ x n 为第 1～n 口井 x 方向的坐标；y 1 ~ y n 为

标策略方案．EMRICK 等［8］基于非线性约束利用遗
传算法研究了井网优化问题．冯其红等［9］为实现相
对较高的均衡驱替，利用遗传算法求解数学模型获
取最优井网．但上述研究仅考虑了井网或注采参数
的单项优化，对于井位及注采参数的联合优化问题
研究较少，优化效果不理想．BELLOUT 等

提出

［10］

了一种将井控优化嵌入到井位优化搜索中的联合优

[
[

]
]

第 1～n 口井 y 方向的坐标．

注采优化部分包括注入井日注入量 I、生产井

日产油量 P 和注采比 C．对于一个包含 n 口注入井
和 m 口生产井的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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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 = [ P ，P ，⋯，P ]
I = I 1，I 2，⋯，I n
1

2

（2）
（3）

m

其中， I 1 ~ I n 分别为第 1 ~ n 口注入井的日注入量；
P 1 ~ P m 分别为第 1 ~ m 口生产井的日产油量．

2 水驱油藏井位及注采参数联合优化
工作流程
水驱油藏井位及注采参数联合优化工作流程主

1. 2 目标函数

目标函数主要用于衡量设计方案的好坏，对于
油藏注采井网优化问题，目标函数可以是最大化利
润或最大化累计产油量等．本研究选用最大化累计
产油量作为目标函数．

要有：① 建立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综合径向基函

数核（radial basis function，RBF）产量预测代理模型；

② 基于粒子群算法的井网及注采优化设计．
如图 1．

1. 3 约束条件

Wr

井网优化问题中需要考虑的约束条件有 3 点．

1） 布置井位需限制在给定范围内．特别是在

井网形式已确定的情况下，若布置井的井位活动范
围过大，可能会破坏设定好的井网形式，导致开发
效果差．该约束条件的数学表达式为

min
max
ïì x i ≤ x i ≤ x i ，i = 1，2，⋯，n
（4）
í min
max
î y i ≤ y i ≤ y i ，i = 1，2，⋯，n
max
其中， x min
i 和 x i 分别 为第 i 口井 x 方向井位坐标的

78$9:;*+<=>
!"
#$
%&
'RBF
()
*+

LMCDNOP，QRSTUVWXYZ[\]^
_J<=>，GH*+`abc
56`aGHdef*+
o7123456F:`a

最小值和最大值； y imin 和 y imax 分别为第 i 口井 y 方向
井位坐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p@*+`aqrsqr6EF

2） 油藏边界约束，即各井的井位不超过油藏

边界．该约束条件的数学表达式为
( x i，y i ) ∈ Ω，i = 1，2，⋯，n

?@#$%&/0，BCDEFGH$IJK

（5）

其中，Ω 为油藏边界．

3） 任意两口井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给定的最

!"
,./
0'
12
34
56

小井距 d min．如果生产井和注入井之间的井距过小，

p@,-.56/0，tuv)
LMv)wxyzF{`|9}~，
78u'FM`|`a
N
mHnI`a，56jk


会导致注入水很快水窜到附近的生产井，水驱范围



Y
ghi5jk，lmH*+nI`agh()

过小；如果两口生产井或者两口注入井之间的井距
过小，实际生产中便没有意义．该约束条件的数学



表达式为

(x - x ) + (y - y )
i

j

2

i

j

2

图1

≤ d min

i = 1，2，⋯，n，j = 1，2，⋯，m

（6）

注采优化问题中需要考虑的约束条件为单井工
作制度上下限约束．各注入井的日注水量以及各生
产井的日产油量应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不能
过大或为负值．该约束条件的数学表达式为

ì I ≤ I i ≤ I ，i = 1，2，⋯，n
（7）
í P min ≤ P ≤ P max，j = 1，2，⋯，m
j
j
î j
其中， I imin 和 I imax 分别为第 i 口注入井日注入量的最
min
i

max
i

min
j

小和最大值；P 和 P
量的最小和最大值．

max
j

分别为第 j 口生产井日产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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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Optimization workflow of well location and
injection-production parameters of
water-flooding reserviors

2. 1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 RBF 产量预测代理模型

建立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 RBF 产量预测代理模

型主要包括以下步骤：① 基于井网调整数值模拟
文件自动生成、数值模拟器运算自动批量调用、模

拟器结果提取及组合整理 3 个模块生成机器学习预

测样本集；②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分析各特征参数
的重要性，筛选出水驱油藏开发效果的主控因素，
并剔除无关特征；③ 基于 RBF 神经网络学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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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依据 6∶2∶2 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
分别用于模型的训练、超参数调优和模型预测效果
评价；④ 在训练集上对 RBF 模型进行训练，并在

验证集上通过调整模型的超参数监控模型是否发生
过拟合，对 RBF 模型进行初步评估；⑤ 在测试集

!"#$

对机器学习预测样本集进行学习训练，将构建的样

%&'(
)*+
,&-.(
/012
%34
567(
89(
0

上对比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际数值模拟结果的差异，
评价神经网络的性能以及 RBF 产量预测模型的预测

图 2 特征重要性暴风图

效果．
2. 1. 1

Fig. 2

水驱油藏开发效果主控因素研究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通过决策树模型的特征选

择准则——平均不纯度减少（mean decrease impu⁃

rity，MDI），计算每个特征对决策树模型预测误差

的平均减少程度，并将该值作为特征重要性的度量
依据［12-13］．一般而言，与累计产油量无关的特征参
数的 MDI 值较小．但是，当特征之间存在协同作用
时，会导致其中一个特征的重要性偏低．如：同时

0.02 0.04 0.06 0.08 0.10 0.12 0.14 0.16 0.18
!":;<

Feature importance storm chart

由图 2 可知，水驱油藏开发效果影响因素的重

要性排序为：注水速度 > 渗透率 > 含水饱和度 > 井

网形式 > 注采比 > 原油黏度 > 孔隙度．由于注水

速度、渗透率、含水饱和度、井网形式和注采比的
重要性得分之和大于 0. 8，所以影响油藏开发效果
的主控因素为注水速度、渗透率、含水饱和度、井

网形式和注采比，主控因素即人为控制因素．后续
机器学习样本集建立时需着重考虑人为控制因素．

独选定特征孔隙度或渗透率时的高，这时两个特征

2. 1. 2

对模型的影响程度均不可忽略．首先将影响因素依

础井网，对注采参数以及不同井网分布的组合进行

选定特征孔隙度和渗透率时，模型的预测精度比单

据重要性得分从小到大排序，并分析各因素对模型
的影响程度．分别研究孔隙度、渗透率、原油黏
度、注水速度、初始含水饱和度、井网形式和注采
比等 7 个参数对水驱油藏开发效果的影响机理．在
给定的取值范围对 7 个参数进行随机排列组合，分

析各特征参数对油井产量的重要性，各个特征重要
性计算结果如图 2．

400 m

（a）"#$

井网调整数值模拟机器学习样本集的建立

分别考虑五点法、七点法和九点法 3 种典型基

方案设计（图 3），生成机器学习预测样本集约 9 000

套方案．通过设定每口井的布置范围，利用拉丁超
立方抽样确定随机井位坐标、日注量、生产井日产
油量和注采比等参数，注水井定液量注入，生产井
定液量生产．通过调用设计方案的生成数据，实现
井网调整数值模拟文件自动生成，为后续不同井网
形式下的油藏数值模拟奠定基础．

400√3 m

400 m

400 m

（b）&#$

)*+
,-+

（c）'(#$

图 3 井网分布示意图
Fig. 3 Diagram of well pattern distributions

为明确不同井网内各井间注采关系及注水效
率，基于流线模拟方法获取注采平衡条件下不同变
量组合的生产井累计产油量及流量分配系数．将数
值模拟结果文件的累积产油量自动提取并格式化，

构建注采井网开发效果机器学习预测样本集（图 4）．

2. 1. 3

建立 RBF 产量预测代理模型

在机器学习预测样本集的基础上，进行基于

RBF 神经网络的注采井网开发效果预测模型的建
立．RBF 神经网络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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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x ) = ∑c i φ(  x - x i  )
N

i=1

其中， c i 为线性加权大小； φ

（8）

(

为神经元数量．

)

x - x i  为 RBF；N

其概念简单、参数较少、易于实现，能有效地解决
复杂的优化问题，在确定最佳井位和井距方面的应
用有利于油田的高效开发．粒子群优化算法作为一
个全局优化器，通过追随当前搜索到的最优值来寻
找全局最优值，且此算法是黑盒方法，不需要对模

!"#$
3.33%
22.31%

64.53%
2.59%

· 2345/
· .167
· 8/9:;<
·
!

%&'(
)*+,
-./
-.0
!

·
·
·
·
·

拟器有深入的了解［17］．基于建立的注采井网优化数

!1#$

7.24%

学模型，在预测样本集中选取初始解初始化参数，
并调用粒子群算法进行迭代计算；根据更新变量自
动修改数值模拟器内部文件，并将迭代结果带回代
理模型进行运算，直到满足收敛条件后输出最优

图4
Fig. 4

方案．

结果提取及整理示意图

Diagram of results extraction and collation

与传统的误差反向传播（back propagation，BP）

神经网络相比，RBF 神经网络拓扑结构更加紧凑，
结构参数可实现分离学习，具有更强的泛化能力和
更高的逼近精度，且设计方便，网络可以自动增加
神经元直到满足精度要求为止，从根本上解决了 BP

网络的局部最优问题［14-16］．同时，BP 网络是通过不
断地调整神经元的权值来逼近最小误差的，而 RBF

3 实例应用
3. 1 样本选取
以山东省胜利油田某区块为研究对象，模型大

小为 1 000 m × 1 000 m × 35 m，基本物性参数取值
如表 1．模型渗透率及孔隙度分布如图 6．
表1

Table 1

神经网络是一种前馈型的神经网络，利用高斯函数
通过输入与函数中心点的距离计算权重（图 5）．

wi
Sigmoid!"
（a）BP+,-.

数值

参数名称

数值

网格数

50×50×7

原油黏度/（mPa·s）

1. 77

17

原油体积系数

1. 22

5

原始压力/MPa

#$%!"
（b）RBF+,-.

成隐含层空间，将数据转化到高维空间，使其在高
维空间线性可分．RBF 神经网络主要包括 3 个部

分：将注采井网开发效果的主控因素作为人工神经
网络的输入值，包括井位坐标、工作制度、注采比
等参数；将高斯核函数作为隐单元的“基”构成隐
含层空间；将产量预测评价指标作为网络输出值，

0. 732

()*
0.10

7.85

0.12

11.02

Neural network topology diagram

RBF 神经网络是将 RBF 作为隐单元的“基”构

原油密度/（g·cm-3）

103× "#$ / μm2
2.02

图 5 神经网络拓扑图
Fig. 5

Basic parameters

参数名称

网格厚度/m
&'
()

模型基本参数

0.14

14.68
（a）"#$%&

17.90

（b）()*%&

0.15

图 6 孔隙度和渗透率分布示意图
Fig. 6

Diagram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3. 2 RBF 产量预测代理模型性能评价

以五点法井网形式为例，利用训练好的 RBF 产

包括累计产油量和采出程度等参数值．将各参数输

量预测代理模型，预测本区块在不同设计方案下生

码，通过网络训练与学习确定出网络各层的连接权

对比，部分结果如表 2．由表 2 可知，预测产量值

入 RBF 神经网络模型中后，调用 RBF 神经网络代

产 15 a 的累计产油量，并与实际数值模拟产量进行

值和阈值，即建立起注采井网开发效果预测模型．

与实际产量值之间差异较小，平均相对误差约为

2. 2 基于粒子群算法的井网及注采优化设计
粒子群优化算法是一种自适应进化计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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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满足工程计算要求．

五点法井网测试集上的部分实际产油量与预测

第2 期
表2
Table 2

五点法井网实际产量与预测产量
P2

P1

The actual and forecast production in five-point
well pattern

10 × 实际产量/m
-4

10 × 预测产量/m

3

-4

13. 90

20. 22
21. 61

21. 41

P9
0.42

1. 9

P1

2. 2

P4

P2

I1

0. 2

为 0. 24．因此证明 RBF 产量预测代理模型拟合精

度较高，且具有较好的外推性，可用于矿场应用．

0.26

I2
I4

0.31

P6

0.36

P8

P7

0.42
（b）"#&

图 8 五点法井网优化前后井位及剩余油饱和度分布
Fig.8

Well placement and remaining oil saturation distri⁃

在与利用油藏数值模拟器运算结果近似的基础上大

bution in five-point well pattern

大提升了运算效率，同时也保证了产量预测结果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在后续优化过程中，可充分利用

'()
0.21

P9

际产量大小相近 . 模型预测效果评价指标包括：决

定系数为 0. 95，平均相对误差为 0. 02，均方误差

P3

P5
I3

产油量对比结果如图 7. 由图 7 可见，预测产量与实

表3
Table 3

五点法井网优化前后统计信息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before and after five-point

代理模型分析比较优化效果．

10-4× &'#$% / m3

P8
（a）"#$

1. 0

21. 12

21. 46

0.37

2. 7

20. 43

0.32

I4

P7

2. 5

20. 80

P6

I3

0. 3

18. 68

20. 41

0.27

P5

7. 3

16. 71

18. 18

I2

P4

2. 5

15. 42

17. 14

'()
0.22

相对误差/%

15. 54

15. 37

P3

I1
3

13. 55

14. 48

well pattern optimization

20

方 案

10-4 × 累计产油量/m3

采出程度/%

16

设计方案

22. 03

16. 68

优化方案

24. 66

18. 68

12
8

大于设计方案里的最大值，说明优化方案的开发效

&'()

4

果更好，累计产油量较初始方案提升约 11. 94%．

!"()
0

10

5

15

20

10-4× !"#$% / m3

图7
Fi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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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法井网预测效果示意图

Diagram of forecast results in five-point well pattern

3. 3 井网及注采参数优化设计
以五点法井网形式为例，该井组初始方案的井
位和优化方案的井位以及剩余油饱和度分布如图
8．优化后从单井组（如 P1、P2、I1、P4 和 P5）剩余油

驱替效率较高转变为 4 个井组都实现了均衡驱替，
使剩余油可以有效动用．

五点法井网优化前后累计产油量和采出程度等

统计信息见表 3，优化方案的产油量和采出程度均

五点法井网优化前后的流线分布情况如图 9，

优化后水淹区域流线明显减少，该区域驱替程度已

较高，此时原方案注采将导致注水的利用率较低，
因此需减少流线密度降低水的无效循环，通过优化
流量分配系数达到油藏整体均衡驱替效果．单井受
效方向增加，以 P5 井为例，初始方案只受效于 I1

井，优化后可同时受效于 I1 和 I3 井，实现了流线形
式与井网形式的匹配，提高了驱替效率．

该井组初始方案与优化方案的各井液量对比以

及累计产油量变化如图 10．从图 10 可见，优化后

各井的液量均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并且优化前累计

产油量在 3 000 d（约 8 a）左右增长速度就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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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而优化后累计产油量一直保持增加，驱替效
果变好．通过对产油量等指标的对比分析可知，五
点法井网优化方法更好地实现了均衡驱替．
P2

P1

1

P1

P6

P4 I1 2
P5

I2

I1
P4

P3

2 P5
I3
P8

P7

P2

1

I4

算到模拟结果提取及保存的全程自动化．

0.27

数值模拟结果，发现此预测模型拟合精度较高，具
有较好的外推性．

0.32

P6

0.37

P8

P7

0.42
（a）"#&

（b）"#$

图 9 五点法井网优化前后流线分布
well pattern optimization
P3

P2

P4 I
1

567
0.22

0.27

I2

P5
I4

I3

0.32

P6
P9

最优注采井网方案．优化方案更好地实现了均衡驱

［ 1 ］王

0.37

相．水驱油田井网及注采优化方法研究［D］．青

岛：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016．
WANG Xiang. Well placement and production optimiza⁃

0.42

tion well placement and production optimization for water-

（a）"#$%123*4#+,

flooding oil fields [D]. Qingdao: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

30

10-4× &'()* / m3

井网优化数学模型，利用粒子群优化算法迭代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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