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油气资源作为天然的禀赋资源，关系到国家工业发展的

经济命脉，是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伴

随着国际油价从 2014年年中的 120美元/桶高位跌破 30美

元/桶，仅一年多的时间，国际能源行业迅速进入了低油价时

期。一旦石油价格远远低于开采价格，就意味着曾经无比辉

煌的中国石油巨头们不得不面对最为惨淡的业绩，比如：去

年净利润同比下滑 66.9%的中石油；中石化胜利油田巨亏 92

亿元，被迫关停旗下4家油田；许多油气企业都处在亏损的边

缘，低油价严重威胁到了油气企业的生存。

世界范围内日益紧张的石油供需格局衍生了愈演愈烈

的油气资源竞争，给我国石油行业的低成本、高效率发展提

出了更高要求和更多挑战。全球性低油价“新常态”环境的生

成，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博弈、非常规油气开采、替代能源

研发、欧佩克组织、国外经济增速放缓等错综复杂的因素息

息相关，在低油价大环境中，全球油气行业勘探开发支出整

体上减少超过了千亿美元。

国内以三大石油公司为主导的油气公司在进行战略调

整、管理创新、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在更加积极地研究油气开

发成本与油气产量的关系，借以提高盈利能力预测的准确

性，以适应国际石油市场的变化，在低油价“新常态”时期保

持竞争优势。

然而，传统盈利能力预测模型大多着眼于现有数据，以

现有资产和盈利水平预测未来的产量，以此为油气田的发展

规划提供决策，由此引发预测基础数据不完全准确、预测目

标设定不完全合理等问题。在低油价“新常态”时期，一些油

气公司仍旧采用传统的油藏理论方法预测产量，由此大大降

低了预测的准确性，造成预测产量与实际产量之间出现较大

误差，从而使得企业盈利预测与实际盈利结果存在巨大差

异，进而影响到油气公司在新时期的发展规划和战略部署。

为了克服传统预测方法的局限和不足，本文基于多元线性回

归预测模型建立油气公司盈利能力预测模型，将之应用于某

油区实际开发数据的预测，分析油气公司开发成本与产量之

间的具体关系，以期为油气公司盈利能力的稳步提升以及制

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提供参考。

二、研究现状

油气公司的生产经营具有投资大且回收期长、资金与劳

动力分布密集、运营风险高等典型特征，油气资源的不可再

生性、原油产量递减与开采成本上升从整体上决定了油气公

司的资金投入、产出与盈亏。在低油价时期，油气公司已经不

能只为了满足需求不断增加产量，而是要权衡增产方式及其

经济效益。如何在油气公司计划完成产量的约束下以最小的

投资成本获得最大的产出，提高油气公司整体经济效益和盈

利能力，是油气公司亟待解决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产量与成本之间的数量关系是科学合理地

预测盈利能力的核心。这是因为，在油气公司盈利能力的预

测过程中，油气价格、税费、成本、产量是四大主要影响因素。

油气价格和税费受经济环境影响，油气公司难以单独控制和

改变；成本和产量则是油气公司能够把握与控制的因素，成

本影响因素包括油气田勘探成本、开发投资、生产操作费和

行政管理费等，产量则是影响盈利能力的关键因素，油气公

司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开采性产量测定。

然而，现有的围绕油气开发成本与产量进行的研究，基

本上是油气公司根据现有的历史性生产活动数据对自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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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当年产量进行预测，然后将该预测结果与当年计划完成

的产量指标进行对比，通过打新井等方式形成增产计划，以

缩小对比差距，再依据增产计划形成初步财务方案，交给财

务部门制定投资计划。在这一过程中，对自然情况下当年产

量的预测基本是从地质因素考虑的，以孔隙度、渗透率为基

础，依据油藏理论，筛选影响油田产量的因素，继而建模预

测，例如Logistic产量递减模型、小波神经网络模型以及地质

因素多元线性产量模型。这些模型都是从地质油藏理论方面

考虑，并没有考虑诸如各个生产环节的成本问题，且大多数

油田产量预测只有单个输入变量，通过时间序列方式进行拟

合，没有进行多方面的综合考虑，没有完全找出影响油田系

统的显著因素。这些模型的主要特点是以产量研究为中心，

倒推出影响产量的地质因素，从而得出产量模型。其最大的

缺陷在于无法对油气田进行开采效率分析，无法对资本投入

和油气田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因此，很有可能在

同一个构造区块，投入了相差数倍的成本，而只获得了同样

数量的原油，造成盈利能力预测的较大误差，这对企业经营

和管理人员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在以传统的油藏理论为依据的产量产出模型研究的基

础上，翁文波院士率先提出了Poisson产出预测模型，此后相

继出现了Rayleigh模型、HZC模型、Weibull模型以及对数正

态分布模型等。这些模型统称为规划模型，都是利用现有的

油气田生产历史数据，应用高级统计分析技术，分析历史数

据中所隐藏着的投入产出规律，得到某个油气田盈利能力的

一种模型。规划模型不仅考虑油藏规律，而且结合现代统计

分析技术与先进手段，综合运用追溯调整法、未来适用法、直

线法等成本计算方法，使得成本与产量相匹配，会计核算精

度更高，预测过程和结果更加客观准确。因此，规划模型也是

本文构建油气公司盈利能力预测模型以分析油气公司成本

与产量关系的理论依据。

此外，对于成本与产量之间关系的研究需要较长时间的

准备以及扎实的理论基础。因此，在以成本与产量为基础构

建盈利能力预测模型之前，需要做好人员准备与理论准备。

人员准备是指研究人员需要懂得地质油藏理论、经济活动分

析理论并具有实践经验，能够对油气田情况进行跟踪与分析

研究，能够进行油气田成本核算，从而找到油气田成本与之

相应的产量关系。理论准备是指要选择合适的理论和运算工

具，例如数理统计理论和 SOS运算工具，以便建立包括油气

田地质情况数据、作业资源数据、油气田勘探成本、开发投

资、操作成本、行政管理费、产量和盈利数据等在内的数据

库。在接下来的研究中，笔者将以上述准备为前提，通过大数

据挖掘技术和手段对基础数据进行稽核比较、验证，以实现

数据的优化，建立成本数据与产量数据之间合理的钩稽关

系，寻找成本与产量之间的关联和规律，进而形成对该油气

田未来产量指标的全面预测。

三、盈利能力预测模型构建

1. 基本方法与思想。在盈利预测中最重要的预测是产量

预测，当前众多基于油藏理论研究的产量预测模型，多是借

助马鞍形曲线、抛物线形曲线、反比例指数函数曲线等传统

预测方法进行预测。通过大量比较研究和实际应用我们认

为，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构建的油气公司盈利能力预测模

型，能够克服传统预测方法难以进行精确成本计量的局限

性，弥补其不能进行精确的成本—产量联合预测的缺陷，可

以综合考虑油藏理论和成本等各种影响产量的因素，是目前

预测精度较高的方法，适合用于油气田产量和盈利能力预

测。因此，本文将以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为基础，构建油气公司

盈利能力预测模型。

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是一种传统的应用性较强的科学方

法，是现代应用统计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各个科学领域都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能够把隐藏在大规模原始数据群体中

的重要信息提炼出来，把握住数据群体的主要特征，从而得

到变量间相关关系的数学表达式。然后利用概率统计知识对

此关系进行分析，以判别其有效性。它还可以利用关系式，由

一个或多个变量值去预测和控制另一个因变量的取值，从而

知道这种预测和控制所达到的程度，并进行因素分析。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是研究两个及两个以上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

影响，当多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线性关系时，所进行的

回归分析就是多元线性回归。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主要在于确定多个自变量对因变量

的影响关系，这个关系找到之后，可以对影响因变量显著的

自变量进行调整和控制，以期让因变量达到一定的数值；可

以给出自变量的取值，对因变量进行预测。而用多变量线性

回归方法预测油气田产量，通常依据油藏理论来选择一些与

油气田产量有关的因素作为建模变量，通过对多个变量的综

合回归分析，确定影响油气田产量的重要因素并建立多元线

性回归预测模型。

众所周知，油气田产量变化一般分为三个阶段：上产期、

稳产期和递减期。油气田投入开发初期，由于资金不断投入，

生产设施逐步完善，油气田产量逐渐上升，这个阶段称之为

上产期。上产期通常较短，中小油气田一般在2 ~ 3年完成，大

中型油气田在3 ~ 5年完成。上产期长短与油气田地质条件相

关。地质条件简单，则上产期短；地质条件复杂，油气田需要

研究和探索的时间就长，上产期也相应延长。上产期一般只

能采出地质储量的5% ~ 10%左右。油气田稳产期受到油气田

地质条件和开发系统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油气田储量越大，

油气田开发稳产期越长。按照国家对于油气田的划分，中小

型油气田稳产期在 2 ~ 5 年左右，大中型油气田稳产期在5 ~

10年左右，特大型一般要求在10年以上。稳产期的长短取决

于地质储量、采出程度以及稳产期产量三个参数。稳产期之

后即是产量递减期，递减期长短并不一致，如果所有旨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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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油气田产量的措施实施完毕之后，油气的生产不能带来足

够的经济效益以弥补成本，那么油气田开采将停止。本文研

究的E&P油气公司的预测对象处于稳产期阶段，相关设备配

套情况以及产量情况都比较稳定，从客观上来说，符合线性

发展趋势，因此可以用线性模型来预测。

2. 模型构建。通常情况下，若是对油气田成本与产量的

影响因素全变量入选，可以将油气公司盈利能力预测模型原

始架构概括为：

Oil Output=Intercept（截距）+Exploration（勘探费用）+

Development（开发费用）+Operation（所有操作费用之和）+

Sale（销售费用）

在统计应用中，上述模型构架可以表示为经典的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

y=constant+a0x0+a1x1+a2x2+…+anxn （1）

对于油气田产量多元线性预测模型来说，y 代表油气田

的产量，x0，x1，x2，…，xn分别代表油气田产量的影响因素。这

些因素包含复杂，有地质方面的因素，有成本方面的因素，所

有可能影响产量的数据都必须纳入模型。

如果把上述经典的模型细化成可理解的应用模型，那么

上述模型可被详细表述成如下形式：

（2）

写成矩阵形式为：

y=xa （3）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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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4）式达到最小：

∑
i = 1

n e2
i =e'e（y-x α̂）（y-x α̂） （4）

其中：ei=yi- ；e=（e1，e2，…，en）。

当（x'x）-2存在时，即有：

α̂ =（x'x）-2x'y （5）

这就是α的最小二乘估计。基于回归系数的最小二乘估

计，我们就可以得到反映回归效果的 5 项参数，它们的计算

公式为：

q=∑
i = 1

n
（yi - ŷi）

2 （6）

其中， 是第 i个样本点（xi1，xi2，…，xip）上的回归值。

u=∑
i = 1

n
（yi - ŷi）

2 （7）

其中， 是y的样本平均值。

F=
u/p

1/(n - p- 1) （8）

r = u/(u + p) （9）

其中，（x'x）-1=（cij）；i，j=0，1，2，…，p。

四、盈利能力预测模型在油气公司的应用

从建模原理上来讲，一个模型优秀与否，与变量个数的

多少并无必然关系。所有进入模型的变量需要满足独立不相

关的要求，所以在建模时反而需要剔除那些相关的变量，筛

选出满足回归模型BLUE性质的变量。在建立回归模型的过

程中，自变量的选择方法是少而精。如果保留对因变量无关

紧要的自变量，会影响方程的拟合优度以及模型整体预测的

精度。因此，在建立回归模型过程中，需要剔除影响不显著的

变量，建立简洁、精度较高的回归预测模型。在此前提下，将

相关成本数据、技术参数等影响油气田生产的相关因素纳入

模型，在专用软件中进行模型构造，得到结果。

在具体分析过程中，t检验用于检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

本文应用 t值“后推法”。即在回归效果较差的情况下，根据统

计值 t值大小依次剔除对应的不显著变量，t值越小，对应的

因素x对于y的作用越不显著，此时可以考虑将其剔除；然后

用保留的因素再次回归，再次考虑，再次剔除对油气田产量

影响不显著的变量，如此重复，直至所有变量都在5%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

本文采用 ti（i=1，2，…，5）来代表具体的成本因素，E&P

油气公司某油田的多元线性回归参数模型整体评价结果如

表1所示：

从表 1中我们可以看到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5 个因素

均具有代表性，相关变量的检验系数大多在 2 左右，整个模

型大约可以预测98%的油气田产量。同时整体模型也通过了

F有效性检验，检验值为135.78。在应用此模型预测实际产量

时，也得到了较好的反馈。

表 2 是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与成本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的预测结果比较表。

y1=constant+a1x11+a2x12+…+apx1p

y2=constant+a2x21+a2x22+…+apx2p

…

yn-1=constant+a1x（n-1）1+a2x（n-1）2+…+apx（n-1）p

yn=constant+a1xn1+a2xn2+…+apx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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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q/(n - p- 1)] （10）

参数

残差平方和

回归平方和

回归标准差

F统计量

拟合优度系数

数值

51856

2889800

577980

135.78

0.9875

模型变量

t1
t2
t3
t4
t5

检验参数

1.98

1.84

3.85

2.34

1.45

表 1 多元线性回归参数模型评价结果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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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可以看到，多元线性预测的准确度相比较油藏模

型的准确度要高，比例误差在 10%以内，而传统的油藏模型

预测误差最大达到 24%左右，预测的准确性较低。油气田产

量预测的准确度影响着公司预算的安排，从而影响了公司的

运营成本。

绝对产量误差比较图和模型误差率比较图如图 1 和

图 2所示。图1和图2的横轴为年份，纵轴分别是产量和误差

比例。

从图2可以看到，多元线性模型的误差率较小，预测精度

较高，误差率最大为 7.4%，而传统的油藏模型误差最大率达

到 24%。误差率过大，将影响生产投资的安排，在资源有限的

情况下，将过多的资源投入某个不需要的地方，就会降低经

营效率。

五、结论

油气田生产具有严格的计划与管理方式，整个排产计划

都是围绕预测产量展开，产量预测的准确性是计划工作得以

顺利开展的前提，而油气田产量由于受多种动态因素的影

响，其预测的准确性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干扰。本文从动态的

变化规律中，寻找相对固定的成本影响因素，借用多元线性

回归方法建立油气田产量的预测模型，从而实现油气田产量

的动态预测。

从模型预测的结果来看，拟合的曲线基本上反映了生产

实际数据的变化趋势，而且预测效果良好。为了保证模型预

测精度，可在不断增大样本量上下功夫，在进行多年预测时，

可采用滚动式预测，随着生产数据不断丰富而调整相应的预

测模型，能够保证模型的预测精度。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新

的样本将不断加入，因此将会有更多的采掘成本产出规律从

模型中挖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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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实际产量

585

567

589

597

554

576

多元线性模型

预测值

582

588

567

558

595

562

误差率

-0.00513

0.037037

-0.03735

-0.06533

0.074007

-0.02431

油藏模型

预测值

726

591

663

592

521

596

误差率

0.241026

0.042328

0.125637

-0.00838

-0.05957

0.034722

表 2 预测模型预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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