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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基于数值模拟，又代替数值模拟的方法，用鼠标滑动来快速地进行

历史拟合和优化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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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代理模型仪表盘 

CMOST 是 CMG 敏感性分析、历史拟合、方案优化及不确定性分析软件，

它不但可以自动创建、提交运行和分析作业，大大提高模拟效率，而且能够在寻

求 敏感性参数、 小历史拟合误差、 大产油量或不确定性分布范围的时候，

充分考虑输入不同参数之间的相互影响，其得到的结果相对于传统的单因素研究

方法而言，往往是全局 优的，而不是局部 优。 

但是，当每次改变油藏参数或动态参数后，一般需要重新将模型提交给模拟

器进行运算，然后分析新的计算结果，这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代理模型（Proxy 

Model）就是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可行的方法而出现的。所谓代理模型，是

指在不降低精度的情况下创建的一个计算量小，计算周期短，但计算结果与数值

模拟结果相近的高精度数学模型。它可以替代原有的数值模拟模型，能够在输入

变量参数后，快速地得到计算结果。所以它实际是一个“模型的模型”，是快速

揭示数值模拟结果变化规律的一种有效途径。 

仪表盘（Dashboard）一般是指一目了然地反映汽车和飞机上各系统工作状

况的装置，例如汽车上的迈速表、转速表以及油量表等。CMOST 软件的代理仪

表盘则提供了使用代理模型的高级人机交互界面，能够快速、直观地显示代理模

型的计算结果。 

2 代理模型的创建 

在 CMOST 研究中，输入变量是指数模模型所有可调的参数，例如孔隙度、

渗透率、饱和度、相渗以及注采参数等；试验设计是指各个输入变量的组合方式，

一个试验设计对应一套参数组合，也就是对应一个数值模拟模型（样本点）；响

应是指将一个样本点提交给模拟器运算后得到的对应结果；时间序列是指将同一

统计指标的数值按其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而成的数列，例如累积产油量、累

积产水量或者累积注汽量等与时间相关的指标。 

代理模型技术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创建模型的样本点如何选取，

这与代理模型的取样策略有关，属于试验设计的范围；其二是数据拟合与预测模

型的建模，这是代理模型的主体，在数学上属于近似方法的范围。数值模拟实践

中，代理模型的建模都是围绕这两方面内容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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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把数模研究的输入变量用试验设计方法产生变量的样本点；用模拟器

对样本点进行计算，得到样本点对应的响应； 

然后，根据样本点的变量和响应数据创建代理模型；得到代理模型后，可对

其进行质量检查（Quality Check，QC），即评价代理模型与数值模拟模型间偏差

情况。 

 

3 多项式响应面代理模型 

CMOST 中使用的代理模型主要包含两大类型，一种是多项式响应面模型

（RSM），另外一种人工神经网络模型。而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又有多层神经网络

模型（Multilayer）和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模型（RBF）可供选择。本文只介绍

多项式响应面代理模型，人工神经网络代理模型将在后续文章中讲解。常用的多

项式响应面代理模型有线性和非线性两种类型。 

3.1 线性方程代理模型（Linear） 

线性方程代理模型，其方程如下所示： 

kk xaxaxaay  ...22110  

其中： 

y	 	 	 	 	 	 	 	 	 	 	 	 	为响应（目标函数）	

1， 2，...	 	 	 	 	为代理模型系数	

1， 2，…	 	 	 	为输入变量（油藏参数或动态参数）	

线性方程代理模型在 CMOST主要用于敏感性分析，通过飓风图，可以直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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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油藏参数对目标函数的敏感性，在下图所示的例子中，油藏参数 permExp和

DILATION1对目标函数的敏感性 强。	

	

3.2 非线性方程代理模型（Non-linear） 

非线性方程代理模型主要包含二次方程代理模型以及简化的二次方程代理

模型，其中二次方程代理模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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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0             截距 

1， 2，...	 	 	 	 	代理模型系数	

jj	 	 	 	 	 	 	 	 	 	 	 	 	 	二次项系数	

ij	 	 	 	 	 	 	 	 	 	 	 	 	 	交互项系数	

简化的二次方程代理模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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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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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截距 

1， 2，...	 	 	 	 	 	代理模型系数	

1，	 2，…	 	 	 	 	 	输入变量（油藏参数） 

利用 CMOST进行敏感性分析时，如果需要考察油藏参数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目

标函数的影响，那么就需要生成非线性方程代理模型，除了上述情况外，当某一

油藏参数在某个范围内变化时，对目标函数影响是非线性的（先升后降或先降后

升），也需要非线性方程代理模型评价其敏感性。在下图所示的例子中，考察了油

藏参数 POR、PERMH以及 PERMV对目标函数的非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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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代理模型在历史拟合中的应用实例 

代理模型可以在数值模拟研究的敏感性分析、历史拟合以及优化预测等各个

环节中应用。本文以随文发布的 CMOST 算例（已完成敏感性分析）为基础，详

细说明代理模型仪表盘在历史拟合中的使用方法。 

算例中的基础模型（SAGD_BaseCase.dat）是一个典型 SAGD 模型，纵向上

分为 50 个小层，平均顶部深度 500 米，平均孔隙度 0.27，平均渗透率 2332 md，

油藏初始温度 10℃,初始溶解气摩尔分数 0.09，脱气油粘度 5.2E6 cp（10℃）。模

型共包含 4 口井，其中一个生产井，一口注入井，还有两口观察井，预热四个月

后，转 SAGD，日注汽量 50m3。 

4.1 敏感性参数分析 

根据 SAGD 开发的特点，进行敏感性参数分析，作为下一步历史拟合调参的

依据。模型纵向上分为上、中、下三个大层（50 个小层），分别考察三个大层对

应的水平和垂向渗透率、束缚水饱和度、临界水饱和度、初始含水饱和度；油藏

岩石压缩系数、高温相渗水驱残余油饱和度以及气驱残余油端点值等油藏参数敏

感性。 

1） 点击 CMOST 图标，打开 CMOST； 

2） 点击 File-Open Project，找到 SAGD_BrownField_SA_HM_OP.cmp，打开文件； 

3） 在任务管理器（Study Manager）下，双击如下图标，打开敏感性分析（SA）

模型； 

 

4） 点击 Results＆Analyses\Objective Functions\Proxy Analysis，选择目标函数

PrdCumOil（累计产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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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 Proxy Setting，在 Polynomial Model Type（多项式模型），选择 Linear

（线性代理模型）； 

 

6） 点击 Statistics 查看代理模型描述及方程； 

 

累计产油量的线性多项式代理方程为： 

Equation in Terms of Actual Parameters 
PrdCumOil=21057.9-7432.92*HTSORW-20225.5*HTSORG-434.294*HZoneTop-45

9.378*HZoneBot+1.56555*KHZoneMid+13.5118*KVZoneTop+6.75375*KVZoneMi

d-2788.65*SwconZoneTop+6048.83*MobileSwZoneTop-2310.83*MobileSwZone

Bot 

7） 点击 Effect Estimates，查看目标函数累产油的敏感性分析结果，如下图表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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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aximum 表示所有模拟方案中 高的累产油是 2.541E+4 m3；

Minimum 表示所有模拟方案中 低的累产油是 1.568 E+4 m3；Target 表示生产历

史数据中累产油是 2.215 E+4 m3。根据飓风图结果，判断油藏参数的敏感性如下

所示： 

参数名称 变量 取值范围 敏感性 与目标函数关系

中间大层垂向渗透率 KVZoneMid 800～1400 强 正相关 

中间大层水平渗透率 KHZoneMid 2500～5000 强 正相关 

上部大层的小层数 HzoneTop 10～15 较强 负相关 

下部大层的小层数 HzoneBot 6～10 较强 负相关 

高温相渗 SORG HTSORG 0.04～0.12 较强 负相关 

上部大层垂向渗透率 KVZoneTop 25～125 弱 正相关 

上部大层可动水饱和度 MobileSwZoneTop 0～0.2 弱 正相关 

高温相渗 SORW HTSORW 0.1～0.25 弱 负相关 

下部大层可动水饱和度 MobileSwZoneBot 0.3～0.7 较弱 负相关 

上部大层 Swcon SwconZoneTop 0.32～0.56 较弱 负相关 

其他参数 其他参数 不敏感 

对目标函数累计产油量（PrdCumOil），参数 KVZonMid 及 KHZoneMid 敏感

性 强，与目标函数正相关；参数 HzoneTop、HzoneBot 及 HTSORG 敏感性较

强，与目标函数负相关；参数 KVZoneTop、MobileSwZoneTop 及 HTSORW 敏

感性弱，其中参数 KVZoneTop 和 MobileSwZoneTop 与目标函数正相关，参数

HTSORW 与目标函数负相关；参数 MobileSwZoneBot 和 SwconZoneTop 敏感性

较弱，与目标函数负相关；其他参数不敏感。 

4.2 代理模型仪表盘快速历史拟合 

根据敏感性分析结果，用代理模型仪表盘进行快速历史拟合。  

8） 点击 Control Center/Proxy Dashboard，进入代理模型仪表盘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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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点击 按钮； 

然后点击 按钮，利用多项式回归生成代理模型，点击 OK； 

 

10） 在 QC 试验方案区域（Experiment for Proxy QC），点击 Proxy Role 右面

的下拉菜单，选择 Verification，点击 Experiment ID 右面的下拉菜单按钮，

选择想要比较的试验方案，例子中使用缺省的第 54 个试验方案，点击 按

钮，将参数取值赋给 What-if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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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点击界面右侧的 按钮，选择累产油（Cumulative Oil SC）作

为目标函数； 

 

12） 点击 OK，生成第 54 个试验方案的四条曲线，分别是累产油模拟值（irf）、

生产历史数据（field History）、代理模型计算值（Polynomial Regression（ID=54））

以及假定参数组合代理模型计算值（What-if）。从该图可以看出，代理模型

计算结果（滤色虚线）和数值模拟结果（黑色实线）之间差别足够小，可以

进行下面手工的实时拟合操作； 

 

13） 根据敏感性分析的结果，优先调整敏感性强的参数 KHZoneMid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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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ZonMid。把鼠标放在这两个参数的 Value 数据区域时，会出现一个可左

右移动的滑动条；用鼠标左右滑动，右面图中假定参数组合代理模型计算的

累计产油曲线也跟着同步变化； 

 

14） 将参数 KHZonMid 值调整为 3687，KVZonMid 值调整为 1048 时，代理

模型计算值已接近生产历史数据值，拟合精度满足要求。如需更高精度，可

进一步调整次敏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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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代理模型历史拟合结果验证 

在找到了满足拟合精度的参数组合后，可以把这一组（或者多组）参数组合

添加到试验表，进行真正的数值模拟计算，来验证最终的拟合结果。 

15） 点击 Add Experiment，添加试验方案； 

 

16） 点击确定后，回到CMOST主界面，然后点击Control Center/Experiments 

Table，找到添加的试验方案，查看各个油藏参数的取值情况； 

 

17） 回到CMOST主界面，重新启动CMOST进行运算，在 Simulation Settings

部分有个错误。点击 Simulation Settings，如下图所示，选择模拟器版本。

保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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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切换到 Control Centre，点击运行按钮，然后点击 OK，开始运行新增试

验方案； 

 

19） 运算完成后，回到 CMOST 主界面，点击 Experiments Table，找到新增

试验方案，为其添加五星分类，以便后续对比结果。 

 
20） 点击 Results＆Analyses\TimeSeries\Observers，然后选择目标函数累产

油。 

 

21） 右键，选择 CurveVisbility，可选择想要查看的时间序列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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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将 General Solutions 前面的对勾去掉，选择显示基础方案模拟结果、生

产历史数据及五星试验方案（新增试验方案）模拟结果，对比历史拟合结果。

如图，黑色曲线表示基础模型模拟结果，蓝色圆点表示累产油生产历史数据，

紫色曲线表示新增试验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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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功能 

5.1 视图编辑 

CMG 后处理曲线和参数场图支持视图缩放、复制以及保存等功能，同样代

理模型仪表盘也支持这些功能。 

1. 视图缩放：和其他视图一样，可以对代理仪表盘局部视图进行缩放，以便查

看更多细节，然后右键选择 Un-zoom to 100%返回原始状态，如下图所示。 

 

2. 视图保存：在代理模型仪表盘视图中，点击右键，然后选择 Save Image 来

保存视图。保存的图片类型包含常见的*.jpg、*.png、*.bmp、*.emf、*.tiff

以及*.gif 等类型。 

3. 视图复制：在代理仪表盘视图，点击右键，然后选择 Copy Image to Clipboard

拷贝视图到 Windows 剪贴板，例如 Excel 或 Word。如果在视图上包含多条

曲线，那么将会复制和粘贴多条曲线。 

5.2 添加试验 

通过 按钮，使用假定参数组合中修改的参数值来添加试验

方案，如果选择的试验方案没有正在运行，点击 按钮，更

新参数值。 

通过 Experiments Table，可以做更多的调整，例如，可以修改参数值或试



第 71 期：模型的模型—CMOST 代理模型仪表盘 

16 

验方案代理模型类型。 

通过代理仪表盘，可以运行这些添加的试验方案，然后来对比添加或修改的

试验方案的模拟结果与代理模型预测的结果以及生产历史数据之间的误差。. 

5.3 重新加载 

试验方案运算完成后，代理模型仪表盘界面不会自动更新结果。需要点击

Refresh 按钮，才可更新。 

如果 CMOST 引擎在后面添加了试验方案（例如，DECE 引擎添加了试验方

案），点击 Refresh 后，添加的试验方案才可以使用。 

5.4 更换代理角色 

对于代理模拟功能，每一个试验方案都可以扮演特定的角色。共有三种角色

可供选择。 

1. Training：用于训练的试验方案，这些方案用于建立代理模型。 

2. Validation：用于验证的试验方案，这些方案没有用于建立代理模型，从而可

以被用来验证代理模型的精度。 

3. Ignore：被忽略的试验方案，不参与训练和验证的方案。例如，如果觉得某

个试验方案是异常值，不想用它作为训练代理模型，就可以更换该试验方案

的代理角色为忽略。 

任何时间点都可以打开 Experiments Table，更换试验方案代理角色，然后

回到代理模型仪表盘进行操作。当修改某个试验方案代理模型角色时，将重新建

立代理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