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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疏松砂岩油藏开发到中后期 ,由于存在着油层出砂与出水的双重矛盾 , 油田防砂 、堵水的工作量与难度

不断加大 ,针对这种情况 , 提出了防砂与堵水一体化新工艺。确定了 FD—1 与 FD—2两种防砂堵水剂配方 ,并对其

性能进行了室内评价 ,确定了扩孔剂的类型与用量 , 考察了各种地层因素对防砂堵水剂性能的影响。确定了现场

施工的方法与顺序以及计算防砂堵水剂用量的公式。现场试验 20 多井次 , 防砂有效率 91.7%,堵水有效率 76%,

累计增油 12 154t ,表明该防砂堵水剂配方合理 , 现场施工安全可靠 , 防砂堵水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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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东油田是 80年代中期投入开发的大型疏松

砂岩油藏 ,具有油藏岩石胶结疏松 、渗透滤高 、非均

质严重等特点。随着油田开发的不断深入 ,油井出

砂 、出水日益严重 ,强注强采更加剧了这一矛盾。由

此而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防砂和堵水的任务日益繁

重 ,措施的费用日益增加 ,措施效果却相对降低。为

解决这一问题 ,在分析论证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既

能防止油层出砂 、又能降低油井出水的工艺技术 ,以

满足孤东油田防砂堵水要求 ,减少油井事故和措施

工作量 ,降低开发综合成本 ,增加原油产量 ,提高经

济效益。

一 、防砂堵水剂的配方组成

根据孤东油田油藏地质特点和开发现状 ,为满

足不同区块 、不同出砂程度和含水油井防砂堵水的

需要 ,确保防砂和堵水效果 ,设计了 2种方案 ,即对

出砂较轻的高含水油井研制以堵水为主兼顾防砂的

FD-1防砂堵水剂 ,出砂严重的高含水井研制以防

砂为主的 FD-2防砂堵水剂 。

1.FD-1防砂堵水剂配方　胶结剂(硅铝酸盐

类)76.3%(质量百分比 ,以下相同),固化剂(氟硅酸

盐类)15.3%,缓速剂(自制品)0 ～ 0.8%,填充剂(烃

类树脂)4.6%～ 7.6%,活性剂 0.04%～ 0.08%。

2.FD-2 防砂堵水剂配方　改性不饱和树脂

27.3%,主固化剂(自制品)2.7%,副固化剂(自制

品)27.1%,稀释剂(金属氢氧化物类)32.1%,偶联

剂(KH-550)1.8%,填充剂(烃类树脂)9%。

二 、主要性能及评价

1.FD-1防砂堵水剂性能评价

(1)扩孔剂对固砂体的渗透率的影响 。作为防

砂堵水一体化工艺 ,既希望固砂体具有较高的抗压

强度 ,又希望保持一定的渗透率 。为此 ,选用几种扩

孔剂 ,在 60℃条件下固化反应24h后 ,考查其对固砂

体渗透率和抗压强度的影响 ,试验结果列入表 1。
表 1　扩孔前后固结体的抗压强度和渗透率

扩孔剂
扩孔剂用量

/PV

抗压强度

/MPa

水相渗透率

/10-3μm2

/ / 4.58 229

30%乙醇

水溶液

1

3

3.86

2.15

495

827

煤油
1

3

4.10

3.64

326

583

0.3%PAM
1

3

2.86

0.85

468

1035

3%NH4Cl
1

3

3.42

1.04

596

1320

水
1

3

3.86

0.54

632

1561

　　由表1可知 ,采用扩孔液(剂)后 ,抗压强度均有

不同程度下降 ,而水相渗透率都有所增大 。扩孔剂

用量增加 ,抗压强度下降幅度 、水相渗透率都有所增

大 。其中 ,煤油和 30%乙醇水溶液效果最好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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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较差 。这主要是扩孔剂(液)将其稀释和影响表

面反应活性所致。因此 ,煤油可考虑用作扩孔液而

改善其渗透性 ,但用量应控制在1PV左右。

(2)固砂体的耐介质浸泡能力。在 60℃条件

下 ,选用基本配方 ,将固砂体分别浸泡于清水 、卤水 、

污水 、10%HCl水溶液 、10%NaOH水溶液和煤油中 ,

浸泡一段时间后取出测其抗压强度(见表2)。
表 2　固砂体耐酸 、碱 、油的试验结果

介质
抗压强度/MPa

浸泡前 10d 30d 60d 90d

清水 4.76 4.24 4.12 3.98 3.69

卤水 4.52 4.16 4.01 3.87 3.72

污水 4.64 4.19 3.98 3.75 3.54

煤油 4.35 3.89 3.49 3.27 3.03

10%HCl 4.93 4.10 3.97 3.46 3.27

10%NaOH 4.26 松散 松散 松散 松散

　　　　注:卤水 、污水取自孤东采油厂配液站和联合站。

表2数据说明:固砂体具有较好的耐油性 、耐水

性和耐酸性 ,但耐碱性较差。因此 ,假若油层堵塞 ,

可用碱进行解堵 。

(3)砂子粒径大小对固砂体抗压强度和渗透率

的影响。取不同粒径的石英砂和孤东油田经洗油处

理的地层砂 ,在相同的试验条件下 ,考查不同粒径砂

子固结后的抗压强度和渗透率(见表 3)。砂子粒径

的大小和范围对固砂体抗压强度和水相渗透率影响

较大 。砂子粒径越大 、粒径范围越窄 ,胶结点越少 ,

抗压强度越低;砂子粒径越小 、粒径范围越宽 ,胶结

点越多 ,抗压强度越高。对水相渗透率的影响则正

好相反 。对于孤东油田地层砂来讲 ,抗压强度达到

了3MPa 。根据地层砂粒径大小和范围 ,应适当调整

其配方和用量。
表 3　不同粒径砂子固结后的抗压强度和渗透率

砂子类型
粒径范围

/mm

抗压强度

/MPa

水相渗透率

/10-3μm2

石英砂

0.8～ 1.2

0.4～ 0.8

0.2～ 0.4

0.1～ 0.2

<0.1

2.04

3.12

4.78

5.04

5.24

1682

819

467

212

108

地层砂 / 3.08 392

　　(4)选择性堵水效果评价。作为防砂堵水剂 ,既

要求固砂体具有较高的抗压强度 ,又要求具有较好

的选择性堵水效果 ,这是防砂堵水剂的技术关键和

难点 。一般来讲 ,固结强度越高 ,渗透性越差;而渗

透性越好 ,固结强度就越低。为使其具有较好的选

择性堵水效果 ,在配方中添加了一些油溶性的物质 ,

并在60℃条件下选用 0.2 ～ 0.4mm的石英砂对固砂

体的渗透率与堵水效果进行试验 ,水驱渗透率由

7.54μm2降至 0.26μm2 ,堵水率达到 96%,具有较好

的堵水效果。为考查固砂体对油相渗透率的影响 ,

选用2种方法对防砂堵水剂选择性堵水效果进行了

室内评价试验 ,用油相与水相渗透率之比衡量效果。

试验温度 60℃,石英砂粒径为 0.2 ～ 0.4mm 。分别

用单独注入测量法和平行注入测量法测试固砂体的

水相渗透率 kw 、油相渗透率 ko ,并计算出 ko/ kw 的

值 ,结果见表 4。
表 4　单独注入法测定的固砂体渗透率

注入法
水相渗透率

kw/ 10
-3μm2

油相渗透率

ko/ 10
-3μm2

ko/ k w

单独注入 280 940 3.4

平行注入 486 2748 5.8

　　从表 4可看出 ,固砂体的油相渗透率为水相渗

透率的 3 ～ 6倍 ,说明具有较好的堵水不堵油效果。

平行注入法结果表明 ,高渗透层堵水效果更好。通

过选择性注入工艺 ,可使更多堵剂选择性地进入高

含水的高渗透层 ,从而进一步提高堵水的选择性 。

(5)粘土含量对固砂体抗压强度的影响 。为考

查粘土含量对固砂体强度的影响 ,按基本配方 ,在固

化温度60℃、固化反应时间24h条件下 ,将不同含量

的粘土(膨润土)和石英砂(0.2 ～ 0.4mm)搅拌均匀

后固化 。不同粘土含量对固砂体抗压强度的影响见

表 5。
表5　粘土含量对固砂体抗压强度的影响

粘土含量

/ %

抗压强度

/MPa

强度下

降率/ %

水相渗透率

/10-3μm2

渗透率

下降率/ %

0 4.51 / 308 /

1 4.38 2.9 332 7.2

3 3.82 15.3 276 16.9

5 3.17 29.6 182 45.2

7 1.98 56.1 115 65.4

10 0.4 91.1 79 76.2

15 0.1 97.8 43 87.0

　　由表5可知 ,粘土含量对固结强度影响较大 ,粘

土含量大于 7%后 ,固结体抗压强度降低了 50%以

上 。粘土水化膨胀影响了砂粒与砂粒表面的粘结 ,

使整个固结体变得松散 ,从而使固结强度降低 ,而且

粘土膨胀后对孔喉造成堵塞降低了渗透率。因此 ,

对于粘土含量较高的地层 ,必须进行必要的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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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D-2主要性能评价

(1)固化温度对固砂体抗压强度的影响。在不

同温度下考察 FD-2防砂堵水剂的固化时间 、固砂

体强度及渗透率变化情况 ,结果见表6 。
表 6　温度对固砂体抗压强度的影响

固化温度

/ ℃

固化时间

/ h

抗压强度

/MPa

水相渗透率

/μm2

30 20 4.81 2.41

40 16～ 18 4.95 2.45

50 10～ 12 5.13 2.53

60 6～ 8 5.58 2.61

70 5～ 7 5.79 2.68

80 4～ 6 6.02 2.87

100 2～ 3 5.72 3.01

120 0.5 ～ 1 5.24 3.47

　　随着固化温度的升高 ,固化时间变短 ,固结强度

增强 ,但 100℃后有下降的趋势 ,水相渗透率有增大

的趋势。在40 ～ 100℃范围内 ,其固化时间 、固结强

度和渗透率基本上可满足孤东油田防砂要求 。

(2)选择性堵水效果评价 。选用单独注入测试

法 ,测试了有机防砂堵水剂的堵水率 ,试验结果列入

表7。从表 7可看出 ,研制出的有机防砂堵水剂 ,堵

水率大于 80%,堵油率小于 10%,说明具有较好的

选择性堵水效果 。
表 7　选择性堵水试验结果

水驱渗透率/μm2

kw kw″

堵水率

/ %

油驱渗透率/μm2

k o k o″

堵油率

/ %

8.7 1.6 81.6 6.2 5.7 8.1

8.5 1.4 83.5 5.8 5.3 8.6

　　(3)扩孔液对固结强度和渗透率的影响。选择

用水和 20%的乙醇水溶液作扩孔液 ,扩孔后 FD-2

固砂体的抗压强度和渗透率列入表 8。
表 8　扩孔液对固砂体抗压强度的影响

扩孔液
扩孔液

用量/ PV

抗压强度

/MPa

渗透率/μm2

k o k o″

水
1

3

5.65

5.03

2.89

3.54

6.37

8.61

20%乙醇

水溶液

1

3

5.34

5.15

2.73

3.51

2.85

8.63

　　由表 8可知扩孔后固砂体抗压强度有所下降 ,

渗透率则增大。对于粉细砂和低渗透地层 ,可选用

水或 20%乙醇水溶液进行扩孔。扩孔液用量对固

结体抗压强度的影响见表 9。随着扩孔液量的增

大 ,其抗压强度有所降低 ,但油相渗透率逐渐增大。

针对不同地层渗透率和砂粒粒径的大小 ,可考虑扩

孔 ,但扩孔液不宜超过 3PV。
表 9　扩孔液(水)用量对固砂体抗压强度的影响

扩孔液/PV 抗压强度/MPa 油相渗透率/μm2

0 5.4 2.45

1 4.8 4.86

3 4.7 5.76

5 4.3 6.57

10 4.0 6.84

　　(4)粘土含量对固结强度和渗透率的影响。将

膨润土与 0.1 ～ 0.4mm的石英砂均匀混合 ,并用 FD

-2固结后 ,测定了其抗压强度和水相渗透率 ,试验

结果列入表 10。
表 10　粘土对固结体抗压强度和渗透率的影响

粘土含量/ % 抗压强度/MPa 水相渗透率/μm2

0 5.31 2.08

1 5.09 1.42

3 4.82 1.15

5 4.45 0.98

7 3.21 0.62

10 2.67 0.46

15 2.01 0.32

　　从表10中可看出 ,粘土含量对固结体的抗压强

度和渗透率有较大影响 ,使得抗压强度和水相渗透

率降低 ,粘土含量为5%时 ,抗压强度和渗透率分别

下降了 15%和 51%。室内用防膨剂预先处理后 ,情

况有所改观 。因此 ,地层粘土含量较高时 ,需预先进

行处理 。

三 、施工工艺

施工工艺依次为冲砂;填砂;清洗;防堵;顶替;

候凝;洗井;投产。低压低排量正挤防砂堵水剂用量

可按下式计算

Q =R
2
π h

式中　　Q 防砂堵水剂用量 ,m3;

R 处理地层半径 ,m;

 地层有效孔隙度 , %;

h 油层射孔厚度 ,m 。

地层有效吸液厚度占油层有效厚度的 30%～

60%。以堵水为主时 , R 取 3 ～ 5m;以防砂为主时 ,

R 取0.5 ～ 1.5m;两者兼顾时 ,推荐 R 取 2 ～ 4m ,由

此可计算出用量 。为减小防砂堵水剂用量 ,可先注

入以选择性堵水为主 、防砂为辅的防砂堵水剂 ,后注

入以防砂为主 、堵水为辅的防砂堵水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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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缝筛管防砂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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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描述了割缝筛管防砂机理及割缝筛管筛缝宽度的确定方法 , 研究了割缝筛管与地层充填砂的配伍性。

介绍了适用于不同渗流能力的地层的割缝筛管防砂工艺及现场应用情况。割缝筛管防砂技术简单实用 , 重复利用

率高 ,适用于地层渗透率较高的砂岩油藏 、特别是疏松砂岩稠油油藏注汽前一次性防砂 ,避免了绕丝管结构复杂 、

大修率高 、滤砂管易破损 、热采井防砂占井时间长等系列问题。

主题词　(割缝筛管)　防砂　渗流　机理　试验

作者简介　景瑞林 , 1969 年生。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 ,工程师。

　　胶结疏松的砂岩油藏在开发过程中 , 防止油层

出砂是维持油井正常生产的一项重要措施。目前孤

岛油田已进入特高含水开发期 ,采液强度越来越大 ,

采出程度也越来越高 , 油井出砂也因此越来越严

重。在这种情况下 ,针对该油田的具体特点 ,进行相

应的防砂技术研究就愈为重要 。

近年来 , 孤岛油田常规油井主要以滤砂管和绕

丝筛管砾石充填防砂为主 ,辅之以涂敷砂防砂;注水

井以干灰砂和涂敷砂防砂为主。随着稠油油藏开发

技术的不断发展 ,又形成了注汽前高温涂敷砂防砂 、

注汽后绕丝筛管防砂为主的稠油热采配套防砂工艺

技术 。从油田的防砂现状来看 ,现有防砂工艺技术

基本能够满足生产要求 ,但也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

的问题 ,如绕丝筛管防砂施工复杂 ,在斜井或套损井

上防砂有效率低 ,在热采井上注汽后大量常温防砂

工作液进入井筒和地层 ,影响了油井热采效率等 。

　　四 、现场试验

根据室内研究的配方及确定的施工工艺 ,在孤

东油田7区 、8区 、6区等多个主力产油区块实施了

防砂堵水试验 ,截至 2000年 12月 ,共实施防砂堵水

试验 25井次 ,开井 24井次。从防砂角度分析 ,防砂

有效 22 井次 , 防砂有效率达 91.7%。累计产油

12 154t ,平均单井产油 552.5t ,平均单井防砂有效期

162d;从堵水角度分析 , 堵水有效 19 井次 ,有效率

76%,措施前日产液 1794.6t , 日产油 41.3t , 含水

97.7%,措施后日产液 2095.7t ,日产油 93.6t ,含水

95.5%,日增油 52.3t ,含水下降 2.2%。累计增油

7217.4t ,平均单井堵水有效期 138d。通过现场 20

多井次的试验表明 ,防砂堵水一体化工艺切实可行 ,

取得了初步成效 。

五 、结论

1.FD-1是以无机物为主的防砂堵水剂 ,以硅

酸盐 、硅铝酸盐为主胶结成分 ,以氟硅酸盐 、金属氧

化物为主固化剂 ,其固砂体抗压强度可达到 3MPa

以上 ,堵水率大于 95%,并且具有较好的堵水选择

性 ,适用油层温度 50 ～ 120℃。基本上满足了防砂

堵水的要求 。

2.FD-2 是以有机物为主的防砂堵水剂 ,以改

性不饱和树脂为主要胶结成分 ,固砂体抗压强度可

达 5 ～ 10MPa ,渗透性较好 ,且对油 、水具有较好的选

择性 ,适用温度范围 30 ～ 100℃,可满足油井防砂堵

水的要求。

3.根据地层渗透率的差异和吸液能力的不同 ,

选择和控制合理的注入压力和排量 ,可使防砂堵水

剂主要进入高含水 、出砂严重的高渗层 ,提高堵水的

选择性和防砂的效果。

4.该工艺具有良好的防砂效果 ,而且在防砂的

同时具有较好的堵水效果 ,实现防砂堵水一体化 ,经

济效益较好 。

(收稿日期　2000-10-18)

(修改稿收到日期　2001-02-26)

〔编辑　郑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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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oil and gas stimulation , High Energy Gas Fractured(HEGF)was used in Changqing Oilfield widely.With the HEGF

construct effect of 268 wells , the adaptive formation conditions and the main affect factors were studied.The principle of remedy quantity elect-
ed in HEGF was presented.The adaptive formation conditions of this technology were found.After field testing , it was proved that the technol-
ogy is effective , scientific and valuable.

Subject heading　high energy explosive　fracturing　field testing　geologic evaluation　effect　analysis　coefficient

APPLICATION OF ASSISTANT CHEMICAL VISCOSITY REDUCING TECHNOLOGY IN STEAM
SOAKING IN SHALLOW LAYER VISCOUSOIL RESERVOIR IN XINJIANG

by Shang Sixian , Zhao Fangru , et al(Viscous production Co., Xinjiang Oilfield Co.)
Abstract　The viscous thinner using in Kelamayi Oilfield were studied and filtered in lab according to the over high viscidity and lower

fluidity of viscous oil.Based on the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 and production condition , viscosity reducing measures have been done which in-
cluded formation viscosity reducing and well bore viscosity reducing.The later includes self-compensation viscosity reducing and computation

station viscosity reducing.Using this technology , the fluidity of oil is easier , the producing period is longer and the oil yield is higher.
Subject heading　shallow layer　viscous　oil recovery　steam soaking　chemical　paraffin　inhibition　thinner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SAND CONTROL AND WATER SHUTOFF SYSTEM TECHNOLOGY
IN GUDONG OILFIELD

by Zhang Guorong , Yan Jingen , et al(Gudong Oil Production Plant , Shengli Oilfield Co)
Abstract　Being the double contradiction (sand production and water shutoff)of the formation , the workload and difficulty about sand

control and water shutoff is becoming heave after the loose sand reservoir coming into the later development stage.A new system technology

about sand control and water shutoff was put forward.Two prescriptions of sand control and water shutoff system technology were confirmed

which named FD-1 and FD-2 , and lab testing of their performance was evaluated.The affection to the two agents with every formation factors
was reviewed.The method and the order of field construction and the formula of the sand control and water shutoff agent were confirmed.After
20 wells testing , the efficiency of sand control is 91.7 %, the efficiency of water shutoff is 76%, and the production of oil increase 12 , 154t.

Subject heaidng　Gudao Oilfield　sand control　water shutoff　performance　effect

STUDY OF SLOTTED SCREEN LINER SAND CONTROL TECHNOLOGY
by Jing Ruilin , Yin Qiang , et al(Gudao Oil Production Plant , Shengli Oilfield Co)
Abstract　It was described to confirm the mechanism of slotted screen liner sand control and its screen fractured width.The compatibility

of slotted screen liner and formation sand was studied.The technology of slotted screen liner sand control used in percolation ability formation
and its field test was introduced.It has a simple operation and high repeat utilize rate , be the same with every sand reservoir with higher per-
meability , especially with loose sand viscous reservoir before steam injection.The problems of wire-wrapped screen were settled such as com-
plex structure , longer stage in work job atc..

Subject heading　slotted screen liner　sand control　percolation　mechanism　testing

TRIAL AND APPLICATION OF MODIFIER GLASS LINED TUBE
by Li Xiaolin , Lu Xuezhong , et al(Linpan Oil Production , Shengli Oilfield Co.)
Abstract　Using modifier glass lined tube corrosion control and antiscale testes in water injection well have been done according the for-

mation water mineratization.Th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 of modifier glass lined tube were introduced.Lab.testing and field testing effect
were introduced also.Twenty thousands meters modifier glass lined tube was used in Shengli Oilfield from Nov.1998 to Feb.2001.All the
testing wells were producing smoothly.

Subject heading　modifier glass lined tube　liner(well)　water injection well　corrosion control　antiscale　testing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Y344-110 INSPECTING LEAKAGE PIPE STRING
by Liu Yuelong , Tong Guangyan , et al(The No.3 Oil Production Plant , Zhongyuan Oilfield Co)
Abstract　Y344-110 inspecting leakage pipe string was designed to resolve the problem of Jiang-453 that packer rubber being damaged

easily and flow controller being not seal well.The new development packer Y344-110 and  100mm flow controller were used in this pipe

string.After field testing in 16 wells , the problem that the hole diameter with casing deformation which larger than 110mm has been settled.
The packer rubber has not been damaged with many times pipe string setting.Between flow controller core and valve seat , there is soft seal ,
so sealing property is well and opening pressure is stabilization.The success rate was improved from 30% to 100%.

Subject heading　casing　leakage　inspecting　pipe string　research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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