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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胶结砂岩油藏出砂量预测技术研究进展
*

王治中　邓金根　田　红　蔚保华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102249)

摘要　出砂预测方法研究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 、从定性到定量的曲折发展过程。随稠油冷采和出砂管理新技

术理论的提出 , 油气井开采过程中出砂量的预测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弱胶结砂岩油藏出砂机理和出砂量

预测技术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合论述。将油气井出砂预测模型分为现场工程法 、应力—应变分析模型 、蚯蚓洞模

型和流固耦合模型 , 指出不同模型的适用范围及其相互联系 , 并针对各种预测方法的缺陷提出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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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近 70%的油藏出现在弱胶结地层中 ,油

气开采过程中砂粒随流体从油层中运移出来是一个

带有普遍性的复杂问题。青海第四系气田 、胜利稠

油油藏 、吐哈吐玉克稠油油藏 、新疆高温高压油气

藏 、渤海稠油油藏等都遇到严重出砂问题 ,以至不防

砂无法正常生产 。采用防砂工艺后 ,虽能收到一定

效果 ,但砂体流动造成砂体在井筒周围堆积 ,堵塞油

层向井底流动的通道 ,使产量降低 ,既影响了油井的

产油量 ,又增加了防砂工具的投入。另外 ,出砂开采

作为改善地层孔渗结构 ,提高油井产量的开采方式 ,

越来越受到重视 ,对于疏松砂岩稠油油藏来说更是

如此。因为疏松砂岩地层井眼附近砂岩因出砂而破

坏与产出使井眼或炮孔的有效半径更大 ,为高渗透

性通道 (蚯蚓洞)的形成提高了油藏的总的渗透率。

油田开发过程中对出砂量进行预测是出砂管理

的关键 ,可为优化产量和油井产能 ,在防砂生产和出

砂生产间确定最优生产策略 ,即有选择地防砂 ,或有

限度地防砂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油气井出砂机理和

规律 ,定量评价油气井不同开采时期的出砂量 ,有助

于优化完井设计 ,制定合理生产和开发方案 ,减少或

防止地层出砂 ,延长油气井经济开采周期 。

1　储层出砂机理及影响因素研究成果

油 、气井出砂是由近井壁地带岩层结构破坏形

成的 ,与储集层骨架颗粒和胶结物间的胶结方式及

胶结强度 、应力状态和油气生产的作业环境 、条件有

关。地层出砂没有明显的深度界限。一般地 ,地层

应力超过地层强度就可能出砂。地层强度决定于地

层胶结物的胶结力 、圈闭内流体的黏着力 、地层颗粒

间的摩擦力及地层颗粒本身的重力。地层应力包括

地层构造应力 、上覆压力 、流体流动时对地层颗粒施

加的拖拽力 ,地层孔隙压力和生产压差等。

出砂油田的统计分析表明 ,出砂主要集中在弱

固结疏松砂岩储层 ,但在某些高温高压油藏中 ,中等

强度砂岩也存在出砂现象 ,尤其是开采后期 ,随着储

层压力的衰减及产水 ,使得出砂加剧
[ 1]
。为了防止

地层出砂 ,国内外专家 、学者对油气井的出砂机理进

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文献 [ 2]论述了地层剪切破坏和张性破坏的出

砂机理 ,认为地层内流体流速高将引起张性破坏 ,如

果井底压力下降 ,剪切破坏将占主导地位。

文献 [ 3]将油气田出砂问题分为 5种类型。第

1类是弱胶结地层的出砂。这类地层在油气田开采

初期或关井后的第 2个生产周期就可能出砂 ,由于

强度低 ,较小的采液强度即可导致地层出砂 。第 2

类是中等胶结强度的地层出水后出砂。地层出水使

岩石强度降低 ,引起岩石表面张力和毛管力的变化 ,

在液流拖拽力的作用下 ,地层砂被产出。第 3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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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结性较好的地层因压力衰竭使岩石所受有效应力

增加 ,地层发生剪切破坏而出砂。第 4类是水平构

造应力高的地层在较高差应力作用下井眼破碎使油

气井出砂。第 5类是井眼附近射孔破碎带因压力梯

度高 ,地层在液流拖拽力和摩擦力作用下出砂 。

V aziriH H等 (2002年 )
[ 4]
将地层出砂分为初

期压力引起的出砂和后期压力衰竭 (和 /或产水 )引

起的出砂。前者发生在油气藏开发初期 ,因油井周

围压力梯度较高 ,岩石所受有效应力较大 ,产生的过

大塑性应变使砂粒从岩石基质上剥离下来 ,在液流

拖拽力的作用下流入井内 。后者发生在油气藏开采

的中后期 ,因应变软化及出水破坏了砂粒间的毛管

张力而使砂粒运移。

文献 [ 4]还提出了固结砂岩储层出砂的残余强

度理论 ,储层出砂最终是由储层岩石软化后在流体

拖拽力的作用下产生拉伸破坏造成的 ,残余强度是

岩石的内在特性 ,储层流体克服岩石残存强度将造

成出砂 。根据该理论 , V aziri将开采过程中巨大的

储层岩石从原始完好状态到骨架破碎引起出砂大致

分为 4种状态 ,不同状态下的岩石具有不同的材料

性质 ,如图 1所示 。

图 1　压力衰减过程中储层岩石的强度变化

状态 A表示原始状态 。钻井和生产压降使井

眼附近产生一个剪切带 ,小范围的岩石被破坏分散 。

除非砂岩强度非常低 (完全未固结或未胶结 ),这一

阶段的产砂量非常有限 ,基本上限于剪切带和 (或 )

射孔破碎带 。岩石性质参数可由厚壁圆柱试验 、单

轴或三轴抗压强度试验测量或利用测井资料 (声波

或密度 )推导出。

状态 B表示随着生产压差加大 ,剪切带在井眼

周围扩大 ,沿着剪切带 ,胶结被破坏 ,但岩石在峰值

强度之后 ,仍具有较大的残余强度 (约为峰值强度

的 40%)。这时 ,在高流速下地层将出砂 ,但很难产

生连续出砂 ,本质上这种出砂是暂时的。

状态 C表示地层衰竭到较高程度 ,岩石砂粒内

部由于受到很大的剪切力和 /或压缩变形而使胶结

完全破坏。在这一状态 ,如果渗流力或拉力足够大 ,

砂粒将被产出 ,大量出砂的可能性增加 。

状态 D表示因大量产水使颗粒间的毛管力被

破坏 ,砂粒处在液化状态 ,在较小渗流力下即可被产

出。尽管毛管力相当小 ,在防止砂粒产出中却提供

了相当大的阻力。一旦毛管力被破坏 ,在开发后期

大量破碎的岩石微粒将被产出而造成严重出砂。

2　出砂预测技术研究现状

出砂预测是一项复杂而又困难的工作 ,涉及到

多孔弹性介质力学 、岩石力学 、流体力学 、油田化学

等多学科领域的理论 ,且受地层力学性质 、流体性

质 、完井及开采工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出砂预测

方法研究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 、从定性到定量的曲

折发展过程。初期通过观察岩心和分析初始生产动

态资料来预测出砂 ,此为出砂预测方法发展的第 1

阶段 。根据对岩石性质如弹性模量 、剪切模量等的

认识 ,找出一个地区不出砂的岩石特性临界值来预

测出砂是出砂预测方法发展的第 2个阶段。该阶段

较为典型的方法是组合模量法和斯伦贝谢法 。进入

20世纪 80年代后 ,出砂预测向实验室模拟研究和

数值计算方向发展 ,从前 2个阶段的定性研究转向

定量研究 ,可得出油气井不出砂的产量或生产压差

临界值 ,这一阶段为第 3阶段 ,也是当今油气出砂预

测方法研究的主要方向 。随着稠油冷采和出砂管理

新技术理论的提出 ,油气井开采不同时期出砂量的

预测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 1　地层出砂室内模拟实验

Hall C D Jr和 Harrisberge rW H(1970)
[ 5]
等根

据砂拱稳定机理对出砂机理进行了分析 ,他们用岩

心三轴试验来研究不同载荷和油 、水两相作用下砂

拱稳定性问题 。通过实验观察到当润湿相浓度小于

某个临界值时 ,砂拱将保持稳定;润湿相浓度超过这

个临界值 ,砂拱将被破坏。另外还得出砂拱的稳定

性与砂拱的尺寸 、润湿相饱和度有关 ,而且围绕在孔

眼周围的砂粒必须具有一定的润湿相才能形成砂

拱。

Bianco L C B和 Ha lleck P M
[ 6]
等在总结 H allC

D J r和 H arrisberge r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用试验结

果进一步说明润湿相饱和度变化对砂拱形成和稳定

性的影响 。得出以下结论:(1)在只有单相流体(油

或者水)的情况下 ,砂粒不能形成稳定的砂拱 。 (2)

只有在两相流 (油水同时存在 )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

形成稳定的砂拱 ,当 sw >3%时形成稳定的砂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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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 <20%时有出砂迹象;当 20% <sw <32%时连续

出砂;当 sw >32%时大量出砂 (sw 为润湿相饱和

度 )。 (3)在润湿相饱和度较小的情况下 ,液流速度

增加 ,砂拱尺寸也随之增加 ,如果降低流速 ,砂拱保

持稳定 。 (4)润湿相饱和度超过某一临界值后 ,砂

拱将发生坍塌破坏。

Berna rd Tremb lay
[ 7 ～ 8]
等进行了一系列稠油出砂

冷采室内模拟实验 。采用 Bu rnt Lake油田 C learw a-

ter油层产出砂及原油进行室内冲刷实验 ,并通过多

点测压和 CT成像 ,研究水动力作用下蚯蚓洞孔隙

度分布规律 、出砂粒度分布规律以及蚯蚓洞发展的

必要条件等 。Koninklljke /She llE＆P实验室的 Kooi-

jman A P等人进行了全尺寸出砂模拟实验 ,研究了

单一射孔情况下 ,围压变化 、井底压降 、水侵等对出

砂的影响。 Schlumberger公司的 Behrmann L A等对

弱固结砂岩多相射孔情况下的出砂进行了研究 。

从岩石力学的角度而言 ,对出砂机理比较统一

的认识是:开采过程中应力集中引起储层岩石软化

(岩石强度降低)产生松散颗粒;孔隙流体流动对岩

石颗粒产生冲蚀而出砂;孔隙度变化作为流固耦合

的基本参数 ,造成岩石强度的连续损伤;孔隙度变化

及颗粒随流体的流动 ,影响储层水动力学特性 。

2. 2　油气井出砂预测模型

从建模的观点来看 ,出砂与下面 2种作用机理

有关:由于应力集中 ,井筒附近地带岩石破坏 (损

坏 )和力学失稳。由于渗透力的作用 ,造成固体颗

粒的剥离和运动 ,因内部水力学和表面侵蚀造成水

力学失稳。这 2种机理之间发生相互耦合作用 ,因

为应力集中产生破坏 ,这样就会产生更多的疏松颗

粒 ,从岩石骨架上剥离下来并进入到运移的颗粒中 。

另一方面 ,颗粒的冲洗作用增加了未胶结岩石的孔

隙度 ,使得颗粒之间的胶结力重新调整 ,从而使得岩

石发生进一步的破坏 。

2. 2. 1　现场工程法　初期的出砂预测是通过建立

油气井出砂数据与现场参数之间的经验关系。例如

建立出砂与井深 、声波时差 、产量 、生产压差 、采油指

数 、水含量和气含量的关系 。虽然经验公式也能很

好地预测出砂量 ,但是经验公式的建立需要大量的

生产实践资料 ,因此 ,不适用于刚投入生产的区块 。

另外 ,经验公式中只含有有限个参数 ,其他参数的稳

定性直接影响其计算精度 ,这样经验公式的适用范

围就受到了很大限制 。

文献 [ 9]根据岩石破坏带大小与压差函数关

系 ,提出了屈服岩石产砂的经验准则 。由于出砂是

岩石强度变化引起的 ,当岩石承受的主应力超过了

其屈服强度后 ,地层就会出砂 ,并且出砂将持续到岩

石强度与应力达到平衡为止 。

文献 [ 10]建立了预测出砂和防砂的人工智能

方法 。神经网络模型是以反向传播学习模式为基础

的正馈结构 ,输入参数包括:孔隙度 、黏土含量 、地质

年代和条件 、油的 API比重度 、生产压差 。输出结果

可用于评估一口井的出砂情况 。但是 ,人工智能网

络首先要经过正确训练 (历史拟合)和有效测试后 ,

才能用于现场出砂预测 。

Papam ichos E等 (2001)
[ 11]
对北海一口出砂管

理试验井的出砂量数据进行了回归处理 ,发现生产

压差每增加 1次 ,就会使出砂量达到 1个峰值 ,压差

增加引起的初始出砂量与压差增加幅度有关 ,而基

本稳定后的最终出砂量与最后的压差大小有关。每

个压力波动周期的出砂量与时间近似呈抛物线关

系。

初始出砂量预测公式

qsand =q
i
sand 1 -

at

1+bt
(1)

残余出砂量预测公式

q
f
san d =q

i
sand 1 -

a
b

(2)

累积出砂量预测公式

m sand =q
i
sand 1 -

a

b
t+

a

b
2 ln(1+bt) (3)

式中 , q
i
sand为初始出砂量;a、b为校正系数 。

2. 2. 2　应力应变分析模型　Dusseau ltM B
[ 12]
等认

为 ,随着砂子的大量产出 ,井筒周围应力发生了不同

程度的变化 ,从井筒向外 ,油层出现相应的分带性 ,

经流化带 、塑性带 、弹塑性带 、弹性带呈树枝状向外

延伸 。通过分析塑性区的性质极其与出砂量的关

系 ,认为出砂主要是由于塑性区的发展引起的;出砂

后塑性区的岩石材料与弹性区的岩石材料相比 ,孔

隙度明显增大 。采用物质平衡法得出了出砂量的物

理方程 ,认为塑性区孔隙度的变化是由出砂引起的 ,

孔隙度的变化量就是出砂量

Sc(t)=πh( y - i)(R
2
- r

2
w ) (4)

式中 , Sc为出累积砂量; y 、 i分别为塑性区和弹性

区的孔隙度;R 、rw分别为塑性区半径和井眼半径 。

岩石进入塑性屈服阶段后 ,孔隙度的变化是个

复杂的问题 ,而 DusseaultM B认为孔隙度的变化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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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出砂引起的 ,这显然不太合适。岩石材料屈

服后塑性扩容对孔隙度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

YarlongW ang(1997)
[ 13]
在分析含油气开采过

程中井眼周围应力应变分布的基础上 ,提出一种计

算出砂量的方法 。认为 ,出砂过程中井径保持不变 ,

井眼周围岩石骨架的切向变形量即为出砂量 ,即

　S(t) =(1 - n)rw∫
t

t0

[ε
e
θ(a, t) +ε

p
θ(a, t)] dt　 (5)

式中 , S为出砂量;n为岩石孔隙度;a为井眼半径;

ε
e
θ、ε

p
θ分别为弹 、塑性变形分量 。

上述模型都将岩石看成是理想弹塑性材料 ,用

M ohr -Coulomb屈服准则描述材料的屈服特性;将

炮孔看成是理想的球状孔穴或柱状孔穴 ,处在均匀

地应力之下;将地层流体的渗流看成是稳定或准稳

定状态的达西渗流。求出砂拱末端发生拉伸破坏时

的极限产量 (或压差 ),砂拱稳定的临界半径 ,从而

预测地层出砂量 。

2. 2. 3　蚯蚓洞模型　模型假设在非胶结疏松砂岩

油藏中 ,油井投产后 ,每个射孔孔道周围一定体积的

地层砂坍塌下来并通过射孔孔道流入井眼 ,一段时

间后会在射孔孔道周围形成砂拱 ,当砂拱达到一定

尺寸和形状后 ,产液与砂粒间的表面张力和摩擦力

的合力就会使砂拱保持稳定 ,一旦外力发生变化 ,砂

拱就会坍塌向前发展 ,形成更大的砂拱。砂拱的稳

定性主要受其周围压力梯度和油砂胶结力的影响。

文献 [ 7、8]研究结果表明:(1)未胶结砂岩中能

形成稳定的蚯蚓洞 ,且蚯蚓洞朝高孔隙度区域延伸;

(2)蚯蚓洞的扩展要求孔眼末端的实际流速大于某

一临界流速;(3)蚯蚓洞形成和延伸过程中 ,其中仍

充填着砂子 ,孔隙度约 53%,产出液含砂量达 44%;

(4)蚯蚓洞贯穿整个填砂模型后 ,洞内上部的松散

砂子被油流冲刷带出 ,孔隙度接近 100%。

Tronvo ll J等
[ 14]
对单一射孔的出砂进行了试验

研究 ,描述了蚯蚓洞的形成及发展过程。 Phillip M

Ha lleck
[ 15]
等也进行了大量的填砂岩心室内实验 ,研

究射孔和生产过程中的出砂量 ,并用视频探测器观

察射孔后的出砂情况 ,用 CT扫描监测蚯蚓洞的形

状 。实验结果表明:(1)平衡和欠平衡射孔都未产

生真正的孔穴 ,所谓孔穴只是一个半球形的砂密度

较低的区域 ,但射孔导致大部分砂样的砂粒流化 。

(2)CT扫描与样品观察表明减膨胀区半径随流量

增加而增长 ,膨胀区的砂较松散 ,但并未被产出 ,说

明流量虽然能使砂样破坏 ,但还不足以克服流道入

口处的黏聚力而使砂粒运移。 (3)在流量较低时 ,

有一些砂粒产出 ,当流量超过临界值后 ,大量的砂子

被产出 ,半球形的膨胀区从入口孔向岩心边界发展 ,

直至到达外边界 ,这时 ,围压就无法作用在岩心上 ,

导致岩心套筒破裂 。 (4)对膨胀区形状和孔洞的观

察表明 ,在单相流试验中 ,岩心非常疏松 ,因而重力

对孔洞形状影响很大。在有残余盐水时饱和矿物油

的岩心也表现出相似的结果 ,说明这 2种流体间的

毛管力较弱。而用煤油和盐水饱和的岩心 ,毛管力

很强 ,毛管力的影响远大于重力的影响 。 (5)射孔

和未射孔样品的最终结果差别不大 ,在所有实验中 ,

所有样品经过一段时间后的产能都提高了 ,可能是

因为高渗透膨胀区扩展的结果。

CMG的 Fung L S K和卡尔加里大学的W ong R

C K
[ 16]
从地质力学角度出发 ,推导出三维孔道稳定

性预测模型。当达到临界渗透力时 ,孔道末端发生

局部垮塌 ,使孔道得以扩展 (形成蚯蚓洞 ),而射孔

孔道本身仍保持稳定。孔道生长方向是局部流动状

态 、流体和岩石力学性质 、边界条件以及孔道几何形

态的函数 。

Yuan J Y
[ 17]
等建立了表征单个蚯蚓洞力学特

征的基础方程 ,可确定流体和砂在蚯蚓洞内的流动

速度及蚯蚓洞的生长情况。 Yuan以随机行人模型

为基础开发了蚯蚓洞网络模型 ,预测冷采过程中蚯

蚓洞的增长速度和延伸范围 。该模型的主要难点是

确定蚯蚓洞网络的数量和几何形态 (形状 、直径和

长度 )。该模型不能描述物理过程如质量平衡 、动

量平衡和砂岩基质强度 ,蚯蚓洞网络的特征 (几何

形态 、数量和方位 )只能假设 ,模型还需要出砂量数

据。

这些蚯蚓洞模型有一个共同缺点 ,即模拟所需

的与蚯蚓洞几何形态有关的参数很难确定和评估 ,

这些参数需要与现场数据进行对比校正 ,且这些参

数的量很多。另外油藏中存在蚯蚓洞网络的假设仍

存在争议 ,特别是有一定胶结强度的地层中 ,地应力

与地质力学特性是确定产砂和油井产量提高的主要

因素时 ,地层更可能发生坍塌而不是形成蚯蚓洞 。

2. 2. 4　流固耦合模型　油层是固相 、液相和气相并

存的多孔介质 ,在油气开采过程中 ,油气的产出导致

储层孔隙压力变化 ,固相应力重新分布 ,从而使岩石

骨架变形 ,油藏物性参数如孔隙度 ,渗透率发生变

化 ,并反过来影响流体在孔隙空间的流动。因此油

气的开采过程是一个流固耦合的过程。

73　王治中等:弱胶结砂岩油藏出砂量预测技术研究进展



Papam icho s等
[ 18 ～ 19]

提出稠油冷采过程中的一

体化框架 ,认为稠油开采过程中应力集中引起储层

岩石软化(岩石强度降低 ),产生松散颗粒 ,孔隙流

体流动对岩石颗粒产生冲蚀作用 ,孔隙度变化作为

流固耦合的基本参数 ,随着砂粒的冲蚀运移 ,油藏孔

隙度提高 ,出现油砂混合流动。

利用上述理论 ,国内外许多学者针对出砂过程

的不同方面 ,采用不同耦合方式和不同物理假设 ,建

立了各种形式的耦合模型 ,包括控制储层岩石应力

应变分布及变形破坏特征的地质力学模型 、控制储

层流体渗流特性的水动力学模型 、地质力学水动力

力学耦合作用下的出砂冲蚀模型 、出砂对岩石力学

特性的影响及出砂对渗流特性的影响 (图 2)等。

图 2　地层出砂的流固耦合过程

YarlongW ang等
[ 20 ～ 21]

提出了模拟稠油在油藏

中流动的全耦合的两相流模型 ,估算出了增产量和

累积出砂量 。模型给出了油水两相的连续性方程和

流体运动方程 ,方程中的体积应变 (或位移)采用增

量形式 ,满足弹塑性屈服流动的莫尔 —库仑准则 ,地

层渗透率的变化由 Kozeny - Poiseu ille关系式或由

Carmen -K ozeny关系式确定。

模型中另一个重要的物理量就是冲蚀产生的可

流动砂 ,即砂源 ,其物质平衡方程为

 · =λ(1 - )Ψ q iqi (6)

式中 , Ψ为固相浓度;q i流体体积流量;参数 λ用于

表征与冲蚀相关的储层岩石软化(强度降低 )过程 ,

由试验确定 。

W an R G和W ang J
[ 22]
等在连续介质力学基础

上 ,也建立了耦合的冲蚀 —应力 —应变模型 。可流

动砂 ,即砂源的物质平衡方程为

·m
ρs
=λ(1 - )c‖Vf‖ 　‖V f‖≥‖Vf

cr
‖或

·m
ρs
=0　‖Vf‖ <‖V f

cr
‖ (7)

式中 , λ为经验系数 , 由试验确定;c为颗粒浓度 ,

‖Vf‖为流速向量的模 , ‖V f
cr
‖为临界流速向量的

模。 CMG公司的 Dennis Coombe
[ 23]
等也建立了稠油

冷采的水动力学 ———地质力学耦合模型 ,模型包括

多孔弹性和多孔塑性介质中的力学方程 ,流体流动

(包括冲蚀产生的可流动砂 )的连续性方程 ,可流动

砂即砂源也是孔隙度及流速的函数。

流固耦合模型是一种耦合了地质力学—水动力

学作用的理论模型 ,其随时间变化的特征由储层的

应力场 、压力场函数确定 ,模型的具体形式及相应参

数必须结合试验确定。

对于上述耦合模型方程组求解 ,数值解似乎是

唯一可用的方法 ,可以用有限元对应力平衡和流体

流动的时间方程进行离散并耦合求解 ,全耦合方法

同时求解岩石位移变化率和孔隙压力变化率 , B io t

系数和因总应力变化而引起的孔隙体积变化率是产

生耦合的主要因素 。

Se ttari等推荐了一种较灵活的耦合方法 ,对应

力方程和流体流动方程分别求解 ,甚至对不同的方

程采用不同的节点 ,即对应力方程使用有限元法 ,对

流体流动方程采用有限差分法 ,但在每一个迭代步

结束时在 2个单独求解模块之间交换与应变相关的

孔隙体积变化量 ,因此在每个时间步收敛时 , 2个求

解过程是耦合的 ,该方法精度略低 ,但易实现 。

3　结束语

(1)油 、气井出砂是由于近井地带岩层结构破

坏所形成 ,与储集层骨架颗粒和胶结物之间的胶结

方式以及胶结强度 、应力状态和油气生产的作业环

境 、条件有关。出砂包括许多复杂的过程 ,它涉及到

钻井和开采过程中的应力集中和重新分布 、剪切膨

胀 、水力冲蚀 、固相运移 、砂粒的重新捕获 、应力成

拱 、炮孔堵塞 、破坏区扩展等 。

(2)从建模的观点来看 ,出砂预测包括 2个方

面 ,一是由于应力集中 ,井筒附近地带岩石破坏(损

坏)和力学失稳;二是流体流动的渗透力作用造成

固相颗粒的剥离和运动 。以这 2种机理为基础开发

的模型都有其局限性。从模型发展的方向来看 ,目

前的出砂预测模型开始朝向将 2种机理结合起来的

流固耦合模型发展 。

(3)由于流固耦合模型的非线性 ,其求解需要

大型的数值模拟计算。目前多采用 Se ttari等提供的

耦合方法 ,这种方法精度略低 ,但容易实现。

(4)出砂量多少为适度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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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ATIGUE LIFE CALCULATION

METHOD OF SUCKER ROD

L in Yuanhua, Zhang Deping(Sou thwest Petro leum Institu-

te, Chengdu 610500, S ichuan), Luo Faqian, Sh i Ta ihe

Abstrac t　 Sucker rod is the key com ponen t o f the rod

pump ing system. Its se rvice life has som e th ing to do w ith the

quantity of the produc tion, failu re rate and w ork over, and it is

ve ry important to predic t the fa tigue life o f sucke r rod. The

m athem aticm ode ls to ca lcu la te the force s of ver tical and devia-

ted w ellw ere estab lished. A t the sam e time, them odel to ca l-

cula te the fatigue life w as a lso estab lished.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 r o f d iffe rent cracks w as calcu lated in this paper, and de-

ve loped co rrespond softw are, which can succeed in pred icting

o f se rv ice life of sucker rod w ith in itia l crack o r w ithou t initia l

crack. The Fo rm an m ode l is used to p redict the fatigue life,

compared to the Paris m ode l, the stress ra tio is taken into ac-

coun t, so the result ism ore exac t than Parism ode l, and can ge t

fo llow ing result, the initia l length o f the crack has a great affec-

tation on the life of the rod, and it is easy to calculate the fa-

tigue life of rod exactly.

K ey w ords　 fa tigue　 sucker rod　 crack　 fatigue life

pred iction

SAND PRODUCTION PRED ICTION TECHNOLOGY

REVIEW OF WEAKLY CONSOLIDATED SAND RES-

ERVO IR

W ang Zhizhong, Deng Jingen, T ian H ong, Yu Baohua

(China University of Pe tro leum, Be ijing 102249)

Abstrac t　 Sand production pred iction techno logy has

been p rogressed from simp le to com plex, qualitative to quan tita-

tive. W ith the deve lopm ent o f co ld produc tion and sand m an-

agement, sand prediction is increa sing ly urgen.t Th is paper re-

v iew s sand p roduction m echanism and differen t sand pred iction

m ethods, including eng ineering approach, stre ss - stra in m od-

e l, wo rmho le m ode l and coup led geom echanical hyd rodynam ics

m ode l, ana ly zes the rela tionship o f those m ode ls and their ap-

p licability, and sugge sts the fu ture resea rch fie ld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ho sem ode ls.

K ey words　w eakly conso lida ted rese rvoir　 sand produc-

tion　p rediction m ode l　 research prog ress

OPTIM IZATION ANALYSIS OF HIGH PROFITABLE

DEVELOPMENT FOR WATER - DR IVE UNCONSOLI-

DATED SANDSTONE GAS RESERVO IRS

Sheng Ruyan ( Dep.t o f Deve lopm ent Adm inistra tion,

Sheng li O ilfie ld Co. L td, Dongying 257001, Shandong)

Abstrac t　Based on sy stem ana ly sis, a novel deve lopm en t

optim ization m ode l is presen ted for wa te r- driven unconsolidat-

ed sandstone ga s rese rvo irs. Wh ich u tilizing w ell- rounded the-

o ries and m e thods such as mode ls of gas -wa ter flow in porous

m ed ium , equa tions of ga s - liquid flow in we llbo re and thro ttle

m ode ls e tc. , and com bined pressure drop from production fo r-

m ation to sand surface, downho le movable choke, w e llbo re,

w e llhead choke, and the surface ga thering and transpo rta tion

lines, and it can be reso lved by Heuristic A lgo rithm o r Simu la-

ted Annea ling A lgo rithm. Com pared w ith conven tiona l optim iza-

tion produc tion models w ith loca l and sho rt tim e, overa ll pro-

duc tion sy stem op tim iza tion could be rea lized by the new m od-

e l, wh ich is benefic ial to reduce dam age to gas re servo irs, and

e stablish ra tiona l w ork ing system fo r a gas w e ll, ensuring gas

re servo irs high - stable produc tion.

K ey words　wa ter - d rive　 gas rese rvo irs　 sandstone　

optim ization design　development sy stem

NOVEL CALCULATION METHOD OF THE ACID

LEAK - OFF CONSIDERING THE EFFECT OF ACID

WORMHOLE

Chen Chaogang(Northw est Com pany o f S INOPE, Lunta i

841604, X in jiang), Guo Jianchun, Zhao Jinzhou

Abstrac t　Com pa red w ith the m atrix ac id izing, w ormho le

is fo rmed inevitab ly during the process o f high pump ing ra te

acid fractu ring trea tm en t, which leads to serious acid leak - o ff

and shor t acid penetra tion distance and leads to a bad e ffect on

the ca rbonate stimu la tion, o r even bring s the trea tm en t in to fa il-

ure. There fore, the acid wo rmho le propaga tion mechan ism study

and the nove l ca lcu la tion model fo r the ac id leak - off in the

acid fractu ring is very impor tan.t In this pape r, a novel m ode l

has been deve loped to ana ly sis the in itia tion and propaga tion

m echanism s o f wo rmhole and the acid leak - off mechanism 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acid frac turing. Them ode l can simu-

late the propaga tion process of wo rmho le, and a lso can show s

the changes o f p ropaga tion process and leak - o ff of ac id w ith

pump ing rate and tim e.

K ey w ords　 carbona te ro ck　 ac id fracturing　 acid

w orm ho le　 leak - o ff

STATISTICAL CONSTITUTIVE MODEL FOR ROCK

DAMAGE BASED ON MOHR - COULOMB CR ITER I-

ON

L iaoH ualin(Co llege of Petro leum Eng ineering, Ch ina U-

niversity o f Petro leum , Dongy ing 257061, Shandong), L i Gen-

sheng

Abstrac t　The proce ss of rock fa ilure can be much reflec-

ted by an appropriate constitu tivem ode lw ith dam age variab les.

Based on rock m icro -unit streng th, the theoretica l equa tions of

dam age variables evo lution and statistica l constitu tivem ode l fo r

rock dam age a re e stablished w ith M oh r- Coulom b dam age cri-

terion as distribution va riab le. M eanwh ile, tri - axis construc-

tive model is e stablished, and param e te rs in the m ode l can be

ca lcu la ted w ith arbitra ry T ri - axis experim enta l data by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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