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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 ZSZY系列钻井液直线振动筛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从分析国内外钻井液振动筛的发展情况 、振动筛

的机理开始 , 优选了筛网 、振动筛振型 、抛掷指数 、筛面倾角以及振幅和激振频率等参数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结构设

计及样机试验。样机经室内试验及现场试验 、与国内外同类产品对比结果表明 , 试制样机的综合技术性能指标接

近和达到了国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 ,与国内外现有振动筛相比 , 具有结构简单 、性能价格比高 、工作可靠 、寿命长

等特点。在现场推广应用中 ,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并对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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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钻井液固相控制系统是维持钻井液优良性能的

保证 ,钻井液固相控制技术是现代钻井工程的重要

部分 ,而钻井液振动筛是固控第一级净化设备 ,在固

控装备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最早使用振动筛的部门

是煤炭行业 ,主要用来分级 、脱水和回收有用介质 。

到 20世纪 50年代初期 ,清除钻井液中固相影响主

要使用老一代的单轴激振 、椭圆振型的振动筛 。随

着钻井工艺技术 ,特别是近代钻井技术 、油层保护技

术等迅速发展和推广 ,对固控技术的要求不断提高 ,

传统的振动筛经济效益低 ,新型钻井液振动筛研制

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

自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 ,国内外固控设备

发展的基本动向概括起来 ,有 2种途径
[ 1]
:一种是国

外研究在新的固控机理基础上的全新固控设备 ,另

一种建立在连续压滤机理基础上的动态压滤固控系

统的研究。目前 ,一种发展趋势是以改进钻井液振

动筛性能为核心 ,简化现有固控系统 ,力争在一般钻

井条件下 ,用振动筛 +离心机组成的两级固控取代

现有的多级固控系统
[ 2, 3]

。通过对国内外有关资料

和厂家产品目录分析研究 ,可看出当前钻井液振动

筛的主要发展方向
[ 4]
是:(1)深化振动筛工作理论

研究 ,包括合理振型 、筛面固相颗粒运移规律 、透筛

机理以及影响处理量各项因素的研究;(2)细化筛

网 ,加速发展细目 (80目以上)、超细目 (200目以

上)振动筛 , 为满足处理量要求 ,筛网面积一般较

大 ,有的达 3 m
2
以上;(3)不断改进振动筛的控制 、

调节性能;(4)进一步提高整机和零部件的可靠性 ,

特别是筛网的使用寿命 。目前 ,关于钻井液振动筛

的筛分机理 ,虽然国内外在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方

面都做了不少工作 ,但由于影响因素复杂 ,目前还没

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来进行定量的分析。尽管如

此 ,建立在大量实验研究和初步理论分析基础上所

提出的定性分析和经验公式 ,对加深振动筛筛分过

程的认识和振动筛结构设计 、参数选择 、以至合理使

用等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中将对高效钻井液直

线振动筛进行研究设计 。

1　设计思想

钻井液直线振动筛的设计是瞄准国际同类产品

的先进水平 ,力求设计制造出适合国内现有制造水

平和现场使用水平 、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产品。钻

井液直线振动筛的设计力求体现结构简单 、易于操

作 、维护方便 、性能价格比高 、工作可靠 、寿命长等基

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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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原理及其结构设计

2.1　工作原理

在 2个等速 、反向旋转的激振电机的作用下 ,筛

箱做直线往复运动 ,流过筛面的钻井液中较大(大

于筛网孔径)的固相颗粒在筛箱运动及重力的共同

作用下被不断抛掷并沿筛面向筛网前端运移 ,直至

排出振动筛;而较小的固相颗粒及液相则透过筛网

孔眼漏入锥形罐中并流向储存罐 ,接受进一步的后

级处理 。从而实现振动筛对钻井液的第一级净化。

2.2　结构设计及参数计算

2.2.1　结构设计　ZSZY256-340系列高效钻井液

直线振动筛主要由 2个装于筛箱中心管之上的激振

电机 、筛箱 、支承弹簧 、底座 、进料仓等组成 。底座是

整个振动筛的基础;2个激振电机提供了必须的振

源;筛箱是振动主体 ,其上装有 2 ～ 3张标准钩带式

筛网 ,筛网由两侧钩板用螺栓拉紧 , 绷于弧形筛床

上;支承弹簧具有支承筛箱及隔振的双重作用;进料

仓具有缓冲 、放浆 、均流等作用 。

2.2.2　设计参数计算

(1)激振力参数计算

激振力

Fr =2ρω
2
h(r2

3
-r1

3
)sinθ/3 (1)

装在电机轴上的单个扇形块所造成的惯性离心

力 Fr,可以根据上式计算得出。

激振力幅值计算。因单个激振电机上装有 4个

相同的扇形块 ,故单个激振电机产生的最大激振力幅

值为 F1 =4Fr,因此 , 2个激振电机合成后的激振力

Ft =7.05 10
4
sin151.8t (2)

筛体振动的位移计算 。根据振动力学的基本原

理 ,振动轨迹为直线的筛体振动可简化为一维有阻

尼的线性强迫振动。其振动方程为

mx
..

+c﹒x+kx=Fsinωt (3)

根据其稳态解 ,则可以得出筛体的加速度 W和

速度 V

V=0.467 m/s　　W=83.6m/s
2

进而得到振动强度:kt=7.41。

(2)弹簧参数计算。振动筛弹簧起到支撑筛体

和隔离振动的作用 ,因此所选弹簧要具有足够的强

度和隔振性能。经计算 ,弹簧的尺寸初定为:丝径 d

=14mm、中径 D=90 mm、节距 t=37.4mm、有效圈

数 n=6。为了达到上述要求 ,对弹簧进行强度和隔

振性能校核。

①弹簧支撑力校核 。经计算 ,弹簧所提供的总

支撑力为 15 220N,筛箱设计重量为 9810N。因此 ,

所选弹簧的支撑力足够 。

②隔振性能校核 。根据振动力学原理 ,有效隔

振的条件为 ω>1.414ωn,经计算 ,
ω
ωn

=
151.8
22.74

=6.68

>1.414,因此 ,具有较好的隔振性能 。

2.3　提高振动筛性能的相关措施

(1)选用双激振电机的自同步激振方式;

(2)振动筛的振动强度大于 6.3;

(3)筛床倾角调整范围取 -4°～ +6°;

(4)设计筛网快换机构;

(5)合理选择筛面弧度;

(6)设计一级及二级导流板;

(7)在筛网与筛床弧面接触的端部位置粘结密

封条 ,消除任何可能存在的缝隙;

(8)振动筛所有外露表面采用 2层底漆加一层

面漆的重防腐涂涂层保护。

3　室内实验及现场应用

3.1　室内实验

室内测试是对样机的各项技术参数进行较为系

统的检测 ,并与设计指标进行对比 ,以此来判定样机

的设计试制水平。测试结果详见表 1。
表 1　样机性能参数测试数据

测试项目 设计参数 测试数据 测试工具

筛箱振幅 /mm 2.71 2.75 测振仪

筛箱速度 /m· s-1 0.46 0.46 测振仪

筛箱加速度 /m· s-2 7.40g 7.41g 测振仪

筛箱横向摆量 /mm 0.3 0.2 测振仪

筛箱运动轨迹 均匀直线 前后均为直线 目测

筛箱可调角度 /(°) -4 ～ +6 -4 ～ +6 角度尺

处理量 /L· s-1 60 62 流量计

抛掷角 /(°) 50 50 计算

电机温升 /℃ <70 41 点温计

电机转速 /r· min-1 1435 1437 转速表

噪声 /dB <85 74 声级计

　　室内试验表明 ,试制样机激振力大 、抛掷指数

高 、振动一致性好 、噪音低 ,基本达到了设计指标。

通过内外典型筛相比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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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样筛与国内外典型筛对比 [ 5 , 6]

对比筛型 生产厂家 振型
电机功率

/kW
抛掷指数

筛网面积

/m2

倾角调整

/(°)

处理量

/L· s-1

CobraTM 美国 BRANDT 直线 2×1.5 6.4 2.37 -7 ～ +3 25

Flow-LineClener2000 美国 DERRICK 直线 2×2.25 7.0 2.19 -1 ～ +5 24

Flow-LineClener2000 美国 DERRICK 直线 2×2.5 7.3 2.92 -1(不可调) 28

ZSZY256C 中原油田钻井院 直线 2×1.8 7.4 2.80 -4 ～ +6 26

ZSZY280 中原油田钻井院 直线 2×2.5 7.4 3.41 -3 ～ +8 32

3.2　现场应用

制备样机经实验室测试后 ,先后在文 269-11、

文 90-37、胡 98-1以及文 33 -104井上进行了试

验 。为了得到钻井液振动筛现场试验的资料 ,对其

24 h运行情况进行了数据记录。文 90-37井油层

层位为 S3下 ,所用钻井液黏度为 75 s,流量 26 L/s,

其他数据记录结果见表 3,其他数据略 。结果表明 ,

新研制的振动筛在现场应用中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表 3　文 90-37井试验数据

时间

/年 -月 -日

井深

/m

钻井液密度

/g· cm-3

样机筛网目数

上 下

样机处理量

/L· s-1
样机是否跑浆

样机累计时间

/h
备注

2006-1-23 3316 1.74 12 10 26 不

3329 1.74 12 10 26 不 12

2006-1-24 3340 1.74 120 100 26 不 24 上网过滤钻井液

3352 1.74 150 120 26 不 36 电机螺栓振断 1条

2006-1-25 3362 1.73 150 120 26 不 48

3365 1.73 150 120 26 不 58 完钻

4　结论及建议

(1)通过对钻井液固相分布规律的研究分析 、

振动筛运动规律及固相颗粒在振动筛布上的运动轨

迹的研究与分析 ,开发出新型振动筛 ,该振动筛性能

可靠 ,钻井液处理量增加 ,处理效果较好。

(2)研究开发的新型振动筛 ,提高了钻井液固

相处理的清洁度 ,节约钻井液维护费用 ,减轻了工人

劳动强度。

(3)新型振动筛运转平稳 ,提高了筛布的使用

寿命 ,降低了钻井液固相处理系统后级处理设备的

使用时间和维修费用 。

(4)新型振动筛的应用降低了钻井液的有害固

相含量 ,可有利于提高钻井速度 、保护油气层;减少

了废浆排放量 ,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 。

(5)新型振动筛性能达到国外同类型产品的水

平 ,可替代进口产品。

(6)建议开展关于棱锥型筛网和细化筛网等工

作研究 ,实现 “多筛一离系统 ”。进一步提高筛网目

数 ,不断改进设计和完善工艺 ,提高整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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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withcasingwearmechanismanalysisandfinding
outmainreasonsofworkstringfrictionincrease, com-
paringwithdifferentprojectsandtools, useofwear
padstabilizerduringdrillinghighdeviationwellcould
greatlyreduceworkstringfrictionandtorque.Through
drillingpractice, torquewasreducedby10%-30%.
Applicationofwearpadstabilizerbringshighdrilling
effectonreducingcasingwearindrillinghighdevia-
tionorhorizontalwells.Itwillbewideapplication
fore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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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achievethehighperform-
anceandlowcostofvibratingscreen, andaimatfur-
therresearchoftheproblemsexistedinapplicationsof
ZSZYseriesdrillingfluidlinearvibratingscreen,
whichdevelopedbyDrillingResearchInstituteof
ZhongyuanPetroleumExplorationBureau, theinvesti-
gationandstudytothedomesticandforeigndevelop-
mentstatusquoandthemechanismofvibratingscreen
havebeencarriedon.Basedonoptimizingparameters
ofscreennet, vibratingmode, chuckindex, obliqui-
ty, swingandinducedfrequencyetc., thestructure
designandthetestofsamplemachinearecarriedout.
Contrastingthelaboratoryandthelocaletesttothedo-
mesticandforeigncongeners, theresultsindicatethat
polytechnictargetsapproachandhaveachievedthedo-
mesticsimilarproductadvancedlevel.Comparedwith
thedomesticandforeignexistingvibratingscreens, it
hasthecharacters, suchas, structuresimply, operate
easily, maintenanceconveniently, highperformance
priceratio, workreliable, thelongerlifeandsoon.In
thescenepromotionapplication, thebetterbenefithas
beenobtained, andtheproposalstothefurtherdevel-
opmentareputforward.

Keywords:vibratingscreen;mechanismstudy;
solid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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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Li-ming, REN Teng-yun, ZHANG Hong-jun,
ZHANG Wei, TIAN Shan-ze, WEIWen-xing.ODPT,
2006, 28(3):16-18

Abstract:Manylostcirculations, abnormalhigh
pressureandwellborecavingoccurofteninShengtuo
block, ShengliOilfieldcausedbycomplexunder-
groundconditionssinceitslongdevelopmenthistoryby

overfortyyears.Corrugatedflexiblelinercouldbeex-
pandedtoisolatewaterzoneandtroublezones, andto
solvetheproblemssuchasdifferentdrillingpressure
existingwithinaopenholeandotherproblems.Com-
paredwithotherexpandabletubing, thistechnology
hasbeenusedinmanywellsinRussiaandsolved
thousandsofwellsproblemsaswellasbeingappliedin
othercountries.Asuccessfulapplicationofprofiled
linerhassolvedwaterchannelingandlostcirculation
problemsinShengliOilfield.

Keywords:corrugatedflexibleliner;expandable
reamer;drillstringassembly;exp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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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quoandexpectationofthe 139.7 mmcasingside
trackingtechnology.YANGWei-ping, ZHANGDong-hai,
ZHANGWei, QUANHu-lin, ZHANGZhan-sheng.ODPT,
2006, 28(3):19-22

Abstract:Casingsidetrackingisaveryimportant
measuretosavetheabandonedwellandimprovethe
recoveryefficient.Atpresent, inordertoimprovethe
speedofsidetrackingandensurethewellcementing
quality, thedomesticresearchemphasizeparticularly
ontheameliorationoftoolsandthewellcementing
technologyofclosely-spacedwells.Forthetoolofside
tracking, mainlyusedarticulatedcompositemilling
wimble, sliphydraulicanchoringfinder, enlargethe
welldiameter, augmenttheannularclearance, and
optimizetheslurry'spropertytoimprovethewellce-
mentingquality.Nowadays, casingsidetrackingtech-
nologyisverypopular, spreadtheintegrativeside
trackingtools, accomplishblocking, orientation, open
asidehole, amendtheholeanddrillinginaclose
quartersonce.Consummatethecompleteslim hole
drillingtechnology, improvetheskilltocontrolthe
welltrack, developthenewtypeslurrysystemformi-
croclearancesuchasfibreslurry, ductileslurrysys-
temtoimprovethewellcementingqualityofclosely-
spacedwells.Thisistheproblemneedtosolveright
now, sothatwecanmakebreakthroughinspeed,
safety, andefficiency, increasethegeneralbenefit,
whichisadvantageousfortheholisticdevelopmentof
the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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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menting;welltrack;expec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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