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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防砂完井技术在渤海稠油油田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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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渤海疏松砂岩稠油油田 , 防砂和提高产量一直是一对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在防砂筛管选择 、适度

防砂方法及度的控制 、负压射孔工艺和变频启泵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和试验 , 摸索出一整套既经济又能够

最大限度提高油井产能的防砂完井新方法———简易防砂完井技术。介绍了简易防砂完井技术的原理和应用情况。

在上百口井的成功应用表明 ,简易防砂完井技术已经日趋成熟 , 为渤海疏松砂岩稠油油田的开发带来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 , 目前该技术已经成为疏松砂岩稠油油田开发的一个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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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渤海已开发的油田中 ,稠油油田占 80%左

右 。在这些稠油油田中 ,地下原油黏度平均为 300

～ 800 mPa·s,平均单井日产量只有 20 ～ 80 m
3
,其

中个别油田地下原油黏度超过了 1000 mPa· s,这

些油田的油藏埋深在 900 ～ 1500 m左右 ,储层是胶

结非常差的疏松砂岩 ,需要进行防砂作业 。以前 ,普

遍采用的防砂方法是砾石充填防砂 ,虽然达到了预

期的防砂效果 ,但是 ,地层原油进入井筒的流动阻力

大大增加 ,严重影响了油井的产能。为了解决这一

难题 ,经过大量的理论研究与现场实践 ,探索出了一

整套适用于疏松砂岩稠油油田的简易防砂完井技

术 ,应用适度防砂理念 ,在满足防砂效果的同时 ,极

大地提高了油井产能 。该技术不仅适用于常规井

型 ,还适用于大斜度井 、水平井 、水平分支井 、多底井

等复杂结构井 ,已经成为疏松砂岩稠油油田开发的

一个重要手段。

1　简易防砂完井技术

1.1　简易防砂原理

造成砾石充填防砂完井产能低的主要原因有两

个:一是砾石充填防砂在井筒周围形成了一层比较

致密的压实带 ,降低了井眼周围地层渗透率;二是随

着油井生产时地层微小颗粒的运移 ,在充填砾石与

地层砂的接触带形成了一个环状混砂带 ,堵塞了部

分油流通道 ,增加了原油进入井筒的流动阻力。对

于疏松砂岩稠油油田 ,在选择防砂方法时 ,应着眼于

提高井筒周围的渗透率 。应用适度防砂理论 ,允许

井眼附近的地层微小颗粒运移到井内并生产出井

口 ,使得近井带地层适当 “卸载” ,完井防砂作业应

考虑尽可能降低地层压实 ,减少近井地层损害 ,选择

具有 “自洁 ”能力的特殊防砂管柱 ,在保持原有疏松

地层高渗透率的基础上 ,通过近井带地层 “卸载”和

防砂管柱的 “自洁”功能 ,进一步提高地层和井筒之

间的沟通能力 ,实现油井产能的最大化 。

通过对比研究几种防砂方法 ,最后筛选出有利

于保护油藏和提高油井产能的防砂完井方法:“裸

眼 +优质筛管 ”或 “套管射孔 +优质筛管 ”,也就是

“简易防砂完井 ”,简易防砂完井方式下油井的表皮

系数为 -6 ～ +5,压裂充填防砂完井方式下油井的

表皮系数为 -2 ～ +5,砾石充填防砂完井方式下油

井的表皮系数为 +8 ～ +33,预充填筛管防砂完井方

式下油井的表皮系数为 +15 ～ +40,由此可见 ,简易

防砂完井方式下油井的表皮系数最小。

1.2　技术优势

(1)操作简单 ,易于现场施工 ,作业周期短。通

常 1口含有 3 ～ 4个防砂层段的常规定向井砾石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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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防砂完井作业需要 5 ～ 7d才能完成 ,而应用了简

易防砂完井技术后 ,类似井的单井完井周期缩短到

3 ～ 4 d;而 1口水平井或大斜度井的完井周期则由

原来的 7 ～ 10 d下降到现在的 3 ～ 4 d。

(2)作业风险小 ,井下安全有保障 ,成功率高。

(3)作业成本低 ,有利于降低完井工程费用 。

(4)完井后 ,留在井下的管柱简单 ,内径大 ,有

利于油田开发中后期实施增产作业。

(5)改善了井筒周围的渗透性 ,大幅度提高了

油井产能。

1.3　筛管选择

防砂筛管的选择对于简易防砂完井技术成功与

否至关重要 ,在选择防砂筛管时 ,要充分了解各种不

同种类筛管的结构特点和适应性 ,结合目的地层岩

心和地层砂样品的粒度分析结果 ,优选出适用于简

易防砂完井作业的筛管类型和与目的地层相匹配的

筛管挡砂精度。

1.3.1　筛管种类选择　防砂管从结构特点来区分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割缝衬管 、绕丝筛管 、预充填筛

管 、膨胀式筛管 、金属网布优质筛管和金属棉蠕动优

质筛管 。基于简易防砂的理念 ,对比研究分析各种

防砂管的技术性能特点 ,结合在渤海疏松砂岩稠油

油田的应用效果 ,优选出具有 “自洁 ”功能 ,最适合

于简易防砂完井的筛管类型:金属棉蠕动优质筛管 。

金属棉蠕动优质筛管以优质无缝钢管做基管 ,

在基管上钻有若干个阶梯孔 ,过滤单元通过螺纹旋

接在基管上的阶梯孔中 ,每个过滤单元由外壳 、支撑

网 、过滤介质和垫片组成 。其中过滤介质是由金属

纤维堆积而成 ,当一个适当大小的自由砂粒位于两

条金属纤维丝中间时 ,只要给砂粒足够大的力 ,就可

以通过缝隙 ,当砂子通过筛管以后 ,由于金属纤维的

弹性 ,又可以恢复滤砂管的原有参数;另外 ,由于金

属纤维过滤介质是立体结构 ,过流面积远远大于普

通筛管的平面过流面积 ,具有更好的抗堵塞能力 。

实践证明 ,这种设计提供了更高的防砂精度和防砂

范围 ,具有极好的渗透性能 ,参考文献 [ 1]中介绍了

金属棉蠕动优质筛管的适度防砂原理 。

1.3.2　挡砂精度选择　在确定了简易防砂筛管种

类之后 ,可以借鉴常规砾石充填防砂选择支撑剂尺

寸的方法(Saucier方法:5d50 <D50 <6d50),计算出砾

石充填所需支撑剂目数 ,再结合表 1选出相当于充

填砾石防砂效果的金属棉蠕动优质筛管的挡砂精

度 。

表 1　金属棉蠕动优质筛管挡砂精度与砾石目数对应关系

挡砂精度 /μm 相当于充填砾石 /目

60 40/60

100 30/40

120 20/40

150 16/30

200 10/30

250 10/20

　　在稠油油田 ,为了提高油井产能 ,需要考虑 “适

度防砂”方法 ,充分利用金属棉蠕动优质筛管的自

洁功能 ,允许地层中微小的黏土颗粒和细粉砂随原

油一起产出地面 ,以实现近井带地层 “卸载 ”,提高

导流能力 。在以上经典挡砂精度选择理论的基础

上 ,根据地层砂的不均匀系数(C=d40 /d90),参考以

下方法进行 D50的确定:(1)当 d40 /d90 <5时 , D50取

d50的 8 ～ 10倍;(2)当 5≤d40 /d90 <10时 , D50取 d50

的 6 ～ 8倍;(3)当 d40 /d90 >10时 , D50取 d50的 5 ～ 6

倍。通过表 1选择合适过滤精度的金属棉蠕动优质

筛管 。

以上方法给出了简易防砂筛管挡砂精度选择的

依据和原则 ,该方法适用于渤海地区大部分油田 ,另

外还有部分油田 ,在选择挡砂精度时 ,还要参考 d10

和 d80。总之 ,针对具体油田进行实际选择时 ,还要

根据目的地层的泥质含量及流体物性等相关参数加

以适当的调整 。

2　现场应用和效果分析

目前在渤海已经逐渐发展成熟并广泛应用的简

易防砂完井工艺包括:裸眼井简易防砂完井工艺和

套管井简易防砂完井工艺。

2.1　裸眼井完井工艺

裸眼井简易防砂完井工艺通常应用于多底井 、

水平井和水平分支井 ,也可用于油水关系简单 、具有

单一油水界面的常规定向井 。其主要优点是油层暴

露面积大 ,在较低生产压差下即可获得较高产量;缺

点是控制水锥能力差。

2.1.1　施工程序

(1)裸眼段钻井作业结束后 ,裸眼井段内替入

新配置的无固相钻井液 。

(2)刮管洗井 ,起钻前在套管内替入与钻井液

相同密度的清洁 KCl溶液 。

(3)下入专门设计的优质筛管管串 。

(4)筛管下到设计深度后 ,在裸眼段替入滤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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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液 ,浸泡滤饼 。

(5)循环清洗滤饼 ,滤饼清洗干净后 ,坐封防砂

封隔器 ,脱手防砂管柱 。

(6)下入生产管柱 ,装井口。

2.1.2　适度防砂技术　适度防砂就是有选择地防

砂 ,是在传统防砂技术和以往防砂经验的基础上 ,通

过精细的储层砂样分析及出砂预测 ,选择合适挡砂

精度的优质筛管 ,适度放大防砂粒径 ,使部分地层细

粉砂和泥质随原油一起生产到地面 ,避免造成筛管

和近井带油流通道堵塞 , 进而使近井带地层 “卸

载 ”,破坏钻完井过程中产生的地层损害带 ,在近井

带形成 “蚯蚓洞 ”,改善近井带地层的渗透率 ,增大

导流系数 ,提高油井产能 。根据渤海几个油田上百

口井的实践经验 ,优选出适合适度防砂技术的防砂

筛管挡砂精度选择方法。

2.1.3　梯级优质筛管技术 　研究表明 ,在水平井

中 ,由于内摩擦损失的缘故 ,生产压差在水平段根部

最大 ,末端很小或者为零 ,这就使得单位长度井筒的

原油产量在水平段根部最高 ,沿水平段逐渐下降 ,水

平段端部最低或者没有产量 ,如果是底水油藏 ,就会

造成水平井根部过早见水 ,从而影响油井的最终采

收率。梯级优质筛管是在普通优质筛管的基础上 ,

通过调整优质筛管基管上的孔眼密度 ,合理调整各

井段筛管的过流面积 ,来克服上述问题 ,形成比较理

想的流动场 ,延缓底水锥进 ,提高油井采收率。

2.2　套管井完井工艺

套管井简易防砂完井工艺通常用于油水关系相

对复杂 、需要分层防砂和分层开采的常规定向井和

大位移井。为了增加地层的暴露面积 ,减少原油从

地层流到井底的流动阻力 ,提高油井的产能 ,通常选

用  244.5 mm套管作为油层套管;同时需要选择高

孔密 、大孔径 、深穿透的射孔弹 ,并利用大负压反涌

技术彻底清洗射孔后炮眼内残留的炮弹碎屑和游离

砂 ,使射孔时炮眼周围形成的压实带剥落并一起被

清洗出井筒 ,提高炮眼周围地层的渗透性 。射孔后

套管内下入大尺寸( 177.8 mm)的金属棉蠕动优

质筛管 ,通过优选筛管的防砂精度 ,达到适度防砂的

效果。

2.2.1　施工程序

(1)刮管洗井 ,起钻前替入保护油层的完井液

和射孔液。

(2)一次多层射孔 , 大负压反涌放喷清井 ,压

井 ,起钻。

(3)再次刮管洗井。

(4)下入沉砂封隔器 ,坐封于最底层射孔段以

下 1 ～ 3m。

(5)下入一次多层优质筛管防砂管串 ,坐封防

砂封隔器 ,脱手防砂管柱 。

(6)下入生产管柱 ,装井口 。

2.2.2　优选射孔参数　在疏松砂岩稠油油田 ,为了

提高井筒与地层的沟通能力 ,射孔完井时优先选用

有利于提高射孔穿深 、孔径和孔密的油管传输射孔

方式 。合理优化各种射孔参数 ,对于提高稠油油井

的产能至关重要。通过与国内一些射孔弹生产厂家

的合作 ,经过几年的理论研究和现场实践 ,优选出能

够与简易防砂完井技术相结合 ,有利于提高产能的

射孔参数组合: 177.8 mm射孔枪 ,射孔穿深≥450

mm,孔径≥20 mm,孔密 40孔 /m, 相位 45°/135°。

通过参考文献 [ 3]中的经验图版 “油井产能比和射

孔孔密 /穿深关系图 ”可以看出 ,在其他射孔参数相

同时 ,穿深和孔密的增加可以使油井产能比由 0.5

提高到 1.4左右 ,大大提高了油井产能 。

2.2.3　大负压反涌清井技术　如果在疏松砂岩地

层中进行平衡压力射孔 ,射孔后炮眼内就会残留炮

弹碎屑 ,并且在炮眼周围会形成一层压实带 ,这些都

会不同程度地降低油井产能 ,尤其是稠油油井的产

能;可是 ,由于疏松砂岩地层射孔后出砂非常严重 ,

负压射孔容易使射孔枪被地层出砂埋住 ,造成卡钻

等井下工程事故 ,尤其是在大斜度定向井和大位移

井中 ,负压值的选取更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

渤海的疏松砂岩油田进行常规负压射孔技术

时 ,安全负压值范围是 0.8 ～ 2.0 MPa,如此低的负

压值不能够完全解除射孔作业对地层造成的压实 ,

降低了地层的渗透率。在常规负压射孔的基础上 ,

经过技术改进 ,形成了一套实用的 “平衡压力射孔 、

大负压反涌清井技术 ”。首先利用射孔枪底部的一

个压力延时点火装置引爆射孔弹 ,进行平衡压力射

孔 ,再把射孔枪上提到射孔段以上 ,坐封射孔封隔

器 ,投棒打开负压阀 ,利用管柱内部预留的空气垫实

现大负压反涌清井的目的。由于该技术在进行负压

反涌时射孔枪已经被提到射孔段以上 ,不存在出砂

卡钻的风险 ,在不破坏地层骨架的前提下 ,可以设计

尽可能大的负压值 ,更好地清除炮眼内的有害微粒 ,

解除射孔对地层的压实 ,达到提高油井产能的目的。

目前渤海已经有多个油田的 100多口井应用了

该项技术 ,实际负压值达到了 5.5 ～ 11.0 MPa,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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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完井液的漏失速度比其他井提高了 3 ～ 5倍 ,充分

证明该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地层与井筒的沟通能力 ,

投产后的生产情况也说明该技术取得了很好的应用

效果。

2.3　变频启泵投产技术

简易防砂完井后 ,筛管与井壁(或套管)之间存

在一定的空间 ,在开井投产时 ,地层的游离砂在地层

流体的拖拽作用下 ,就会发生运移 , 随着时间的延

长 ,这些地层砂就会逐渐运移到筛管与井眼 (或套

管)之间的环形空间 ,部分粒径极小的细粉砂和泥

质还会通过筛管进入井内 ,随油流一起产出。

地层微粒的运移对生产压差非常敏感 ,并具有

“可控性 ”和 “自稳定”趋势 ,即每次改变生产压差后

出砂量均会瞬时增大 ,而后又趋于平稳。一旦生产

压差突然增大 ,超过出砂临界值后 ,将会引起大量出

砂 ,严重时会使筛管遭到破坏 ,甚至使油井报废 。因

此对于应用简易防砂技术完井的井 ,投产时应该采

取必要的措施 ,防止压力激动引起地层大量出砂。

变频启泵投产技术是简易防砂完井技术的配套

技术 ,通过调节电潜泵的运行频率和生产油嘴的大

小 ,控制生产压差缓慢增长 ,使地层中的游离砂有序

运移 ,并在筛管外的环形空间中形成稳定的砂桥 ,同

时起到挡砂屏障的作用。变频启泵投产技术操作程

序如下:首先 ,将油嘴调至适当开度 ,低频启泵开井 ,

通过调节油嘴 ,逐步提高生产压差到 0.5 MPa,产出

流体含油达到 80%以后 ,稳定生产一段时间;缓慢

提高频率 ,逐步提高生产压差到 0.6 MPa,再稳定生

产一段时间 ,以此类推 ,通过逐步提高频率和调节油

嘴 ,提高生产压差至正常工作制度。根据渤海地区

的实际经验 ,应用简易防砂完井技术的稠油油井 ,一

般生产压差控制在 3 MPa以内。旅大 10 -1-A11

井就是运用该项技术的典型井 ,最高日产油超过了

1700m
3
。

2.4　应用效果

简易防砂技术已经在渤海多个疏松砂岩稠油油

田得到了成功应用 ,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渤海

的统计资料显示:与常规砾石充填防砂完井相比 ,应

用简易防砂完井技术可以使单井的钻完井投资节省

180 ～ 250万元 ,平均约为 220万元 ,单井日产量可

以提高 20 ～ 500m
3
,平均约为 50 m

3
。 3年内 ,渤海

有 100多口常规井和复杂结构井应用了该项技术 ,

累计节省钻完井投资 2亿多元 ,累计增产原油 300

多万方 ,折合人民币 60多亿元 。

3　结论

(1)简易防砂完井技术打破了常规砾石充填防

砂完井技术的传统思路 ,在稠油田得到了成功应用 ,

为稠油油田的开发开辟了一条新途径;随着国际石

油价格的快速增长 ,世界上很多本来不具备工业开

采价值的边际稠油油田也必将投入开发 ,该技术的

应用 ,不仅可以降低开发成本 ,还可以提高油田的原

油产量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2)简易防砂完井技术是一整套相辅相成的技

术组合 ,只有配套使用才能充分发挥其应用效果 ,其

中具体的配套技术还有待于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

提高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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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北泡沫钻井获得成功

　　2007年 4月 11日 ,氮气可循环泡沫钻井液技

术在川东北分 1井首次应用获得成功 。滇黔桂钻井

公司施工的分 1井一开使用空气钻井 ,钻至井深

110.34 m后地层出水 ,导致无法继续实施空气钻

井 。通常情况下要改为常规钻井液钻进 ,而常规钻

井液在该区上部地层钻速较慢。针对这一难题 ,采

用了新研究开发的空气泡沫钻井液新技术 ,于 11日

在该井成功地将空气钻井转化为气体泡沫钻井 ,从

而解决了上部地层出水给气体钻井造成的难题 ,扩

大了气体钻井的使用范围 ,为大面积推广气体钻井 、

提高钻井速度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 ,同时增加了

气体钻井的适应性 ,降低了钻井成本 ,比钻井液钻井

提高机械钻速 3至 4倍。

(供稿　文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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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id, strictcontrolofthetimeofdrillingtoolstopped
inwells, themonitoringandrecordingthefrictionand
torqueduringdrilling, andoptimizationofdownhole
drillingassemblage.Throughfieldapplication, asetof
non-wall-sticktechnologiessuitableforsafeandfast
drillingofthemid-deepdirectionalclusterwellsin
Xinchangregionaredeveloped.Goodresultsareob-
tainedfromthefieldapplication, whichacceleratesthe
explorationanddevelopmentoftheregion.What's
more, itmaybeagoodreferencetopreventingsticking
accidentsinwesternSichuanandotheroldoilandgas
fields.

Keywords:drilling;medium-deepdirectional
clusterwell;sticking;no-wall-stick;field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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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simplifiedsandcontrolandwellcompletion
technologyinBohaiheavyoilfield.LIBin, HUANGHuan-
ge, DENG Jian-ming, ZHAOJing-fang, MAYing-wen,
LIUPeng, TIANLu.ODPT, 2007, 29 (3):25-28

Abstract:Sandcontrolandoutputincrement
havealwaysbeenacoupleofcontradictionsinBohai
unconsolidatedsandstoneheavyoilfield.Tosolvethe
problem, alotoftheoreticalresearchandexperiment
havebeenconductedinselectionofsandcontrol
screen, sandcontrolmethods, underbalancedperfora-
tingtechnology, andfrequency-variationpumpactiva-
tion.Finallythesimplifiedsandcontrolandwellcom-
pletiontechnology, anewsetofeconomicmethodsfor
sandcontrolandwellcompletiontoenhancewellpro-
ductivitytotheutmost, isdeveloped.Theprincipleof
thetechnologyanditsapplicationareintroducedin
thispaper.Thetechnologyhasbeensuccessfullyap-
pliedtonearly100 wells.Itisshownthatthetechnol-
ogyhasbeenmatureandbroughtgreateconomicbene-
fitforthedevelopmentofBohaiunconsolidatedsand-
stoneheavyoilfield.Atpresent, thetechnologyhas
becomeanimportantmethodtodevelopunconsolidated
sandstoneheavyoilfield.

Keywords:heavyoilfield;simplifiedsandcon-
trol;high-qualityscreeningcasing;sandcontrol;well
completion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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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ingtechnologyforcasingdeformationwells.WANG
Yi-shan, JIANGHai-tao, LIUYong-feng, YEWei-juan,
SONGLiang.ODPT, 2007, 29 (3):29-31

Abstract:Inviewofthedifficultdownholepack-
ingofoldcasingdeformationwells, seriesofpackers
withlargeexpansionratiousedfordownholeoperation
aredevelopedtodrillthroughtheuppercasingdeform-
ationshaft, aswellastopackthebottomshaftoflar-
gersize.Alsoasetofpackingtechnologiesforcasing

deformationwellsaredeveloped.Thenthemodifica-
tioninacidtreatment, testing, watersticking, water
blocking, andseparatezoneproductionofoilreservoirs
isrealized.Therefore, thetechnologicaldifficultiesin
packingtheassignedbottomshaftwithlargersizeare
solved, althoughitisincapableofloweringtheopera-
tionstringcausedbytheuppercasingdeformation.So
itispossibletocarryoutdownholeoperationinthe
casingwellsofseriousdeformation.Thepotentialof
oldwellsisbroughtintofullplay.Thisisofgreatsig-
nificancetothelatestageofoilfielddevelopment.

Keywords:casingdeformation;packing;down-
holeoperation;p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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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methodandparameterssensitivityanalysisofdown-
holeoilwaterseparationsystem.CHENSheng-nan, LI
Heng, BoQi-wei, QUZhang-qing, ZHANGQi.ODPT,
2007, 29 (3):32-35

Abstract:Theapplicationofdownholeoilwater
separationtechnologyisrestrictedbythecomplicated
designsystemandrigorousrequirementsforcandidate
wells.Thedesignmethodofdownholeoilwatersepa-
rationsystemisinvestigatedinthispaper.Thestruc-
tureandprincipleofthesystemisintroducedfirstly,
andtheflowbehaviorinthesubsystemandthecou-
plingbetweenthemarestudiedbeforeasystemdesig-
ningmodelisdevelopedusingthenodeanalysismeth-
od.Anexampleisalsopresentedinthispaper.The
sensitivityofparametersareanalyzed, andresults
showthatthehydrocyclone, actingasanenergydivi-
der, isthecoreofdownholeoilwaterseparationsys-
tem, andtheproductionofoilformationaswellasthe
injectivityofinjectionzonehavegreatimpactonthe
designingresult.Themodelprovidesreliablebasisfor
thefieldapplicationofthedownholeoilwatersepara-
tiontechnology, anditissignificanttotheapplication
ofthetechnology.

Keywords:downholeoilwaterseparation;water
injection;cycloneseparator;systemdesign;sensitivit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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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ring, ChinaUniversityofPetroleum, Dong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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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ofoptimaljumpingheightoffixedvalvesof
suckerrodpumpsanditsfieldapplication.WUGang, LI
Jun, XUJing, WU Jun-xia, HAN Yong, ANShu-kai.
ODPT, 2007, 29 (3):36-38

Abstract:Thesubmergencedepthofsomeoil
wellsoftheFourthOilProductionPlantinHuabeiOil-
fieldhasexceeded100m, whilethepumpefficiencyis
relativelylow, only20%.Toimprovethepumpeffi-

3　June2007　　　　　　 　OILDRILLING＆PRODUCTIONTECHN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