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1000-7393(2007)04-0055-04

防砂充填颗粒对地层的作用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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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充填砂砾随携砂液进入地层时的运动状态对充填防砂的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 ,也是研究充填防砂作用

机理的关键所在。利用液固两相流理论分析了充填砂粒流经炮眼时的受力情况和运动状态 , 得到了砂砾最大加速

距离以及喷射速度与携砂液流量的关系;从能量守恒的角度分析了颗粒群与地层的作用 , 得到了充填砂砾破坏地

层胶结物所需的最小喷射速度;分析了后续施工所产生高压对已形成砂墙的压实作用 , 得到了砂墙的当量直径表

达式。计算结果表明 , 通常情况下 ,充填砂砾的加速距离小于炮眼深度 , 即砂砾以最大喷速进入地层 , 而且随着施

工的进行 , 该喷射速度可以达到破坏地层胶结物所需的最小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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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选定粒径的固体颗粒 ,充填到套管外油层空

洞和筛管与套管环形空间是机械防砂的常用手段 。

固体颗粒被携砂液携带到防砂层段空洞中 ,经沉积 、

压实充填了地层空洞并形成挡砂屏障 ,达到了防止

油层出砂的目的 。目前对防砂工艺的理论研究主要

集中在对油层出砂原因 、挡砂原理以及施工过程的

宏观描述上 ,而对砂砾的运动状态 、砂砾与地层的作

用过程的研究则很少 。文中利用固液两相流理论对

充填砂砾过炮眼的运动过程以及砂砾与地层的碰撞

过程进行了理论分析 。

1　砂粒对地层胶结物的冲击破坏

防砂施工过程中 ,经加压后的携砂液由炮眼进

入地层空洞 ,设携砂液流量为 Q,射孔段炮眼数目为

n,射孔直径为 d,则携砂液通过套管壁上射孔炮眼

时的流速 vp为

vp =
4Q
πd

2
n

(1)

　　在防砂施工过程中 ,携砂液携砂浓度很大 ,充填

砂粒在随携砂液流动时 ,不仅受到流动流体的作用 ,

还要受到其他颗粒的干扰作用。因此 ,需要以颗粒

群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假设井筒垂直 ,则可认为

砂粒在到达充填地层时的水平速度为 0,颗粒群在

流经炮眼时 ,受到携砂液推动力 R和炮眼壁面阻力

Tf的作用而在水平方向上做加速运动。由牛顿第

二定律可以得到颗粒群的运动方程

R-Tf =Ms
dvs
dt

(2)

其中 Tf =ΔpΔlA=λsρnA
Δl
d
vs

2

2

R=CsAsρ
(vp-vs)

2

2

Cs =
α
Re

k =
α

[ ρ(vp-vs)ds/μ]
k

式中 , Ms为颗粒群的质量 , Ms=ρnAΔt, kg;ρn为颗粒

群的密度 , kg/m
3
;A为炮眼过流面积 , A=πd

2
/4,

m
2
;vs为颗粒群流经炮眼时的流速 , m/s;Tf为炮眼

壁面对砂粒群的阻力 , N;ΔpΔl为液体流经炮眼时的

压降 , Pa;λs为颗粒群沿程摩擦阻力系数 ,无量纲;R

为携砂液对砂粒群的推动力 , N;Cs为颗粒群绕流阻

力系数 ,无量纲;As为炮眼中颗粒群总的迎流面积 ,

m
2
;ρ为携砂液的密度 , kg/m

3
;ds为颗粒群外径 , m;

μ为携砂液黏度 , Pa· s;α、k为待定系数和指数 ,无

量纲 ,其值随不同的阻力区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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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颗粒群绕流阻力系数 Cs,引入颗粒群

等速沉降速度 v0及颗粒群在等速沉降状态下的阻

力系数 C0 ,并假设颗粒群在充填管柱中的加速过程

与颗粒群等速沉降运动处于同一阻力区 ,即具有相

同的 α、k值 ,则有

Cs =C0
v0

vp -vs

k

(3)

　　充填砂颗粒群等速沉降运动时 ,液体阻力与颗

粒群重力相等 ,即

C0Asρ
v0

2

2
=Msg (4)

　　将式(3)、(4)以及 R、Tf的表达式代入式(2),

同时考虑定常流动 ,即
dvs
dt

=vs
dvs
dl

,则受力平衡方

程将变成

vs
g
dvs
dl

= vp -vs
v0

2-k

-
λsvs

2

2gd
(5)

　　砂粒群在经垂直井筒进入炮眼时 ,其在水平方

向上的速度为 0,因此砂粒群与携砂液之间的相对

流速较大 ,砂粒群将首先运动在 Allen阻力区(k=

0.5),随后 ,颗粒群将加速而过渡到 Stokes阻力区 。

为了简化计算 ,按 Stokes阻力区(k=1)考虑颗粒的

水平加速运动 ,利用炮眼入口条件:l=0时 , vs=0,

对式(5)积分可得

l=
vn
2gB

1

H
ln

2vp -vs(H+1)
2vp +vs(H-1)

-ln
vp -vs-Bvs

2

vp

(6)

其中 B=λsv0 /(2gd)

H= 1 +4vpB

式中 , v0为颗粒群的等速沉降速度 , m/s;l为颗粒粒

群在炮眼中流过的距离 , m。

如果炮眼的深度足够使充填砂群加速到最大喷

射速度 ,即砂粒群不再加速 ,式(5)中的加速度为 0,

则可得到砂粒的最大喷速 vm为

vm = 1 +
2λsv0vp
gd

-1
λsv0
gd

(7)

　　假定砂粒群在炮眼孔道中可以加速到的最大喷

速为式 (7)计算值的 90%,将不同的参数代入式

(6)、(7),可得到砂粒进入管外的最大喷速及其加

速距离 。图 1、2、3、4分别表示了粒径 0.4 mm和

1.2mm充填砂在不同射孔段长度下的加速距离 、最

大喷射速度与流量的关系 。

图 1　0.4 mm充填砂在不同射孔长度下的

喷射速度与流量的关系

图 2　0.4 mm充填砂在不同射孔长度下的

加速距离与流量的关系

图 3　1.2 mm充填砂在不同射孔长度下的

喷射速度与流量的关系

图 4　1.2 mm充填砂在不同射孔长度下的

加速距离与流量的关系

图中所得砂粒群加速距离在一定的流量范围内

均小于 170 mm,而实际射孔深度绝大部分在 200

mm以上 ,因此 ,充填施工中在套管外会存在大量高

速砂粒 ,这些高速砂粒将冲击地层砂 ,这种冲击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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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值后 ,会使地层砂之间的弱胶结物遭受损坏

并失去胶结能力 ,破坏储层原有的骨架结构 。随着

后续砂粒的充填 ,将建立起新的砂墙 ,充填砂与地层

原有砂岩结构一起 ,组成防止地层微粒运移的屏障 。

管外高速充填砂动能的绝大部分将通过冲击作

用传递给地层砂及其胶结物 ,胶结物将此动能转化

成变形能而破裂 。在宏观上 ,假定产生撞击的砂粒

群和胶结物都可看成规则长方体 ,如图 5所示 。

图 5　充填砂与地层胶结物撞击时的能量交换

假设了相撞击的当量砂粒群体积是地层砂胶结

物体积的 2倍 ,受撞击的胶结物面积为 a,厚度为 b。

撞击过程胶结物受力 F是从 0开始呈线性增大的 ,

充填砂的动能转化成变形能(胶结物所受力 F在撞

击过程中所作的功),即

2ρsab
vs

2

2
= 1

2
FΔb (8)

其中 F=aσ

式中 , σ为胶结物变形而产生的应力 。

胶结物弹性模量 E等于应力 σ与应变 Δb/b之

比 ,因而有

vs =
σ

2ρsE
(9)

　　已知充填石英砂密度 ρs=2650 kg/m
3
,参照铸

造型砂黏结物的特性 ,考虑地层砂胶结物弹性模量

E=2.2 ×10
9
N/m

2
,胶结物破坏应力 σ=15 ×10

6

N/m
2
。由式(9)可得使地层砂胶结物破坏的充填砂

砾最小喷射速度为 4.39 m/s。

在充填过程中 ,充填砂不断地冲击地层砂及其

胶结物 ,并且在高压大流量的条件下 ,形成极大的冲

击力度 。从图 1至图 4所示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

在设计工况下 ,随着充填区域的逐渐缩小 ,可以形成

破坏地层骨架结构的砂粒喷射速度。

2　高压作用对充填部位砂墙及地层的作用

当充填砂充满所有地层空洞和射孔段井筒环空

时 ,携砂液进入地层的阻力将大幅度升高 。此时需

要加大地面泵压 ,对充填砂墙和井筒环空内的砂面

进一步挤压 ,以增加防砂屏障的密实程度 ,保证施工

完成后的防砂效果 。

2.1　挤压力及砂墙当量直径的推导

高压作用由地面泵压 pb和管柱内液柱所形成

的压力 2部分组成。但是 ,这些压力并没有完全作

用于充填砂墙 ,携砂液从泵口到目标地层的整个流

动过程中都存在着阻力损失 。携砂液在垂直充填管

柱中的流动阻力包括两相流加速阻力 、油管及油套

环空摩擦阻力 、管汇及充填工具等处的局部阻力。

由于从地面到油层部位距离长 ,主要由油管连接并

承担输送携砂液的任务 ,因此 ,充填管柱内的流动阻

力可只考虑油管内的摩擦阻力 ,忽略加速阻力 、环空

摩擦和局部阻力。携砂液在充填管柱中的压降 ΔpL
为

ΔpL =ρm
ρm
ρ
λ
Lg
D
v
2

2
(10)

式中 , ρm为混合液密度 , kg/m
3
;λ为单相液流时的

沿程水力摩阻系数 ,无量纲;D为油管内径 , m;v为

携砂液在油管中的流速 , m/s;Lg为充填管柱长度 ,

m。

携砂液向地层运动过程中会在通过射孔孔道时

克服阻力 ,损失能量 ,产生较大的压降。携砂液流过

炮眼时的阻力由 3部分组成:进入炮眼时的收缩阻

力 、炮眼中流动的沿程阻力和进入地层的扩大阻力。

携砂液过炮眼时的压降 Δpp为

Δpp =ρm
ρm
ρ
β ζs+λp

Lp
d
+ζk

vp
2

2
(11)

式中 , β为射孔炮眼不规则系数 ,无量纲;ζs、ζk分别

为突然收缩和突然扩大的阻力系数 ,无量纲;λp为

沿程水力摩阻系数 ,无量纲;Lp为射孔炮眼的长度 ,

m。

通过式(10)、(11)可以得到携砂液在套管固结

水泥环外缘的压力 pw为

pw =pb +ρmgLg -ΔpL -Δpp (12)

　　作用在圆环形充填砂墙内壁面上的挤压力 pj

为

pj =(pw -pf)πdwL (13)

式中 , pf为地层压力 , MPa;dw为套管外固结水泥环

外缘直径 , m。

该挤压力会通过砂墙传递到整个充填区域 ,该

影响区域的外缘可用当量圆环形充填砂墙直径 df

来表示。作用在圆环形充填砂墙内 、外壁面上的力

是平衡的 ,因此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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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pw/pf×dw (14)

2.2　计算实例

假设已充填区域为套管固结水泥环以外的圆环

形空间 ,其内径 dw为 190 mm。又假设地面泵压 pb

为 35MPa,生产层段埋深 1500 m,地层压力与井筒

中液柱高度相平衡 ,充填管柱为  62mm油管 ,高压

充填后期流量 Q为 1.0 m
3
/min,砂埋后的射孔段当

量长度为 0.1 m。则地层压力为

pf =ρgLg =13.7MPa

取 β =1.6, ζs =0.82, ζk =0.46 ,则携砂液在套管

固结水泥环外缘的压强

pw =pb+ρmgLg-ΔpL -Δpp =36.77 MPa

　　在假设条件下 ,计算不同射孔段长度下充填砂

墙的挤压力 ,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射孔段长度下的挤压力

射孔段长度

/m

挤压力

/kN

1 1317

2 2635

3 3952

4 5270

射孔段长度

/m

挤压力

/kN

5 6587

6 7904

8 10539

10 13174

　　砂墙当量外径

df =pw/pf×dw =510mm

3　结论

(1)通过分析固体颗粒随携砂液的运动规律 ,

可以得到固体颗粒流经射孔段炮眼时的最大喷射速

度和加速距离 。实际计算表明 ,适当粒径范围内的

固体颗粒进入地层空洞时的加速距离小于实际射孔

深度 ,固体颗粒可以以最大喷射速度进入地层空洞。

(2)通过对充填砂与地层骨架的撞击过程的理

论分析表明 ,随着施工的进行 ,可以形成破坏地层骨

架结构的固体颗粒喷射速度 。

(3)通过对后续高压作用对充填区域的挤压作

用分析 ,能够得到充填区域砂墙的当量直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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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位移井特点(四)
9　高强度本体 ,配双台肩高抗扭矩接头钻杆的应

用

钻超深大位移井 ,要求钻杆上扣扭矩要达到

40.67 ～ 54.23 kN·m或更高 ,其钢级应达 S-135

或 Z140, V-150的要求。并且要求尽量大的水眼

尺寸 ,减轻重量并保证在足够大排量下不至过高的

泵压 ,而接头长度加长 ,外径减小 ,对减阻减扭有

利 ,且增加钻杆盒的钻杆容量 ,并保证在倒划眼等

恶劣工况条件下可以承受过高扭矩 。必须配以使

用高摩擦系数螺纹脂 ,这些特别要求都来至于大位

移井高扭矩的需求。如  127 mm,  134.94 mm,

 139.7 mm,  149.23 mm的 HT55 , XT57, DSTJ等

双台肩密封扣型的高强度高扭矩钻杆应运而生 。

10　大位移井下入井下仪器难度大 ,必须用管内泵

冲法或用钻具直接送入

因此 ,要获得全套完整电缆测井资料是很困难

的 。在钻进过程中尽可能用 LWD随钻电测来代

替和减少电缆测井的次数是很必要 。而钻杆输送

测井对超深井段 ,对电缆尺寸 、滚筒容量 、信号强度

衰减 、井下仪器的电力输送及其处理量 ,以及如何

提高遥测信号的质量等等都是新的需要解决的课

题 。

11　大位移井井下卡 、蹩 、漏 、垮等各种复杂情况或

事故的发生 ,其处理难度之大 ,对事件后果带

来的不利影响之恶劣 ,远远超越了其他钻井

特别是深井大斜度井段及其后的井段发生的

卡钻事故 ,用常规办法解卡是相当困难的。更多情

况只能采用爆炸解卡后绕过落鱼重新侧钻来处理。

因此 ,大位移井的设计与预算中通常都包括有一

项:允许侧钻调整井眼的次数和费用。这也是大位

移井一特点。

(供稿　张武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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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uredwells.Correspondingtechnologicalmeasures
aresuggestedtobeimplementedtosolvetheengineer-
ingproblems, includingimpropermeasuresforliquor
drainage, incompleteviscositybreakoffracturingflu-
id, inadequatefractureclosure, insufficientdisplace-
mentfluid, andsuddenincrementofgasflow.What's
more, theauthorproposestoenhancethestrengthof
proppantinartificialfracturesfixationtosolvethe
problemofsandingproductioncausedbysuchgeolog-
icalfactorasunconsolidatedformations.Twokindsof
newtechnologiesareputforwardtoeffectivelyenhance
thestabilityofproppant-fillingbeds, thatis, thetech-
nologyoffiberproppantandthetechnologyofresin-
coatedproppant.Applicationofthegaswellsinwest-
ernSichuanprovestobecapableofeffectivelyreduc-
ingtheblackofproppantinfracturingwellssoasto
protecttheprocessofwellheadmanifoldandgasflow
forsurfacetesting, toguaranteenormalexploitation,
transmission, andproductionofgaswells, andtoim-
provetheeffectofsimulationfracturing.Theygenerate
goodeconomicbenefitsandenvironmentalresults, and
hasbroadprospecttobeincreasinglyappliedtothe
tightsandstonegasreservoirsinwesternSichuan, pre-
paringreliablereferencematerialsfordevelopingnew
sandfracturingtechnologiesingasfieldsinwesternSi-
chuaninthefuture.

Keywords:gaswell;fracturing;backflowof
proppant;fiberproppant;resin-coatedproppant

ZHAOJian-ping, OilandGasTestingCentreof
Southwest Petroleum Bureau, Sinopec, Deyang
618000, Sichuan, China
Mechanism ofeffectofpackinggrainsonformationsin
sandcontroloperation.ZHOUXiao-jun, HANYan-feng,
HANXin-de.ODPT, 2007, 29 (4):55-58

Abstract:Themovementstateofpackingsands
alongwiththesandcarrierwhenenteringintothefor-
mationexertsgreateffectontheperformanceofsand
control, whichisalsothecruxoftheresearchonsand
controlmechanism.Thestressandthemovementof
packingsandswhilepassingtheboreareanalyzed
basedonthesolid-liquidtwo-phaseflowtheory.What'
smore, therelationsbetweenthemaximumaccelera-
tiondistance, thejetvelocity, andtheflowofsand
carrierareobtained.Theeffectofparticlesonbase
layersareanalyzedfromtheaspectoftheenergycon-
servation, sotheminimum jetvelocityofpacking
sandswhiledestroyingbasecementisalsoobtained.
Thecompactioneffectofhighpressurecausedbyse-
quentoperationonsandwallsisanalyzedandtheex-
pressionofequivalentdiameterofsandwallisob-
tained.Itisindicatedthattheaccelerationdistanceof
packingsandsislessthantheboredepth, thatis,
sandsenteringintotheformationwiththemaximumjet
velocitycanreachtheminimumvelocitytodestroythe
formationcementintheoperation.

Keywords:sandcontrol;accelerationdistance;
jetvelocity;equivalentdi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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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flowratecontroltechnologyonball-offfrac-
turingofseparatelayerstogasfieldsinwesternSichuan.
TANWei, WANGXing-wen, RENShan.ODPT, 2007,
29 (4):59-60

Abstract:Whileconductinghydraulicfracturing,
theflowrateisrequiredtobecontrolledtoenablethe
ball-offtoblockoffanduncordtheeyeletbasedonthe
stimulationprocess.Toovercometheblindnessinse-
lectingflowrateinthetraditionalball-offfracturingof
separatelayers, thispaperstudiesthemechanismof
ballsealers, setsuptheflowratecontrolequationof
ball-offfracturingofseparatelayersbytakingtheprac-
ticalsituationofthegasfieldinwesternSichuaninto
account, determinesthecontrolflowrateatdifferent
perforationquantity, formscontroltechniquesofmini-
malflowrateforball-offfracturingofseparatelayers.
Goodresultshavebeenobtainedinfieldapplication,
whichwillbeagoodreferencetothedesignandopera-
tionofballseparate-layerfracturing.

Keywords:ballseparate-layerfracturing;con-
trolequation;flowrate;optimizationofperforation
quantity;western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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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pressureseparateinjectiontechnologyofcasingde-
formationwell.MA Hong-wei, QIN Shi-qun, YANG
Kang-min, TANGCheng-hui, LIUHai-ling, LIUJi-ming.
ODPT, 2007, 29 (4):61-63

Abstract:Basedonanalyzingtheproblemsin-
cludingthecasingdeformationofinjectionwells, the
reductionofinnerdiametersofcasingafterpatching,
theexistingsmall-diameterseparateinjectionpipes
withlowerresistancetopressure, theincapabilityof
injectingwaterunderhighpressurestratification,
K344-95 packerforwaterinjectionanditsmatching
toolsaredesigned.Andtheyareassembledintohigh
pressureseparateinjectionstrings.Theexpansionco-
efficientofK344-95 packerismorethan1.3, andit
canbeappliedtocasingwithinnerdiametersranging
from100mmto124 mm.What'smore, itisresistant
tohighdifferentialpressuremorethan35MPa, aswell
asitisavailableforhightemperatureapplicationsto
15℃.Thenewtechnology, whichfeaturesinadapta-
tiontodifferentboreholediameters, resistancetohigh
pressure, perfectrunningandtrippingoutofstrings,
andcapabilityofflushingwells, hasbeensuccessfully
appliedto48 wellsforcasingdeformationandpatc-
hing.

Keywords:highpressureseparate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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