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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煤层气井开采过程中，目前用的最多的还是抽油机排采系统，在排采泵方面主要采用常规整筒泵，这种泵所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煤粉卡泵和煤粉卡固定阀、游动阀，导致系统频繁作业，严重影响了煤层气的开采时率。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研制出一套排采捞煤粉一体化管柱，该管柱采用新型防煤粉泵和挂篮式沉砂管，使煤层气井的排采、捞砂一体化成为可能。新

型防煤粉泵采用了高支固定阀和大直径游动阀的长柱塞结构，不仅可以有效防止煤粉卡固定阀、游动阀，还能有效防止煤粉进

入泵筒造成卡泵；排采过程中沉积下来的煤粉进入挂篮式沉砂管中，待到检泵时连同沉积在沉砂管中的煤粉一同起出，取消了

捞煤粉环节，节约成本。现场应用表明，煤层气直井排采捞煤粉一体化管柱适应现场需求，延长了检泵周期，具有良好的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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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extraction of coalbed methane well, the most used method is pumping unit discharge and extraction system. The 

conventional mono-barrel pump is usually used as the discharge and extraction pump; the main problem of this pump is that pump is 

stuck by coal dust with standing valve and traveling valve are also stuck by coal dust, leading to frequent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and 

severely	affecting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coalbed	methan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this	problem,	a	set	of	string	integrating	dis-

charge, extraction and bailing of coal dust has been developed, which uses new coal dust-proof pump and basket settling pipe, making it 

possible to integrate discharge, extraction and sand bailing in coalbed methane wells. The new coaldust-proof pump utilizes long plunger 

structure with highly standing valve and large-diameter travelling valve, which cannot only effectively prevent coaldust from sticking 

the standing valve and travelling valve, but also effectively prevent coaldust from entering pump barrel and causing stuck pump. The 

coaldust deposited during discharge and extraction goes into the basket sand setting pipe, which will be removed together with coaldust 

deposited in the sand setting pipe during pump inspection, diminishing the work of bailing coaldust and saving the cost. Field applica-

tion shows that the pipe string integrating coalbed methane discharge, extraction and coaldust bailing by vertical well can meet the site 

requirement, extend the pump inspection cycle and has good promotion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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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煤层气开采的特殊性，通常为了减少气体 对排采设备的影响，现场主要采用将排水泵下到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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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以下来防止气体进入泵内，同时采用滤砂筛管防

止煤粉进入泵内造成卡泵。这种工艺管柱导致少

量极细煤粉通过筛管进入泵内，沉积在固定阀和游

动阀上，使排水泵失效；大量粗颗粒煤粉沉入气井

口袋中，严重时煤粉将管柱埋住，导致管柱难以起 
出［1-2］。

常规煤粉清理方法主要有：捞砂法、抽砂法、洗

井法。捞砂法在检泵作业时采用捞砂筒下到砂面处，

利用油管重量将捞砂筒压进砂中，然后将筒中煤粉

随管柱起到地面。这种方法每次捞取的煤粉量较少，

需要多次反复起下管柱，工人劳动强度大。抽砂法

采用泵抽和沉砂管相结合，但每次抽砂量受到限制，

导致一次清砂，多次起下管柱。洗井法速度快，煤粉

清理比较彻底，但会严重污染煤层，影响产气量。

为了较好解决煤粉卡泵和捞煤粉的问题，研究

了一种排采捞煤粉一体化管柱，主体思路是设计一

种煤层气井专用排采泵，并在煤层射孔段下部采用

挂篮形式将一个大直径沉砂管挂在煤层气井口袋

中，在沉砂管上部采用与套管直径相配合的软密封，

使从射孔内产出的煤粉沉在沉砂管中，在检泵时将

沉砂管一同起出，达到清理煤粉沉积的目的。这种

工艺大大降低了煤层气井的煤屑清理成本，减轻了

煤粉清理过程中工人的劳动强度。

1　排采捞煤粉一体化管柱防煤粉原理

煤层气直井排采捞煤粉一体化管柱结构如图 1
所示，整个管柱自下而上主要由挂篮式沉砂管、割缝

式筛管、新型防煤粉泵、油管和抽油杆组成。挂篮式

沉砂管下入到煤层以下，其主要作用是让从煤层中

由水带出的较大颗粒的煤粉直接沉入沉砂管中，避

免煤粉沉入人工井底。新型防煤粉泵也下入到煤层

以下，目的是避免煤层气对泵效的影响。

图 1　排采捞煤粉一体化管柱结构示意图

2　管柱防煤粉工艺

2.1　挂篮式沉砂管

挂篮式沉砂管结构如图 2 所示，主要由提升短

节、胶碗、剪切销、接箍、导向头、固定销、丝堵组成。

提篮式沉砂管接在管柱的最下端，位置在煤层以下，

其上部胶碗紧贴套管壁，防止下落的较大颗粒煤粉

直接落入人工井底；沉砂管上设计有剪切销，当沉

砂管遇卡整个管柱不能起出时，剪断剪切销便可顺

利起出。检泵时，沉砂管与管柱同时起出，沉砂管中

的较大颗粒煤粉随沉砂管一同起出，省去捞砂环节。

图 2　提篮式沉砂管结构示意图 

 2.2　新型防煤粉泵

新型防煤粉泵采用悬空固定阀和大游动阀以及

长柱塞结构，如图 3 所示主要由游动阀、长柱塞、短

泵筒、封隔环、固定阀等组成，其中长柱塞结构抽汲

原理与常规抽油泵基本相同。

 

图 3　防煤粉泵原理简图

主要阐述该泵的防煤粉卡泵原理。从图 3 可以

看出泵被封隔环分成上下两个部分，封隔环上部是

上沉砂腔，下部是下沉砂腔。从煤层中产出的水含

有不同粒径的煤粉颗粒，这些颗粒随水流进入井内，

其中较大的颗粒由于沉降速度较快，进入井内后迅

速沉入提篮式沉砂管；中小粒径的颗粒由于沉降速

度较慢随着泵抽汲的水流通过筛管，经过筛管过滤，

粒径大于 80 目的颗粒被筛管过滤掉，粒径小于 80
目的颗粒随水流通过固定阀进入泵内，这些微粒通

过固定阀后速度变缓，部分细小颗粒煤粉在固定阀

处沉积［3-4］。由于固定阀位置比较高，这些细小颗粒

的煤粉不能沉积在固定阀阀体上，而是沉积在了下

沉砂腔内，从而避免了将固定阀卡住。在泵腔内没

有沉积下来的细小颗粒煤粉随着液流通过游动阀进

入油管，这些颗粒在正常抽汲时通常不会沉积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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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阀上，而是随着抽汲的液体被带到地面，但是如果

停电导致排水采气井停抽，由于油管内液体停止向

上运动而处于静止状态，这时细小煤粉在本身重力

的作用下就会慢慢向下运动，由于采用了长柱塞和

大直径游动阀的结构设计，游动阀将柱塞与泵筒之

间的间隙挡住，煤粉在下沉过程中会沉积在上沉砂

腔内，而不会沉积到游动阀和柱塞与泵筒的间隙中

造成游动阀堵塞或者卡泵［5-6］。

此外，采用小直径固定阀的结构设计，使液流经

过固定阀时，提高了流速，冲掉了静电效应吸附在固

定阀周围的少量煤粉，起到及时清洁固定阀的作用。

3　主要技术参数

（1）挂篮式沉砂管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1。
表 1　挂篮式沉砂管主要技术参数

基本
长度 /m

最大
直径 /mm

沉沙筒
外径 /mm

剪切销剪断
力 /kN

单节沉砂管
长度 /m

20 124 100 80 3

（2）新型防煤粉泵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2。
表 2　新型防煤粉泵主要技术参数

泵总长 /
m

最大外径 /
mm

连接扣型 /
mm

泵径 /
mm

冲程 /
m

4.8 100 Ø73TBG 38 2.5

4　现场应用情况

煤层气直井排采捞煤粉一体化工艺技术在完成

了井下工具设计、样机加工和室内实验后进入现场

试验。现场试验共计进行了 5 口井，均取得了较好

效果，选一口井进行试验效果分析。

LA-044 井是位于沁南区块的一口煤层气井，煤

层埋藏深度 602.9~608.55 m，人工井底 658.2 m；该

井 2012 年 12 月 2 日开始出水减少，井底流压回升，

碰泵无效，生产表现异常；测试功图显示供液不足

及煤灰与砂堵塞筒，综合分析固定阀堵塞。

2012 年 12 月 6 日，该井下入防煤粉一体化工艺

管柱，根据以往的出煤粉量采用 2 节提篮式沉砂管，

沉砂管总长 6 m，下入深度为 628.34 m；沉砂管上部

接有 80 目绕丝筛管两节，长度 2 m，新型防煤粉泵接

在绕丝筛管上部；根据该井的排水量选取泵径 Ø38 
mm、泵深 623.12 m。至 2013 年 6 月检泵，现场运行

191 d，对该井作业并检验起出的新型防煤粉泵外观

上看，该泵固定阀和游动阀内仅有少量残余煤粉附

着在阀外部，柱塞外表面无明显划痕，无附着煤粉；

从最下部的提篮式沉砂管中清理出煤粉约 5.6 L，煤
粉颗粒大小不同，最大煤粉颗粒外径为 2.3 mm；从

下沉砂腔内清理出 0.2 L 煤粉，从上沉砂腔内清理

出 0.1 L 煤粉；经室内试压，游动阀和固定阀分别在

10 MPa 压力下稳定 5 min 无渗漏，10 MPa 压力下泵

的漏失量为 665 mL/min，略大于新泵漏失量；经内

窥镜检查，泵筒内部无明显划痕；对煤粉粒径测试

结果表明，上沉砂腔与下沉砂腔内的煤粉粒径均在

0.2~0.05 mm 的范围内。

现场试验及检验结果表明：采用高支固定阀、

短泵筒长柱塞、大直径游动阀设计的新型防煤粉泵

能够有效防止煤粉在固定阀、游动阀上的沉积，大直

径游动阀有效防止了下落的煤粉进入泵筒内，从根

本上解决了煤层气井排水采气过程中煤粉对泵的影

响。本次随同检泵带到地面上的煤粉总量约为5.9 L，
避免了捞煤粉工作环节，减少了现场工作量。

5　结论

（1）煤层气井防煤粉一体化管柱结构简单，现场

应用效果明显，能够集排水采气、防煤粉卡泵、捞煤

粉等作用于一身，减少现场作业环节，降低作业成

本，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提篮式沉砂管结构简单，可有效防止煤粉随

水气进入井筒，延长检泵周期，提高综合效益。

（3）新型防煤粉泵能够有效防止进入泵内的细小

颗粒煤粉沉积在固定阀、游动阀上，大直径的游动阀

还能起到防止煤粉进入泵筒的作用，是一种煤层气

井专用排采设备，具有良好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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