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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非 A 油田平均作业水深 1 500~1 700 m。油田分 6 套层系开发，生产井共采用了压裂充填、膨胀筛管、优质筛管 3

种防砂方式。通过分析油田储层物性及开发井实际生产数据，从防砂效果、表皮因数及单井产能 3 个方面对 3 种防砂方式的效

果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在合理生产制度下，3 种防砂方式均能有效防砂；从降低表皮因数、提高油井产能方面分析，优

质筛管防砂在该地区更具优势；压裂充填方式可承受更大的生产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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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 prevention practice of Deepwater Oilfield A in West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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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verage operating depth of deepwater Oilfield A in West Africa is 1 500 to 1 700 m. The oilfield is developed by 

six series of strata. The production wells adopt three sand prevention measures of frac-pack, expandable screen pipe, and high-quality 

screen pipe. By analyzing the properties of oil reservoir and the actual production data of development wells, the effects of the three sand 

prevention methods are evaluat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sand controlling result, skin factors, and single well productivit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all of the three methods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sand under a reasonable production system; to analyze from reduc-

ing skin factors and increasing well productivity, high-quality screen pipe is more advantageous in the region; frac-pack can withstand 

greater differential pressure of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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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油田是西非 O 区块内开发的第 1 个油田，距

海岸线约 135 km，平均作业水深 1 500~1 700 m。油

田共分为 AU、AL、B、D、E/F 和 G 等 6 套开发层系，

采用早期注水注气保持地层压力的开发方式进行油

田开发，开采方式为自喷生产［1］。该油田的开发生

产系统由生产管汇、注水管汇和注气管汇组成，通过

浮式隔水管回接到 FPSO 上进行生产处理；生产排

出的地层水一部分通过注水井回注地层（为地层补

充能量），其余经处理后排入大海；伴生气体部分回

注地层，部分经过水下输气管线外输进行 LNG 加工

处理。

A 油田开发过程中采用了多种防砂方式，本文

旨在通过分析生产井实际生产数据，评估对比各防

砂方式的防砂效果及对产能的影响，为油田下一步

的开发提供参考。

1　防砂设计与实施

1.1　储层物性

A 油田储层为三角洲沉积相，目的层普遍为

砂泥岩互层，属石英长石砂岩，以细 - 粗砂岩为

主。储集空间以粒间孔为主，孔隙度主要分布范围

18%~30%，平均 22.6%；渗透率主要分布范围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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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00 mD，平均 1 100 mD，具有中孔、中高渗的储集

物性特征。原油黏度低，属轻质挥发油。

A、B 油组沉积模式为深水浊积水道砂体侧向迁

移叠置。根据岩相分析结果，A 油组干净砂岩层占

比 23%，B 油组为 27%，地层胶结比较疏松，砂粒分

布的均匀度较差。

DH 油组沉积模式为多期朵叶复合砂体。根据

岩相分析结果，D 油组干净砂岩层占比 68%，EF 油

组为 49%，G 油组为 58%，地层胶结和砂粒分布的均

匀度较好。

1.2　出砂预测

利用出砂预测模型对测井资料进行分析，可以

初步预测开发井生产过程中出砂的可能性［2-5］。分

别采用声波时差法、B 指数法和 S 指数法对测井资

料进行分析，可以看出，A、B、D、EF 层的出砂可能性

大，G 层的出砂可能性为中等，油田开采初期均需要

防砂（图 1）。
   

图 1　经验法出砂预测

根据测井资料及室内岩石强度试验数据，基于

UCS/2 法则计算［6］，各层位开采初期的临界出砂生

产压差在 5~10 MPa（图 2）。随着开采过程中水的

产出及储层压力衰竭，会增大出砂的趋势，出砂临界

生产压差会进一步降低。深水油田一旦大量出砂，

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所以 A 油田必须采取防砂措施。
 

图 2　A 油田各层位临界出砂生产压差

1.3　防砂方式

综合考虑各种防砂方式优缺点，并结合 A 油田

各储层物性特征及油藏开发方案，生产井主要采用

以下 3 类防砂方式，各种方式的简介如表 1 所示。

根据第1批井的测试结果及投产后的实际表现，

7 口采用压裂充填防砂的井的表皮因数高，产液指

数低，非作业时间长，从工程和生产 2 个方面都不成

功。经过分析，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 A
油田生产井各层渗透率差异大，不适合采用压裂充

填防砂工艺。考虑到膨胀筛管可在井筒中进行顺应

式膨胀，实现与裸眼井壁紧密贴合，可防止产出砂在

筛管 - 井壁环空中的重新排列，有利于生产井获得

高的产液指数，以及该防砂方式在其他区块的成功

应用经验，作业者决定后续采用压裂充填设计的生

产井均改为膨胀筛管防砂。优质筛管防砂方式在大

斜度井和水平井上均取得了成功，决定后续水平井

均采用此方式。

表 1　采用的 3 类防砂方式简介

防砂方式 适用性 优点 缺点

压裂充填 FP
中渗或高渗的弱胶结地层；垂向
非均质性小；套管射孔完井，井
斜 <70°

较低的完井表皮因数；减小压
降，更高的生产流道；可靠性时
间长

费用较高，多层需要多次操作，
需要高压力泵；需有隔层，若有
油水或油气接触则不能使用该
技术

优质筛管 SAS 地层均质性较好，地层砂粒度较
大（D15>200 μm）

完井表皮因数较低；工艺简单，
成本低；可使用环状封隔器分隔
层状隔离

局限于均质性较好的砂体；筛
管堵塞后，容易产生热点效应，
导致筛管冲蚀损坏

膨胀筛管 ESS
弱胶结油藏的主井眼；推荐在 
岩性变化但是地层砂较粗（D15 

>200 μm）地层使用

内径大，便于工具下入；顺应式
膨胀，筛管紧贴井壁，避免地层砂
在环空堆积

无法实现分层防砂；硬件力学
极限不明确，支撑坍塌力有限（1 
Mpa）；费用更高（筛管费用和钻 
机时间较长）。

最终，A 油田生产井防砂方式总结为：8 口定向

井采用压裂充填，4 口定向井采用膨胀筛管，1 口定

向井采用优质筛管简易防砂，所有水平生产井均采

用优质筛管简易防砂。

2　效果评价

2.1　防砂效果

A 油田为深水油田，采用的防砂理念是：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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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有地层砂产出。从实际生产情况来看，所有生产

井均未发生持续性的出砂，采用的压裂充填、优质筛

管及膨胀筛管 3 种防砂方式均能有效阻止地层砂的

产出。

2.2　表皮因数

近井地带的表皮因数是评价油气井产能和完井

效率的重要参数［7］。一口不完善定向油井的稳定流

产量公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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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t=Stu+∑Si 
式中，St 为总表皮因数；Stu 为非达西流拟表皮因数；

∑Si 为由各种因素产生的拟表皮因数，包括储层部分

打开拟表皮因数、射孔完井拟表皮因数、井斜拟表皮

因数、流度变化拟表皮因数、泄油面积形状拟表皮因

数等。

A 油田多数生产井在生产过程中都进行了多次

生产测井作业，并得到了总表皮因数。对单井来讲，

测试过程中可以认为 ∑Si 为一定值，而 Stu 则与测试

条件相关。Stu 与产量呈线性相关［8-9］，流量越大，Stu

越大，总表皮因数 St 也越大。为了消除测试过程中

流量对总表皮的影响，需要对测得的数据进行处理，

校正后得到真实的表皮因数。以 B689-P1 井为例（图 
3），可以看出，流量与总表皮因数具有较好的线性相

关性，建立线性关系式后，求得流量为 0 时对应的表

皮因数即是校正后的真实表皮因数。
 

图 3　B689-P1 井流量与表皮因数的相关性公式拟合

对所有生产井采用以上方法进行处理，得到各

生产井的校正表皮因数（如图 4 所示）。压裂充填井

表皮因数范围 –3.3~19.3，平均 10.7；优质筛管简易

防砂井表皮因数范围 –4.8~10.2，平均 0；膨胀筛管

井表皮因数范围 –1.6~26.1，平均 0.6。由于采用膨胀

筛管进行防砂的生产井的井下压力计出现故障，故

只有 1 口井有压力测量结果以计算表皮因数，其他

井表皮因数未知。

压裂充填防砂方式下表皮因数最大，推测是由

于储层间非均质性较强，压裂充填过程中未能有效

压开低渗储层，而压裂液对高渗储层又造成了二次

污染，形成的裂缝未能弥补这一污染。膨胀筛管与

优质筛管防砂方式下表皮因数相当，符合预期。
 

图 4　生产井校正表皮因数

2.3　单井产能

推荐采用标准化产液指数作为评估防砂方式对

单井产能影响的依据。标准化产液指数表示为

 J J kH* = ×104 /  （2）
式中，J 为产液指数；k 为地层渗透率；H 为地层 
厚度。

在标准化产液指数基础上引入流体黏度 μ，得到

校正标准化产液指数 J'，作为评估防砂方式效果的

依据 

 
* 410 /J J J kHµ µ= = ×'  （3）

据此，得到投产后一年内定向生产井的平均校

正标准化产液指数，如图 5 所示。
 

图 5　定向生产井校正标准化产液指数 
（投产后一年内平均数据）

对于图 5 中定向生产井，B123-P4、B68-P1 等前

8 口井为压裂充填防砂井，B568-P1、C-P2、B568-P2
等 3 口井为膨胀筛管防砂井，B9-P2 为优质筛管防 
砂井。

对比 3 种防砂方式下生产井的平均校正标准化

产液指数，可以看出，优质筛管防砂是压裂充填的

（下转第 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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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M 气田深水完井作业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序号 风险点 解决方案

1 筛管下不到位 保证下入筛管前井眼干净，做好下入摩阻计算预测

2 砾石充填失效
控制最大井斜不超过 60°，防止在充填过程中产生 α-β 波；采用变换路径技术，预防砂桥
产生；使用 DST 压力工具记录充填作业参数

3 需重新进行上部完井
下部完井时下入过油管堵塞器，压井前隔离储层；所有用于重新完井的应急工具和设备
都必须可用；采用可回收式封隔器

4 需重新进行下部完井
采用对储层无害的压井液体系；使用可回收式砾石充填封隔器，下部为剪切连接；
专用打捞工具可用

5 充填工具遇卡 确保作业步骤正确，尤其要注意在泵入砾石前需进行压力测试

6 下部完井隔离阀无法关闭
每次下井前更换转位工具的套筒 / 销子；砾石充填工具配有向下冲洗的设备，能在关闭
隔离阀前对其冲洗

7 油管挂无法坐放
有工具穿过时必须安装采油树保护器；确保油管悬挂器按程序进行施工，并利用 ROV
进行水下监测；避免井筒内落物，并确保所有事故能够及时报告

8 生产封隔器坐封失败 在基于剪切销钉最大强度情况下，进行坐封压力的优化，封隔器可再次进行液压坐封

9 下部完井隔离阀无法打开 上部完井过程中保持井眼清洁；备好连续油管设备和工具

10 井下安全阀失效
选择可靠性高的井下安全阀；连接及下入时需要保护控制线路；连接密封件及其安装
程序需符合防震设计要求，安装应遵守作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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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倍，是膨胀筛管的 2.4 倍。优质筛管防砂方式更

有利于释放生产井产能。对比产量和生产压差可以

看出，3 种防砂方式中，压裂充填方式可承受更大的

压差，在提产方面更有优势。

3　结论

（1）压裂充填、优质筛管、膨胀筛管 3 种防砂方式

均能有效阻止地层砂的产出，可实现油田的长期稳

定生产。

（2）对于生产井和注入井，3 种防砂方式下对应

的表皮因数排序为：优质筛管＜膨胀筛管＜压裂充

填。压裂充填的表皮最高，但可耐受更大的生产压

差，有利于提产。

（3）优质筛管对应的单井产液指数最高，最有利

于产能的释放。同时，该防砂方式对应的完井工期

及费用最低，可大幅降低建井成本。从生产表现来

看，定向生产井和水平生产井采油优质筛管防砂方

式均可长期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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