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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海东部珠江口盆地疏松砂岩油藏埋藏浅，泥质含量高，易出砂。为优选适用于该油田水平井的防砂筛管，采用实

尺寸筛管防砂物理模拟实验装置，结合该油田储层特征（d50=250 μm，非均匀系数 3.17，泥质 12%）和实际工况，进行了不同类型

防砂筛管的防砂物理模拟实验，通过测定不同防砂精度（150、 200、250、300 μm）条件下的流量、压降、油中含砂量、产出砂粒径

等参数，系统评价了改进型星孔复合筛管及其他 3 种不同结构的金属网布复合筛管防砂性能、抗堵塞性能和综合性能。结果表

明：金属网布复合筛管Ⅱ（保护套 + 斜纹网 + 双层密纹网 + 斜纹网 + 基管）和金属网布复合筛管Ⅰ（保护套 + 斜纹网 + 三层密

纹网 + 斜纹网 + 基管）防砂性能、抗堵塞性能以及综合性能指标都较高，适合作为南海东部珠江口盆地疏松细 ~ 中砂岩油藏高

含水期水平井防砂筛管，并推荐油田防砂精度为 200~250 μm。该研究可为该油田进行防砂方案设计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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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consolidated sandstone oil reservoirs in the Pearl River Mouth Basin in the eas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re character-

ized by shallow burial depth, high shale content and easy sand production. In order to select the sand control screen suitable for the hor-

izontal wells in this oilfield, physical simulation experiments of sand control were carried out on different types of sand control screens 

by using the full-scale physic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device of sand control screen, based on the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d50=250 μm, 

heterogeneity coefficient 3.17, and shale content 12%) and actual working conditions in this oilfield. After the flow rate, pressure drop, 

sand content of oil and particle size of produced sand at different sand control precisions (150, 200, 250 and 300 μm) were measured, 

the modified star-hole composite screen and three metal-mesh composite screens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s were evaluated system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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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南海东部珠江口盆地珠 I 坳陷惠州凹陷南

的疏松砂岩油藏埋藏浅、产量高，生产过程中极易出

砂，出砂临界生产压差仅为 1.38~5.52 MPa，普遍采

用水平井裸眼优质筛管先期防砂完井的方式。虽然

油井初期产能高，但随着含水上升，产油量迅速降

低，大量的井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防砂失效问题。因

此，选择合适类型的防砂筛管显得尤为重要［1］。目

前优质筛管种类繁多［2］，但是应用比较广泛的是金

属网布类筛管。筛管结构、防砂介质性能、地层砂特

征直接影响着防砂的有效性、油井产能以及寿命［3-5］。

针对珠江口盆地疏松砂岩油藏的储层特征，采用实

尺寸筛管防砂物理模拟实验装置，对改进型星孔复

合筛管、3 种金属网布类复合筛管进行防砂性能、抗

堵塞性能及综合性能评价实验，优选出适合珠江口

盆地疏松砂岩油藏水平井的防砂筛管，以保障油田

实现长效防砂和稳产。

1 储层基本特征

1.1 储层物性特征

南海东部珠江口盆地疏松砂岩油藏储层埋藏

浅，压实程度不高，胶结强度低。主要含油层分布在

上第三系中新统。储层上部油层为细粒石英砂岩，

下部油层为中粒偏粗的长石石英砂岩，分选差 ~ 中

等。储层中胶结物以泥质为主，各储层泥质含量差

异较大，泥质含量分布范围为 0.3%~22.0%。油层孔

隙度为 16.7%~28.1%，渗透率为 129.7~3 744.0 mD，

属于中高孔、中高渗储层。

1.2 黏土矿物组分及含量

南海东部珠江口盆地疏松砂岩油藏油组黏土矿

物含量为 4.0%~20%，平均值为 12%。从黏土矿物组

分来看，以高岭石为主，次为伊利石 - 蒙脱石，含少

量绿泥石。其中高岭石含量在 50% 以上，伊利石 -
蒙脱石含量为 30%，绿泥石含量为 10% 左右。储层

见水后岩石强度降低且极易出砂。

1.3 储层砂岩粒度分布特征

储层粒度分布特征是进行防砂方式选择设计

的主要依据［6-7］，南海东部珠江口盆地疏松砂岩油

藏 A 油组粒度分布情况见表 1，粒度中值主要介于

70~570 μm 之间，主要集中在 100~500 μm 之间，平

均值为 250 μm，属于细 ~ 中粒砂岩储层，且细粉砂

含量较少，基本在 5% 以内。粒度均匀系数不大于 5，

分选系数基本上都在 10 以内，地层较均匀［8］。
表 1 珠江口盆地疏松砂岩油藏 A 油组地层砂粒度分布数据

Table 1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sand in Oil Formation A 
of unconsolidated sandstone oil reservoirs 

in the Pearl River Mouth Basin

井深 /m d10/
μm

d40/
μm

d50/
μm

d90/
μm

d95/
μm

非均匀
系数

分选
系数

＜ 44 μm
颗粒占
比 /%

1 755.5 675 266 228 120 100 2.20 6.75 1.5
1 755.9 880 450 360 118 87 3.75 10.11 1.3
1 759.3 285 200 184 95 77 2.10 3.70 1.8
1 762.3 800 425 350 110 75 3.86 10.67 0.2
1 762.5 760 371 321 106 76 3.50 10.00 1.6
1 878.5 101 78 70 52 48 1.50 2.10 6.7
1 878.5 110 80 72 60 55 1.33 2.00 3.1
2 042.6 401 230 201 103 75 2.23 5.35 1.5
2 043.4 258 170 135 72 58 2.36 4.45 3.1
2 101.6 1 001 637 526 153 102 4.16 9.81 1.0
2 102.4 892 453 375 150 70 3.02 12.74 0.5
2 251.3 820 550 455 120 91 4.58 9.01 1.0
2 254.8 956 636 553 200 105 3.18 9.10 1.1
2 257.2 982 650 570 190 125 3.42 7.86 1.3

2　防砂实验原理及评价参数

2.1　实验装置与实验原理

该实验采用实尺寸筛管防砂物理模拟实验装

置，主要部件由固液两相循环管线、数据测量及采集

系统（流量计、压力传感器、伺服系统和电脑数据采

集系统）、模拟井下筛管防砂系统（近井地带、环空、

防砂筛管）以及其他辅助系统组成，如图 1 所示。

from the aspects of sand control property, anti-blocking capacity and overall performance. It is indicated that metal-mesh composite 

screen II (protective sleeve + square hole net + dual-layer dense net + square hole net + base tube) and metal-mesh composite screen 

I (protective sleeve + square hole net + three-layer dense net + square hole net + base tube) are better in the indicators of sand control 

property, anti-blocking capacity and overall performance, and they are suitable to act as the sand control screen of horizontal wells in 

fine-moderate unconsolidated sandstone oil reservoirs with high water cut in the Pearl River Mouth Basin in the eas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the sand control precision at 200-250 μm.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design of sand 

control scheme of this oilfield. 

Key words: unconsolidated sandstone oil reservoir; horizontal well; high-quality screen; sand control; anti-blockage; 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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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实尺寸筛管防砂物理模拟实验装置
Fig. 1 Full-scale physic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device of sand 

control screen

依据地层砂粒度分布范围和泥质组分及含量采

用工业砂和黏土矿物配制地层砂，实验砂粒度中值

约为 250 μm，非均匀系数 3.17，泥质含量 12%，高岭

石和蒙脱石各占 50%。

4 种筛管短节样品长度 40 cm，一端开口一端封

闭，有效过滤长度为 20 cm。实验筛管短节类型为：

改进型星孔复合筛管（SG1）、金属网布复合筛管Ⅰ

型（SG2）、金属网布复合筛管Ⅱ型（SG3）、金属网布

复合筛管Ⅲ型（SG4），防砂精度为 150、200、250、300 
μm，见图 2。这 4 种筛管结构不同，改进型星孔复合

筛管其防砂介质为镶嵌在基管上的金属纤维元件，

金属网布优质筛管Ⅰ防砂介质为斜纹网 +3 层密纹

网 + 斜纹网的复合结构，金属网布优质筛管Ⅱ防砂

介质为斜纹网 + 双层密纹网 + 斜纹网的复合结构，

金属网布优质筛管Ⅲ防砂介质为双层密纹网的复合

结构。筛管防砂介质类型及层数不同决定着其防砂

效果的差异性。

实验前将防砂筛管短节放置于装置釜体中央并

进行端面的密封，然后用高压隔膜泵将按照储层粒

度分布特征和组分配制好的实验砂与具有一定黏度

的携砂液的混合物泵入防砂釜体装置中，经防砂筛

管，大颗粒的砂粒被挡在筛管外形成环空堆积层，小

颗粒砂穿过筛管防砂介质流出防砂系统，并在出口

进行出砂监测。

实验过程中对防砂系统流量、压降进行测量和

数据采集，并对产出砂进行收集称重、粒度分析和含

砂浓度计算。按照达西定律和平面径向流的特征计

算整个实验过程中筛管允许流体经过的能力以及抗

堵塞性。

 
e

w

e w

ln

2 ( )

RQ
Rk

h p p

µ
=

−
 （1）

式中，k 为筛管渗透率，D；Q 为泵排量，m3/h；μ 为

携砂液流体黏度，Pa·s；h 为筛管短节有效过滤长

度，m；pe 为防砂系统入口端压力，MPa；pw 为防砂

系统出口端压力，MPa；Re 为防砂系统主体内筒半

径，m；Rw 为筛管内半径，m。

为了评价不同筛管对储层的适应性，进行了实

际工况模拟，实时测量并采集流量、压降数据。由

于该疏松砂岩油藏含水上升快，长时间处于高含水

（90% 以上）生产阶段，因此本次实验采用加入增黏

剂的水进行携砂实验。实验温度为 25 ℃，最大驱替

压差为 10 MPa，防砂系统出口压力为大气压，入口

压力及系统压降主要由泵的排量、筛管的堵塞情况

以及流动阻力来确定。

2.2　筛管性能评价指标

优质筛管结构和防砂介质决定着筛管的防砂性

能和过流能力［9］。本研究采用筛管的防砂性能指标

和抗堵塞性能指标来评价筛管的综合性能。

图 2 4 种实尺寸筛管实验短节
Fig. 2 4 full-scale experimental screen s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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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防砂性能指标　防砂性能指标［10］反映筛管

的防砂效果，实验过程中通过筛管的出砂量来表示。

根据 1/2~2/3 架桥原理［11］，能够通过筛管的颗粒粒

径为筛管标称精度的 2/3。为了便于不同类型筛管

的横向比较，筛管防砂性能指标为

 I m
m ws

s

t
= −1  （2）

式中，ms 为通过筛管的总砂量，g；mt 为总加砂量，g；

w 为过砂率，粒径小于筛管标称精度 2/3 的砂量所占

总砂量的比例，%；Is 为筛管防砂性能指标，无量纲。

2.2.2　抗堵塞性能指标　抗堵塞性能指标［12］反映

筛管的过流能力，用筛管的综合渗透率 ks 来表示。

即筛管堵塞前的渗透率 k1、堵塞过程中的平均渗透

率 k2 以及堵塞稳定后的平均渗透率 k3 的加权平均

值。X 为加权系数，取值按照实验过程中堵塞的不

同阶段所占的时间比例

 ks=k1X1+k2X2+k3X3 （3）
为了便于不同类型筛管的比较，对综合渗透率

ks 进行归一化处理

 I k
kk

s

smax

=  （4）

式中，Ik 为筛管抗堵塞性能指标，无量纲；ks 为筛管

综合渗透率，D；ksmax 为 4 种筛管中综合渗透率最大

值，D。

2.2.3　综合性能评价指标　综合性能评价指标［13］

反映筛管综合防砂能力和过流能力。采用防砂性能

指标 Is 和抗堵塞性能指标 Ik 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由

于筛管 Is 和 Ik 是油井进行长效防砂的两个重要指标，

故加权系数 Y1 和 Y2 都取 0.5
 I=Y1Is+Y2Ik （5）
式中，I 为综合性能指标，无量纲；Y1、Y2 为加权系数。

3 筛管防砂性能评价及防砂精度优化

3.1　防砂筛管优选

根据南海东部珠江口盆地疏松砂岩油藏水平井

平均产液量、筛管有效过流长度以及筛管短节长度，

计算得到泵的排量为 0.30~0.35 m3/h。按照上述实

验方法使用隔膜泵携带实验砂模拟筛管的防砂过程

和堵塞过程，4 种筛管类型、4 种防砂精度，共进行了

16 次实验。

防砂精度为 150 μm 的 4 种筛管的流量和压差

见图3，实验初期（5 min内）4种筛管的流量基本相同，

都为设定流量范围，筛管压降也较低（0.02 MPa），随

着加砂量逐渐增加，SG2、SG3、SG4 筛管流量略微降

低后趋于稳定，SG1 筛管流量却大幅度降低，同时 4
种筛管的压降都逐步上升，说明 4 种筛管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堵塞，最后达到稳定状态。从实验后筛管

外观形貌可以看出，筛管的过流罩缝隙中都充满了

砂，大部分砂被阻挡在筛网外。

图 3 防砂精度 150 μm 的 4 种筛管驱替流量和压降
随驱替时间的变化

Fig. 3 Change of displacement rate and pressure drop over the 
time of 4 screens with sand control precision of 150 μm

筛管渗透率是筛管结构特征、防砂介质孔隙形

状、尺寸以及孔网有效过流面积的综合反映，因此为

了更直观地了解筛管的堵塞情况以及定量评价筛

管的流通性，根据动态实验数据分别计算了 SG1、

SG2、SG3、SG4 等 4 种筛管渗透率随时间的变化，

如图 4 所示。由于 SG1 改进型星孔复合筛管属于

在基管上镶嵌一定数量致密金属纤维丝过滤元件的

整体式筛管，其过流面积仅为筛管表面积的 9%。而

SG2、SG3、SG4 金属网布型优质筛管是在基管上包

裹金属网布来进行防砂，其过流面积为筛管表面积

的 20%，且过滤筛网层数、目数以及编织方式的不同

造成其防砂性能也不同，因此，4 种筛管结构的差异

使其初期渗透率以及对细粉砂和黏土矿物的敏感性

也不同。随着加砂实验的进行，由于防砂介质的类

型及精度不同，一方面进入防砂介质内部的部分细

颗粒滞留并堵塞筛管；另一方面被阻挡在防砂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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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的大颗粒会形成孔喉尺寸更小的多孔介质防砂

层，会造成后泵入的与其孔喉尺寸相匹配的砂粒堵

塞，加之黏土的水化膨胀影响，造成整个防砂系统渗

透率和驱替压差呈现不同程度地下降和上升，平衡

后趋于稳定。从防砂介质结构和性质来看，SG1 改

进型星孔复合筛管采用的防砂介质由镶嵌式的方孔

网紧密夹持的金属纤维丝组成，其致密程度较高，因

此其防砂范围大、效果较好，容易被细粉砂和泥质堵

塞；SG2、SG3、SG4 金属网布类筛管都为多层网布

包裹式筛管，采用密纹网和方孔网组合，由于筛网层

数及组合不同，对细粉砂及黏土的敏感性不同［14］，

最终堵塞程度也不同。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SG1
筛管由于金属纤维丝防砂介质较致密，最早发生堵

塞，渗透率下降程度大；采用密纹网［15］作为防砂介

质的 SG4 复合筛管堵塞较快，渗透率下降程度较大；

SG2、SG3 筛管防砂介质采用斜纹网和密纹网组合，

不易被堵塞，而 SG3 筛管比 SG2 筛管少一层密纹网，

堵塞也最晚，并且稳定后保持了较高的渗透率，适应

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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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防砂精度 150 μm 的 4 种筛管渗透率随驱替时间的变化
Fig. 4 Change of permeability over the time of 4 screens with 

sand control precision of 150 μm

实验过程中通过筛管的砂越少、砂粒径越小则

表示筛管的防砂效果越好［16-19］。将精度 150 μm 的

4 种筛管的过砂率和产出砂最大粒径进行对比分析，

见图 5。在相同的标称精度下，SG1、SG2、SG3、SG4
等 4 种筛管的过砂率分别为 0.11%、0.25%、0.28%、

0.46%。改进型星孔复合筛管、金属网布复合筛管Ⅰ

和金属网布复合筛管Ⅱ过砂率都相对较小，防砂性

能较好。从产出砂最大粒径来看，4 种筛管实际产出

砂最大粒径都小于其标称的防砂精度，符合防砂要

求。但是防砂完井的目的不仅仅是防砂效果，更重

要的是油井的产能，因此需要进行综合比较优选防

砂筛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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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4 种筛管过砂率和最大过砂粒径对比
Fig. 5  Comparison of the four sand screens and the maximum 

sand particle size

为了比较 4 种筛管的防砂性能指标、抗堵塞性

能指标以及综合性能指标，进行了单向性能指标和

综合性能指标的计算（4 种实验结果的平均值），从

图 6 可以看出：不管是从单向性能指标还是综合性

能指标以及均衡性分析，金属网布复合筛管Ⅱ都表

现出良好的防砂性能和抗堵塞性能，其次金属网布

复合筛管Ⅰ的防砂性能和抗堵塞性能相对均衡比较

高。故推荐金属网布复合筛管Ⅱ和金属网布复合筛

管Ⅰ作为南海东部珠江口盆地疏松砂岩油藏水平井

机械防砂筛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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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4 种筛管单项及综合指标对比
Fig. 6 Comparison of single and overall indexes between 4 screens

3.2 防砂精度优化

根据 4 种筛管防砂性能评价实验推荐结果，针

对南海东部珠江口盆地疏松砂岩储层的粒度特征及

组分，进行 4 种防砂精度下的金属网布复合筛管Ⅰ

和金属网布复合筛管Ⅱ防砂模拟实验，评价两种筛

管的防砂效果和综合性能，见图 7。

实验结果表明，200~250 μm 筛管精度防砂综合

指标最高，综合考虑筛管防砂性能和抗堵塞性［20-21］

对防砂效果的影响，推荐在该油田采用防砂精度为

200~250 μm 金属网布复合筛管Ⅱ和金属网布复合

筛管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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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防砂筛管结构及防砂介质是影响筛管防砂效

果和油井产能的主要因素，采用筛管防砂物理模拟

实验装置模拟油井出砂过程的平面径向流，提出用

防砂性能、抗堵塞性能及综合性能指标评价筛管防

砂效果和过流能力，具有较好的实用性。

（2）针对南海东部珠江口盆地疏松细 ~ 中粒砂

岩油藏长期处于高含水生产阶段，并且黏土矿物含

量（4%~20%，平均值为 12%）差异性较大的特点，筛

选出金属网布复合筛管Ⅱ和金属网布复合筛管Ⅰ，

研究认为，2 种筛管具有较强的适应性，防砂性能、抗

堵塞性能和综合性能指标均较高，推荐在该油田使

用该防砂筛管。

（3）对于南海东部珠江口盆地疏松砂岩油藏地层

砂粒度中值为 250 μm、非均匀性系数为 3.17、泥质含

量 12% 的地层，推荐金属网布复合筛管Ⅱ和金属网

布复合筛管Ⅰ的防砂精度为 200~25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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