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油田新技术

易出砂储层中的油气储量在全球总储量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

大。许多此类储层中油井的寿命远远超过其预期寿命，从而可能导

致地层变得疏松。因此，作业公司更加重视寻求经济有效的方法来

修复出现故障的防砂系统，或者在原先未实施防砂措施的油井中新

增防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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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弱胶结地层中，产液的同时几

乎总是伴随着出砂，这将导致产量降

低、地面和井底设备的损坏以及维护

成本的增加。出砂需要经历两个过程：

先是作用于地层岩石的压力造成剪切

破坏，随后碎砂粒随产出液体流入井

筒，再经井筒流往地面，或在井系统的

某处沉积下来。流体相的变化（尤其是

水突破）也与砂粒运移有关。

供了便利。就本质而言，低含水饱和度

相当于高毛管压力，高含水饱和度相当

于低毛管压力，而无水相当于无毛管压

力，因为此时只存在一个单一液相。

另一种理论认为地层见水降低了

油和水的相对渗透率，作业公司通过

增加压降来维持油气产量这一做法导

致了微粒的运移。同时，水也增加了产

出流体的粘度，使得砂粒的摩阻速率

增加。总之，多数专家认为见水和出砂

之间的关系未被充分了解，可能是多

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一旦有地层遭到破坏及地层内出

现砂粒（或固相颗粒）运移现象的发

生，作业公司可以选择降低流动速度

使其无法携砂、控制出砂或设立一个

阻挡层（其实就是过滤器）防止砂粒从

地层流入井筒。为了能够在阻止（或至

少延缓）砂粒运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

减少对生产的影响，作业公司应实施

机械隔离技术，如套管井砾石充填、高

速水力充填、压裂充填、裸眼砾石充填

或设立独立筛管。此外，无筛管完井是

适用于中等疏松储层的化学完井可选

方案。在利用树脂涂敷的支撑剂稳定

近井区域的同时，该技术还能保留足

够的原始渗透率确保地层和流体的生

产[1]。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井底环境的变

化，一些原本适合在建井阶段实施的

防砂技术可能将失去原有的作用，如

早期生产中裸眼水平完井由于其设计

上的优势曾大大降低了油井中的砂故

障风险，但在接近废弃压力时该技术

的砂故障风险将达到50%左右[2]。 　　

出砂现象发生后，作业公司所采取

的应对措施往往与经济因素直接相关。

如在高产层生产早期出砂后可以实施二

次完井或侧钻作业，如果油井已经接近

经济极限，在井筒被砂粒充满及流体停

止流动之前采出所有可能的剩余储量而

不采取其他任何措施可能是最有效的措

施。如果经济条件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就需要工程人员在合理的经济条件及可

能的技术之间做出权衡，并将结果与作

业成本做权衡。许多情况下，是否实施

修复及如何实施修复与诸如现有井的井

身剖面、现有技术、破坏机理及地理位

置等实际情况有关。

本文中的防砂修复针对的是油气生

产一段时间以后出现的出砂问题。文中

对出砂修复方案和工具（如过油管砾石

充填、筛管补贴与筛管清洗、膨胀式筛

管及在故障筛管中放置新筛管）以及相

应方案和工具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描述。

通过实例对各种具体修复措施及修复结

果进行了研究。由于二次完井和大井眼

侧钻可能包含一次防砂方法，因而本文

对此将不予论述。

防砂完井装置出现故障的过程

防砂修复的目的是寻求一种优化方

法修复油井意料外出砂或原始防砂设备

失效所导致的油井故障。强调“优化”表

明了所选择的系统不仅应该可以防止砂

粒流入井筒，同时还能够最大限度地延

长油井安全生产年限。由于防砂完井系

统十分复杂，因而对其结果的评价也往

往比较主观。例如在出砂加剧的情况

下，作业公司可能选择减小油嘴的做

法。如果降低后的生产压差将出砂量减

少到了与现有筛管或砾石充填能力相匹

配的水平，一些作业公司可能会认为该

防砂方案取得了成功。但是考虑到相应

的产量降低问题，其他一些作业公司可

能会采取更加积极的方法。

另外一些防砂结果的评估则更为客

观（请参见“故障分析”，第 7 页）。防

砂措施不当或防砂程序不合理都会导致

筛管损坏或影响砾石和压裂充填效果，

造成系统在生产早期，甚至在刚开始生

产时就发生故障。有时防砂程序和防砂

材料的不相容及对储层了解不充分会导

致腐蚀、冲蚀及其他机械故障，在筛管

和充填物的寿命与工作条件超出原始设

计时最终导致系统故障。

有关见水和地层损坏之间的确切关

系存在着多种解释。有一种理论认为由

于多数砂岩储层具有亲水特征，湿润相

饱和度增加后的见水现象导致毛管压力

下降（请参见“润湿性基础及应用分

析”，第44页）。毛管压力的存在使颗粒

聚集在一起，从而使见水现象为出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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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蚀受损。当射孔孔道的作用相当于地层流体集中流出的喷嘴时将导致未受砾石充填保护的独立筛
管因受冲蚀而损坏（左）。连续不断的冲蚀造成第一个故障点后，沿着60˚射孔相位角可以看到第二个

故障点（右）。独立筛管完井修复作业包括孔道砾石充填，某些情况下还包括筛管和地层或套管之间
的砾石充填，从而形成砾石充填完井。（图片由 BP 公司提供）

 受损筛管。图中筛管大面积损坏可能是在起下

作业期间造成的。此类损坏的影响在早期生产过
程中（其严重程度一般低于本图所示）可能并不
明显，但在油井生产后期却能引发严重故障。通

常情况下很难确定系统损坏到底是由应用不当还
是由设计不合理引起的，因为最初的受损会导致
诸如冲蚀之类的次生故障的产生，从而有可能掩

盖原来的问题。

> 筛管腐蚀。为了经受恶劣的井底化学环境考验，防砂筛管通常由不锈钢材
料制成。如图中看到的筛管组件一样（上），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筛管仍然可
能受到腐蚀。这些组件取自特立尼达油井中的一个受损筛管，并已在位于塔

尔萨的前阿莫科研究实验室中经过了清洗（下）。应力开裂引起筛管脆化是筛
管受损的真正原因，这也是高氯化物环境下不锈钢筛管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
图中的厘米标尺用于显示图片比例。（图片由 BP 公司提供）

装配过程中相对微小的失误，在油

井原始预期寿命条件下一般不会引起任

何故障，但如果使用寿命延长就可能对

系统造成损害，或者也可能导致筛管不

再适合意料之外的固相产出量或颗粒尺

寸（左上图）。

防砂系统中最常见的故障通常出现

在用于限制砾石的筛管上，而在只采用

筛管完井装置的井中，则出现在地层

中。筛管故障一般是由产能问题或完井

作业引起的，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种原

因：

● 流体流经炮眼时速度过快，导致环

形砾石充填不稳定

● 筛管冲蚀

● 筛管腐蚀

● 被堵筛管段周围流体流动或环形砾

石充填不充分形成局部“热点”

● 压实作用引起的筛管损坏

● 封堵引起的筛管损坏[3]

上述机制往往同时作用，从而导致

系统最终出现故障。尤其当不稳定环空

充填、筛管冲蚀和腐蚀之间相互作用时

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当充填到环

形空间或射孔孔道中的砾石变得不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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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完井平均数据表（由 BP 公司提供）。

3. Wong GK，Fair PS，Bland KF 和 Sherwood RS：
“Balancing Act：Gulf of Mexico Sand Control

Completions，Peak Rate Versus Risk of Sand Control
Failure”，SPE 84497，发表在SPE技术年会暨展
览会上，丹佛，2003 年 10 月 5-8 日。

4. 奥氏合金是一种不锈钢材料，包括铬和镍，

有时也包括锰和氮。302 型奥氏不锈钢由铁、
18%的铬和 8%的镍组成，一般情况下抗腐蚀
和抗点蚀能力较强（特定化学环境除外）。

并且移动时，所产生的间隙导致地层流

体快速通过。夹杂在这股高速流体中的

砂粒击打筛管引发并加速了筛管冲蚀现

象。

筛管损坏速度与流体流动速度、流

动入射角、砂粒大小和含量、流动持续

时间及诸如密度和粘度之类的流体性质

有关。如果筛管的某些部位已经因为腐

蚀而变得脆弱，那么上述机制将加速这

些部分的损坏速度（前一页，右上图）。

防砂筛管故障可以分成五类，

包括设计失误、应用故障、早期故

障、生产故障和沉降故障（下表）。设

计失误反映了防砂系统与特定产层

进行匹配的难度。只有在了解了大

量相关参数信息（如地层渗透率、压

裂充填破胶化学属性及裂缝的产生

和扩张特性）的前提下，压裂充填和

裸眼砾石充填才可能得到成功应用。

系统安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会

直接导致应用故障，造成作业的过

早中断。此类问题可能是由计划不

当或评估风险（如过多的凭借以往

故障分析

经验）引起的。压裂充填和裸眼砾石充

填系统中设计失误和应用故障通常是

由数据不充分或数据质量差引起的。

但如果上述复杂系统在投入使用后一

定时间内表现出良好的性能，那么该

系统就可能被认为是现有防砂方案中

最可靠的系统。

早期故障定义为系统运行后 30 天
内出现的故障，早期故障通常是由原

先未被识别的设计失误或应用故障造

成的。此后出现的故障称为生产故障，

通常是由堵塞或局部“热点”引起的。

因沉降造成的防砂故障有时是由于对

储层情况了解不充分造成的，但有

时在作业公司的意料之中。作业公

司在现场保留钻机或连续油管作业

机，并每隔 6－ 30个月重新钻进一

次产层。

收集此类数据一直以来都是一

个难题，直到最近才有了足够的实

例记录用以得出可靠结论。可使工

程师实时评估作业过程的井下仪表

及其它科技进展使作业公司受益匪

浅，而时间和经验也同样发挥了其

应有的作用。

腐蚀现象会单独发生，甚至在没

有发生不稳定充填的条件下，腐蚀也

可以引起故障。对于坐放在大斜度和

水平段的筛管，腐蚀威胁更加严重。与

砾石充填处理液一同使用的酸液往往

朝油井低处移动并在整个油井寿命周

期中一直停留在这些低点。多数情况

下腐蚀是由筛管材料选择不当（如奥

氏合金）引起的，在存在氯化物和氧的

条件下容易出现点蚀、裂缝开裂及与

应力相关的腐蚀开裂[4]。筛管安装后，

不正确的洗井或无效泥浆清除作业也

可能引起腐蚀（前一页，右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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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筛管堵塞。生产过程中筛管的许多流动通道都被堵塞，流速加快后将冲蚀
并扩大剩余通道，使砂粒能够通过。在其它一些情况下，压力聚集在受封堵

筛管周围，最终导致筛管破裂（本图所示即为这种情况）。大多数筛管故障是
由封堵引起的。根据计算，1 克尺寸小于 44 微米的物质大约包含 100 万颗微
粒。如果这些微粒可以移动并形成桥堵，那么尽管尺寸不大，这些微粒最终

也将堵塞筛管。

还有另外一种筛管故障原因，即

由微粒堵塞筛管时一小块面积范围内

流速增大引起的筛管故障。筛管的大

部分被堵之后，流动通道集中到余下

阻力最小的未堵部分。流体的集中流

动大大增加了流速，从而形成了业内

所说的局部“热点”。砾石充填不完整

所导致的空隙也可以造成局部热点，

与不稳定砾石充填相同，此类空隙也

可以成为携砂液直接进入小部分筛管

的流动通道。尽管砾石充填作业过程

中泵入环形空间和射孔孔道的砂粒体

积等于或大于计算的待填空间，但仍

然观察到砾石充填中存在空隙。造成

这种偏差的原因通常是最初计算未考

虑到井眼冲蚀导致环空体积增大这一

因素。

另外一种筛管故障原因发生在整个

筛管被堵而不是形成热点的情况下，此

时，高压所导致的负荷足以引起筛管破

裂（右上图）。井筒压实也能引起筛管

破裂[5]。前一种情况通常是由筛管尺寸

和砾石充填尺寸不匹配，导致微粒通过

砾石充填运移但却截留在筛管内造成的
[6]。尽管有时在油井方案中已经考虑了

压实及随后产生的破裂因素，但上述两

种情况都可能是由于对储层了解不充分

引起的。在筛管被堵的情况下，即使压

力不足以造成筛管破裂，油井仍将承受

巨大的生产损失，此时应将筛管起出或

者对其实施就地清洗[7]。

防砂系统的寿命似乎与系统类型

有关，如筛管完井在两到三年内有快

速失效的趋势，套管井砾石充填的寿

命为六到八年，而裸眼井砾石充填

（OHGP）和压裂充填（FP）则没有出现

这种趋势。从数据中剔除早期故障之

后，裸眼井砾石充填和压裂充填似乎

在油井的整个寿命期间一直有效。

上述异常情况可能是由于OHGP和
FP 系统才刚刚被广泛使用造成的。也

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未来某个时期

故障发生率会有所增加。此外，与其他

两种系统不同，裸眼井砾石充填和压

裂充填是通过利用高压促使砾石进入

近井地带的空隙中而完成的。高压可

以阻止来自高渗夹层的流体，避免喷

嘴效应的发生，而许多筛管故障都是由

喷嘴效应引起的。压裂充填也是墨西哥

湾地区油田的一项常规实践。由于该系

统用于进行穿越多个阻挡层的压裂，使

得多层砂岩可以合采，因此容易造成数

据失真。这样做使来自高渗夹层的流体

分布在更广泛的充填范围内，降低了筛

管的流动负荷。最后，墨西哥湾地区油

田的常用做法是快速进行产层开采，然

后再开采其他产层。这样，在应用和设

计问题导致筛管故障之前可能就已经将

筛管从设备中拆除了。

问题的解决

近几年随着海上钻机成本的提高、

供应量趋紧以及水下井数量的激增，作

业公司迫切需要一些不使用钻机的修井

方法来处理微粒运移造成的筛管堵塞。

源自生产油管内壁结垢清除技术的过油

管化学方法就是其中的一种工业应用。

壳牌公司位于 C a m p o s 盆地的

Bijupira 油田是巴西近海第一个由国际

作业公司开采的油田。自2003年8月投

产后，到 2004 年该油田就达到了 50000
桶 / 日（8000 米 3/ 日）的高峰产量。随

后，在投产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油田产

量下降到了 15000 桶 / 日（2400 米 3/ 日）

左右。产量的急剧下降是由含水率增加

及产量下降引起的。该油田的原油产量

主要来自油田七口生产井中的三口，即

Q、T和S井，从这三口井中产出的几乎

都是含水率低于 10% 的无水原油。

5. 有关压实作用更多的信息，请参见：Doornhof
D，Kristiansen TG，Nagel N，Pattillo P 和 Sayers
C ：“压实和沉降作用”，《油田新技术》，18
卷，第 3 期（2006 年秋季刊）：32-50。

6. 细粒可以由多种物质组成，如粘土（尺寸小

于 4 微米的层状硅酸盐）和粉砂（尺寸在 4
－ 64 微米的二氧化硅或铝硅酸盐）。最常见
的运移粘土为高岭石和伊利石。细粒运移导

致悬浮在产出液中的微粒堵塞近井孔喉，从
而降低产能。

7. 有关防砂故障更多的信息，请参见：Arukhe J，
Uchendu C和Nwoke L：“Horizontal Screen Failures
in Unconsolidated，High-Permeability Sandstone
Reservoirs：Reversing the Trend”，SPE 97299，发
表在SPE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达拉斯，2005
年 10 月 9-12 日。

Acock 等人，参考文献 1。

Ali S，Dickerson R，Bennett C，Bixenman P，Parlar
M，Price-Smith C，Cooper S，Desroches J，
Foxenberg B，Godwin K，McPike T，Pitoni E，Ripa
G，Steven B，Tiffin D和 Troncoso J：“高产能水
平井砾石充填”，《油田新技术》，13卷，第 2
期（2001 年夏季刊）：52-73。

Ali S，Norman D，Wagner D，Ayoub J，Desroches
J，Morales H，Price P，Shepherd D，Toffanin E，
Troncoso J和White S：“增产和防砂综合技术”,
《油田新技术》，14 卷，第 2 期（2002 年夏季
刊）：30-47。

8. 注入流体倾向于沿着阻力最小的通道流动，
因而常常导致低渗透区域得不到充分处理。

而通过机械或化学转向手段，可以将处理液
注入到最需要处理的区域。

9. 注入地层的酸液可能溶解其首先遇到的砂粒

堵塞，从而形成一个流动通道供剩余酸液流
入地层。因此，剩余酸液将流入第一个层而
不会到达其他被堵塞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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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t Blaster 除垢作业。安装在连续油管顶端、配有涡流抑制器的 Jet Blaster 碳化钨喷嘴可以提高
水力效率，而滑动环则可以控制钻进速率，从而避免了多次作业的需要。

>  Jet Advisor 软件。选择适当连续油管尺寸之后，工程人员将油井和流体数据输入 Jet Advisor 软件，以便计算

通过连续油管的最大泵排量，从而计算可能产生的最大环空流速。同时，利用泵排量数据也可以了解各种不同尺
寸喷嘴的相关压降信息。为了使喷嘴转动，Jet Blaster 仪器要求喷嘴周围的压力至少达到 1500 psi（10.3 MPa）。
根据以上数据，Jet Advisor 软件将在四种标准喷嘴尺寸和喷嘴头中选择一种，以便在用户规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

提高 ROP和喷嘴功率。喷嘴动态随着具体井底压力的变化而变化（左），而选择喷嘴的原则是在现有井筒环境下
提供最高注入动力。连续油管、喷嘴、BHA和环形空间上的压降数据（右）有利于喷嘴、连续油管尺寸和泵入液
的合理选择。

这三口井的总产量从高峰期的

40000桶 /日（6400米3/日）递减到了8000
桶 / 日（1300米 3/ 日）。Q 和 T 井的产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平稳下降，指数递减

率为每年 60%。而S井的产量在进行常

规的防垢作业后急剧下降，所采用的作

业程序和化学剂在该油田其他油井中已

经得到成功应用。

截至2004年底，常规油井监测表明

上述产量下降不是由断块分割导致压力

枯竭引起的。壳牌和斯伦贝谢的工程人

员经过分析后认为产量下降是由油井受

损造成的。在分析了多种可能性之后，

工程师们认为油井受损主要是由地层细

粒在通过600多米（2000英尺）、分选较

差的砾石充填段的过程中封堵了筛管而

导致的。尽管被认为是次要因素的结垢

很有可能并非油井受损的原因，但作业

公司还是决定分两阶段对上述两种可能

的问题实施处理。首先，采用连续油管

输送硫酸钡（BaSO4）除垢剂对油井实

施处理，然后再利用酸化处理技术消除

砾石充填筛管和近井砾石充填段中的细

粒。

为确保化学物剂和酸液不会对地

层、完井材料或用于生产的浮式采油、

储油和卸油（FPSO）装置的顶部造成损

害，作业公司进行了一次试验测试。酸

化体系应确保油管结垢和地层矿物溶解

过程中无硫化氢（H2S）产出，而且还应

确保处理液可以快速回流从而不致于对

正在进行的FPSO作业产生影响。最后，

在设计过程中应确保通过较长水平段的

化学药剂转向可以达到一个合理的水

平，从而确保筛管和地层都可以受到均

衡处理[8] 。
为了避免泵入酸液与 FPSO 转塔之

间出现不兼容现象，配置了一艘钻井

船，其作用相当于一个作业平台。利用

连续油管将酸液直接泵入筛管周围，从

而避免原酸对水下完井密封设备或油井

造成损害。而利用连续油管底部组合中

的 Jet Blaster喷射除垢工具，砾石充填

范围内受到均衡处理及筛管得到良好清

洗的机会将会增加（上图）。

这种配置还可确保能量可以传导至

处于注入点的流体中，使酸液流入裸眼

下部。连续油管的采用改变了酸液与各

产层接触的时间，从而解决了各产层表

皮因子变化速率与井筒酸液分布之间的

复杂关系问题[9]。

工程人员认为本实例中采用连续油

管的不足之处可能在于泵排量受到了限

制，尤其是穿透深度实际上是注入速率

的函数。Jet Advisor除垢软件对最佳压

力和速率进行了模拟，以便优化稳定喷

嘴旋转模式下的流动效率和压力效率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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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三口油井采用双管齐下方法获得的结果。巴西海上Bijupira油田三口油
井实施除垢及酸化处理中及处理后井口压力（WHP）的下降表明封堵砂粒筛
管的细粒已经被成功清除。

此外，还利用CoilCADE连续油管设

计和评价软件检测连续油管的强度和应

力以及井筒的水力动态。利用 Virtual
Lab地球化学模拟软件对所有相关物质

之间的二次和三次反应可能对地层造成

的损害进行了评价[10]。不断进行批次酸

液混合，但是由于盐酸（HCI）和氟化

氢铵（NH5F2）之间相互反应后将形成液

态氢氟酸（HF），因此无需准备液态氢

氟酸[11]。

首先对各口油井实施了除垢处理，

使井口压力降低，当除垢剂回流到FPSO
时，就开始对其实施酸化增产。第一阶

段，当甲酸与地层接触时，Q井的井口

压力下降到了 50 psi（0.344 MPa），其余

两口井的井口压力都下降到了0 psi。在

井口压力下降到低于静水压力之前，Q
井的井口压力在主要处理阶段也下降到

了 0 psi（上表）。

油井清洗后的测试结果表明三口井

的产能都提高了10倍左右。清洗前，油

井都是通过人工举升进行生产的，压降

在 2000 psi（14 MPa）左右。随后油井开

始自喷，压降在300-400 psi（2-3 MPa）之
间。最初计划是通过限制压降减少细粒

运移风险，将每口井的产量保持在 6000
桶 /日（950米 3/日）左右。三口井的日

产油量之和为17460桶/日（2780米3/日）。

在生产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几个

月后，壳牌公司开始提高油井的生产速

度，到 2006年 10月，S井的产量达到了

7000桶 /日（1100米 3/ 日）左右。同样，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T井和Q井的产量也

得到了提高。到2007年3月，T井和S井
的产量达到了8000桶 /日，Q井的产量稳

定在 6000桶 /日。截止 2007 年 5月，利

用该措施已经增产原油200万桶（318000
米 3），而表皮因子测量表明未发现细粒

运移的迹象[12]。

补救作业

还采用了树脂和支撑剂回流控制与

无筛管完井结合的办法来管理易出砂地

层的开采[13]。实施无筛管完井需要采用

综合方法，该方法涉及到油藏特征描

述、射孔、连续油管作业、基质酸化、

树脂加固以及可以控制支撑剂回流和防

止细粒运移的最佳压裂措施[14]。无筛管

完井能够以过油管系统进行部署，免去

钻机费用，这是无筛管完井的一个主要

优势。与常规的砾石充填技术相比，无

筛管完井的表皮因子更低，而且不会对

入井通道构成限制。由于该完井方法成

本低，并可以在不影响油井产量的情况

下防止细粒运移，因此更适合老油田的

首次完井。

上述特征使无筛管完井非常适合

于油井再入，以开采易出砂地层中漏

掉的油气储量。在剩余储量太低而导

致钻机作业不经济的条件下，无筛管

完井方案的吸引力更大。例如，当发现

亚得里亚海地区其中一口井的 40/60目
砾石充填筛管几乎被细粒完全封堵时，

埃尼公司首先密封了当前的完井装置，

然后利用电缆传送射孔枪对筛管实施

了补充射孔。随后利用端部脱砂（TSO）
技术压裂该井段，并在射孔段置入过

油管筛管[15]。一种表面改性剂防止了细

粒运移堵塞砾石充填层。由于产出的

砂粒和支撑剂冲蚀压裂充填完井装置

的筛管，导致该油田的第二口井出现

故障。通过筛管孔道对油井实施二次

压裂，并利用树脂处理过的支撑剂将

其固定，从而在未限制流动区域的条

件下修复了受损的筛管[16]。

最近，雪弗龙公司利用斯伦贝谢提

供的无筛管完井装置大大提高了墨西哥

湾一个老油田中 6 口井的投资回报率。

每口油井使用的技术包括射孔相位和大

小的优化、近井加固、端部脱砂及细粒

控制以便开采漏掉的储量（下一页图）。

每口井都采用了 K300 呋喃树脂固砂系

统，并根据前三口井的经验教训对第三

口井实施了细粒抑制措施。

10. 有关 Virtual Lab 软件更多的信息，请参见：
Ali S，Frenier WW，Lecerf B，Ziauddin M，Kotlar
HK，Nasr-El-Din HA和Vikane O：“模拟测试：增

产流程的关键”，《油田新技术》，16卷，第 1
期（2004 年春季刊）：58-68。

11. 细粒引起的损害通常在距离井眼 3-5英尺（1-
1.5米）半径范围之内，但也可以发生在砾石

充填完井中。在砂岩地层中，通常用氢氟酸
（HF）混合物来溶解细粒，但在碳酸盐岩地层
中，作业目标是分散（而非溶解）溶蚀孔洞

中的细粒，所以采用盐酸（HCI）作为处理液。

12. Bogaert P，Cavazzoli G，Perez DR，Guimaraes C，
Trummer S和Lungwitz B：“ World’s   First Combined
Acid Stimulation of Horizontal Openhole Gravel-Pack
Application of Coiled-Tubing，Dynamically Positioned
Vessel，and Floating Production，Storage, and
Offloading，Deepwater Offshore Brazil”，SPE

106546，发表在 SPE/ICoTA 连续油管和修井大
会暨展览会上，得克萨斯州 Woodlands，2007
年 3 月 20-21 日。

13. 有关无筛管完井更多的信息，请参见：Acock
A，Heitmann N，Hoover S，Malik BZ，Pitoni E，
Riddles C 和 Solares JR：“无筛管防砂方法”，

《油田新技术》，15 卷，第 1 期（2003 年春季

刊）：38-53。

14. 有关防砂射孔更多的信息，请参见：Bruyere F，
Clark D，Stirton G，Kusumadjaja A，Manalu D，
Sobirin M，Martin A，Robertson DI 和 Stenhouse
A：“New Practices to Enhance Perforating Results”，
Oilfield Review，18 卷，第 3 期（2006 年秋季
刊）：18-35。

15. 压裂高渗透地层时，应该优选宽大裂缝，避
免采用从井筒向外延伸很远的长裂缝。当裂

缝从井筒向外开裂至合适距离，通过端部脱
砂（TSO）可以实现这种效果。通过将压裂液
渗漏到地层中流体无法悬浮相关支撑剂的区

域就可以实现端部脱砂。

16. Lightford SC，Pitoni E，Emiliani CN，Devia F和Valli
V：“Rigless Interventions to Failed Gravel-Pack Gas
Wells Using New Resin Systems”，SPE 98263，发

表在 SPE 地层损害控制国际会议暨展览会上，
路易斯安那州 Lafayette，2006 年 2 月 15-17 日。

17. Wise MR，Armentor RJ，Holicek RA，Gadiyar BR，
Bowman MD，Hansen RA 和 Krenzke SN：
“Screenless Completions as a Viable Through-Tubing

Sand Control Completion”，SPE 107440，发表在
SPE 欧洲地层损害会议上，荷兰 Scheveningen，
2007 年 5 月 30 日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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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钻机修井作业。利用最优射孔技术、树脂和端部脱砂压裂技术，可以在
不使用钻机的情况下防止砂粒和细粒的运移。在墨西哥湾 6口井的补救作业
过程中，雪弗龙公司将树脂注入近井基岩中的松软或疏松地层，从而发生聚

合反应。树脂固化成一个硬塑胶将疏松砂粒固结。细粒只有在移动时才会对
生产造成影响。因此为了进一步稳固近井区域，需要实施细粒抑制措施。抑
制剂由三种流体组成：表面活性剂、单基物和引发剂。抑制剂将会在酸化处

理后被泵入，并在砂粒周围留下一层超薄薄膜，将细粒固结在岩石表面，从
而实现砂粒的有效固定。

在这六口井中，A、B、C和 F井位

于 20世纪 60年代投产的一个油田。产

油高峰期虽然已过，但这几口井中均

存在一些储量有限的小层，这些地层

都需要进行防砂处理。是否需要对这

些未开发层实施完井，关键是能否以

最低成本完井同时不影响产能。第五

口井（D井）的完井在一个衰竭油藏中

进行，该井经历了四项正常完井，并且

未实施防砂措施。第六口井（E井）的

完井也在一个衰竭油藏中实施，该井

经历了两项完井—一个砾石充填完井

以及一个下部储层段的天然完井[17]。

项目工程人员利用 PIPESIM 生产

系统分析软件对每口井实施了节点分

析，模拟油层及完井程序，从而确定特

定压降条件下的油井产量。PIPESIM模

型中输入了由测井资料获得的油藏性

质数据、生产历史数据以及从压裂过

程中的压力响应数据分析中获得的油藏

渗透率数据。随后工程人员利用压降极

限实施无筛管完井，根据以往经验及已

知的纤维支撑剂回流控制添加剂的局限

性防止支撑剂回流及出砂。生产开始

后，作业组就开始密切监测产量和压

力，并将获得的数据与节点分析数据作

比较。上述措施不仅可以确保压降保持

在极限范围之内，同时也可以通过评估

总表皮因子来了解完井动态。

对于具有较长开采史的油井，采用

ProCADE软件进行了分析，该软件利用

物质平衡模型拟合生产历史，从而确定

渗透率、总表皮因子和油藏规模等参

数。ProCADE软件不仅可以应用于完井

动态评估，而且还可以应用于候选层的

识别，从而评估剩余储量，确定无筛管

完井是否经济可行，帮助方案制定人员

利用生产历史拟合和节点分析了解压降

极限内的目标产量是否能够实现。

A 井包括四个仍然具有产能的产

层，但需要对这些产层实施防砂措施。

这些产层之间总的间隔距离只有200英
尺（60米）。这种小间距情况下通常需

要作业公司使用配有筛管的完井设备，

导致修井作业中必须使用到钻机，以便

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二次完井作业中起出

及再次下入筛管。计划实施无筛管完

井，其中包括目的层射孔、固砂树脂注

入、纤维支撑剂回流控制压裂及利用连

续油管清除井筒中的支撑剂。为了达到

最佳产能，在确保所有射孔孔道都能得

到处理的条件下利用压裂液对该井段实

施了射孔作业。对地层进行了加固处

理，并且为TSO设计的压裂液使裂缝和

地层之间保持足够的导流能力差异，以

便最大限度地减少压降。利用树脂涂敷

的具有纤维支撑剂回流控制添加剂的支

撑剂来稳定裂缝中的支撑剂，避免了采

用筛管之类的机械设施。

该井的预期产量为200桶/日（32米3/
日）。但经过处理后，该井的产油量和产

气量分别达到了500桶 /日（80米3/日）和

250万英尺3/日（70800米3/日）。下部产层

中的砂粒遗留在油管中导致油井生产在持

续了18个月之后关闭。以上事例证实了无

筛管完井不会导致砂粒或支撑剂产出这一

事实。在出现故障的下部产层设置一个连

续油管砾石充填设施后，该井恢复生产。

B井生产的经济动力是该井中有限

的天然气储量。该井原来的完井装置没

有防砂功能，当自然完井生产开始出砂

时，减小了油嘴，使其无法实现 100万
英尺3/日（28300米3/日）的目标产气量。

斯伦贝谢工程人员有两个目标： 防砂

和增加产量。在利用连续油管将基质酸

液和加固液混合注入地层之前，将砂粒

从井中清除。而且在过量压裂液被洗净

之前，也已经利用树脂涂层支撑剂和纤

维对该井实施了压裂。该措施实施后出

砂停止，油管流压为1100 psi（7.6 MPa）
条件下的气产量也增加了3倍，即从处

理前的80万英尺3/日（23000米3/日）增

加到了 320万英尺 3/日（90600米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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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无筛管完井。过油管防砂补救措施适用于发生故障的防砂系统以及需

要采取防砂措施地层中漏掉的储量。尤其是后者更能引起作业公司的兴趣，
因为许多漏掉的储量规模相对较小，如果利用钻机对其实施二次完井常常导
致经济上得不偿失。为了开采这些储量，雪弗龙公司近期完成了首次无筛管

完井。封堵下部枯竭地层后，雪弗龙公司在油管和套管外两个已有的采油封
隔器和两个枯竭砾石充填段之间实施了无筛管完井。

C 井的目标层是一个漏掉的产层。

在未预先利用钻机起出初始完井装置之

前，现有的完井配置－目标层下砾石充

填－并不支持常规防砂方法。从经济角

度考虑，对下有油管的套管实施射孔

后，应选择过油管筛管和砾石充填，或

者选择过油管无筛管系统。C井选择的

是过油管无筛管系统，其安装方式与前

两口井基本相似。

修井后，油井开始无砂生产，增产

后的表皮因子为 0.5，其原油产量达到

600 桶 / 日（95 米 3/ 日），比修井前增加

了200桶 /日，天然气产量达到350万英

尺3/日（99100米3/日）。但两个月后，极

细粒度的固相从支撑剂充填层产出。作

业公司实施了防细粒措施，并设置了一

个排气筛管。在压降为 1000 psi（6.9
MPa）的情况下，原油产量下降到 350
桶 / 日（56 米 3/ 日），气产量下降到 100
万英尺 3/日。鉴于上述原因，作业公司

在随后三口井的处理方案中增加了防砂

处理。

D井具有四项完井措施，这些措施

都是正常完成并分别实施的。在油井生

产后期因为出砂而面临关闭之前的最后

一次完井中生产持续了5年，最终的原

油产量为 108桶 /日（17米 3/日），气产

量为48.5万英尺3/日（13735米3/日），而

产水量为 1100桶 /日（175米 3/ 日）。如

果要实现原油产量为 350 桶 / 日或产液

量为 1750桶 / 日（280米 3/日）（含水率

为 80%）的目标，必须实施一次压裂作

业。

但是，上述决定也导致了防砂作

业只能局限于无筛管或过油管排气筛

管完井。而且由于排气筛管系统会引

起额外压降，加大作业的复杂性，并对

未来的修井选择产生限制，因而只能

选择无筛管完井。由于利用了现有射

孔段，并在设计中考虑了防细粒因素，

D井的整套完井程序与前几口井有所不

同。作业结束后，油井立刻恢复生产，

其产量超过预期目标，原油产量达到

500 桶 / 日（80 米 3/日），天然气产量达

到了 13 万英尺 3/ 日（3700 米 3/ 日），产

水量为 516 桶 / 日（82 米 3/ 日）。

同样，E 井和 F 井的无筛管完井也

相当成功。由于之前E井中的目标层并

没有开采，因而采用了最佳射孔和流体

充填方案。初始原油产量就达到367桶/
日（58米3/日），天然气产量达到306000
英尺 3/ 日（8665米 3/日），产水量为 245
桶 /日（39米3/日），大大超过了原先250
桶 / 日（40 米 3/ 日）的预期目标。

F井与A、B和C井处于同一个老油

田，它是第一口在油管和套管之后、两

个现有采油封隔器和两个枯竭并独立的

砾石充填完井段之间实施无筛管完井的

油井。在这种配置下，通过油管和套管

对目标层实施了射孔作业。作业结果相

当成功，只是原来认为目标层是一个产

量为 200－ 300桶 /日（32－ 47米 3/日）

的油层，而结果是一个产量为 140万英

尺 3/日（39600米 3/日）的气层（上图）。

在所有6口井中，风险最低的防砂

方案是常规的砾石充填或压裂充填。但

在这些井（尤其是剩余储量不明确或剩

余储量有限的井）中配置钻机将导致经

济上的得不偿失。除了弃井之外，常规

方案还包括无防砂射孔、化学固结射孔

和设置独立筛管、过油管砾石充填、砾

石充填过油管筛管或压裂充填过油管筛

管等。上述方法都比使用钻机的方法经

济，但也存在一定缺陷，如需要利用钻

机实施未来的修井作业，或因流动区域

受到限制而导致产量下降等。另一方

面，在精心挑选的候选井中应用无筛管

完井是另一种包括生产优化和防砂在内

的备选方案。

18. Powers B，Edment B，Elliot F，Gilchrist J，Twynam
A 和 Parlar M：“A Critical Review of Chirag Field
Completions Performance－Offshore Azerbaijan B”，
SPE 98146，发表在SPE地层损害控制国际会议
暨展览会上，路易斯安那州 Lafayette，2006年
2 月 15-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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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微放大图。对利用捞砂筒在Niungo-26井 806
米处获得的固相进行显微镜成像，结果显示砂粒
太大以致无法通过完好的 230 微米 ESS 筛孔。同

时也可以看到产量下降并非由污染引起。确认加
蓬陆上的Niungo油田现有防砂系统出现故障后，
Perenco 公司的工程人员利用不压井起下作业装

置在明显受损的 ESS 内部放置了MeshRite 筛管。

管中管

膨胀式防砂筛管（ESS）是一种相

对较新的防砂产品。由于其在安装方

面存在的优势以及不使用过滤介质而

具有的低表皮因子特征而使其在裸眼

完井的井中更受欢迎。这些特点也使

ESS 成为加蓬陆上 Niungo 油田中一种

有效的防砂生产措施。这是一个渗透

率为 0.5 － 2 达西、非常疏松的砂岩储

层，需要进行防砂处理。原油品质为石

蜡基原油，重度为 31˚API， 伴生有 250
ppm 的H2S。原始油藏压力为1091 psi（7.
5 MPa），井底温度为 109˚F（43˚C），气

油比为20万英尺3/桶（3600万米3/米3）。

作业者Perenco公司利用套管井砾

石充填完成了该探区三口井中第一口

井的完井工作。第二阶段的开发涉及

到利用230微米优质筛眼的裸眼膨胀式

防砂筛管对23口井实施完井。第三阶段

利用裸眼砾石充填和独立筛管实施完

井，该项作业不久前刚刚完成。Niungo
油井的上部完井段需要实施人工举升

措施。该油田中多数油井都配置了电

潜泵（ESP）和少数螺杆泵（PCP）。
完成第二阶段的开发之后，部分

ESS油井中泵的工作寿命开始下降。分

析结果表明主要原因是出砂量过大、气

锁、电气故障和ESP故障。用捞砂桶从

806 米（2644 英尺）处捞起的砂粒因为

尺寸太大而不能通过 230 微米的筛孔，

而且在显微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该砂粒

不是污染物（左下图）。很明显，主动

防砂措施失败，而失败原因尚不明确。

在前两年生产中，Niungo-26 井经

历了 7次修井，包括将 ESP 泵换成 PCP
泵，但油井仍然存在生产不稳定、气锁

及出砂等问题。作业公司决定在再次下

入新泵之前对其实施补救性防砂措施。

由于 ESS 的最小内径为 4.880 英寸，因

此决定定制两种补救筛管尺寸，即 27/8

英寸（最大外径3.6英寸）和31/2英寸（最

大外径 4.25 英寸）。选择了MeshRite不
锈钢筛管，因为该产品可以保持ESS孔
眼的完整性，阻止最大颗粒进入出故障

的ESS并在其内部形成自然充填。利用

Perenco公司专有的不压井起下作业装

置对 Niungo-26 井实施了作业，由于

Niungo-26 井中的油是含蜡原油，因此

事先已通过连续油管利用热水和粘胶对

其实施了清洗。

利用11/2英寸连续油管，用含有2%
氯化钾（KCl）的80˚C（176˚F）水对油井

进行了清洗。在井深814米（2670英尺）

处遭遇障碍物后作业公司又在水中添加

了氮和凝胶以便清洗至井底。随后只能

在 ESS内部 827 米（2713英尺）处下入

27/8 英尺补救衬管。ESS顶部深度为 816
米（2677英尺），底部深度为837米（2746
英尺），上述情况可能是由 ESS 损坏造

成的。

根据供应商的建议，安装MeshRite
之后，作业公司使油井缓慢投入生产，

最后在未出砂的情况下，油井的生产速

度达到最初的生产速度。随后 6个月的

产油量相当于原先18个月产量的总和。

防砂修复的发展前景

主动防砂修复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

业内人士的关注。原油和天然气价格的

节节攀升及大型新油田发现量的减少加

大了老油田剩余储量的潜在价值，同时

也增加了开发此类储量的紧迫性。为了

避免在深水和其他偏远环境下复杂作业

及高成本作业开发储量所面临的风险及

昂贵的作业成本，作业公司更倾向于选

择在现有油气田进行修复作业。因此，

那些原本准备廉价出售而不是打算修复

老资产的作业公司如今却纷纷将易出砂

储层中的剩余储量视为储量增长的主要

来源。

几家大型作业公司有关易出砂储

层中产出大量储量的报告进一步增加

了人们对防砂作业的兴趣。例如，几年

前BP公司约三分之一的产量来自易出

砂储层。但预计在本年代末，易出砂储

层的产量几乎将占BP公司全部产量的

一半[18]。根据目前状况，BP公司最近组

建了一个技术领导区域（TLA），即“超

越防砂”，以便对其全球资产进行防砂

管理。

近期获得的数据表明，系统安装过

程中的实时监测（可能近几年就可以投

入使用）与人们在防砂设计和应用中获

得的经验相结合，将从根本上减少故障

的发生。下一步应是引入具有生产监测

能力的防砂系统，以便提醒作业公司有

砂面细粒运移或封堵和局部热点现象的

发生。同时，此类实时数据也可以帮助

作业公司了解生产对地层的影响，从而

有助于发明一些可显著延长油井寿命的

设备及作业方法。                         — Rv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