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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水合物储集层流体抽取法开采过程中面临的出砂问题，提出了针对黏土质粉砂型水合物储集层的“防粗
疏细”式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设计方法，并以中国南海神狐海域 X 站位为例进行了具体分析。以 X 站位为例，分析
了水合物储集层地层砂基本特性，对地层砂粗、细组分进行划分，并分别计算了疏通细组分和阻挡粗组分所需的防
砂充填层砾石尺寸范围，通过求解两者的交集来确定最佳砾石尺寸。研究表明，X 站位水合物储集层为分选性、均
匀性极差且黏土含量较高的粉砂质储集层，上、下部储集层防砂充填层最佳砾石尺寸设计结果分别为 143～215 μm
和 240～360 μm。在现场施工无法严格满足分层防砂要求的情况下，为了兼顾上、下部储集层，在满足充填强度的
前提下，推荐 X 站位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为 215～360 μm。图 3 表 2 参 22
关键词：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出砂管理；防砂充填砾石；中国南海；神狐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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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el sizing method for sand control packing in hydrate production test w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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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eal with sand production problems during the process of producing natural gas from hydrate-bearing sediments (HBS)
using reservoir-fluid extraction method, a new gravel sizing method for sand control packing named “Hold coarse while eliminate fine
particle (HC & EF method)” was developed for the clayey hydrate-bearing formations. Site X, in Shenhu area, South China Sea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describe detailed gravel sizing procedure.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basic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PSD)
characteristics of HBS at Site X, the formation sand was divided into two components, which are coarse component and fine component.
The gravel sizes for retaining coarse component and eliminate fine component were calculated, respectively. Finally, intersection of these
two gravel sizes was taken as the proper gravel size for Site X.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rmation at Site X is clayey sand with
poor sorting and uniformity, proper gravel size for upper segment packing is 143215 μm, while that for lower segment packing is
240360 μm.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difficulty of layered sand control operation on offshore platform, proper gravel packing size for Site
X is recommended as 21536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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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成功，累计产出超过 12×104 m3 天然气，测试甲烷含

0 引言

量高达 99.5%，在此期间平均日产超过 1.6×104 m3，使

中国南海海域蕴藏大量的天然气水合物（简称水
合物）资源

[1-2]

，2017 年由中国地质调查局主持在中国

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实现在海域粉砂质储集层水合物开
采中获得连续稳定产气的国家 [3]；至 7 月 9 日顺利关井，

南海神狐海域开展中国首次水合物试开采。从 2017 年

总产气量达 30.9×104 m3 ，综合平均日产超过 5 000

5 月 10 日成功产气点火至 5 月 18 日国土资源部宣布试

m3 [4] 。获得的大量测试数据为下一步研究工作奠定了

962

Vol. 44

石油勘探与开发·石油工程

No.6

坚实基础。由于水合物储集层通常属于未固结、弱固

步骤是：①获取原始地层砂粒径分布特征参数，分析

结或裂隙发育地层，水合物分解产出过程中储集层出

地层砂均匀性和分选性，初步设定充填层砾石尺寸设

[5-6]

。特别是中国南海水合物储集层为

计要求；②利用原始地层砂粒径分布曲线，经过一定

未固结超细粉砂储集层，出砂问题成为制约水合物资

的数学转化，将地层砂划分为细组分和粗组分两种组

砂现象不可避免

源有效开发的关键因素

[7-8]

，合理有效的防砂方案设计

是保证水合物成功开采的关键之一。
中国南海北部神狐海域水合物储集层具有埋藏

分，并找到细组分与粗组分的分界点粒径值，粗组分、
细组分分界点粒径值即为细组分最大粒径值，根据该
粒径值确定使防砂充填层不发生细组分堵塞的最小砾

浅、胶结差、泥质含量高等特点 [9]，属于未固结超细粉

石尺寸；③从原始地层砂粒径分布曲线中去除细组分，

砂储集层，充填型防砂工艺（包括常规管内/管外砾石充

重新绘制粗组分粒径分布曲线，并分析地层砂粗组分

填防砂和陶粒/石英砂预充填防砂筛管防砂等）是此类

的粒径分布特性；④基于完全挡砂思路的防砂充填层

储集层最有效的防砂工艺之一[10-11]。防砂充填层既是挡

挡砂精度设计模型，计算完全阻挡粗组分所需的砾石

砂屏障又是地层流体的入井通道，较大的砾石尺寸有利

尺寸范围；⑤求解疏通细组分所需的防砂充填层砾石

于尽可能降低防砂附加表皮，释放水合物储集层产能，

尺寸范围与阻挡粗组分所需的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范

但同时可能导致地层砂大量产出，造成砂埋、地层亏

围的交集，确定对应层位的最佳砾石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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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加剧等工程风险；较小的砾石尺寸虽然挡砂效果好，

该设计方法还需要考虑分层防砂、泥质含量等因

但极易发生细质或泥质颗粒堵塞，对水合物井的产能

素的影响，其设计结果也需要与现有工业砾石尺寸进

产生严重影响。因此，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的设计应

行匹配，才能满足施工要求。

该从防止挡砂层堵塞和适度阻挡地层砂两方面考虑。
目前，针对常规油气井的充填型防砂砾石尺寸设
计主要有以下两种基本思路：①完全挡砂，要求井口
产出液中固相含量小于 0.3‰；②适度防砂，要求井口
产出液中固相含量小于 0.5‰[12]。然而，对于黏土质粉
砂型水合物储集层而言，仅泥质含量就高达 30%以上，
而泥质、细颗粒是造成防砂充填层堵塞的主要堵塞
物 [13-14] ，因此设计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时必须首先保
证这部分堵塞物能够顺利排出挡砂层。由于堵塞物含
量较大，产出液中的固相含量势必远超过针对常规油
气井规定的固相含量上限。因此，以上两种设计思路
均不适用于黏土质粉砂型水合物储集层。
本文提出针对黏土质粉砂型水合物储集层的防
砂充填层砾石尺寸设计方法，以中国南海神狐海域
X 站位为例说明该设计方法的具体实现步骤，并针对 X

2 原始地层砂特性分析
生产层位地层砂粒径分布规律是防砂充填层砾石
尺寸设计的基础。中国南海神狐海域水合物储集层具
有埋藏浅、渗透率低、胶结程度差、泥质含量高等基
本特性。图 1 为神狐海域 X 站位储集层粒径分布范围，
可见中值粒径在 6.0～15.9 m。储集层泥质含量在
25%～36%，其中蒙脱石相对含量约为 38%，伊利石相
对含量约为 32%，属黏土质粉砂 [15]。根据实际工程地
质资料，X 站位地层砂粒径随着深度的增大而逐渐增
大。图 1 中粒径分布范围的左边界代表 X 站位下部储
集层的典型地层砂粒径分布曲线，右边界代表 X 站位
上部储集层的典型地层砂粒径分布曲线，X 站位储集
层整体粒径分布曲线介于两者之间。

站位提出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设计建议。

版权所有

1 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设计方法

考虑水合物储集层特性，水合物生产井防砂充填
层砾石尺寸设计的目标是：既保证地层堵塞物顺利排
出，又防止地层大颗粒大面积产出。为此，本文提出
“防粗疏细”的砾石尺寸设计思路，即：使地层砂细
组分完全通过防砂充填层从而防止堵塞，同时保证地
层砂粗组分被挡在防砂充填层外围，从而既疏通近井
地层、保证产能，又防止地层大量出砂造成垮塌。

“防粗疏细”式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设计的具体

图1

X 站位水合物储集层地层砂粒径分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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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设计除了需要考虑地层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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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层砂粗、细组分特性分析

值粒径的影响，还需要考虑地层砂分选系数、均匀系
数等参数的影响 [16]。典型的地层砂分选系数计算公式
有沉积学公式（见（1）式）、Berg 公式（见（2）式）

Markestad 等 [19] 研究地层砂向井筒的侵入过程时
发现，一个地层砂样总能分成粗、细两个组分。对于

等 [17]。
F

其中

3.1 地层砂粗、细组分划分

84  16
4



中国南海神狐海域的未固结黏土质粉砂储集层，当水

95  5

84  log 2 d84

6.6
16  log 2 d16

95  log 2 d95

5  log 2 d5

F

（1）

合物完全分解后，可以认为地层砂细组分和黏土矿物
主要以游离状态存留于粗组分所形成的孔隙中。在井
底生产压差条件下，水合物分解产生的气、水将携带

90  10

（2）

2

细组分向防砂充填层流动并侵入防砂充填层。为了兼
顾产能和储集层整体稳定性，一方面要疏通细组分，

石油勘探与开发
90  log 2 d90

其中

10  log 2 d10

降低近井地带污染程度，促进水合物分解，提高流体

基于（1）式、
（2）式的地层砂分选性评价标准为：

F≤0.5，分选性良好；0.5＜F≤1.0，分选性中等；1.0
＜F≤2.0，分选性差；F＞2.0，分选性极差

[17]

。基于

抽取法开采井的产能；另一方面必须防止粗组分的产
出，从而维持地层的基本构架，防止地层大面积亏空。
地层砂粗组分、细组分划分的基本方法如下。

沉积学公式和 Berg 公式计算的 X 站位地层砂分选系数

①为了得到粗、细组分的分界点粒径，需要按照

分别为 1.85～2.30 和 2.35～2.95。总体而言，Berg 公

颗粒数量而不是质量分数来进行粒径分析。根据原始

式的计算结果略大于沉积学公式的计算结果，但综合

地层砂粒径分布曲线，按照对应的粒径及颗粒密度将

考虑两者的计算结果可以认为，X 站位地层砂分选性

质量分数换算成颗粒数量，换算公式 [18]为：

极差。地层砂分选性越差，防砂充填层挡砂越困难，

N

所需的防砂充填层有效挡砂介质粒径范围越宽，防砂
效果和抗堵塞效果都会变差。
d 40
d90

（4）

②对颗粒数量 N 取常用对数，绘制 d-lgN 关系曲

地层砂均匀系数的计算公式 [18]为：
C

MW
4

  πd 3 
3



（3）

线。X 站位上、下部储集层地层砂典型 d-lgN 关系如图
2 所示。

基于（3）式 的地层 砂均 匀性评 价标 准为： C≤

③得到 d-lgN 关系曲线后可以发现，随着 d 的增大

5，均匀；5＜C≤8，不均匀；C＞8，极不均匀。X 站

lgN 逐渐减小且存在某个临界点，该临界点之前 lgN 随

位地层砂均匀系数计算结果为 8.4～12.3，为极不均匀

着 d 的增大迅速减小，临界点之后 lgN 随着 d 的增大

砂

[18]

。

变化幅度较小。本文定义该临界点所对应的粒径即为

因此，X 站位水合物储集层地层砂为分选性极差、

地层砂粗、细组分的分界点粒径。由图 2 可知，X 站

不均匀性极强且泥质含量很高的黏土质粉砂。这给防

位上、下部储集层地层砂粗、细组分分界点粒径分别

砂充填层砾石尺寸的设计带来了巨大挑战。

为 5.3 μm 和 7.2 μm。

版权所有
图2

X 站位地层砂粗、细组分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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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X 站位下部储集层：

3.2 地层砂粗组分特性分析

  14  7.2 μm  100.8 μm
Dfmin

在对地层砂粗、细组分进行划分后，需要重新对

（7）

去除细组分的地层砂进行粒径分布规律分析，找出地

除了地层砂细组分，水合物储集层中含有大量的

层砂粗组分的特征粒径值，从而为砾石尺寸设计提供

蒙脱石等黏土矿物，这些泥质成分是影响挡砂介质堵

依据。

塞程度的主要因素之一 [21]。泥质含量越高，地层产出

根据图 2 的地层砂粗、细组分划分结果，从图 1

物对挡砂介质的堵塞速度及最终堵塞程度越大。马帅

的上、下部储集层地层砂粒径分布曲线中分别去除粒

等 [22]通过实验证明：随着泥质含量的增大，相同中值

径小于 5.3 μm 和 7.2 μm 的细组分，然后重新绘制地层

粒径、相同均匀系数的地层砂所需的最佳砾石尺寸增

砂粗组分粒径分布曲线（见图 3）。

大，当泥质含量达到 21.36%时，完全挡砂条件下的最
佳砾石尺寸为不含泥质时最佳砾石尺寸的 1.54 倍。因
此，本文提出砾石层挡砂精度损失率的概念，即泥质

石油勘探与开发

含量增大造成的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的增大程度，用
Rm 表示。

考虑泥质含量的影响，为了尽可能防止细组分及

泥质堵塞，最小砾石尺寸应为：


Dfmin  Rm Dfmin

（8）

因此，对于 X 站位上、下部储集层，疏通细组分
所需的最小砾石尺寸分别为 118.7 μm 和 161.3 μm。
4.2 阻挡粗组分所需的砾石尺寸范围
图3

X 站位地层砂粗组分粒径分布曲线

在满足完全疏通细组分的前提下，可以按照常规

基于图 3 计算得到 X 站位地层砂粗组分粒径分布
规律特征参数：中值粒径为 15.9～24.4 μm，利用沉积
学公式和 Berg 公式计算的分选系数分别为 0.9～1.2 和
1.1～1.5，均匀系数为 1.98～2.98。可以看出，去除细
组分后，X 站位地层砂分选系数降低，表明地层砂分
选性变好；均匀系数显著降低，地层砂由极不均匀砂
变为均匀砂。分选性良好的均匀砂与分选性极差的极

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设计方法设计完全阻挡粗组分所
需的砾石尺寸。
目前常用的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设计方法包括
Karpoff 法、Tausch & Corley 法、Saucier 法等。其中，
Saucier 法和 Tausch & Corley 法分别以地层砂 d50、d10
值作为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设计点，具体砾石尺寸范
围分别如（9）式、（10）式所示。

不均匀砂相比防砂难度显著降低，因此疏通地层细组
分的砾石尺寸设计思路有利于延长防砂有效期和试采
周期。

4 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设计

 Dcmin  5d 50

 Dcmax  6d50

（9）

 Dcmin  4d10

 Dcmax  6d10

（10）

Karpoff 法根据地层砂均匀系数和中值粒径确定砾

版权所有
石尺寸范围：

4.1 疏通细组分所需的最小砾石尺寸

 Dcmin  5d50 , Dcmax  10d 50 C < 3

 Dcmin  4d50 , Dcmax  8d50 C ≥ 3

Saucier 等 [20]通过驱替实验系统地研究了驱替后砾
石层、地层砂中值粒径之比与砾石层渗透率的关系后
发现：不考虑泥质含量影响的前提下，当砾石层、地

层砂中值粒径之比大于 14 时，地层砂可自由通过砾石
层。因此，水合物储集层流体产出过程中，为了尽可
能防止细组分堵塞，最小砾石尺寸应为：
  14d fmax
Dfmin

（5）

对于 X 站位上部储集层：
  14  5.3 μm  74.2 μm
Dfmin

（6）

（11）

结合图 3 及（9）—（11）式可得到阻挡地层砂粗

组分所需的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范围，如表 1 所示。
表1

阻挡地层砂粗组分所需的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范围

储集层位置

砾石尺寸/μm
Tausch & Corley 法

Saucier 法

上部

143～215

69～82

Karpoff 法
69～137

下部

240～360

122～146

12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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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1 级。

水合物开采井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的设计应该同
时满足完全疏通细组分和阻挡粗组分的要求。因此，

5 结论

应该求解疏通细组分所需的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范围

本文提出了针对水合物储集层的“防粗疏细”式

与阻挡粗组分所需的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范围的交集

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设计方法。首先基于能够疏通地

（见表 2），以确定最佳砾石尺寸。若两者的交集为空

层砂细组分的要求确定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的下限，

集，说明该砾石尺寸设计方法不适用于黏土质粉砂型

然后求解完全阻挡地层砂粗组分所需的砾石尺寸范

水合物储集层；反之，则两者的交集即为防砂充填层

围，两者的交集即为流体抽取法水合物开采井的防砂

最佳砾石尺寸。

充填层最佳砾石尺寸。此外，还考虑了分层防砂、泥

表2

X 站位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设计结果

质含量等因素的影响，并将设计结果与现有工业砾石
尺寸进行匹配，以满足施工要求。

石油勘探与开发
储集层位置

砾石尺寸/μm

Tausch & Corley 法

Saucier 法

Karpoff 法

上部

[143，215]



[118.7，137.0]

下部

[240，360]



[161.3，244.0]

采用本文方法对中国南海神狐海域 X 站位防砂充

填层砾石尺寸进行了设计，设计结果为 215～360 μm。
由于“防粗疏细”式防砂充填层砾石尺寸设计方

法要求完全排除地层砂细组分，因此砾石尺寸设计必

由表 2 可知，Saucier 法不适用于黏土质粉砂型水

须与恰当的井筒补液、携砂工作制度设计配合，达到

合物储集层，基于 Karpoff 法的砾石尺寸设计结果偏保

气、液、固三相流动的精细控制，才能有效延长试采

守，而基于 Tausch & Corley 法的设计结果则相对冒险。

周期。

这就需要在防砂效果和产能要求之间寻求平衡。在井
筒携砂条件苛刻且沉砂口袋不足的情况下，可牺牲部
分产能，选择基于 Karpoff 法的设计结果；在井筒携砂

符号注释：
C ——地层砂均匀系数，无因次；d——地层砂粒径，m；

条件相对宽松且有液流注入管线防止砂沉的情况下，

d5，d10 ，d16 ，d40 ，d84，d90 ，d95——地层砂粒径分布曲线上

可选择基于 Tausch & Corley 法的设计结果。需要注意
的是，无论是 Tausch & Corley 法还是 Karpoff 法，都
是基于砾石层完全阻挡地层砂粗组分这一假设的设计
结果。理论上讲，在井底能够形成稳定砂桥的条件下，

累计质量分数 5%、10%、16%、40%、84%、90%和 95%对
应的粒径，μm；d50——地层砂中值粒径，μm；dfmax——地层
砂细组分的最大粒径，μm；Dcmax ，Dcmin——阻挡粗组分所需
的防砂充填层最大、最小砾石尺寸，μm；Dfmin——考虑泥质
含量影响时疏通细组分所需的防砂充填层最小砾石尺寸，

基于 Tausch & Corley 法的设计结果即可以实现完全阻

 ——不考虑泥质含量影响前提下疏通细组分所需的
μm；Dfmin

挡地层砂粗组分。因此，为了进一步释放水合物储集

防砂充填层最小砾石尺寸，μm；F——地层砂分选系数，无

层产能，本文推荐以 Tausch & Corley 法的设计结果作

因次；M——筛析的地层砂样总质量，kg；N——地层砂的颗

为中国南海黏土质粉砂型水合物储集层开采井防砂充

粒数量；Rm——泥质含量增大造成的挡砂精度损失率，本文

填层砾石尺寸选择的依据。则 X 站位上部储集层防砂

取 160%；W——某一粒径地层砂的质量分数，%；ρ——地层

充填层最佳砾石尺寸为 143～215 μm（约 65～90 目），

砂密度，kg/m3。

下部储集层防砂充填层最佳砾石尺寸为 240～36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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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45～62 目）。但是在海上平台施工过程中，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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