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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乍得 BR 盆地 M4 区块 M-4 井区各井在钻完井过程中，油藏受到严重污染，导致该井区各井投产后单井产量远低于

试油产量，甚至远低于相邻位置较差的 M-1 井区单井产量，部分井不能正常生产。对于砂岩油藏，酸化是解除钻完井地层污染、

提高单井产量最常用的方法，但是由于乍得限制液体酸的进口，无法进行常规的液体酸酸化解堵作业。提出了固体酸解堵乍得

油藏无机污染的思路，并结合室内试验对固体酸解堵体系配方进行了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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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duction of the wells in well group Mimosa-4 of Mimosa4 block of Borger Basin in Chad is very low due to reser-

voir damage while drilling and completion. Acidizing is most wildly applied and successful technology to remove practical plug in sand 

reservoir	and	increase	production.	But	it	cannot	be	applied	in	Chad	for	the	import	restriction	of	fluid	acid.	While	the	physical	plugging	

remove technologies shows no satisfying results, Solid acid system is proposed in the paper to remove reservoir plugging in the well 

group and the formula is suggested based on laboratory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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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 区块是中石油在乍得 BR 盆地的乍得一期

项目主力区块，于 2011 年 5 月投产。M-4 井是该区

块的发现井，由于整个 BR 盆地地质情况较为复杂，

产层非均质性强，缺乏相邻区块的资料支持，导致该

井区油藏在钻井过程中受到污染；另外该井区完井

后压井时间较长，完井液对地层也造成了一定的污

染。M-4 井区几口井投产后产量远低于试油产量，

也远低于同一区块相邻位置较差的 M1 井区单井

产量。

试井数据显示，目前整个乍得一期已完成测试

资料解释报告的油藏小层中，污染层占 58%。其

中表皮因子大于 5 的层占 38%。M 区块污染层占

65%，其中表皮因子大于 5 的层占 40%；M-4 井区

测试 5 层，表皮因子均大于 5，说明储层污染伤害十

分严重。

由于乍得对液体酸的进口有所限制，而其他物

理解堵方式对堵塞情况改善有限，提出了针对 M-4
井区的固体酸解堵的思路，并对解堵工艺进行了优

选，优化了解堵体系配方。

1　储层特征 

1.1　储层物性 
M4 区块主力油藏埋深 1 088~1 250 m，压力梯度

0.99，地层温度 67 ℃，为正常温压系统。储集层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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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扇三角洲前缘河道砂，岩性主要为细砂岩、粉细砂

岩和泥质砂岩。砂体横向连续性，单砂层平均厚度约

2.8 m，最大厚度 8.0 m。取心资料和测井解释，储层孔

隙度分布范围为 15%~24%，平均为 18.4%；空气渗透

率分布范围为 20~450 mD，平均为 250 mD。

1.2　储层敏感性评价 
区块岩心敏感性评价表明，部分储层中到强碱

敏，中到强水敏，中等盐敏；另外由于部分地层含有

斜绿泥石、伊利石 - 蒙脱石以及高岭石，在酸化时需

要考虑添加适当的抑制剂防止由于酸敏造成的油藏

污染。

1.3　区块试井及解释情况 
M4 区块目前对 M-4 井及 M-5 井进行了试井，

产油最高分别可达 167.461 m3/d 及 183.77 m3/d；解

释渗透率 353.3~ 531.8 mD；表皮因子 5.13~44.92，
表明地层存在较为严重的污染。

2　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从生产情况来看，位于构造高点的 M-4 井和

M-5 井 2012 年平均日产油仅为 15.64　m3 和 34.03 
m3，产量远低于测试时的产量。M5 井投产以来由于

地层污染供液不足，多次关井恢复压力；M4-3 井由

于投产时发生溢流，使用密度 1.16 kg/ m3 压井液压

井后，造成地层堵塞，投产后液面低，多次关井恢复

压力；M4 井储层物性较好，试油时自喷日产量最高

达百余方，解释米采油指数 1.57 m3/（d·MPa·m），但
是由于在完井过程中多次使用密度 1.07 kg/ m3 压井

液压井，导致投产时不能自喷生产，重复射孔并电泵

生产后日产量不到 20 m3，解释米采油指数 0.28 m3/
（d·MPa·m）。

生产情况说明由于地层污染单井产能未能完全

释放，需要实施解堵作业来提高单井产量。

3　固体酸酸化体系优化

由岩心组成分析可知，乍得油田储层主要由石

英、长石组成，黏土含量较高，孔隙度、渗透率纵向差

异较大；对于这样的地层宜于采用土酸体系对其进

行酸化处理。另外在解除砂岩地层堵塞同时，不能

破坏砂岩的基本骨架，以免造成二次破坏及污染［1］。

提出依次注入前置酸—主体酸—后置酸的酸化解堵

工艺，配套添加各种添加剂。

本研究将在实验的基础上对固体酸体系配方进

行优化。

3.1　前置酸配方优化

前置酸一方面可以解除压裂液滤饼对地层的伤害、

溶解地层中的部分碳酸岩岩心；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

主体酸体系中氢氟酸与岩心矿物生成氟化物沉淀。

为了使固体盐酸达到液体盐酸的前置液相当的

溶蚀效果，通过岩心溶蚀实验确定了酸液组成和

浓度。

由于国内对砂岩油藏的前置液通常使用 12%
盐酸 +4% 甲酸钠体系，本实验也将与该配方进行对

比优化。通过实验发现当固体酸浓度大于 12.94%
后，固体酸 +4% 甲酸钠体系对岩心的溶蚀率基本不

变，且与 12% 盐酸 +4% 甲酸钠体系相当；继续实验

发现对于固体盐酸—甲酸钠体系，该体系的岩心溶

蚀率大致随甲酸钠浓度的增加而下降。分析其原因，

在于固体盐酸—甲酸钠体系，固体盐酸的岩心溶蚀

能力大于原位生成的甲酸的溶蚀力；由于甲酸钠的

存在会消耗一部分固体盐酸，因而该体系呈现上述

规律。所以，前置酸可应用 13% 固体盐酸与等质量

的添加剂混合液（固体盐酸质量分数 6.5%）。

3.2　主体酸的筛选及配方优化

由于常规的土酸体系在较高的地层温度下对砂

岩的溶蚀率很大，有可能导致岩心骨架破坏，因而，

不适用于乍得油田砂岩解堵。自生土酸体系中胶囊

酸 - 胶囊含氟盐体系，在乍得油田地层温度下溶蚀

率较低；另外，胶囊残渣量大有可能产生地层二次

堵塞，因而，此体系也不适合。

经过筛选，固体盐酸—固体含氟化合物组成的

固体自生土酸解堵体系可以满足乍得油田现场的需

求，且具有较好的解堵性能，综合乍得项目现场情

况，推荐固体盐酸—固体含氟盐或固体盐酸—固体

氟硼酸盐体系。在本研究中，固体含氟盐选用氟化

铵，固体氟硼酸盐选用氟硼酸铵。

3.2.1　固体盐酸—固体含氟化合物体系优化　在固

体盐酸浓度不变的条件下，改变氟化铵浓度，岩心溶

蚀实验结果如图 1。

图 1　固体盐酸—含氟盐体系岩心溶蚀率随含 
氟盐浓度的变化规律

由图 1 可见，对于固体盐酸—固体含氟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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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同溶蚀时间下，体系对岩心的溶蚀速率随着含

氟盐浓度增大而增大；从溶蚀速率的增长梯度来

看，含氟盐浓度为 4% 时，体系对岩心的溶蚀速率随

着溶蚀时间呈现较大的增长幅度。因此，对于固体

盐酸 + 固体含氟盐体系，选择浓度 4% 的固体含氟

盐与适当比例的固体盐酸等质量比混合。

选定固体含氟盐浓度后，对固体盐酸浓度进行

优选实验，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固体盐酸 +4% 含氟盐体系岩心溶蚀率 
随固体盐酸浓度的变化规律

由图 2 可见固体盐酸的浓度对岩心溶蚀率随

固体盐酸浓度的增加而增加；考虑到固体盐酸浓度

大，成本增加、腐蚀也比较严重。因此，固体盐酸 +
固体含氟盐体系中选择 20% 的固体盐酸与 4% 含氟

盐按等质量比混合。

3.2.2　固体盐酸 + 固体氟硼酸盐体系优化　同样，

在固体盐酸浓度不变的条件下，改变氟硼酸铵浓度，

岩心溶蚀实验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 3　固体盐酸 + 氟硼酸盐体系岩心溶蚀率 
随氟硼酸盐浓度的变化规律

由图 3 可知，对于固体盐酸 + 固体氟硼酸盐体

系，岩心的溶蚀率随氟硼酸盐的浓度的增加而增大。

氟硼酸盐浓度为 3% 与 4% 时，岩心溶蚀率相差不太

大，综合考虑成本因素，选定浓度为 3% 固体氟硼酸

盐与适当浓度的固体盐酸等质量混合。

选定固体氟硼酸盐浓度后，对固体盐酸浓度进

行优选实验，结果如图 4 所示。

图 4　固体盐酸 + 氟硼酸盐体系固体盐酸浓度 
对溶蚀率的影响

考虑到固体盐酸的浓度增大，成本增大，同时对

设备的腐蚀也会增加。综合考虑，选定浓度为 18%
的固体盐酸与 3% 的氟硼酸盐等质量混合。

3.2.3　固体体系无机解堵实验　膨润土是钻井液的

主要成分，为了探讨固体盐酸解堵体系对钻井液残

留物的解堵效果。以膨润土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

固体盐酸解堵体系对其溶蚀性能。

由图 5 可知，对于固体盐酸 + 固体氟硼酸盐体

系，岩心的溶蚀率随氟硼酸盐的浓度的增加而增大。

氟硼酸盐浓度为 3% 与 4% 时，岩心溶蚀率相差不太

大，综合考虑成本因素，选定浓度为 3% 固体氟硼酸

盐与适当浓度的固体盐酸等体积混合。从图 5 可以

看出 2 种固体酸体系对钻井液残留物都具有较强的

解堵能力。故主体酸为：20% 的固体盐酸 +4% 含

氟盐或 18% 的固体盐酸 +3% 氟硼酸盐。

图 5　2 种固体酸体系对膨润土溶蚀率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3.3　后置酸配方筛选

后置酸的目的是驱替残液远离井筒地带，避免

残酸在近井地带产生沉淀。后置酸一般采用氯化铵

溶液、稀盐酸溶液、醋酸溶液或盐酸与有机酸的混合

溶液等。

在本研究中，后置酸与前置酸配方相同，其主体

配方为：13% 的固体盐酸与等体积的添加剂混合液。

3.4　添加剂的优选

为了更好地发挥主酸液的解堵作用，选择合适

添加剂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以下几种添加剂进行

了优选：（1）酸化用缓蚀剂；（2）酸化用铁离子稳定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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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破乳—助排剂；（4）黏土稳定剂。

3.4.1　缓蚀剂优选　采用挂片实验对缓蚀剂 HS-1，
YHS-2 和 MNX 对主体酸的缓蚀效果进行了实验研

究，结果如图 6、图 7。

图 6　3 种酸化缓蚀剂在固体盐酸 + 氟硼酸盐 
酸化体系中缓蚀性能

图 7　3 种酸化缓蚀剂在固体盐酸 + 含氟盐 
酸化体系中缓蚀性能

由上图可知缓蚀剂 YHS-2 的缓蚀性能最好；当

YHS-2的添加量为0.5%时，可以满足一级标准要求［3］。

3.4.2　铁离子稳定剂优选　采用石油行业酸化用铁

离子稳定剂性能评价方法［1］, 对现场使用的３种不

同厂家的铁离子稳定剂进行性能评价，见表１。
表 1　铁离子稳定剂性能实验结果

铁离子稳
定剂种类

铁离子标准溶
液加量 /mL

试样浓度 /
g· mL–1

试样加
量 /mL

稳定铁离子能
力 /mL· mL–1

1# 25 20/500 50 62.5
2# 52 20/500 50 130.0
3# 63 20/500 50 157.5

由表 1 可知，铁离子稳定剂稳定铁离子能力依

次为：铁离子稳定剂 3# 最好，铁离子稳定剂 2# 次

之，铁离子稳定剂 1# 最差。因此，选择铁离子稳定

剂 3# 作为酸化用铁离子稳定剂。

3.4.3　破乳—助排剂优选　参照中国石油青海油田

分公司企业标准［3］对 3 种不同厂家的酸化用破乳—

助排剂进行性能评价。筛选出满足现场实际条件的

酸化用破乳—助排剂种类并确定其加量，结果如

表 2。
表 2　破乳—助排剂性能评估

破乳—助排剂
平行
实验

V 油 / 
mL–1

V 水 /
mL–1

W 破乳率 / 
%

CX-307 破乳助排剂
A 41.0 46.0 92
B 38.0 45.0 90

CX-308 气井助排剂
A 48.5 38.5.0 77
B 46.0 39.0 78

CF-5D 破乳助排剂
A 45.0 38.5 77
B 43.0 39.0 78

可以看出，CX-307 破乳助排剂的性能最好，平

均破乳率为 91%。

参照 API RP42 推荐原理建立了防乳破乳助排

剂性能室内实验方法，在配伍性、热稳定性等方面进

行了评定［6］，如表 3。

表 3　CX-307 破乳助排剂在酸化体系中的溶解分散性和表面张力实验结果

酸化体系
在酸液中的溶解分散性能实验 在酸液中的表面张力实验

实验浓度 实验 2 h 后外观 等级 实验浓度 表面张力 /mN·m–1

固体盐酸—含氟盐体系 0.3% 酸液透明清亮、不分层、不沉淀 A 0.3% 28.5
固体盐酸—氟硼酸盐体系 0.3% 酸液透明清亮、不分层、不沉淀 A 0.3% 29.0

CX-307 在酸液中溶解分散性好，具有很强的降

低表面张力的能力，可提高酸液返排量。

将加有 0.3% CX-307 的工作液加入玻璃瓶中，

在 80℃下恒温 5 h 测定加热前后工作液的表面张力

变化。加热前固体盐酸—含氟盐体系工作液的表面

张力为 28.5 mN·m，加热后表面张力为 28.6 mN·m；

加热前固体盐酸—氟硼酸盐体系工作液的表面张力

为 29.0 mN·m，加热后表面张力为 29.6 mN·m。试

验表明，加热前后工作液表面张力基本无变化，热稳

定性好。

3.4.4　黏土稳定剂优选　对黏土防膨剂防膨效果进

行评价优选［7］，结果如表４。
表 4　黏土稳定剂性能评价结果

稳定剂含量 /%
防膨率 /%

COP-1 BJ-2000 KCl NH4Cl
0.2 83.4 92.5 59.0 68.5
0.5 85.0 93.4 77.5 83.5
0.8 87.1 94.1 83.5 86.5
1.0 89.2 96.5 85.5 88.0

可见 4 种黏土稳定剂中 BJ-2000 的效果最好，

推荐其用量为 0.5%。

由以上实验得到固体盐酸酸化体系的配方如

下：破乳—助排剂选用 CX-307，其添加量为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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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蚀剂选定 YHS-2，其添加量为 0.5%；酸化用铁离

子稳定剂选用铁离子稳定剂 3#，添加量为 2.0%，黏

土稳定剂选用 BJ-2000，其用量为 0.5%。

将各种添加剂同时加入 2 种固体盐酸解堵体系

中，控制酸液温度为 75 ℃，静置 24 h 后无沉淀、无分

层现象，说明各种添加剂和酸液体系配伍性能良好。

3.5　固体盐酸解堵体系对岩心溶蚀性能研究

将上述前置酸、主体酸、后置酸以及相应添加剂

配成的固体盐酸解堵体系全配方分别进行岩心溶蚀

实验，实验结果见表 5。
表 5　前置酸及主体酸的岩心溶蚀性能

酸液
平行
试验

mo/
g

m/
g

m 滤纸 /
g

mt/
g

W 溶蚀率 / 
%

W 平均 / 
%

前置酸
A 1.5 2.29 1.02 1.27 15.33 15.33B 1.5 2.30 1.03 1.27 15.33

1# 主体酸
A 1.5 1.59 0.62 0.97 35.33 34.99B 1.5 1.60 0.62 0.98 34.66

2# 主体酸
A 1.5 1.70 0.62 1.08 28.00 28.33B 1.5 1.68 0.61 1.07 28.66

注：   前置酸为 6.5% 固体盐酸体系，1# 主体酸为 20% 固体盐酸 +4%  
  含氟盐，2# 主体酸为 18% 固体盐酸 +3% 氟硼酸盐。

3.6　固体盐酸解堵体系岩心伤害实验

选取从油田现场取回的岩心做 20% 固体盐酸

+4% 含氟盐体系的模拟酸化岩心伤害实验［6］。岩心

渗透率变化如图 8 所示。

图 8　模拟酸化岩心伤害实验结果

在实验条件下岩心长度、岩心截面积、流体黏

度、压力梯度皆不变，由达西定律可计算出酸化前后

岩心渗透率变化比例值：k´=k 酸化后渗透率 /k 酸化前渗透率 = 
9.623/4.157=2.31，说明选择的酸化工艺与酸化体系

对岩心具有良好的酸化解堵效果。

4　认识与结论

（1）得到了优选的酸化解堵配方。前置酸配方为

6.5% 的固体酸体系，主体酸配方为 20% 的固体酸

+4% 含氟盐（质量比 1∶1），后置液与前置液配方相

同。添加剂配方为：0.30%破乳助排剂CX-307，0.5%
缓蚀剂 YHS-2，2.0% 酸化用铁离子稳定剂 3#，0.5%
黏土稳定剂 BJ-2000。

（2）膨润土溶蚀实验表明，该体系对钻井过程中

造成的地层污染有一定的解堵作用。

（3）模拟岩心伤害实验结果表明，该配方能有效

提高岩石渗透率，具有较好的解堵增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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