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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一种适合砂岩地层深部酸化的以“酯 + 氟盐”自生得到的氢氟酸为主体酸的缓速酸液体系。自生 HF 的酸

度特性曲线表明该缓速酸具有较强的缓冲性。不同甲酸甲酯 / 氟盐摩尔配比下的溶蚀实验确定了最佳甲酸甲酯 / 氟盐摩尔配

比为 2∶1，且在该比例下，通过调配盐酸的浓度配制出一种水解酯潜在缓速土酸：3% 自生 HF+10% 盐酸。该潜在酸对选取的

5 号岩粉的溶蚀率由 70 ℃时的 20% 增加到 100 ℃时的 33%，对 7 号岩粉的初始反应速率仅为常规土酸的一半，具有较好的温

控溶蚀能力及缓速性能；对 3 种不同钻井液体系的溶蚀率均大于 33%，对黏土矿物的溶蚀率均高于 20%，具有解除钻井液及黏

土矿物堵塞地层的能力；经潜在酸酸化后的岩心 II 的渗透率恢复为之前的 4.01 倍，达到常规土酸效果的 2 倍，具有良好的深

部穿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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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ry evaluation on a kind of potential retarded mud acid 
charactered with hydrolyzed 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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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re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high reaction rate and the short operating distance of mud acid, a kind of retarded acidizing 

fluid, which is a kind of acid self-generated by ester and villiaumite, is studied in the article. Acidity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self-generated 

HF demonstrates that, the potential retarded acid based on hydrolytic ester presents better buffering effect. Dissolution experiment at 

different ratios of ester and villiaumite concludes that the best ratio of ester and villiaumite is 2∶1, and 3% self-generated HF acid with 

10% hydrochloric acid is devised under the 2∶1 ratio of ester and villiaumite through many experiments. The dissolution rate of the 

acid system increases from 20% at 70℃ to 33% at 100℃ with NO.5 core, and its initial reaction rate is half of conventional mud acid 

with NO. 7 core at 80℃. It presents better temperature control capability and better dissolution inhibition capacity. It presents more than 

33% dissolution rate to three kinds of mud fluid and presents more than 20% dissolution rate to clay minerals, and presents stronger 

dissolution capability to slurry and clay mineral. The permeability of Core II that is acidized by potential acid is 4.01 times as large as 

before, which is 2 times effect of mud acid, and the potential acid presents better deep penetration capacity.

Key words:sandstone; deep acidify; latent acid; retarded acid; hyolrolyzed ester

Templeton 等人［1］于 1975 年提出了一种基于

甲酸甲酯与氟盐的缓速酸，该酸能够更有效地清除

地层深部伤害，并成功应用于东海湾区域的油井中。

而后 Abrams 等人［2］研制出 2 类具有更大适用温度

范围的缓速酸。赵福麟［3］认为潜在酸可在地层条

件下产生，是一类特殊形式的酸化用酸，具有缓蚀、

缓速的作用。曲韵滔［4］指出缓速酸是由无机酸、有

机酸和潜在酸形成的一种缓冲体系，反应过程中无

机酸大量消耗，有机酸不断电离，潜在酸发生多级电

离，生成的氢离子补充到酸液体系中，保证酸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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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大大降低酸岩反应速度，延长酸化有效作用距

离，实现深部酸化的目的。笔者研究的缓速酸是以

甲酸甲酯、氟盐为缓冲酸，盐酸为无机酸的一种酸液

体系。甲酸甲酯水解得到的甲酸与氟盐反应生成氢

氟酸（文中定义为自生 HF），有机酸的电离常数远远

低于盐酸，保持酸液中相对较低的 HF 质量分数，大

大限制了酸岩反应速度，有助于增加酸液有效作用

距离，达到深部酸化地层的目的［5-7］。首先通过室内

溶蚀实验确定最佳甲酸甲酯 / 氟盐摩尔配比，在该配

比条件下，通过调配盐酸的浓度配制出一种水解酯

潜在缓速土酸，以室内实验为基础，对比常规土酸进

行性能评价。

笔者研究的水解酯潜在缓速土酸，即甲酸甲酯

与氟盐水溶液发生反应，甲酸甲酯水解生成甲酸，甲

酸与氟盐反应生成 HF，由于甲酸甲酯水解属于可逆

反应，当 HF 与地层矿物反应后，HF 浓度降低，由平

衡移动原理可知，甲酸会与氟盐反应生成氢氟酸，弥

补氢氟酸浓度的降低，同理甲酸甲酯就会向着生成

甲酸的方向发生水解反应，因此该缓速酸是通过甲

酸甲酯缓慢水解控制甲酸的生成，继而控制主体酸

（HF）的浓度，从而达到降低酸岩反应速率、深部酸化

地层的目的。该酸液体系仍加入了盐酸是由于该酸

液 pH 值较高，溶蚀能力有限，盐酸的加入大大提高

了该体系的溶蚀能力。

1　自生 HF 与 HF 的酸度特性曲线

在室温条件下，利用 pHS-3B 通用型酸度计，测

量混合磷酸盐与四硼酸钠 pH 缓冲剂的电极电位，根

据缓冲剂溶液的 pH 值，通过两点一线的方法求得一

条“标准直线”，然后测量滴入 0.5 mol/L 的碳酸钠

溶液的质量分数为 1% 的自生 HF 溶液（甲酸甲酯 /
氟盐摩尔配比为 2∶1）和质量分数为 1% 的 HF 溶液

的电极电位，将该电极电位代入“标准直线”求得电

极电位所对应的 pH 值，从而求得不断滴入碳酸钠溶

液的自生 HF 溶液与 HF 溶液的酸度曲线（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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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自生 HF 与 HF 的酸度特性曲线

由图 1 可知：自生 HF 初始 pH 值高达 6，走势

较缓，有较好的缓冲性。

2　酸液中各影响因素的实验分析

2.1　酯 / 氟盐最佳摩尔配比

分别取粒度 80~100 目的公 30 井（7 号）岩粉各

2 g 装入 12 个塑料烧杯中，再加入 20 mL 摩尔配比

分别为 1.5∶1、1.8∶1、2.0∶1、2.2∶1 的甲酸甲酯 / 氟

盐混合物液，在每个比例下生成 HF。将上述不同甲

酸甲酯 / 氟盐摩尔比时生成的 HF 分别配制成质量

分数为 1%、2%、3% 的自生 HF 酸液，置于 75 ℃的水

浴锅中，反应 2 h 后取出，用蒸馏水冲洗岩粉至滤液

pH 值为 7。将冲洗过的岩粉连同滤纸放入（100±1） 
℃烘箱中烘干至质量恒定后称量。同一条件下，用

公 36 井（1 号）岩粉、公 44 井（5 号）岩粉作对比实验，

确定甲酸甲酯 / 氟盐最佳摩尔配比。图 2 可以看出

甲酸甲酯 / 氟盐最佳摩尔配比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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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的酯 / 氟盐配比下、
不同自生 HF 浓度的酸液溶蚀曲线

2.2　自生 HF 与盐酸的浓度研究

在甲酸甲酯 / 氟盐摩尔比 2∶1 条件下配制 20 
mL 的 1% 自生 HF+x% 盐酸、2% 自生 HF+x% 盐酸、

3% 自生 HF+x% 盐酸酸液以及 3%HF+x% 盐酸的

酸液，x 分别取 3、5、7.5、10、12、15，将上述酸液分别

与 2 g 粒度为 80 目的 7 号岩粉进行溶蚀实验，分析

x 值对酸液溶蚀能力的影响，并确定最佳 x 值（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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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浓度的自生 HF+ 盐酸的溶蚀曲线

自生 HF 对岩粉的溶蚀能力有限，而加入盐酸

后其溶蚀能力大大提高。图 3 中盐酸质量分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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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酸液的溶蚀率与自生 HF 质量分数成反比，

认为盐酸质量分数在 3%~4% 时，酸液酸性不够强，

生成的 HF 质量分数较低，溶蚀能力有限，而 HF 与

矿物发生反应生成的钙、铁等离子很容易与氟离子、

氟硅酸根、氟铝酸根结合产生沉淀［8-10］，而且随着自

生 HF 质量分数增加而增多，故在低盐酸浓度条件

下，酸液的表观溶蚀能力与自生 HF 质量分数成反比。

当盐酸质量分数大于 4% 时，酸液对岩粉的溶

蚀率随着 HF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当盐酸质量分数

超过 8% 时，1% 自生 HF+ 盐酸与 2% 自生 HF+ 盐

酸的溶蚀率趋势平缓，而且溶蚀率均低于 17%，溶蚀

能力有限。

常规土酸 3%HF+ 盐酸体系的溶蚀率始终大于

25%，溶蚀能力过大；而 3% 自生 HF+ 盐酸具有较

宽的溶蚀率范围；观察曲线，当盐酸浓度为 10% 时，

其溶蚀能力增长趋于平缓，因此选择 3% 自生 HF（甲

酸甲酯 / 氟盐摩尔配比 2∶1）+10% 盐酸（以下将其

简称为潜在酸）作为本研究的配方。

2.3　温度对酸液的影响

在 70 ℃、80 ℃、90 ℃、100 ℃下，将 20 mL 的常

规土酸、潜在酸分别与 2 g 粒度为 80 目的 5 号岩粉

进行溶蚀实验，反应 2 h，依据甲酸甲酯水解转化率

曲线（图 4），对比分析温度对潜在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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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潜在酸与常规土酸在不同温度下的溶蚀曲线

图 4 中潜在酸对岩粉的溶蚀率在 70 ℃时的

20% 增加到 100 ℃时的 33%，随温度升高，逐渐呈

现上升趋势；70~100 ℃常规土酸溶蚀率始终高于

33%，对比可知潜在酸具有较好的温控溶蚀能力。

文献［11］研究了 80 ℃、90 ℃、100 ℃、110 ℃、

120 ℃下甲酸甲酯随时间的转化率，80 ℃下，经过

120 min 的缓慢反应达到最大水解度（图 5）［11-12］。

随温度升高，甲酸甲酯达到最大转化率的时间逐渐

缩短；温度影响甲酸甲酯水解，继而影响酸液的溶

蚀性能。一般温度每增加 10 ℃，甲酸甲酯水解速度

值约增加 2 倍［1］。因此降低温度可有效降低甲酸甲

酯的水解速度，从而延长酸液的有效时间，提高酸液

有效作用距离［13］。

3　与常规土酸性能对比

3.1　酸液缓速性能对比 
在 80 ℃下，取 2 g 粒度为 80 目的 7 号岩粉分别

与 20 mL 的潜在酸、常规土酸酸液在 5 min、15 min、

30 min、60 min、120 min 时间内进行溶蚀实验，分别

测试出每个时间段所对应的平均反应速度，以及每

个时间段内对应的溶蚀率，对比分析潜在酸酸液的

缓速性能，结果如图 6。潜在酸初始反应速率较低，

几乎是常规土酸的一半；潜在酸的溶蚀率始终低于

常规土酸，具有较强的缓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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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缓速性能和反应速度对比实验

3.2　酸液溶蚀能力

对 3 种钻井液烘干、研磨成粉、经 80~100 目筛

网，干燥冷却后与潜在酸、常规土酸进行溶蚀实验，

以及对蒙脱石、伊利石、高岭石、绿泥石和石英进行

溶蚀实验，结果如图 7。

由 图 7 可 知：3 种 酸 液 体 系（酸 液 1：1% 自

生 HF+12% 盐酸；酸液 2：3% 自生 HF+10% 盐酸；

酸液 3：常规土酸）对 5 种矿物的溶蚀率随时间逐渐

增大，酸液对石英的溶蚀率最低，对高岭石、绿泥石

的溶蚀率较高。潜在酸对矿物的溶蚀率均稍低于常

规土酸，但溶蚀率相差不大。

潜在酸对 3 种钻井液体系的溶蚀能力稍低于常

规土酸，但均在 33% 以上，具有较强解除地层钻井

液堵塞的能力（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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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温度下的甲酸甲酯随时间转化率曲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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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潜在酸与常规土酸对不同钻井液体系溶蚀率

酸液类型
对不同钻井液体系溶蚀率 /%

基浆体系 聚磺体系 三磺体系

常规土酸 46.07 41.96 38.76

潜在酸 39.61 38.62 33.78

3.3　岩心渗透率恢复比

钻取并抽提岩心，置于烘箱中烘干后，用氯化铵

溶液饱和岩心后进行酸化流动实验［14］。模拟试验

程序为：基液（4%NH4Cl 溶液）→前置液（10% 盐酸）

→处理液（潜在酸 + 添加剂）→后置液（5% 盐酸）→

后冲洗液（4%NH4Cl 溶液，反向驱替）。添加剂：缓

蚀剂 + 铁离子稳定剂 + 破乳剂 + 助排挤 + 黏土稳

定剂。实验条件：温度 90 ℃ ；围压 3 MPa；基液

黏度 0.377 5 mPa·s；前置液黏度：0.381 2 mPa·s；

常规土酸酸液黏度：0.385 7 mPa·s；潜在酸酸液黏

度：0.384 4 mPa·s。结果如图 8、表 2~ 表 3。同等

条件下，用常规土酸处理 I 号岩心作对比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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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岩心Ⅰ、Ⅱ酸化效果对比

采用常规土酸酸化后的岩心 I 的渗透率得到恢

复，为酸化之前的 2.05 倍，采用潜在酸酸化的岩心 II
的渗透率得到更大的恢复，为酸化之前的 4.01 倍，达

到常规土酸效果的 2 倍，对比可知潜在酸具有较强

的深部穿透能力。

4　结论

（1）水解酯潜在缓速土酸能够缓慢产生弱酸控制

酸岩反应速率，80℃下初始反应速度是常规土酸的

一半，具有较强的缓速性能；且该酸液初始 pH 值较

高，达 6，可降低缓蚀剂的用量及酸液对井下管柱的

腐蚀，降低温度可延长酸液有效时间，提高酸液有效

作用距离。

（2）水解酯潜在缓速土酸适用于泥质含量较高的

地层，具有较强解除地层钻井液堵塞的能力。

（3）水解酯潜在缓速土酸的渗透率恢复效果达到

常规土酸的 2 倍，具有较强的深部穿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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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黏土矿物、石英与不同浓度酸液的溶蚀曲线

表 2　岩心基本数据及酸化处理方式

岩心
编号

岩心基本参数 酸液配方

直径 /
cm

长度 /
cm

孔隙度 /
%

渗透率 /
mD

前置
液

处理液
后置
液

Ⅰ 2.557 3.982 4.49 8.34 10%
盐酸

常规土酸
+ 添加剂

5%
盐酸

Ⅱ 2.537 3.983 4.49 8.34 10%
盐酸

潜在酸 +
添加剂

5%
盐酸

表 3　流动实验及处理液数据

实验
温度 /

℃

围压 /
MPa

基液
黏度 /
mPa·s

前置液
黏度 /
mPa·s

常规土酸
酸液黏度 /

mPa·s

潜在酸酸
液黏度 /
mPa·s

90  3 0.3775 0.3812 0.3857 0.3844

 表 4　酸化流动处理结果

岩心
编号

K/K0 酸化
效果基液 前置液 处理液 后置液 后冲洗液

Ⅰ 1.00 0.22 1.52 2.01 2.05 有效

Ⅱ 1.00 1.40 1.95 3.01 4.01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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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短接和回接密封总成插入已经丢在分支井井眼里

的内抛光回接筒内。

4.2　应用实例

分支井眼连接总成的现场试验是在胜利油田的

河 3- 支平 1 井完成的。

首先用可回收斜向器系统磨铣一个窗口，然后

钻分支井眼。当分支井眼钻完后，完井管柱带着管

外封隔器一起下入分支井眼，管外封隔器将完井井

段与分支井眼连接处隔开。分支井眼连接总成的井

下安装通过两趟钻成功实施：首先将模板下入磨铣

窗口附近，然后将带有连接器总成的分支井完井管

柱丢入井内，实现分支井眼与主井眼的回接。

由于要求在下入模板前清除主井眼内的沉积

物，这使得分支井眼连接处变得很不稳定，尤其是当

该井眼连接总成恰好位于 45°井斜处时。尽管如此，

连接总成各部件还是在主井眼上部井段完井之前成

功完成安装。

5　结论

（1）分支井眼连接总成由于导轨的支撑作用，在

较高地层载荷挤压下基本不发生变形，可实现分支

井眼的再进入；由于密封圈的作用，该分支井眼回

接处也具有完整的液力封隔性。

（2）在五级分支井河 3- 支平 1 井的施工中成功

安装了该连接总成，并完成了后续作业，验证了该连

接总成具有良好的连通性。对连通性最大的考验是

当分支井眼连接总成位于 45°井斜处且该处地层不

稳定时，该处沉砂不易清理，这可能会影响到井眼连

通性。

（3）该连接总成在完井施工完成后，所得到的内

通径只有 96.8 mm，这给以后的采油作业造成一定困

难，增加完井管柱的内通径将是今后重点攻关方向。

参考文献：

［1］　 张桂林 . 胜利油田水平井钻井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J］.
石油钻探技术，2005，33（2）：66-67.

［2］　 都振川 . 胜利油田薄油层水平井钻井技术综述［J］.
石油钻采工艺，2003，25（3）：30-33.

［3］　 赵金洲，唐志军 . 分支水平井钻井技术实践［J］. 石油

钻采工艺，2002，24（2）：19-21.
［4］　 聂云飞，吴仲华，张辉，等 . 五级分支井技术在河 3- 支

平 1 井的应用［J］. 石油钻采工艺，2012，34（2）：13-
16.

［5］　 蒋祖军 . 国内第一口 TAML 五级双分支井完井技术［J］.
石油钻采工艺，2004，26（2）：5-7.

［6］　 刘坚，李勇，马旭川 . XQ90 气井分支井完井技术［J］.
钻采工艺，2003，26（5）：25-27.

［7］ 　 MATT B, SIMON F, LEV R. Burst and collapse of a 
sealed multilateral junction: numerical simulations［R］.
SPE/IADC 52873, 1999.

［8］　 李枝林，陈平，罗勇，等 . 分支井连接井段井眼力学特性

的有限元分析［J］. 天然气工业， 2006， 26（2）：80-82.
［9］　 付胜利，高德利 . 可膨胀管膨胀过程三维有限元数值模

拟［J］.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1（2）：

54-57. 

（修改稿收到日期　2015-09-26）

〔编辑　景　暖〕

［4］　 曲韵滔，李建波 . 缓速酸酸化实验研究［J］. 精细石油

化工进展，2011，12（1）：9-12.
［5］　 黄春，侯广溪，孟翠珍 .BH-211 缓速酸增注技术及应用

［J］. 石油钻采工艺，1992，14（6）：91-95.
［6］　 邹远北，周隆斌，裴春，等 . 高温深层缓速酸化优化研究

及应用［J］. 石油钻采工艺，2003，25（4）：61-63.
［7］　 任小强，徐建华，都芳兰，等 . 缓速酸在柳赞地区中、深

层的应用［J］. 石油钻采工艺，2007，29（S）：65-67.
［8］　 ［美］NOTTE K, ECONOMIDES, MJ 著 . Reservoir 

Stimulation［M］. 张保平，蒋阗等译 . 北京：石油工业

出版社，2002：675-682.
［9］　 王宝峰，赵忠扬，薛芳渝 . 砂岩基质酸化中的化学平衡

研究［J］. 西南石油学院学报，2000，22（2）：58-61.
［10］　 张黎明 . 砂岩酸化用土酸中盐酸的作用效应［J］. 石

油钻采工艺，1994，16（6）：51-57.
［11］　 陆乃宸，张克城，谭丕亨，等 . 甲酸甲酯直接水解法制

甲酸的研究（Ⅰ）反应动力学［J］. 化工学报，1998，

49(3)：261-267.
［12］　 何健，庞先桑，黄仲涛 . 甲酸甲酯直接水解制甲酸的研

究Ⅱ连续反应装置的实验结果与讨论［J］. 天然气化

工，1991，16（6）：15-16.
［13］　 陈钢，魏建军，王树军，等 . 砂岩油藏注水井深部酸化

技术［J］. 石油钻采工艺，2007，29（3）：45-48.

（修改稿收到日期　2015-10-13）

〔编辑　付丽霞〕

　　（上接第 10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