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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酸压施工的高成本及高风险，在设计阶段需要对酸蚀裂缝导流能力这一影响酸压改造效果的关键参数进行预测。

目前关于酸蚀裂缝导流能力预测的研究尚存在一些问题，通常情况未考虑酸蚀裂缝长期导流能力的变化，导致预测的产能与实际产

能存在一定差异。基于酸蚀裂缝闭合机理，考虑酸蚀裂缝中粗糙接触面上岩石的溶解、扩散和自由面上的溶解沉淀这 3 个过程的综

合作用，建立了考虑压力溶解作用的酸蚀裂缝长期导流能力预测模型。研究表明，压力溶解作用对于酸蚀裂缝长期导流能力的影响

不可忽略；压力溶解过程主要受控于裂缝间的化学势的影响，当体系达到平衡，反应停止；裂缝初始宽度、裂缝间初始接触面积比等

因素都会影响压力溶解作用的强弱，裂缝初始宽度越大，裂缝间初始接触面积比越小，压力溶解作用越强，裂缝宽度下降越快。研究

成果可以提高酸蚀裂缝导流能力的预测精度，为酸压设计提供可靠的参数，更为准确地描述酸压后产能的递减规律。

关键词：酸压；酸蚀裂缝；闭合应力；导流能力；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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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id  fracturing  operation  is  of  high  cost  and  high  risk,  so  in  the  stage  of  acid  fracturing  design,  it  is  necessary  to

predict the flow conductivity of acid-etched fracture which is the key parameter influencing the stimulation effect of acid fracturing.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es on the prediction of the flow conductivity of acid-etched fracture. Generally,

the variation of long-term flow conductivity of acid-etched fracture is not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ich results in a certain deviation

of the predicted productivity from the actual value. In view of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three actions in acid-etched fractures (i.e.,

rock dissolution and diffusion on the rough contact surface of and dissolution precipitation on the free surface), a model for predicting

the  long-term flow conductivity  of  acid-etched fracture  while  considering pressure  dissolution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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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acid-etched fracture.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influence of pressure dissolution on the long-term flow conductivity of acid-

etched fracture shall not be neglected. Pressure dissolution process is dominated by the chemical potential between fractures. And the

reaction stops when the equilibrium is reached. The pressure dissolution is also influenced by initial fracture width, fracture-fracture

initial contact area ratio and other factors. The larger the initial fracture width is, the smaller the fracture-fracture initial contact area

ratio is, the stronger the pressure dissolution is and the higher the decreasing rate of fracture width is.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increase

the prediction precision on the flow conductivity of acid-etched fracture, provide the reliable parameters for acid fracturing design and

describe productivity decline laws after acid fracturing more accurately.

Key words: acid fracturing; acid-etched fracture; closure stress; flow conductivity; productivity

酸蚀裂缝导流能力预测模型对于酸压效果的预

测非常重要，Nierod和 Kruk等人［1-3］使用白云岩

进行模拟酸压过程时，通过酸蚀裂缝导流能力和岩

石溶解量数据的对比，得到 N-K模型。N-K经验关

系式中的裂缝宽度是酸蚀裂缝理想缝宽，该模型考

虑了闭合应力、岩层上覆应力、岩石溶解等因素，但

未考虑岩性影响。Gomaa等人［4］针对 N-K模型进

行了修正，给出了灰岩地层、白云岩地层的修正公

式。Gangi等人［5］提出了“钉床模型”，运用等效

思想将裂缝壁面颗粒等效为等直径，高度不同的柱

状体；该模型未考虑蚓孔、岩性、酸液对裂缝壁面刻

蚀的影响。Tsang等人［6］在孔隙模型中引入了粗

糙度的概念，得到了一种理论上可以预测酸蚀裂缝

导流能力的模型，但在闭合应力作用下裂缝粗糙表

面会发生形变。Gong模型［7］考虑了酸蚀作用对

岩石强度、弹塑性的影响，还考虑了酸蚀作用对酸蚀

裂缝粗糙壁面的影响，得到一种拟合程度高于 N-
K模型的计算方法，但该模型仅能描述中等尺寸的

非均匀刻蚀且实验结果没有较好的重复性。牟建业

等人［8］基于 N-S方程，以极短的步长求解压力场

和速度场，但该模型并未考虑闭合应力的作用。

Deng等人［9］在牟建业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闭合应

力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关于酸蚀裂缝导流能力的研究，并未着

力于长期裂缝导流能力，在长期产能预测方面与实

际有较大偏差。因此，考虑闭合应力的作用，考虑裂

缝壁面粗糙颗粒接触后的溶解变形作用，建立了酸

蚀裂缝长期导流能力计算方法，可以更加准确预测

酸压后产能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1    裂缝长期导流能力模型

在碳酸盐岩储层前置液酸压过程中，前置液压

开地层形成人工裂缝，人工裂缝在闭合应力的作用

下，宽度会不断降低，导流能力也相应逐渐减小。

Yasuhara等人［10］通过实验得到的裂缝宽度变化过

程如图 1所示。
 

裂缝开启 酸液滤失刻蚀壁面 裂缝闭合 
图 1　酸压过程中裂缝宽度的变化

Fig. 1 Variation of fracture width in the
process of acid fracturing

 

1.1    理论模型

在裂缝粗糙壁面接触面上，受到闭合应力影响，

粗糙颗粒发生接触变形、矿物溶解。溶解的矿物会

沿着壁面水膜向孔隙空间扩散。由于孔隙中溶质浓

度不平衡，扩散的物质随后会在孔隙空间的自由面

上进行沉淀、溶解作用。压力溶解过程和溶质在自

由面上的溶解过程是相互制约的。裂缝的宽度变化

主要受矿物溶解过程、溶质扩散过程及自由面溶解-
沉淀过程的影响，从而导致裂缝长期导流能力发生

变化。压力溶解过程如图 2所示。

(1)矿物的溶解过程。粗糙裂缝接触表面在

进行接触时候，裂缝表面的粗糙颗粒在闭合应力的

作用下会发生溶解现象，而压力溶解过程主要是受

到裂缝中的化学势的影响，且作用在裂缝孔隙壁面

上的压力为孔隙压力。Revil等人［11］、Heidug等

人［12］分别定义由矿物溶解引发应变速率 εdiss 及裂

缝中的化学势差 Δμ 为

εdiss = −∆µ
3VmK+
RTd

(1)

−∆µ = σaVm+∆ f −2H ·γ ·Vm (2)

式中，εdiss 为应变速率，s−1；Δμ 为裂缝接触面上的高

应力点和裂缝孔隙壁面的低应力点的化学势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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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ol；Vm 为物质的摩尔体积，m3/mol；K+为物质的

溶解速率常数，mol/(m2 · s)；R 为理想气体常数，

J/(mol · K)；T 为系统温度，K；d 为粗糙接触面直径，

m；σa 为作用在裂缝接触面上的真实压应力，MPa；
Δf 为裂缝接触界面处和孔隙壁面处的摩尔赫姆霍兹

自由能之差，J/mol；H 为粗糙接触界面的平均曲率，

m−1；γ 为单位粗糙接触界面上的能量，J/m2。

当裂缝内反应系统达到热力学平衡时，化学势

差−Δμ 为 0，作用在裂缝接触面上真实压应力 σa 与
临界压力 σc 达到相同，反应停止［11］。

σa =
σeff

Rc
(3)

σa
eq = σc =

σeff

Rc
eq = 2γHeq− ∆ f eq

Vm
(4)

σc =
Em(1−T/Tm)

4Vm
(5)

式中，σeff 为有效应力，为总应力减去孔隙压力，

MPa；Rc 为接触面积比，总的接触面积与裂缝总面积

之比，无因次；Em 为岩石熔化热，J/mol；Tm 为岩石熔

化温度，K；上标 eq代表反应平衡状态。

岩石溶解线性流动过程中，定义应变速率为

εdiss =
1
d
· ∆d
∆t

(6)

整理上式得到溶解质量通量 dMdiss/dt 为

dMdiss

dt
=

3πV2
m(σa−σc)k+ρgd2

c

4RT
(7)

物质溶解速率常数 k+与温度间的关系为

k+ = k0
+ exp

(
− Ea

RT

)
(8)

k0
+

式中，dMdiss/dt 为溶解质量通量，kg/s；ρg 为岩石密

度，kg/m3；dc 为粗糙接触面的直径，m； 为参考的溶

解速率常数，mol/(m2 · s)；Ea 为溶解活化能，J/mol。
(2)溶质的扩散。岩石在接触面溶解后，会通过

扩散作用从岩石表面扩散到裂缝间的孔隙壁面上，

一般使用扩散通量来描述这一过程。浓度梯度越

大，扩散通量越大。根据 Fick第一定律，得到在半

径为 r 的圆型接触面上的扩散通量 Jm 为

Jm = −2πrwDb

(
dC
dx

)
x=r

(9)

式中，w 为裂缝接触界面上水膜的厚度，m；Db 为扩

散系数，m2/s；C 为扩散物质的体积浓度，kg/m3；

dC/dx 为扩散物质浓度梯度，kg/m4；r 为圆形接触面

的半径，m。

对 x 在 h≤x≤dc/2的范围内积分可得

Jm =
dMdiff

dt
=

2πwDb

ln (dc/2h)
(Cint−Cpore) (10)

扩散系数 Db 与温度之间的关系可以定义为

Db = D0 exp
(−ED

RT

)
(11)

式中，dMdiff/dt 为扩散质量通量，kg/s；h 为一微小长

度，其作用是避免在 Fick第一定律积分中出现奇异

性，取值为初始粗糙度接触面的直径 dc 的 1/1 000，m；

Cint 为裂缝接触面处 (x=h)溶解矿物的质量浓度，

mg/L；Cpore 为裂缝孔隙空间中 (x=dc/2)溶解矿物的

质量浓度，mg/L；D0 为参考的扩散系数，m2/s；ED 为

扩散活化能，J/mol。
(3)溶质的沉淀和自由面的溶解。将岩石溶解

物从裂缝孔隙向裂缝壁面自由面沉淀的速率定义为

沉淀质量通量，将岩石溶解物从裂缝孔隙向裂缝壁

面自由面溶解的速率定义为溶解质量通量［13］

dMprec

dt
= k−AporeρgVm

(
Cpore

Ceq
−1

)m

(12)

dMFF
diss

dt
= k+AporeρgVm

(
1−

Cpore

Ceq

)m

(13)

k−

dMFF
diss/dt

式中，dMprec/dt 为自由面沉淀质量通量，kg/s； 为溶

解矿物的沉淀速率常数，s−1；Apore 为裂缝孔隙的面

积，其值为裂缝总面积减去裂缝接触面积，m2；Ceq 为

平衡状态时溶解矿物的质量浓度，mg/L；m 为反应级

数，取 m=1； 为自由面溶解质量通量，kg/s；
k+为溶解矿物的溶解速率常数，s−1。
1.2    裂缝接触面模型

如图 3所示，将裂缝表面接触区域简化为多个

圆形接触面，直径为 dc。受到闭合应力作用，假设裂

缝表面只受到无滑移的机械压实作用可得

σeffA1
t = σaA1

c (14)

岩石颗粒 

岩石颗粒 

闭合应力 

闭合应力 

闭合应力 

闭合应力 

压力溶解 

扩散过程 

自由面溶解-

沉淀过程 

 
图 2　压力溶解过程

Fig. 2 Pressure dissolu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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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t A1

c式中， 为裂缝总面积，m2； 为裂缝总接触面积，m2。

Yasuhara［14］通过分析裂缝剖面数据，提出了

裂缝平均宽度和接触面积比之间的关系式为

b = br+ (b0−br)exp
(Rc0−Rc

a

)
(15)

Rc =
A1

c

A1
t

(16)

式中，b 为裂缝平均宽度，m；br 为裂缝残余宽度，m；

b0 为裂缝初始宽度，m；Rc0 为裂缝接触点的初始面

积比；a 为经验常数。

1.3    裂缝宽度的计算

裂缝的宽度主要由溶解和扩散过程及自由面溶

解/沉淀过程贡献的。对于溶解和扩散过程有

Vc
t =

∑
∆t

(
dMdiff

dt

)
∆t
ρg

(17)

dVc
t =WLRcdu = A1

t Rcdu (18)

du = − db
1−Rc

(19)

Vc
t =A1

t · (b0−br) · exp
(
−1− Rc|t

a

)
·{

exp
(

1+ Rc0|t
a

)
− exp

(
1+ Rc|t

a

)
+

a−1 · exp
(

Rc0|t + Rc|t
a

)
·ln 1−Rc0

1− Rc|t
+

∞∑
n=1

(1−Rc0)n− (1− Rc|t)n

ann!n


 (20)

Vc
t式中， 为 t 时刻扩散质量的体积，m3；W 为裂缝高

度，m；L 为裂缝长度，m；Rc 为裂缝接触面积比，无因

次；du 为 dt 时间段内的位移增量，m；b 为平均缝宽，m。

通过上面一组方程可以得到 Rc，代入式 (15)可
求得由裂缝粗糙接触面上的溶解和扩散作用引起的

裂缝宽度变化 bc(式 15得出的 b 值)，还需要计算在

裂缝孔隙表面由于自由溶解和沉淀过程引发的裂缝

宽度变化 bF。

VF
t = bFA1

t =
∑
∆t

(
dMFF

diss

dt
−

dMprec

dt

)
∆t
ρg

(21)

VF
t式中， 为 t 时刻自由面溶解/沉淀在裂缝孔隙壁面

上的质量体积，m3。

综合上述计算，t 时刻总的裂缝平均宽度为

b = bc+bF (22)

1.4    裂缝内溶解矿物浓度的处理

当计算 t 时刻的裂缝平均宽度时，需要先得到

t 时刻 Cint 和 Cpore 的值。酸蚀裂缝闭合过程中，裂

缝的闭合、压实过程都受控于裂缝内的物质浓度。

如图 4所示，(1)、(2)、(3)分别代表裂缝接触面溶

解、扩散和沉淀这 3个过程。这 3个过程分别对应

裂缝接触面处的浓度 Cint、裂缝孔隙空间中的浓度

Cpore 和裂缝壁面处的平衡浓度 Ceq。其中 (1)到
(2)由扩散作用决定，(2)到 (3)由沉淀作用决定。
 

(1)

(2)

(3)

Cint Cpore

Ccq

 
图 4　浓度变化过程示意图

Fig. 4 Sketch of concentration change process
 

Yasuhara通过实验得到结论［10］：成岩作用产

生的沉淀矿物并不是长期导流能力损失的最重要原

因，但这个过程真实存在。计算中忽略沉淀过程对

裂缝宽度的改变，仅考虑扩散作用影响得q1

q2

 = 2πwDb

ln(dc/2h)

1 −1
−1 1

 C1

C2

+ 1
4

[
VP 0
0 VP

] [
dC1/dt
dC2/dt

]
(23)

式中，qi 和 Ci(i=1、2)分别为 (1)、(2)处的质量通量

和浓度；VP 为孔隙体积，m3。

将 q1=dMdiss/dt，q2=0，C1=Cint，C2=Cpore 带代入

式 (23)并展开，可得酸蚀裂缝接触面处的浓度

Cint 为

Cint,t+∆t =

{(
D1+

Vp

2∆t

)[
dMdiss

dt
+

VP

4∆t
Cint,t

]
+

D1Vp

2∆t
Cpore,t

}
·
[(

D1+
VP

4∆t

) (
D1+

VP

2∆t

)
−D2

1

]−1 (24)

D1 =
2πwDb

ln(dc/2h)
(25)

dc

 
图 3　裂缝局部接触表面示意图

Fig. 3 Sketch of local fracture contact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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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矿物的转移参数决定孔隙间浓度 Cpore 为

Cpore =


1
Q

(
dMdiff

dt
+

dMFF
diss

dt

)
(Cpore <Ceq)

1
Q

(
dMdiff

dt
−

dMprec

dt

)
(Cpore >Ceq)

(26)

式中，Q 为流量，m3/s；Δt 为时间步长，s。

2    算例分析

结合以上研究，可分别计算溶解、扩散、自由面

溶解/沉淀过程中每个时间步长内的裂缝导流能力

变化。初始导流能力可以结合 N-K方程及初始裂

缝宽度进行赋值。经过单时间步长计算后，可以得

到更新后的裂缝宽度。该计算是在统一温度系统中

进行耦合求解的，因为溶质的平衡浓度 Ceq 一般是

通过实验数据获得，无法与温度形成函数关系。通

过编程求解，计算酸压后每个时刻的酸蚀裂缝导流

能力变化。模拟输入参数如表 1所示。
 

表 1    酸蚀裂缝长期导流能力计算输入参数

Table 1    Input parameters for calculating the long-term flow
conductivity of acid-etched fracture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岩层上覆压力/MPa 79.6 闭合应力/MPa 55

临界应力σc/MPa 30 有效应力σeff/MPa 45.3

A1
t裂缝面积 /m2 800

岩石密度

ρg/(kg.m−3)
2 650

水膜厚度w/m 4×10−7
气体常数

R/(J · mol−1 · K−1)
8.31

温度T/K 373
岩石摩尔体积

Vm/(m3 · mol−1)
4.27×10−5

k0
+

溶解速率常数

/(mol · m−2 · s−1)
1.59

k0
−

沉淀速率常数

/(mol · m−2 · s−1)
0.196

沉淀活化能

Eb/(J · mol−1)
1.0×104

溶解活化能

Ea/(J · mol−1)
2.5×104

扩散常数D0/(m2 · s−1) 5×10−3
扩散活化能

ED/(J · mol−1)
5×103

溶质的平衡质量浓度

Ceq/(mg · L−1)
3.74

裂缝界面溶质质量

浓度Cint/(mg · L−1)
0.8

裂缝孔隙中溶质质量

浓度Cpore/(mg · L−1)
0.55 残余裂缝宽度br/m 2×10−4

经验常数a 9.5 初始接触比Rc0 0.1
 
 

初始缝宽为 5.52 mm时，经过 500 d的生产，缝

宽变为 5.17 mm。初期缝宽损失速度较大，后期趋

于平缓，模拟结果如图 5所示。通过 N-K方程可以

计算出酸蚀裂缝导流能力。设定初始导流能力分

别为 30、40、50 μm2 · cm时，相对初始导流能力为

20 μm2 · cm的情况，裂缝导流能力下降速度相对较

快，且初始导流能力越高，导流能力下降速度越快，

曲线最终都趋于平缓，如图 6所示。其中，经过 300 d
的生产，初始导流能力为 50 μm2 · cm时，下降了 6.79
μm2 · cm；初始导流能力为 40  μm2 · cm时，下降了

5.40 μm2 · cm；初始导流能力为 30 μm2 · cm时，下降

了 4.03 μm2 · cm；初始导流能力为 20 μm2 · cm时，下

降了 2.65 μm2 · cm。在生产 300 d到生产 500 d的范

围区间内，导流能力的降低非常缓慢，逐渐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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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初始导流能力为 30 μm2 · cm 时裂缝中固定点

宽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Fig. 5 Variation of fracture width at the fixed point over the time

at the initial flow conductivity of 30 μm2 · cm
 

 

0 100 200 300 400 50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酸
蚀

裂
缝

导
流

能
力

/(μ
m
2
·c

m
−1
)

时间/d

初始导流能力20 μm2·cm−1

初始导流能力30 μm2·cm−1
初始导流能力40 μm2·cm−1

初始导流能力50 μm2·cm−1

下降6.79 μm2·cm−1

  下降5.40 μm2·cm−1

下降4.03 μm2·cm−1

下降2.65 μm2·cm−1

 
图 6　裂缝导流能力随时间变化曲线

Fig. 6 Variation of fracture’s flow conductivity over the time
 

如图 7所示，随着生产的进行，裂缝宽度会逐步

减少，裂缝接触面积比会逐步增大。这就造成了以下

趋势：随着裂缝宽度的下降，裂缝导流能力下降，裂

缝宽度下降速率放缓，裂缝导流能力下降速率放缓。

以单翼裂缝为研究对象，在图 8中绘制出模拟

生产 1~500 d时的裂缝开度曲线。缝口处的裂缝初

始开度较大，裂缝间初始接触面积比较小，裂缝接触

面上的有效应力较大，压力溶解作用较强，裂缝开度

下降较快，模拟生产 1~500 d时，缝口处的裂缝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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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了 0.36 mm。裂缝末端的裂缝间初始接触面积

较大，其压力溶解作用相比于缝口处较弱，模拟生

产 1~500 d时，开度仅下降了 0.25 m。在模拟生产

400 d后，σa 与 σc 之间的应力间差异已经非常微弱，压

力溶解反应逐渐停止，裂缝开度下降速度逐渐平稳。

如图 9所示，裂缝之间的初始面积比对酸蚀裂

缝的长期缝宽变化有着较大的影响：初始接触面积

比越大，相同施工条件和生产时间下，裂缝宽度变化

越小；初始接触面积比越小，相同施工条件和生产时

间下，裂缝宽度变化越大。初始接触面积比为

0.1时，经过 500 d的生产，缝宽下降 0.31 mm，相比

于初始接触面积比为 0.03时，缝宽同期下降 0.53 mm。

初始接触面积越大，意味着裂缝壁面之间的接触面

积越大。在单轴压应力条件下，作用在裂缝接触面

上的真实压应力相对较小，压力溶解作用相对较弱，

裂缝壁面物质损失量较少，缝宽变化幅度较小。

根据上面的研究内容，通过控制单一变量的方

法，对比分析考虑酸蚀裂缝导流能力变化的储层压

降与定导流能力生产的储层压降。假定裂缝为 100 m
的双翼裂缝，裂缝的初始平均宽度为 5.38 mm，井的

供给半径为 400 m，储层的孔隙压力为 24.8 MPa，井

底流压为 21.3 MPa。其他参数均设置为相同数值以

保证模拟结果的可对比性，模拟生产 200 d，模拟结

果如图 10所示。固定酸蚀裂缝导流能力所计算出

的单井产能，比考虑酸蚀裂缝长期导流能力变化的

计算结果偏大。生产初期定导流能力条件下的单井

日产能，比考虑酸蚀裂缝长期导流能力变化的单井

日产能多出 20 m3/d。在生产 200 d时，这种差异变

为 3.4 m3/d。这部分的差异是由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裂缝宽度损失造成的。裂缝是储层与井筒之间非常

重要的沟通桥梁，裂缝宽度的变化会导致裂缝导流

能力的变化，从而影响油气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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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初始接触面积比下酸蚀裂缝宽度变化
Fig. 9 Variation of acid-etched fracture width at

different initial contact area rat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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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酸蚀裂缝导流能力与单井日产能关系曲线

Fig. 10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low conductivity of acid-
etched fracture and the single-well daily productivity

 

模拟生产 200 d后，得到如图 11所示的储层纵

剖面压力曲线，其中横坐标原点为井筒位置，考虑酸

蚀裂缝长期导流能力变化的压力曲线与定导流能力

压力曲线都形成压降漏斗。考虑酸蚀裂缝长期导流

能力变化的储层压力下降小于同时期恒定导流能力

生产的储层压降。由于考虑了生产过程中酸蚀裂缝

的宽度损失，压降漏斗扩展过程缓慢，储层油气资源

动用程度较低。由此可见，在进行油气井产能预测

模拟时，酸蚀裂缝长期导流能力变化的影响是不可

忽略的，考虑酸蚀裂缝长期导流能力的变化更贴近

实际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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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初始导流能力为 30 μm2 · cm 时裂缝接触比变化曲线

Fig. 7 Variation of fracture contact area ratio at the initial flow
conductivity of 30 μm2 ·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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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裂缝局部长度的开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Fig. 8 Variation of the opening of the local
fracture length over th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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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模拟生产 200 d 后储层压力曲线
Fig. 11 Reservoir pressure curve after

200 d simulated production
 

3    结论

(1)酸蚀裂缝初始导流能力越高，压力溶解作用

越强，裂缝导流能力下降的越快，导流能力曲线最终

都趋于平缓，初始导流能力大小会影响稳定后导流

能力的高低。

(2)酸压设计时需根据岩性选择合适的酸压工艺

和施工参数，获得比较宽且深的刻蚀沟槽，从而得到

较大的初始接触面积比，可以有效降低酸蚀裂缝缝

宽损失，从而可以较长时间保持裂缝的高导流能力。

(3)在进行酸压前产能预测时，考虑酸蚀裂缝长

期导流能力的变化会更加吻合实际情况，压力溶解

效应对酸压裂缝宽度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不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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