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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实现岩盐动态条件下溶

解特性试验的方法，首先，选取岩盐制成长方体

结构的岩盐试件，将岩盐试件的一个侧面作为溶

解面，将其他面进行蜡封；然后，控制溶解液一定

的流速流过岩盐试件溶解面进行动态溶解实验。

本发明在试验过程中可调控岩盐试件溶解面积、

岩盐特性、溶解液浓度、溶解液的流速和溶解液

的温度等溶解参数，使岩盐试件处于动态溶液

中，达到真实模拟实际岩盐开采溶解环境条件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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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实现岩盐动态条件下溶解特性试验的方法，该方法包括：选取岩盐制成长方体

结构的岩盐试件，将岩盐试件的五个面进行蜡封，剩余的一个面作为溶解面，将溶解液从溶

解面以一定流速进行溶解试验；最后，改变岩盐试件的岩盐特性、溶解液流速、溶解液温度、

溶解液浓度进行岩盐溶解速率测试，得到试验数据；

上述实现岩盐动态条件下溶解特性试验的方法，不仅能研究动态条件下岩盐溶解特

性，还能研究静态条件下岩盐溶解特性；溶解液流速范围为0～0.02m/s；

上述实现岩盐动态条件下溶解特性试验的方法，使用的装置包括：恒温控制槽(1)、测

试设备(6)和位于两者之间的泵(2)；

所述恒温控制槽(1)内储存有溶解液；

所述测试设备(6)底部具有设备入口(4)，顶部具有设备出口(9)，且所述测试设备(6)

内部具有设备底座(7)、填料层(5)和位于所述设备底座(7)上的岩盐试件(8)；

所述泵(2)的入口处连接有具有阀门b的第一管路，该第一管路通过带有阀门a的管路

连接至所述恒温控制槽(1)出口，该第一管路通过带有阀门c的管路连接至所述设备入口

(4)；

所述泵(2)的出口处连接有具有阀门d和流量计(3)的第二管路，该第二管路通过带有

阀门e的管路连接至所述恒温控制槽(1)入口，该第二管路通过带有阀门f的管路连接至所

述设备入口(4)；

所述设备出口(9)和所述恒温控制槽(1)入口之间还具有第三管路；

使用上述装置，操作方法具体如下：

首先，选取岩盐制作成长方体结构的岩盐试件(8)，将岩盐试件(8)的其中一个侧面作

为溶解面其余各面进行蜡封，并测量该溶解面的面积，将制作好的岩盐试件(8)放在设备底

座(7)上并确保溶解面能与溶解液接触良好；

然后将一定体积和一定浓度的溶解液放入到恒温控制槽(1)中调控到设定的溶解液温

度，打开阀门a、b、f，启动泵(2)，打开阀门d，保持阀门c、e关闭，通过调节阀门d控制溶解液

的流量，溶解液的流量通过流量计(3)进行检测，溶解液通过设备入口(4)流入，再经填料层

(5)使得溶解液在设备中布水均匀，当溶解液与岩盐试件(8)开始接触时开始计时，溶解液

以一定流速流经岩盐试件(8)后通过设备出口(9)溢流出设备回流到恒温控制槽(1)中；

溶解一定时间后关闭阀门a、f，打开阀门c、e，使得设备中的溶解液通过泵(2)回流到恒

温控制槽(1)中，将恒温控制槽(1)中的溶解液混合均匀后取样分析溶解后溶解液中各离子

浓度，通过与溶解前溶解液中的各离子浓度比较，计算出岩盐中各物质的相应溶解速率；

最后按照量纲分析根据实际开采条件和数值模拟确定试验中溶解液的浓度、温度、流

速范围，再确定不同因素水平进行岩盐溶解速率测试，得出试验数据；

试验过程中将岩盐试件(8)制成长方体结构，并只用其中一个侧面进行溶解实验，其余

各面进行蜡封；所述的长方体结构试件能在保证一定溶解面积的基础上，控制溶解过程中

的溶解面积不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实现岩盐动态条件下溶解特性试验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按照量纲分析根据实际开采条件和数值模拟确定试验中岩盐特性、溶解液流速、溶解液温

度、溶解液浓度的研究范围；

所述的量纲分析主要是依据实际开采条件和数值模拟出的参数来进行量纲分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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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岩盐在实际水溶过程中的溶解参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实现岩盐动态条件下溶解特性试验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控制岩盐溶解过程中的溶解面积、溶解液流速、溶解液温度、溶解液浓度，得到一定溶解条

件下的岩盐溶解速率；

所述的溶解液不仅可以是氯化钠溶液还可以是碱溶液、酸溶液或氨碱废液，不同性质

的溶液来研究岩盐的化学溶蚀机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实现岩盐动态条件下溶解特性试验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试验是通过离子分析方法来检测溶解液溶解前后各离子浓度变化，进而来换算出岩盐试件

(8)内可溶性物质的溶解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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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实现岩盐动态条件下溶解特性试验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专利涉及一种岩盐动态条件下溶解特性试验的方法，属于井矿盐开采技术

领域和天然气盐穴地下储气库造腔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盐类矿物易溶于水的特性，对盐类矿床的开采常采用水溶开采的技术方法。

水溶开采技术是根据盐类矿物易溶于水的特点，把水作为溶剂注入矿床，在矿床赋存地进

行物理化学作用，将矿床中的盐类矿物就地溶解，固体盐矿物转变为流动状态的盐溶液‑卤

水。研究岩盐动态溶解速率对水溶开采井矿盐的卤水浓度控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0003] 利用深部盐岩洞穴进行能源地下储备是国际上广泛认可的能源储备方式，也是我

国能源战略储备的重点部署方向之一。我国盐穴储气库以层状盐岩为主，岩性复杂、夹层

多、品位差、水不溶物含量高、盐层薄，造腔具有溶腔速度慢、成腔效率低、形态难以控制的

困难。我国的金坛储气库经过近10年建设，仅9口盐腔投产，形成工作气量1.5亿方，实际造

腔形态与设计指标相差较大。针对我国盐穴储气库建设面临造腔速度慢、成腔效率低、形态

难以控制，国外造腔理论、数值模拟手段和工艺体系无法满足我国层状盐岩建库及造腔的

需要等难题，研究岩盐动态溶解速率，来进一步完善多夹层盐穴储气库水溶造腔机理，对我

国盐穴储气库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动态溶解条件下，溶解液浓度、温

度、流速可调，且调节方便，同时测试精度更高的岩盐溶解特性试验方法，该方法更真实模

拟岩盐实际动态溶解环境，以获得更真实的试验数据，用来指导工程实际。

[0005] 本发明提供的实现动态条件下岩盐溶解特性试验的方法，首先，选取岩盐制作成

长方体结构的岩盐试件，将试件的其中一个侧面进行溶解实验，其余各面进行蜡封；然后，

将一定温度的溶解液以一定的流速流过试件的溶解面进行溶解实验，并采用标准方法分析

前后溶解液中各离子浓度变化，计算出试件溶解速率；最后改变溶解液的浓度、温度、流速

进行岩盐溶解速率测试，得到岩盐动态溶解的试验数据。

[0006] 本发明使岩盐试件一个侧面与溶解液接触便于控制溶解面积，溶解液以一定流速

流过试件，使岩盐处于动态溶解液中，达到真实模拟岩盐实际溶解环境的目的；溶解液的浓

度、温度、流速均可调；同时不仅可以检测岩盐的总溶解速率还可检测岩盐中各可溶物质对

应的溶解速率。

附图说明

[0007] 图1为本发明中岩盐试件结构示意图。

[0008] 图2为本发明岩盐溶解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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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0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地描述。

[0010] 实现岩盐动态条件下溶解特性试验的方法，使用的装置包括：恒温控制槽1、测试

设备6和位于两者之间的泵2；

[0011] 所述恒温控制槽1内储存有溶解液；

[0012] 所述测试设备6底部具有设备入口4，顶部具有设备出口9，且所述测试设备6内部

具有设备底座7、填料层5和位于所述设备底座7上的岩盐试件8；

[0013] 所述泵2的入口处连接有具有阀门b的第一管路，该第一管路通过带有阀门a的管

路连接至所述恒温控制槽1出口，该第一管路通过带有阀门c的管路连接至所述设备入口4；

[0014] 所述泵2的出口处连接有具有阀门d和流量计3的第二管路，该第二管路通过带有

阀门e的管路连接至所述恒温控制槽1入口，该第二管路通过带有阀门f的管路连接至所述

设备入口4；

[0015] 所述设备出口9和所述恒温控制槽1入口之间还具有第三管路；

[0016] 使用上述装置，操作方法具体如下：

[0017] 首先，选取岩盐制作成长方体结构的岩盐试件8，将岩盐试件8的其中一个侧面作

为溶解面其余各面进行蜡封，并测量该溶解面的面积，将制作好的岩盐试件8放在设备底座

7上并确保溶解面能与溶解液接触良好；然后将一定体积和一定浓度的溶解液放入到恒温

控制槽1中调控到设定的溶解液温度，打开阀门a、b、f，启动泵2，打开阀门d，保持阀门c、e关

闭，通过调节阀门d控制溶解液的流量，溶解液的流量通过流量计3进行检测，溶解液通过设

备入口4流入，再经填料层5使得溶解液在设备中布水均匀，当溶解液与岩盐试件8开始接触

时开始计时，溶解液以一定流速流经岩盐试件8后通过设备出口9溢流出设备回流到恒温控

制槽1中；溶解一定时间后关闭阀门a、f，打开阀门c、e，使得设备中的溶解液通过泵2回流到

恒温控制槽1中，将恒温控制槽1中的溶解液混合均匀后取样分析溶解后溶解液中各离子浓

度，通过与溶解前溶解液中的各离子浓度比较，计算出岩盐中个物质的相应溶解速率；最后

按照量纲分析根据实际开采条件和数值模拟确定试验中溶解液的浓度、温度、流速范围，再

确定不同因素水平进行岩盐溶解速率测试，得出试验数据。

[0018] 上述实现岩盐动态条件下溶解特性试验的方法中，岩盐试件可选取现场真实岩芯

或人造岩盐模型，其中人造岩盐模型是采用氯化钠、泥土等材料按照一定比例配制后，采用

压力试验机按实际地层压力压制而成。

[0019] 上述实现岩盐动态条件下溶解特性试验的方法中，不仅能研究动态条件下岩盐溶

解特性，还能研究静态条件下岩盐溶解特性。

[0020]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

详细说明，所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凡在本发明的方法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21] 实施例：

[0022] 说明：

[0023] (1)各地的岩盐组分不同，且含量不同，因此，实施例中，主要研究了国内钙芒硝型

岩盐、石膏型岩盐、泥岩、盐岩不同岩性的岩盐溶解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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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2)一般同一地区同一岩性岩盐成分、含量极不均匀，加上地下地质情况较复杂，

实施例中，假定岩盐试件各组分混合均匀。

[0025] (3)依据实际工艺生产中的注采比、注水流量和浓度，结合数值模拟得出溶腔中大

部分区域处于静态或层流低流速状态，通过量纲分析计算确定溶解液流速范围一般为0～

0.02m/s。

[0026] (4)实际应用时，应根据各地区岩盐类型与组成的实际情况，还应结合实际开采条

件，通过生产试验加以修正，然后实际生产应用。

[0027] 实施例1：将江苏淮安地区的钙芒硝型岩盐通过切割和蜡封制成长方体结构的岩

盐试件，其中岩盐试件的一个侧面未蜡封作为溶解面(7.24cm×10 .83cm)，试件组成为：

NaCl质量含量51.86％、Na2SO4质量含量8.18％、CaSO  4质量含量2.76％、不溶物质量含量

36.16％。将45℃的氨碱废液(NaCl含量50g/L，CaCl  2含量110g/L)以396L/h流量流经岩盐

试件溶解面进行溶解，换算可知溶解液流过试件溶解面的平均流速为0.011m/s，通过离子

分析标准方法检测溶解液前后各离子浓度变化计算得到岩盐试件中NaCl溶解速率约为

23mg/(min·cm2)、Na2SO4溶解速率约为11mg/(min·cm2)、总溶解速率约为34mg/(min·cm2)

[0028] 实施例2：将河南平顶山地区的石膏型岩盐通过切割和蜡封制成长方体结构的岩

盐试件，其中岩盐试件的一个侧面未蜡封作为溶解面(7.69cm×11 .92cm)，试件组成为：

NaCl质量含量24.45％、Na2SO4质量含量0.52％、CaSO  4质量含量13.26％、不溶物质量含量

57.98％。将温度为55℃浓度约为30g/L的NaCl溶液以216L/h流量流经岩盐试件溶解面进行

溶解，换算可知溶解液流过试件溶解面的平均流速为0.006m/s，通过离子分析标准方法检

测溶解液前后各离子浓度变化计算得到岩盐试件中NaCl溶解速率约为16 .5mg/(min·

cm2)、Na2SO4溶解速率约为0.5mg/(min·cm2)、总溶解速率约为17mg/(min·cm2)

[0029] 实施例3：将湖北云应地区的钙芒硝型岩盐通过切割和蜡封制成长方体结构的岩

盐试件，其中岩盐试件的一个侧面未蜡封作为溶解面(6.93cm×12 .41cm)，试件组成为：

NaCl质量含量23.58％、Na2SO4质量含量7.63％、CaSO  4质量含量6.36％、不溶物质量含量

57.22％。将温度为55℃浓度约为210g/L的NaCl溶液以612L/h流量流经岩盐试件溶解面进

行溶解，换算可知溶解液流过试件溶解面的平均流速为0.017m/s，通过离子分析标准方法

检测溶解液前后各离子浓度变化计算得到岩盐试件中NaCl溶解速率约为7mg/(min·cm2)、

Na2SO4溶解速率约为5mg/(min·cm2)、总溶解速率约为12mg/(min·cm2)。

说　明　书 3/3 页

6

CN 109239307 B

6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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