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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碳酸盐岩储层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油气田压裂技术领域，具体涉及

一种碳酸盐岩储层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方法，通

过采用滑溜水、胶凝酸、变粘酸多级交替注入，降

低酸液反应速率，提高酸蚀裂缝长度，有利于沟

通天然裂缝，提高储层酸压改造体积；采用蚓孔

酸酸液体系，可实现酸液在裂缝内的深穿透，形

成更长的有效作用距离，提高导流能力；后期采

用降阻酸，可扩大井筒周围储层酸蚀程度，进一

步提高近井地带储层导流能力；对裂缝较发育的

碳酸盐岩储层进行体积酸压，可充分利用储层天

然裂缝，借助酸液对碳酸盐矿物的溶蚀作用，在

扩大延伸裂缝、溶洞的同时，沟通天然裂缝，增加

渗流通道的导流能力，达到最大化增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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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碳酸盐岩储层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根据测井或岩心实验评价结果，得到碳酸盐岩储层裂缝发育程度、岩石脆性及

水平地应力评价结果，根据得到碳酸盐岩储层裂缝发育程度、岩石脆性及水平地应力评价

结果，选择可实施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的储层；

所述的选择可实施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的储层，包括以下条件：

⑴根据测井或岩心实验评价储层的裂缝发育程度，选择每米有效储层厚度发育3条以

上的裂缝、平均裂缝长度>20cm；

⑵根据测井或岩心实验评价储层岩石的脆性评价结果，选择储层岩石脆性破坏时应变

<3％或脆性指数>0.6的脆性储层；

⑶根据测井或岩心实验评价储层岩石水平地应力评价结果，选择水平地应力差<10MPa

的储层；

步骤二：采用滑溜水、胶凝酸、变粘酸多级交替注入方式进行酸压，储层的各工作液用

量为：

滑溜水液量200‑300m3，胶凝酸液量60‑180m3，变粘酸液量60‑120m3；

储层各工作液的施工排量为：

滑溜水施工排量5.0‑7.0m3/min，胶凝酸施工排量4.0‑6.0m3/min，变粘酸施工排量3.0‑

5.0m3/min；

步骤三：采用蚓孔酸进一步酸蚀储层裂缝，采用蚓孔酸液量40‑80m3，蚓孔酸施工排量

3.0‑5.0m3/min；

步骤四：采用降阻酸扩大井筒周围储层酸蚀程度，采用降阻酸液量30‑40m3，降阻酸施工

排量3.0‑5.0m3/min；

步骤五：采用滑溜水进行顶替施工，顶替液量按照从井口到射孔井段上部注入管柱容

积计算，施工排量3.0‑5.0m3/min。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酸盐岩储层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方法，其特征是：步骤

二中

采用滑溜水、胶凝酸、变粘酸用2‑3级交替注入方式进行酸压，提高酸蚀裂缝长度，储层

的各工作液用量为：

滑溜水液量200‑300m3，胶凝酸液量60‑180m3，变粘酸液量60‑120m3；

储层各工作液的施工排量为：

滑溜水施工排量5.0‑7.0m3/min，胶凝酸施工排量4.0‑6.0m3/min，变粘酸施工排量3.0‑

5.0m3/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酸盐岩储层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方法，其特征是：步骤

二中

所述的滑溜水是由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物质组成：烷基季铵盐1‑3％，乳液缓蚀降阻剂

0.5‑1.0％，柠檬酸0.7‑1.2％，助排剂2‑3％，余量为水；

所述的胶凝酸是由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物质组成：盐酸15‑20％，胶凝剂0.2‑0.5％，缓蚀

剂1‑3.6％，铁离子稳定剂1‑2.5％，助排剂1‑2％，余量为水；

所述的变粘酸是由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物质组成：盐酸15‑20％，变粘剂3‑7％，缓蚀剂1‑

3％，铁离子稳定剂0.5‑2.0％，助排剂1‑2％，粘土稳定剂1‑3％，余量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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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碳酸盐岩储层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方法，其特征是：

所述的滑溜水中的乳液缓蚀降阻剂为聚丙烯醇乳液、聚乙烯吡咯烷酮乳液、丙烯酰胺

与2‑丙烯酸‑2甲基丙磺酸共聚物乳液中的任意一种；

所述的滑溜水中的烷基季铵盐为十二烷基三甲基氯化铵、十六烷基三甲基氯化铵、十

二烷基三甲基溴化铵或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中的任意一种；

所述的滑溜水中的助排剂为CX‑307助排剂、DL‑6助排剂或CF‑5D助排剂。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碳酸盐岩储层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方法，其特征是：

所述的胶凝酸中的胶凝剂由甲基丙烯酰氧乙基三甲基氯化铵的均聚物和扩链剂构成，

并且所述扩链剂在所述胶凝剂中的质量分数为0.002‑0.007％；

所述的胶凝酸中的缓蚀剂为喹啉季铵盐、曼尼希碱季铵盐中的一种或两种混合物；

所述的胶凝酸中的铁离子稳定剂为柠檬酸、氮川三乙酸钠、异抗坏血酸钠中的至少一

种；

所述的胶凝酸中的助排剂由重量百分比为60％‑75％的聚氧乙烯醚、15％‑20％的乙二

醇单丁醚、15％‑25％的正辛醇组成。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碳酸盐岩储层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方法，其特征是：

所述的变粘酸中的变粘剂为芥酸酰胺丙基甜菜碱；

所述的变粘酸中的缓蚀剂为YHS‑2酸化缓蚀剂、HSJ‑2酸化缓蚀剂或PTC‑1酸化缓蚀剂；

所述的变粘酸中的铁离子稳定剂为柠檬酸、氮川三乙酸钠、异抗坏血酸钠中的至少一

种；

所述的变粘酸中的助排剂为CX‑307助排剂、DL‑6助排剂或CF‑5D助排剂；

所述的变粘酸中的粘土稳定剂为II型聚胺甲基丙烯酰胺或氯化钾。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酸盐岩储层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方法，其特征是：步骤

三中

所述的蚓孔酸是由质量百分比的以下物质组成：有机酸10‑25％，粘土稳定剂1‑5％，多

聚葡庚糖酸盐15‑20％，表面活性剂1‑5％，其余为水。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碳酸盐岩储层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方法，其特征是：

所述的蚓孔酸中的有机酸为甲酸、乙酸、三乙酸铵中任一种或几种按照任意比例混合

的混合物；

所述的蚓孔酸中的粘土稳定剂为II型聚胺甲基丙烯酰胺；

所述的蚓孔酸中的多聚葡庚糖酸盐为多聚葡庚碳酸钠、多聚葡庚碳酸钾中一种或两者

按照任意比例混合的混合物；

所述的蚓孔酸中的表面活性剂为十二烷基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十二烷基硫酸铵、羟

基合成醇聚氧乙烯醚、壬基酚聚氧乙烯醚中任一种或者几种按照任意比例混合的混合物。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酸盐岩储层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方法，其特征是：步骤

四中

所述的降阻酸是由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物质组成：盐酸15‑20％，CJ1‑2酸液稠化剂，HJF‑

94缓蚀剂1‑2％，柠檬酸铁离子稳定剂0.1‑0 .3％，CF‑5A助排剂0.4‑0 .7％，YFP‑1起泡剂

0.2‑0.6％，余量为水。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酸盐岩储层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方法，其特征是：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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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二、步骤三、步骤四所述的胶凝酸、变粘酸、蚓孔酸、降阻酸及滑溜水的施工排量根据改造

储层厚度增大或降低1.0‑2.0m3/min；

当改造储层厚度大于30m，各阶段液体施工排量提高1.0‑2.0m3/min；

当改造储层厚度小于20m，各阶段液体施工排量降低1.0‑2.0m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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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碳酸盐岩储层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油气田压裂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碳酸盐岩储层大排量复合酸压改

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碳酸盐储层一般埋藏深度在3200m‑4200m，温度与闭合压力较高，因此，对于

碳酸盐油气藏进行酸压改造面临诸多难点：(1)储层属于中低孔、特低渗储层，物性比较差；

(2)裂缝比较发育，且分布不匀；(3)由于其储层埋藏深、温度高，温度可以达到120℃，导致

酸岩反应速度很快，影响裂缝酸蚀距离的延长，难以有效实现深穿透，给有效沟通井筒远处

的有利储集体或溶洞带来困难。

[0003] 目前，在酸压工艺中主要使用两类物质来解决上述难题：(1)高粘酸(稠化酸)或交

联水基压裂液；(2)使用中性滑溜水。这两类物质缓蚀作用较弱，无法实现大排量施工，且酸

岩反应速率过快，酸或者滑溜水的穿透距离短，酸蚀裂缝长度较短，且对改造储层的微裂缝

渗流通道改造程度不充分。

[0004] 对裂缝较发育的碳酸盐岩储层进行体积酸压，可充分利用储层天然裂缝，借助酸

液对碳酸盐矿物的溶蚀作用，在扩大延伸裂缝、溶洞的同时，沟通天然裂缝，增加渗流通道

的导流能力，达到最大化增产的目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克服了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使用滑溜水、胶凝酸、变粘酸多级交替

注入，提高酸蚀裂缝长度，采用蚓孔酸深度酸蚀储层裂缝，形成酸蚀蚓孔，采用降阻酸扩大

井筒周围储层酸蚀程度，进一步提高近井地带储层导流能力的碳酸盐岩储层大排量复合酸

压改造方法，尤其是一种碳酸盐岩储层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方法。

[0006] 本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可以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7] 一种碳酸盐岩储层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一：根据测井或岩心实验评价结果，得到碳酸盐岩储层裂缝发育程度、岩石脆

性及水平地应力评价结果，根据得到碳酸盐岩储层裂缝发育程度、岩石脆性及水平地应力

评价结果，选择可实施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的储层；

[0009] 所述的选择可实施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的储层，包括以下条件：

[0010] ⑴根据测井或岩心实验评价储层的裂缝发育程度，选择每米有效储层厚度发育3

条以上的裂缝、平均裂缝长度>20cm；

[0011] ⑵根据测井或岩心实验评价储层岩石的脆性评价结果，选择储层岩石脆性破坏时

应变<3％或脆性指数>0.6的脆性储层；

[0012] ⑶根据测井或岩心实验评价储层岩石水平地应力评价结果，选择水平地应力差<

10MPa的储层；

[0013] 步骤二：采用滑溜水、胶凝酸、变粘酸多级交替注入方式进行酸压，储层的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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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用量为：

[0014] 滑溜水液量200‑300m3，胶凝酸液量60‑180m3，变粘酸液量60‑120m3；

[0015] 储层各工作液的施工排量为：

[0016] 滑溜水施工排量5.0‑7.0m3/min，胶凝酸施工排量4.0‑6.0m3/min，变粘酸施工排量

3.0‑5.0m3/min；

[0017] 步骤三：采用蚓孔酸进一步酸蚀储层裂缝，采用蚓孔酸液量40‑80m3，蚓孔酸施工

排量3.0‑5.0m3/min；

[0018] 步骤四：采用降阻酸扩大井筒周围储层酸蚀程度，采用降阻酸液量30‑40m3，降阻

酸施工排量3.0‑5.0m3/min；

[0019] 步骤五：采用滑溜水进行顶替施工，顶替液量按照从井口到射孔井段上部注入管

柱容积计算，施工排量3.0‑5.0m3/min。

[0020] 步骤二中

[0021] 采用滑溜水、胶凝酸、变粘酸用2‑3级交替注入方式进行酸压，提高酸蚀裂缝长度，

储层的各工作液用量为：

[0022] 滑溜水液量200‑300m3，胶凝酸液量60‑180m3，变粘酸液量60‑120m3；

[0023] 储层各工作液的施工排量为：

[0024] 滑溜水施工排量5.0‑7.0m3/min，胶凝酸施工排量4.0‑6.0m3/min，变粘酸施工排量

3.0‑5.0m3/min；

[0025] 步骤二中

[0026] 所述的滑溜水是由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物质组成：烷基季铵盐1‑3％，乳液缓蚀降阻

剂0.5‑1.0％，柠檬酸0.7‑1.2％，助排剂2‑3％，余量为水；

[0027] 所述的胶凝酸是由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物质组成：盐酸15‑20％，胶凝剂0.2‑0.5％，

缓蚀剂1‑3.6％，铁离子稳定剂1‑2.5％，助排剂1‑2％，余量为水；

[0028] 所述的变粘酸是由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物质组成：盐酸15‑20％，变粘剂3‑7％，缓蚀

剂1‑3％，铁离子稳定剂0.5‑2.0％，助排剂1‑2％，粘土稳定剂1‑3％，余量为水。

[0029] 所述的滑溜水中的乳液缓蚀降阻剂为聚丙烯醇乳液、聚乙烯吡咯烷酮乳液、丙烯

酰胺与2‑丙烯酸‑2甲基丙磺酸共聚物乳液中的任意一种；

[0030] 所述的滑溜水中的烷基季铵盐为十二烷基三甲基氯化铵、十六烷基三甲基氯化

铵、十二烷基三甲基溴化铵或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中的任意一种；

[0031] 所述的滑溜水中的助排剂为CX‑307助排剂、DL‑6助排剂或CF‑5D助排剂。

[0032] 所述的胶凝酸中的胶凝剂由甲基丙烯酰氧乙基三甲基氯化铵的均聚物和扩链剂

构成，并且所述扩链剂在所述胶凝剂中的质量分数为0.002‑0.007％；

[0033] 所述的胶凝酸中的缓蚀剂为喹啉季铵盐、曼尼希碱季铵盐中的一种或两种混合

物；

[0034] 所述的胶凝酸中的铁离子稳定剂为柠檬酸、氮川三乙酸钠、异抗坏血酸钠中的至

少一种；

[0035] 所述的胶凝酸中的助排剂由重量百分比为60％‑75％的聚氧乙烯醚、15％‑20％的

乙二醇单丁醚、15％‑25％的正辛醇组成。

[0036] 所述的变粘酸中的变粘剂为芥酸酰胺丙基甜菜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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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所述的变粘酸中的缓蚀剂为YHS‑2酸化缓蚀剂、HSJ‑2酸化缓蚀剂或PTC‑1酸化缓

蚀剂；

[0038] 所述的变粘酸中的铁离子稳定剂为柠檬酸、氮川三乙酸钠、异抗坏血酸钠中的至

少一种；

[0039] 所述的变粘酸中的助排剂为CX‑307助排剂、DL‑6助排剂或CF‑5D助排剂；

[0040] 所述的变粘酸中的粘土稳定剂为II型聚胺甲基丙烯酰胺或氯化钾。

[0041] 步骤三中

[0042] 所述的蚓孔酸是由质量百分比的以下物质组成：有机酸10‑25％，粘土稳定剂1‑

5％，多聚葡庚糖酸盐15‑20％，表面活性剂1‑5％，其余为水。

[0043] 所述的蚓孔酸中的有机酸为甲酸、乙酸、三乙酸铵中任一种或几种按照任意比例

混合的混合物；

[0044] 所述的蚓孔酸中的粘土稳定剂为II型聚胺甲基丙烯酰胺；

[0045] 所述的蚓孔酸中的多聚葡庚糖酸盐为多聚葡庚碳酸钠、多聚葡庚碳酸钾中一种或

两者按照任意比例混合的混合物；

[0046] 所述的蚓孔酸中的表面活性剂为十二烷基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十二烷基硫酸

铵、羟基合成醇聚氧乙烯醚、壬基酚聚氧乙烯醚中任一种或者几种按照任意比例混合的混

合物。

[0047] 步骤四中

[0048] 所述的降阻酸是由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物质组成：盐酸15‑20％，CJ1‑2酸液稠化剂，

HJF‑94缓蚀剂1‑2％，柠檬酸铁离子稳定剂0.1‑0.3％，CF‑5A助排剂0.4‑0.7％，YFP‑1起泡

剂0.2‑0.6％，余量为水。

[0049] 步骤二、步骤三、步骤四所述的胶凝酸、变粘酸、蚓孔酸、降阻酸及滑溜水的施工排

量根据改造储层厚度增大或降低1.0‑2.0m3/min；

[0050] 当改造储层厚度大于30m，各阶段液体施工排量提高1.0‑2.0m3/min；

[0051] 当改造储层厚度小于20m，各阶段液体施工排量降低1.0‑2.0m3/min。

[005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5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1)采用滑溜水、胶凝酸、变粘酸多级交替注入，降低

酸液反应速率，提高酸蚀裂缝长度，有利于沟通天然裂缝，提高储层酸压改造体积。

[0054] (2)采用蚓孔酸酸液体系，可实现酸液在裂缝内的深穿透，形成更长的有效作用距

离，提高导流能力。

[0055] (3)后期采用降阻酸，可扩大井筒周围储层酸蚀程度，进一步提高近井地带储层导

流能力。

附图说明

[005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57] 图1是本发明C1井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裂缝形态示意图。

[0058] 图2为本发明的C1井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裂缝导流能力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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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59] 实施例1:

[0060] 一种碳酸盐岩储层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1] 步骤一：根据测井或岩心实验评价结果，得到碳酸盐岩储层裂缝发育程度、岩石脆

性及水平地应力评价结果，根据得到碳酸盐岩储层裂缝发育程度、岩石脆性及水平地应力

评价结果，选择可实施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的储层；

[0062] 所述的选择可实施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的储层，包括以下条件：

[0063] ⑴根据测井或岩心实验评价储层的裂缝发育程度，选择每米有效储层厚度发育3

条以上的裂缝、平均裂缝长度>20cm；

[0064] ⑵根据测井或岩心实验评价储层岩石的脆性评价结果，选择储层岩石脆性破坏时

应变<3％或脆性指数>0.6的脆性储层；

[0065] ⑶根据测井或岩心实验评价储层岩石水平地应力评价结果，选择水平地应力差<

10MPa的储层；

[0066] 步骤二：采用滑溜水、胶凝酸、变粘酸多级交替注入方式进行酸压，提高酸蚀裂缝

长度，储层各工作液用量为：

[0067] 滑溜水液量200‑300m3，胶凝酸液量60‑180m3，变粘酸液量60‑120m3；

[0068] 储层各工作液的施工排量为：

[0069] 滑溜水施工排量5.0‑7.0m3/min，胶凝酸施工排量4.0‑6.0m3/min，变粘酸施工排量

3.0‑5.0m3/min；

[0070] 步骤三：采用蚓孔酸进一步酸蚀储层裂缝，形成更长的有效作用距离，提高改造裂

缝导流能力，采用蚓孔酸液量40‑80m3，蚓孔酸施工排量3.0‑5.0m3/min；

[0071] 步骤四：采用降阻酸扩大井筒周围储层酸蚀程度，提高近井地带储层导流能力，采

用降阻酸液量30‑40m3，降阻酸施工排量3.0‑5.0m3/min；

[0072] 步骤五：采用滑溜水进行顶替施工，顶替液量按照从井口到射孔井段上部注入管

柱容积计算，施工排量3.0‑5.0m3/min。

[0073] 实施例2:

[0074] 优选的一种碳酸盐岩储层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5] 步骤一：根据测井或岩心实验评价结果，得到碳酸盐岩储层裂缝发育程度、岩石脆

性及水平地应力评价结果，根据得到碳酸盐岩储层裂缝发育程度、岩石脆性及水平地应力

评价结果，选择可实施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的储层；

[0076] 所述的选择可实施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的储层，包括以下条件：

[0077] ⑴根据测井或岩心实验评价储层的裂缝发育程度，选择每米有效储层厚度发育3

条以上的裂缝、平均裂缝长度>20cm；

[0078] ⑵根据测井或岩心实验评价储层岩石的脆性评价结果，选择储层岩石脆性破坏时

应变<3％或脆性指数>0.6的脆性储层；

[0079] ⑶根据测井或岩心实验评价储层岩石水平地应力评价结果，选择水平地应力差<

15MPa的储层；

[0080] 步骤二：采用滑溜水、胶凝酸、变粘酸用2‑3级交替注入方式进行酸压，提高酸蚀裂

缝长度；

说　明　书 4/8 页

8

CN 110388199 B

8



[0081] 储层各工作液用量为：

[0082] 滑溜水液量200‑300m3，胶凝酸液量60‑180m3，变粘酸液量60‑120m3；

[0083] 储层各工作液的施工排量为：

[0084] 滑溜水施工排量5.0‑7.0m3/min，胶凝酸施工排量4.0‑6.0m3/min，变粘酸施工排量

3.0‑5.0m3/min；

[0085] 步骤三：采用蚓孔酸进一步酸蚀储层裂缝，形成更长的有效作用距离，提高改造裂

缝导流能力，采用蚓孔酸液量40‑80m3，蚓孔酸施工排量3.0‑5.0m3/min；

[0086] 步骤四：采用降阻酸扩大井筒周围储层酸蚀程度，提高近井地带储层导流能力，采

用降阻酸液量30‑40m3，降阻酸施工排量3.0‑5.0m3/min；

[0087] 步骤五：采用滑溜水进行顶替施工，顶替液量按照从井口到射孔井段上部注入管

柱容积计算，施工排量3.0‑5.0m3/min。

[0088] 其中：步骤二中

[0089] 所述的滑溜水是由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物质组成：烷基季铵盐1‑3％，乳液缓蚀降阻

剂0.5‑1.0％，柠檬酸0.7‑1.2％，助排剂2‑3％，余量为水；

[0090] 所述的胶凝酸是由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物质组成：盐酸15‑20％，胶凝剂0.2‑0.5％，

缓蚀剂1‑3.6％，铁离子稳定剂1‑2.5％，助排剂1‑2％，余量为水；

[0091] 所述的变粘酸是由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物质组成：盐酸15‑20％，变粘剂3‑7％，缓蚀

剂1‑3％，铁离子稳定剂0.5‑2.0％，助排剂1‑2％，粘土稳定剂1‑3％，余量为水。

[0092] 所述的滑溜水中的乳液缓蚀降阻剂为聚丙烯醇乳液、聚乙烯吡咯烷酮乳液、丙烯

酰胺与2‑丙烯酸‑2甲基丙磺酸共聚物乳液中的任意一种；

[0093] 所述的滑溜水中的烷基季铵盐为十二烷基三甲基氯化铵、十六烷基三甲基氯化

铵、十二烷基三甲基溴化铵或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中的任意一种；

[0094] 所述的滑溜水中的助排剂为CX‑307助排剂、DL‑6助排剂或CF‑5D助排剂。

[0095] 所述的胶凝酸中的胶凝剂由甲基丙烯酰氧乙基三甲基氯化铵的均聚物和扩链剂

构成，并且所述扩链剂在所述胶凝剂中的质量分数为0.002‑0.007％；

[0096] 所述的胶凝酸中的缓蚀剂为喹啉季铵盐、曼尼希碱季铵盐中的一种或两种混合

物；

[0097] 所述的胶凝酸中的铁离子稳定剂为柠檬酸、氮川三乙酸钠、异抗坏血酸钠中的至

少一种；

[0098] 所述的胶凝酸中的助排剂由重量百分比为60％‑75％的聚氧乙烯醚、15％‑20％的

乙二醇单丁醚、15％‑25％的正辛醇组成。

[0099] 所述的变粘酸中的变粘剂为芥酸酰胺丙基甜菜碱；

[0100] 所述的变粘酸中的缓蚀剂为YHS‑2酸化缓蚀剂、HSJ‑2酸化缓蚀剂或PTC‑1酸化缓

蚀剂；

[0101] 所述的变粘酸中的铁离子稳定剂为柠檬酸、氮川三乙酸钠、异抗坏血酸钠中的至

少一种；

[0102] 所述的变粘酸中的助排剂为CX‑307助排剂、DL‑6助排剂或CF‑5D助排剂；

[0103] 所述的变粘酸中的粘土稳定剂为II型聚胺甲基丙烯酰胺或氯化钾。

[0104] 步骤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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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 所述的蚓孔酸是由质量百分比的以下物质组成：有机酸10‑25％，粘土稳定剂1‑

5％，多聚葡庚糖酸盐15‑20％，表面活性剂1‑5％，其余为水。

[0106] 所述的蚓孔酸中的有机酸为甲酸、乙酸、三乙酸铵中任一种或几种按照任意比例

混合的混合物；

[0107] 所述的蚓孔酸中的粘土稳定剂为II型聚胺甲基丙烯酰胺；

[0108] 所述的蚓孔酸中的多聚葡庚糖酸盐为多聚葡庚碳酸钠、多聚葡庚碳酸钾中一种或

两者按照任意比例混合的混合物；

[0109] 所述的蚓孔酸中的表面活性剂为十二烷基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十二烷基硫酸

铵、羟基合成醇聚氧乙烯醚、壬基酚聚氧乙烯醚中任一种或者几种按照任意比例混合的混

合物。

[0110] 步骤四中

[0111] 所述的降阻酸是由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物质组成：盐酸15‑20％，CJ1‑2酸液稠化剂，

HJF‑94缓蚀剂1‑2％，柠檬酸铁离子稳定剂0.1‑0.3％，CF‑5A助排剂0.4‑0.7％，YFP‑1起泡

剂0.2‑0.6％，余量为水。

[0112] 步骤二、步骤三、步骤四所述的胶凝酸、变粘酸、蚓孔酸、降阻酸及滑溜水的施工排

量根据改造储层厚度增大或降低1.0‑2.0m3/min；

[0113] 当改造储层厚度大于30m，各阶段液体施工排量提高1.0‑2.0m3/min；

[0114] 当改造储层厚度小于20m，各阶段液体施工排量降低1.0‑2.0m3/min。

[0115] 实施例3:

[0116] 参照图1和图2，本实施例以C1井为例，C1井为某区块的一口下古生界奥陶系白云

岩储层气井，气层井段为3860‑3890m，地层温度为118℃，压力梯度0.96MPa/100m，渗透率

0.15‑0.36mD，孔隙度4.2‑6.4％。从取心物性来看，主要为含灰质粉晶白云岩，少量方解石

与泥质，裂缝较发育。该井采用71/2套管固井完井，压裂改造采用23/8″油管，从油、套管环空

注入压裂。为了对该井白云岩储层进行充分改造，实现深度酸压，沟通储层天然裂缝，设计

采用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方法。

[0117] 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0118] 步骤一：根据C1井中的测井或岩心实验评价结果，得到碳酸盐岩储层裂缝发育程

度、岩石脆性及水平地应力评价结果，根据得到碳酸盐岩储层裂缝发育程度、岩石脆性及水

平地应力评价结果，选择可实施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的储层；

[0119] 根据C1井的数据分析；

[0120] (1)根据成像测井或岩心实验评价结果分析，该井改造井段每米有效储层厚度发

育3‑5条裂缝、平均裂缝长度26cm，满足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工艺选层条件；

[0121] (2)通过岩心脆性评价结果分析，该井改造井段储层岩石脆性破坏时应变为

2.5％，脆性指数为0.7，满足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工艺选层条件；

[0122] (3)该井改造井段储层白云岩水平地应力为12.6MPa，满足大排量复合酸压改造工

艺选层条件。

[0123] 步骤二：本实施例采用滑溜水、胶凝酸、变粘酸用2‑3级交替注入方式进行酸压；

[0124] 本实施例具体采用2级交替注入方式进行酸压，设计该井改造储层使用滑溜水液

量170m3，胶凝酸液量120m3，变粘酸液量100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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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5] 设计改造储层各酸液施工排量为：

[0126] 滑溜水施工排量6.0m3/min，胶凝酸施工排量5.5m3/min，变粘酸施工排量4.0m3/

min。

[0127] 步骤三：采用蚓孔酸酸蚀储层裂缝，形成更长的有效作用距离，提高改造裂缝导流

能力，设计蚓孔酸液量40m3，施工排量4.0m3/min。

[0128] 步骤四：采用降阻酸扩大井筒周围储层酸蚀程度，提高近井地带储层导流能力，设

计降阻酸液量30m3，施工排量4.0m3/min。

[0129] 步骤五：采用滑溜水进行顶替施工，顶替液量按照从井口到射孔井段上部注入管

柱容积计算，施工排量3.8m3/min。

[0130] 步骤二中所述的滑溜水是由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物质组成：烷基季铵盐2％，乳液缓

蚀降阻剂0.8％，柠檬酸1％，助排剂2.5％，余量为水；

[0131] 所述的胶凝酸是由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物质组成：盐酸20％，胶凝剂0.3％，缓蚀剂

1.8％，铁离子稳定剂1.25％，助排剂1.5％，余量为水；

[0132] 所述的变粘酸是由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物质组成：盐酸20％，变粘剂5％，缓蚀剂

2％，铁离子稳定剂1.25％，助排剂1.5％，粘土稳定剂2％，余量为水。

[0133] 所述的滑溜水中的乳液缓蚀降阻剂为聚丙烯醇乳液；

[0134] 所述的滑溜水中的烷基季铵盐为十二烷基三甲基氯化铵；

[0135] 所述的滑溜水中的助排剂为CX‑307助排剂。

[0136] 所述的胶凝酸中的胶凝剂由甲基丙烯酰氧乙基三甲基氯化铵的均聚物和扩链剂

构成，并且所述扩链剂在所述胶凝剂中的质量分数为0.002‑0.007％；

[0137] 所述的胶凝酸中的缓蚀剂为喹啉季铵盐；

[0138] 所述的胶凝酸中的铁离子稳定剂为柠檬酸；

[0139] 所述的胶凝酸中的助排剂由重量百分比为65％的聚氧乙烯醚、17％的乙二醇单丁

醚、18％的正辛醇组成。

[0140] 所述的变粘酸中的变粘剂为芥酸酰胺丙基甜菜碱；

[0141] 所述的变粘酸中的缓蚀剂为YHS‑2酸化缓蚀剂；

[0142] 所述的变粘酸中的铁离子稳定剂为柠檬酸；

[0143] 所述的变粘酸中的助排剂为CX‑307助排剂；

[0144] 所述的变粘酸中的粘土稳定剂为II型聚胺甲基丙烯酰胺或氯化钾。

[0145] 步骤三中所述的蚓孔酸是由质量百分比的以下物质组成：有机酸20％，粘土稳定

剂3％，多聚葡庚糖酸盐18％，表面活性剂3％，其余为水。

[0146] 所述的蚓孔酸中的有机酸为甲酸、乙酸、三乙酸铵中任一种或几种按照任意比例

混合的混合物；

[0147] 所述的蚓孔酸中的粘土稳定剂为II型聚胺甲基丙烯酰胺；

[0148] 所述的蚓孔酸中的多聚葡庚糖酸盐为多聚葡庚碳酸钠；

[0149] 所述的蚓孔酸中的表面活性剂为十二烷基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

[0150] 步骤四中所述的降阻酸是由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物质组成：盐酸20％，CJ1‑2酸液稠

化剂，HJF‑94缓蚀剂1.5％，柠檬酸铁离子稳定剂0.2％，CF‑5A助排剂0.5％，YFP‑1起泡剂

0.4％，余量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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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1] 步骤二、步骤三、步骤四所述的胶凝酸、变粘酸、蚓孔酸、降阻酸及滑溜水的施工排

量根据改造储层厚度增大或降低1.0‑2.0m3/min；

[0152] 当改造储层厚度大于30m，各阶段液体施工排量提高1.0‑2.0m3/min；

[0153] 当改造储层厚度小于20m，各阶段液体施工排量降低1.0‑2.0m3/min。

[0154] 综合上述设计步骤，设计酸压施工泵注程序如下表：

[0155]

[0156] 结合酸压软件模拟计算，这里使用的酸压软件为StimExpertSEAC，C1井酸压裂缝

长度136m，平均裂缝导流能力为20‑45D.cm，酸压效果较好，能满足储层改造需求。

[0157] C1井酸压施工顺利，入井总液量460m3，压后放喷返排290m3，返排率为63％，测试无

阻流量43.2×104m3/d，是邻井相同层位地质条件相似井产量的4倍。

[0158] 本实施例没有详细叙述的施工过程属本行业的公知或常用技术，这里不一一叙

述。

[0159]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了详细的说明，但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

方式，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

作出各种变化，其都在该技术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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