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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MoS2纳米片制备压裂液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MoS2纳米片制备压

裂液的方法，涉及压裂液技术领域，先分别由瓜

尔粉和改性剂制备改性瓜尔粉，由羧甲基羟丙基

瓜胶、高效增效剂和黏土稳定剂制备基液，由钼

源和硫源制备MoS2纳米片，最后经复配制备压裂

液。本发明所制压裂液的携砂和悬砂性能好，配

伍性好，易于破胶，滤失系数低，液体滤失量小，

对油气层损害小，摩阻损失小，智能找油，能够实

现压裂‑采油一体化，适用于温度在300℃的超深

储层；现场混配，省去了提前配液及连续混配车，

提速提效作用明显，可以满足大规模压裂施工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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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MoS2纳米片制备压裂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改性瓜尔粉的制备：称取瓜尔粉，加入95％乙醇进行分散，再加入催化剂搅拌反应，

然后加入改性剂，升温反应，反应完毕后冷却，抽滤，干燥，得到改性瓜尔粉；

(2)基液的制备：将自来水倒入混调器中，开启混调器，将羧甲基羟丙基瓜胶加入混调

器中，待液体起黏后，用移液管分别移取高效增效剂和黏土稳定剂加入混调器中，搅拌后备

用；

(3)MoS2纳米片的制备：在去离子水中溶解钼源和硫源，然后在温度180‑220℃、压力

2MPa下高压蒸压，溶液冷却至室温，洗涤，并用超纯水透析，得到MoS2纳米片；

(4)压裂液的制备：将MoS2纳米片和地层水混合配制成悬浮液，将改性瓜尔粉和配制好

的基液与悬浮液进行复配，搅拌，得到压裂液；

所述步骤(1)中改性剂为十八烷基缩水甘油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MoS2纳米片制备压裂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

中催化剂为氢氧化钠。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MoS2纳米片制备压裂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

中高效增效剂为高效增效剂G‑ZP。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MoS2纳米片制备压裂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

中黏土稳定剂为黏土稳定剂NW‑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MoS2纳米片制备压裂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

中钼源和硫源的摩尔比为1:7。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MoS2纳米片制备压裂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

中钼源选自七钼酸六铵、四硫代钼酸铵、乙酸钼(II)二聚体中的一种；硫源选自硫脲、硫粉、

硫氰化钾中的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MoS2纳米片制备压裂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

中MoS2纳米片的添加量为地层水质量的0.005wt％。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MoS2纳米片制备压裂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

中改性瓜尔粉的添加量为0.5wt％，基液的添加量为0.6wt％，以地层水的用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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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MoS2纳米片制备压裂液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压裂液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MoS2纳米片制备压裂液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国内油气储层改造技术的发展，油气工程师们对改造储层的认识越

来越精细，改造措施的针对性越来越强，对各种入井液的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油层水力压

裂是利用地面高压泵组，将高粘流体以大大超过地层吸收能力的排量注入井中，随即在井

底附近形成高压。当此压力超过井底附近地层岩石的破裂压力后，在地层中形成裂缝。继续

将带有支撑剂的液体注入缝中，使裂缝向前延伸和填入支撑剂。这样在停泵后即可形成一

条足够长，具有一定高度和宽度的填砂裂缝，从而改善油气层的导流能力，达到油气井增产

增注的目的。

[0003] 压裂液是压裂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油气井储层改造的重要技术手段，在提高

原油采收率、改善注射水条件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常规的植物胶碱性压裂液体系会对

碱敏性储层造成二次伤害，虽然早已引起人们的认知，但是在高温深井储层改造领域，由于

植物胶酸性压裂液的部分技术不完善，对于大多数碱敏性储层依然采用碱性压裂液体系。

国内有文献报道CMHPG  酸性压裂液体系现场应用和室内研究的成功案例，但只是局限于低

温浅井  (≤90℃)。为了在高温储层中达到足够的粘度和提高其高温稳定性能，采用硼、锆、

钛等无机和有机金属离子交联线性凝胶。90年代，通过使用高效化学破胶剂和降低聚合物

浓度减少胍胶对地层的伤害，压裂液体系的又一次革命是无聚合物水基压裂液的开发和推

广应用(VES)。

[0004] 现有的碱性压裂液体系会对碱敏性储层造成二次伤害，而酸性压裂液的部分技术

不完善，虽然在现场应用和室内研究中有成功案例，但只是局限于低温浅井(≤90℃)。

[0005] 本发明为了适应碱敏性储层并且使压裂液在高温储层中达到足够的粘度和提高

其高温稳定性能，采用MoS2纳米片合成制备压裂液，提高携砂和悬砂性能，造纳米级微裂缝

网。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基于MoS2纳米片制备压裂液的方法，所

制压裂液的携砂和悬砂性能好，配伍性好，易于破胶，滤失系数低，液体滤失量小，对油气层

损害小，摩阻损失小，智能找油，能够实现压裂‑采油一体化。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8] 一种基于MoS2纳米片制备压裂液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改性瓜尔粉的制备：称取瓜尔粉，加入95％乙醇进行分散，再加入催化剂搅拌

反应，然后加入改性剂，升温反应，反应完毕后冷却，抽滤，干燥，得到改性瓜尔粉；

[0010] (2)基液的制备：将自来水倒入混调器中，开启混调器，将羧甲基羟丙基瓜胶加入

混调器中，待液体起黏后，用移液管分别移取高效增效剂和黏土稳定剂加入混调器中，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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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用；

[0011] (3)MoS2纳米片的制备：在去离子水中溶解钼源和硫源，然后在温度  180‑220℃、

压力2MPa下高压蒸压，溶液冷却至室温，洗涤，并用超纯水透析，得到MoS2纳米片；

[0012] (4)压裂液的制备：将MoS2纳米片和地层水混合配制成悬浮液，将改性瓜尔粉和配

制好的基液与悬浮液进行复配，搅拌，得到压裂液。

[0013] 所述步骤(1)中催化剂为氢氧化钠。

[0014] 所述步骤(1)中改性剂为十八烷基缩水甘油醚。

[0015] 所述步骤(2)中高效增效剂为高效增效剂G‑ZP，来源于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

限公司。

[0016] 所述步骤(2)中黏土稳定剂为黏土稳定剂NW‑1，来源于北京宝丰春石油科技有限

公司。

[0017] 所述步骤(3)中钼源和硫源的摩尔比为1:7。

[0018] 所述步骤(3)中钼源选自七钼酸六铵、四硫代钼酸铵、乙酸钼(II)二聚体中的一

种；硫源选自硫脲、硫粉、硫氰化钾中的一种。

[0019] 所述步骤(4)中MoS2纳米片的添加量为地层水质量的0.005wt％。

[0020] 所述步骤(4)中改性瓜尔粉的添加量为0.5wt％，基液的添加量为0.6wt％，以地层

水的用量计。

[0021] 基于MoS2纳米片的压裂液体系的携砂和悬砂性能好，通过纳米片与支撑剂混合使

得纳米片在支撑剂中分散形成二维空间结构，将支撑剂束缚于其中阻止支撑剂的运移，改

善携砂液的携砂能力，提高支撑剂的输送能力，能够将支撑剂输送到更远的位置形成较长

的水力裂缝；返排性能高，排液时间显著缩短，返排效率高；MoS2纳米片压裂液能将支撑剂

稳定在原始位置，让流体可以自由通过，起到防止支撑剂回流的作用；MoS2纳米片压裂液进

入油藏储层后，能够渗入微纳米孔隙，造纳米级微裂缝网，降低摩阻、智能找油，实现压裂‑

采油一体化。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压裂液体系视粘度高，携砂和悬砂性能好，砂比高达

64％～72％，渗入微纳米孔隙，造纳米级微裂缝网；分散均匀、配伍性好，易于破胶；滤失系

数低，液体滤失量小，对油气层损害小；压裂液效率高，摩阻损失小，智能找油，实现压裂‑采

油一体化；适用于温度在300℃的超深储层，密度达1.3～1.38，而常规水基体系的密度为

1.0～1.04，因有高的密度提供额外的静水压力，因而减轻对地面设备压力的要求；运用此

体系进行的压裂施工为现场混配，省去了提前配液及连续混配车，提速提效作用明显，可以

满足大规模压裂施工的需求。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压裂液注入压力变化图；

[0024] 图2为普通压裂造缝图；

[0025] 图3为MoS2纳米片压裂造缝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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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具体实施例和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1)改性瓜尔粉的制备：

[0029] 称取10g瓜尔粉，加入装有搅拌桨、温度计和回流冷凝器的100mL三口烧瓶中；加入

50mL  95％乙醇进行分散，再加入0.05g催化剂NaOH，于45℃的恒温水浴下搅拌反应0.5h；向

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改性剂十八烷基缩水甘油醚，升温至55℃，搅拌反应4.5h。反应完毕后

冷却，抽滤，低温下(60℃)  干燥，得到改性瓜尔粉；

[0030] (2)基液的制备：

[0031] 将1000mL自来水倒入混调器中，开启混调器(800r/min)，将一定量的羧甲基羟丙

基瓜胶慢慢加入混调器中，待液体起黏后，用移液管分别移取一定量的高效增效剂G‑ZP和

黏土稳定剂NW‑1加入混调器中，将混调器转速调至1000r/min后保持搅拌10min备用；

[0032] (3)MoS2纳米片的制备

[0033] 通过在35mL去离子水中溶解七钼酸六铵和硫脲(摩尔比为1:7)，然后在220℃、压

力2MPa下高压蒸压18h。在溶液冷却至室温后，水洗两次，乙醇洗两次，再水洗一次，并用超

纯水对其进行透析，以去除未反应的试剂和其他杂质。

[0034] (4)压裂液的制备

[0035] 将MoS2纳米片和地层水按照0.005wt％的比例混合，在超声波作用下震荡30min后

配制成MoS2纳米片悬浮液。将0.5wt％改性瓜尔粉和0.6wt％配制好的基液与MoS2纳米片悬

浮液进行复配，在300r/min下搅拌1h，得到压裂液。

[0036] MoS2纳米片压裂液性能评价

[0037] 1、携砂性能

[0038] MoS2纳米片压裂液中的纳米片均匀分散形成空间交联网状结构，通过机械手段输

送、悬浮和置放支撑剂，提高压裂液的携砂能力，能将支撑剂运送到更深的裂缝中，不会沉

积在井底，也不会在裂缝的近井带堵塞，从而达到最佳的压裂效果。

[0039] 在携砂液中添加MoS2纳米片，通过纳米片与支撑剂混合使得纳米片在支撑剂中分

散形成二维空间结构，将支撑剂束缚于其中阻止支撑剂的运移，改善携砂液的携砂能力，提

高支撑剂的输送能力，能够将支撑剂输送到更远的位置形成较长的水力裂缝，并且有助于

控制支撑剂沉降高度，从而增强了压裂过程中裂缝缝高的控制。

[0040] MoS2纳米片压裂液克服了水力裂缝宽度不够造成的支撑剂嵌入困难、压裂液携砂

能力不足导致的支撑剂自混合液中快速沉淀、聚集在井周裂缝底部等问题，延长了支撑剂

的悬浮时间。

[0041] 2、返排性能

[0042] 一般压裂施工完成以后，必须经过关井、破胶以后才能进行压裂液的返排，而且返

排速度低、返排率不高。MoS2纳米片压裂液形成的是弱交联体系，  90℃，加入过硫酸铵破

胶，破胶容易，未出现絮凝、沉淀，而且由于优越的固砂性能，可不关井直接进行压裂液快速

返排，排液时间显著缩短，返排效率高。

[0043] 3、防砂性能

[0044] 在水力压裂施工结束后的排液过程中，常出现支撑剂返排现象，返排量有时达到

支撑剂总量的20％以上。支撑剂的返排将导致油嘴、阀门等设备的堵塞，其沉降在油井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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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掩埋射孔，从而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MoS2纳米片压裂液在压裂施工后，纳米片将继续

留在裂缝中，与支撑剂相互作用形成空间网状结构而增强支撑剂的内聚力，从而将支撑剂

稳定在原始位置，而流体可以自由通过，达到防止支撑剂回流的目的。

[0045] 4、造缝性能

[0046] 为了测试MoS2纳米片压裂液体系的造缝性能，在渗透率为3000mD的砂管中分别进

行瓜尔胶压裂液和MoS2纳米片压裂液的对比测试，见图1。通过对比实验发现，MoS2纳米片压

裂液的注入压力明显小于瓜尔胶压裂液的注入压力，这说明MoS2纳米片压裂液在驱替实验

过程中，由于MoS2纳米片和油的相互作用在两相界面上产生了渗透压，促使油形成楔形形

状，同时渗透压在该界面处产生额外的压力，从而使MoS2纳米片压裂液在楔形区域中向前

运动，然后在大量液体的压力驱动下，MoS2纳米片压裂液能够沿着表面扩散从而使砂管中

的油滴脱落。另外MoS2纳米片的中性润湿性质，也可以降低岩心的毛细管力，起到降低注入

压力的效果。

[0047] 如图2和3，普通瓜尔胶压裂液深入油藏储层后能够造微米级的裂缝，并且所造微

裂缝数量有限，而MoS2纳米片压裂液进入油藏储层后，能够渗入微纳米孔隙，造纳米级微裂

缝网，降低摩阻、智能找油，实现压裂‑采油一体化。

[0048] 综上所述，本发明所发明的基于MoS2纳米片的压裂液体系携砂和悬砂性能好，通

过纳米片与支撑剂混合使得纳米片在支撑剂中分散形成二维空间结构，将支撑剂束缚于其

中阻止支撑剂的运移，改善携砂液的携砂能力，提高支撑剂的输送能力，能够将支撑剂输送

到更远的位置形成较长的水力裂缝；返排性能高，排液时间显著缩短，返排效率高；MoS2纳

米片压裂液能将支撑剂稳定在原始位置，让流体可以自由通过，起到防止支撑剂回流的作

用；MoS2纳米片压裂液进入油藏储层后，能够渗入微纳米孔隙，造纳米级微裂缝网，降低摩

阻、智能找油，实现压裂‑采油一体化。

[0049]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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