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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油井水泥粉末消泡剂的

制备方法，该消泡剂组分包括10-65%亲水白炭

黑、1-10%疏水白炭黑、1-10%极性溶剂、10-30%聚

醚、25-50%矿物油，制备该消泡剂的方法是：（1）

第一部分疏水白炭黑与矿物油混合，得到中间体

E；（2）第二部分疏水白炭黑与聚醚混合，得到中

间体F；（3）中间体E与亲水白炭黑混合，得到混合

G；（4）混合物G中加入极性溶剂混合均匀得到混

合物H；（5）混合物H中加入中间体F混合，得到混

合物I,最后将混合物I筛分即可得到粉末消泡

剂，本发明的粉末消泡剂具有优良的消抑泡性

能、相容性和抗衰减性能，主要应用于石油油井、

建筑水泥、混凝土等行业。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9页

CN 107117851 B

2019.07.02

CN
 1
07
11
78
51
 B



1.一种油井水泥粉末消泡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粉末消泡剂包括以下组分：

(1)亲水白炭黑，比表面积为50～500m2/g，用量占消泡剂总质量的10～65％；

(2)疏水白炭黑，比表面积为50～500m2/g，用量占消泡剂总质量的1～10％，分两部分使

用；

(3)极性溶剂

所述极性溶剂选自甲醇、乙醇、乙二醇、1,2-丙二醇、丙三醇、正丙醇、异丙醇、正丁醇、

异丁醇、叔丁醇、三丙二醇丁醚，二丙二醇丁醚，丙二醇丁醚，三丙二醇甲醚，二丙二醇甲醚，

二丙二醇丙醚，乙二醇己醚，二乙二醇己醚，二乙二醇丁醚、乙酸乙酯、丙酮，单独使用或混

合使用，用量占消泡剂总质量的1～10％；

(4)聚醚

所述聚醚为非离子表面活性剂，选自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烷基酚聚氧乙烯醚、脂肪酸聚

氧乙烯醚、嵌段聚氧乙烯-聚氧丙烯醚、油酸聚氧乙烯醚中的一种或多种，用量占消泡剂总

质量的1～40％；

(5)矿物油

所述矿物油为通过物理蒸馏方法从石油中提炼而成的基础油，选自白油、液蜡、烷基

苯、环烷油、煤油、柴油、机油中的一种或多种，用量占消泡剂总质量的20～60％；

所述的粉末消泡剂的制备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1)将第一部分的疏水性白炭黑A2与矿物油D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得到中间体E，搅拌

时间为5～120min，转速为500～3000rpm；

(2)将第二部分的疏水性白炭黑A2与聚醚C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得到中间体F，搅拌时

间为5～120min，转速为500～3000rpm；

(3)将中间体E加入到亲水型白炭黑A1中，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G，搅拌时间为5

～60min，转速为20～200rpm；

(4)在混合物G中添加极性溶剂B，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H，搅拌时间为5～30min，

转速为20～200rpm；

(5)在混合物H中添加中间体F，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I，搅拌时间为5～60min，转

速为20～200rpm；

(6)将混合物I经过筛分即可得到所述粉末状消泡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亲水白炭黑用量占消泡剂总质

量的30-6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疏水白炭黑用量占消泡剂总质

量的2-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疏水白炭黑分两部分使用，第

一部分的用量和第二部分用量的比例为1:4-4: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聚醚用量占消泡剂总质量的

10-3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极性溶剂用量占消泡剂总质量

的2-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矿物油用量占消泡剂总质量的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7117851 B

2



25-5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步骤(1)所述搅拌时间为30-90min，转速为500-

3000rp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制备方法，步骤(2)所述搅拌时间为30-90min，转速为1000-

2000rpm。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制备方法，步骤(3)所述搅拌时间为10-40min，转速为40-

150rpm。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制备方法，步骤(4)所述搅拌时间为10-20min，转速为40-

150rpm。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制备方法，步骤(5)所述搅拌时间为10-40min，转速为40-

150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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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油井水泥粉末消泡剂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粉末状消泡剂的制备方法，特别适用于油井水泥浆配制过程中的

消泡和抑泡。消泡剂属于精细化学制剂，因此本发明属于精细化工制剂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油井固井的施工过程非常复杂，为了适应不同的固井条件，须向油井水泥浆中添

加多种外加剂以满足不同条件下水泥浆的综合性能，特别是以聚羧酸减水剂为主的水泥外

加剂的使用，由于其结构中含有大量的羧酸根和磺酸根，导致加有聚羧酸减水剂的油井水

泥浆在高速搅拌下会产生大量气泡。这种气泡具有较高的勃滞性，易滞留于浆体内部，普通

消泡剂很难消除。在连续施工条件下，如不能快速消泡，将会导致水泥浆流变性能异常、水

泥强度变低、稠化时间延长等一系列问题，严重时会直接导致固井施工的失败。所以此类添

加了外加剂的水泥浆必须使用消泡剂除去泡沫，方可保证施工顺利进行及施工质量。

[0003] 同时，油井固井水泥浆的制备与消泡剂的选择具有如下特点：（1）水泥浆是水溶性

体系，这就需要消泡剂在水泥浆体系中具有良好的分散性；（2）水泥的水化过程中会产生大

量的氢氧根离子，导致水泥浆料具有强碱性，这就需要消泡剂在强耐碱性条件下性能不能

衰减；（3）固井水泥浆料的制备是通过高速搅拌机混合搅拌而成，其搅拌过程中会产生强烈

的剪切力，消泡剂在强剪切条件下性能不能受到影响；（4）水泥水化过程会受助剂的影响，

故使用的助剂不能对水泥的各项性能指标有负面的影响。而常用的有机硅乳液消泡剂在强

碱性和高剪切条件下很容易破乳，导致消抑泡性能失效；非有机硅乳液消泡剂中的磷酸三

丁酯、异氰酸酯、异辛醇等物质会影响水泥的性能。因此，选择一种水溶性好、耐碱性强，消

抑泡性能佳、抗高剪切能力强、不对水泥性能产生影响的消泡剂在固井施工中显得非常重

要。

[0004] 专利CN  103666419A以聚二甲基硅氧烷、白炭黑、磷酸三丁酯、乳化剂、稳定剂和一

定的水为原料，制得乳液型消泡剂；专利CN1190384C以梳型聚合物、磷酸三丁酯和脱水山梨

糖醇单油酸酯为原料，采用一步乳化法制备乳液型消泡剂，该消泡剂能实现6个月内稳定存

在不分层；专利CN  105385426A以矿物油、多元醇脂肪酸酯、多元酸脂肪醇酯和聚醚、磷酸三

丁酯一种或两种为原料制备的乳液型消泡剂具有一定的消泡、抑泡功能，以上三篇专利均

为乳液类消泡剂，与聚羧酸减水剂的互溶性难以保证，难以实现加有外加剂的油井水泥浆

在高速搅拌下的快速消泡。而且这三篇专利中起主要消泡作用的磷酸三丁酯气味大，含磷

量高，不属于环境友好型产品。

[0005] 专利CN  102775580A以聚乙二醇、异氰酸酯、聚醚多元醇及稳定剂为原料，制备了

一种与聚羧酸系减水剂互溶性好的消泡剂，由于聚乙二醇的亲水基团与聚羧酸减水剂分子

结构相似，根据物质分子结构相似相容的原理，聚乙二醇可大大增强该消泡剂与聚羧酸系

减水剂的相容性，但是产品的消抑泡性能难以保证，而且原料之一异氰酸酯具有较强的毒

性，不属于环境友好型产品。

[0006] 专利CN  103172297A公开了至少一种硅氧烷（具有至少两个不同聚亚烷氧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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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水溶性硅氧烷）和至少一种基于聚羧酸酯醚、木质素磺酸酯、三聚氰胺、萘等减水剂

的组合物，这种硅氧烷与减水剂具有良好相容性和稳定性，在常温常压下90天不分层。但是

制备至少两个不同聚亚烷氧基结构的水溶性硅氧烷工艺难度大，而且水溶性硅氧烷的消抑

泡性能难以保证。

[0007] 专利CN106118616A公开了一种由二甲基硅油、羟基硅油、正辛醇改性白炭黑、聚醚

改性硅油、乳化助剂和载体组成的油井水泥消泡剂，其中正辛醇改性白炭黑提高消泡剂的

消抑泡性能，但是与油井体系的相容性有待提高。

[0008] 专利CN  101357832B公开了一种梳型聚合物消泡剂，采用不饱和聚乙二醇醚单体、

不饱和聚乙二醇聚丙二醇醚单体、不饱和羧酸及其衍生物单体等共聚而得。该专利解决了

消泡剂与聚羧酸减水剂的相容性问题，但是这种梳型聚合物消泡剂的制备方法较为复杂，

需要在以氧化还原体系作为引发剂的条件下共聚反应，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0009] CN102961896B公开了一种以粉煤灰空心玻璃珠为填料的粉末消泡剂，其中还包括

有机硅氧烷、疏水白炭黑、乳化剂，该专利消泡剂主要应用于混凝土，制备方法工艺简单，粉

煤灰价格便宜，可大规模制备，但是这种以无机材料作为填料的消泡剂，与减水剂的相容性

以及消抑泡性能有待提高。

[0010] CN103550961B公开了一种以复合脂肪酸盐、消泡活性物质、乳化剂、结构剂和酸碱

调节剂为原料制备块状固体消泡剂的制备方法，首先将复合脂肪酸与氢氧化钠溶液进行中

和反应得到复合脂肪酸盐，然后将消泡活性物质乳化，经过复配和冷却工艺得到最终消泡

剂，该专利产品在应用体系中分散快，消泡快，但是产品的抗剪切性能及抗衰减性能有待提

高。

[0011] 综上所述，传统乳液型消泡剂与聚羧酸减水剂和水泥的相容性、在高剪切条件的

抗剪切力难以保证；磷酸三丁酯、异氰酸酯等传统消泡物质不属于环境友好型产品，对固井

水泥性能会产生不利影响；即使开发与聚羧酸减水剂和水泥相容性好的消泡剂，其制备工

艺难度也大，性能也难以保证。更重要的是这些液体类消泡剂在高速剪切搅拌过程中容易

破乳，从而影响消泡剂的性能。另一方面目前用于油井、水泥砂浆的固体消泡剂存在消抑泡

性能、抗衰减性能、相容性不能兼顾的问题，在水泥砂浆快速搅拌或是使用过程中，会出现

消抑泡性能不断下降的问题、或是与他助剂如减水剂共用时会出现相容性差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12]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提供一种适用于油井水泥粉末状消泡剂的制备方法，首先将矿

物油与部分疏水型白炭黑在高速混合机下形成中间体，然后加入到亲水型白炭黑中，并通

过极性溶剂处理，保证产品在高速剪切过程中具有良好的消抑泡性能和抗衰减性能的同

时，提高与聚羧酸减水剂和水泥的相容性。最后，再加入聚醚与部分疏水型白炭黑在高速混

合机下形成的中间体，保证产品与聚羧酸减水剂和水泥相容性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消抑

泡性能。

[0013] 本发明的粉末消泡剂包括以下组分：

[0014] A1亲水白炭黑

[0015] 所述的亲水白炭黑A1比表面积为50~500m
2/g，用量占消泡剂总质量的10~65%，优

选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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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A2疏水白炭黑

[0017] 所述的疏水白炭黑A2比表面积为50~500m
2/g，分两部分使用，第一部分的用量和

第二部分用量的比例为1:4-4:1，疏水白炭黑A2的用量占消泡剂总质量的1~10%，优选2~5%；

[0018] B极性溶剂

[0019] 所述的极性溶剂选自甲醇、乙醇、乙二醇、1,2-丙二醇、丙三醇、正丙醇、异丙醇、正

丁醇、异丁醇、叔丁醇、三丙二醇丁醚，二丙二醇丁醚，丙二醇丁醚，三丙二醇甲醚，二丙二醇

甲醚，二丙二醇丙醚，乙二醇己醚，二乙二醇己醚，二乙二醇丁醚、乙酸乙酯、丙酮，单独使用

或混合使用，用量占消泡剂总质量的1~10%，优选2~5%。

[0020] C聚醚

[0021] 所述聚醚为非离子表面活性剂，选自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烷基酚聚氧乙烯醚、脂肪

酸聚氧乙烯醚、嵌段聚氧乙烯-聚氧丙烯醚、油酸聚氧乙烯醚中的一种或多种，用量占消泡

剂总质量的1~40%，优选10~30%。

[0022] D矿物油，矿物油是通过物理蒸馏方法从石油中提炼而成的基础油，所述的矿物油

选自白油、液蜡、烷基苯、环烷油、煤油、柴油、机油中的一种或多种，用量占消泡剂总质量的

20~60%，优选25~50%。

[0023] 所述的粉末消泡剂的制备方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0024] （1）将第一部分的疏水性白炭黑A2与矿物油D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得到中间体E，

搅拌时间为5~120min，优选为30~90min，转速为500~3000rpm，优选1000~2000rpm；

[0025] （2）将第二部分的疏水性白炭黑A2与聚醚C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得到中间体F，搅

拌时间为5~120min，优选为30~90min，转速为500~3000rpm，优选1000~2000rpm；

[0026] （3）将中间体E加入到亲水型白炭黑A1中，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G，搅拌时间

为5~60min，优选10~40min，转速为20~200rpm，优选转速为40~150rpm；

[0027] （4）在混合物G中添加极性溶剂B，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H，搅拌时间为5~
30min，优选10~20min，转速为20~200rpm，优选转速为40~150rpm；

[0028] （5）在混合物H中添加中间体F .，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I，搅拌时间为5~
60min，优选10~40min，转速为20~200rpm，优选转速为40~150rpm；

[0029] （6）将混合物I经过筛分即可得到所述粉末状消泡剂。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实施例1：

[0031] 将4份A2疏水性白炭黑与50份白油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30min，转速为1000rpm，得

到中间体E1；将1份A2疏水性白炭黑与10份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30min，

转速为1000rpm，得到中间体F1；然后将中间体E1加入到30份亲水型白炭黑A1得到混合物

G1，搅拌10min，转速为150rpm；接着在混合物G1中加入5份乙醇，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

物H1，搅拌时间为10min，转速为150rpm；最后在混合物H1中添加中间体F1，在混合机中搅拌

得到混合物I1，搅拌时间为15min，转速为130rpm；将混合物I1经过筛分即可得到所制备的

粉末状消泡剂。

[0032] 实施例2：

[0033] 将1份A2疏水性白炭黑与15份液蜡、10份环烷油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60min，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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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00rpm，得到中间体E2；将1份A2疏水性白炭黑与30份烷基酚聚氧乙烯醚在高速混合机

中搅拌60min，转速为2000rpm，得到中间体F2；然后将中间体E2加入到41份亲水型白炭黑A1

得到混合物G2，搅拌30min，转速为90rpm；接着在混合物G2中加入1份丙二醇丁醚和1份1,2-

丙二醇，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H2，搅拌时间为13min，转速为130rpm；最后在混合物H2

中添加中间体F2，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I2，搅拌时间为40min，转速为40rpm；将混合

物I2经过筛分即可得到所制备的粉末状消泡剂。

[0034] 实施例3：

[0035] 将1份A2疏水性白炭黑与25份柴油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80min，转速为1500rpm，得

到中间体E3；将2份A2疏水性白炭黑与6份脂肪酸聚氧乙烯醚、4份油酸聚氧乙烯醚的混合物

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80min，转速为1500rpm，得到中间体F3；然后将中间体E3加入到60份亲

水型白炭黑A1得到混合物G3，搅拌40min，转速为40rpm；接着在混合物G3中加入2份乙二醇，

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H3，搅拌时间为15min，转速为100rpm；最后在混合物H3中添加

中间体F3，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I3，搅拌时间为35min，转速为80rpm；将混合物I3经

过筛分即可得到所制备的粉末状消泡剂。

[0036] 实施例4：

[0037] 将3份A2疏水性白炭黑与40份烷基苯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90min，转速为1800rpm，

得到中间体E4；将1份A2疏水性白炭黑与15份嵌段聚氧乙烯-聚氧丙烯醚在高速混合机中搅

拌90min，转速为1800rpm，得到中间体F4；然后将中间体E4加入到39份亲水型白炭黑A1得到

混合物G4，搅拌35min，转速为80rpm；接着在混合物G4中加入1份丙三醇和1份二丙二醇甲

醚，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H4，搅拌时间为18min，转速为70rpm；最后在混合物H4中添

加中间体F4，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I4，搅拌时间为20min，转速为120rpm；将混合物I4

经过筛分即可得到所制备的粉末状消泡剂。

[0038] 实施例5：

[0039] 将1份A2疏水性白炭黑与20份煤油、20份机油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70min，转速为

2000rpm，得到中间体E5；将1份A2疏水性白炭黑与9份油酸聚氧乙烯醚和10份嵌段聚氧乙

烯-聚氧丙烯醚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70min，转速为2000rpm，得到中间体F5；然后将中间体

E5加入到35份亲水型白炭黑A1得到混合物G5，搅拌20min，转速为130rpm；接着在混合物G5

中加入4份正丁醇，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H5，搅拌时间为20min，转速为40rpm；最后在

混合物G5中添加中间体F5，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I5，搅拌时间为10min，转速为

150rpm；将混合物I5经过筛分即可得到所制备的粉末状消泡剂。

[0040] 对比例1：

[0041] 将4份A2疏水性白炭黑与50份白油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30min，转速为1000rpm，得

到中间体E1；将1份A2疏水性白炭黑与15份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30min，

转速为1000rpm，得到中间体F6；然后将中间体E1加入到30份亲水型白炭黑A1得到混合物

G1，搅拌10min，转速为150rpm；最后在混合物G1中添加中间体F6，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

物I6，搅拌时间为15min，转速为130rpm；将混合物I6经过筛分即可得到所制备的粉末状消

泡剂。

[0042] 对比例2：

[0043] 将2份A2疏水性白炭黑、1份丙二醇丁醚、1份1,2-丙二醇在搅拌机中搅拌均匀，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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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时间为13min，转速为130rpm，得到中间体J；将2份的中间体J与15份液蜡、10份环烷油在

高速混合机中搅拌60min，转速为2000rpm，得到中间体E6；将2份的中间体J与30份烷基酚聚

氧乙烯醚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60min，转速为2000rpm，得到中间体F7；然后将中间体E6加入

到41份亲水型白炭黑A1得到混合物G6，搅拌30min，转速为90rpm；最后在混合物G6中添加中

间体F7，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I7，搅拌时间为40min，转速为40rpm；将混合物I7经过

筛分即可得到所制备的粉末状消泡剂。

[0044] 对比例3：

[0045] 将1份A2疏水性白炭黑与25份柴油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80min，转速为1500rpm，得

到中间体E3；将2份A2疏水性白炭黑与6份脂肪酸聚氧乙烯醚、4份油酸聚氧乙烯醚的混合物

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80min，转速为1500rpm，得到中间体F3；然后在中间体E3加入2份乙二

醇，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H6，搅拌时间为15min，转速为100rpm；接着将混合物H6加入

到60份亲水型白炭黑A1得到混合物G7，搅拌40min，转速为40rpm；最后在混合物G7中添加中

间体F3，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I8，搅拌时间为35min，转速为80rpm；将混合物I8经过

筛分即可得到所制备的粉末状消泡剂。

[0046] 对比例4：

[0047] 将1份A2疏水性白炭黑与15份嵌段聚氧乙烯-聚氧丙烯醚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

90min，转速为1800rpm，得到中间体F4；将3份A2疏水性白炭黑和79份亲水白炭黑A1在混合

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G8，搅拌35min，转速为80rpm；接着在混合物G8中加入1份丙三醇和1份

二丙二醇甲醚，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H7，搅拌时间为18min，转速为70rpm；在混合物

H7中添加中间体F4，得到混合物I9，搅拌时间为20min，转速为120rpm；将混合物I9经过筛分

即可得到所制备的粉末状消泡剂。

[0048] 对比例5：

[0049] 将1份A2疏水性白炭黑与20份煤油、20份机油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70min，转速为

2000rpm，得到中间体E5；将中间体E5加入到54份亲水白炭黑得到混合物G9，搅拌20min，转

速为130rpm；接着在混合物G9中加入4份正丁醇，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H8，搅拌时间

为20min，转速为40rpm；在混合物H8中加入1份疏水白炭黑，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

I10，搅拌时间为10min，转速为150rpm；将混合物I10经过筛分即可得到所制备的粉末状消

泡剂。

[0050] 对比例6：

[0051] 将5份A2疏水性白炭黑与50份白油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30min，转速为1000rpm，得

到中间体E7；将中间体E7加入到30份亲水白炭黑A1得到混合物G10，搅拌10min，转速为

150rpm；接着在混合物G10中加入5份乙醇，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H9，搅拌时间为

10min，转速为150rpm；最后在混合物H9中加入10份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在混合机中搅拌得

到混合物I11，搅拌时间为15min，转速为130rpm；将混合物I11经过筛分即可得到所制备的

粉末状消泡剂。

[0052] 对比例7：

[0053] 将2份疏水白炭黑A2与30份烷基酚聚氧乙烯醚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60min，转速为

2000rpm，得到中间体F8；将15份液蜡、10份环烷油加入到41份亲水型白炭黑A1得到混合物

G11，搅拌30min，转速为90rpm；接着在混合物G11加入1份丙二醇丁醚和1份1,2-丙二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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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H10，搅拌时间为13min，转速为130rpm；最后在混合物H10中加入

中间体F8，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I12，搅拌时间为40min，转速为40rpm；将混合物I12

经过筛分即可得到所制备的粉末状消泡剂。

[0054] 对比例8：

[0055] 将1份A2疏水性白炭黑与25份柴油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80min，转速为1500rpm，得

到中间体E3；将2份A2疏水性白炭黑与6份脂肪酸聚氧乙烯醚、4份油酸聚氧乙烯醚的混合物

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80min，转速为1500rpm，得到中间体F3；然后将中间体F3加入到60份亲

水型白炭黑A1得到混合物G12，搅拌40min，转速为40rpm；接着在混合物G12中加入2份乙二

醇，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H11，搅拌时间为15min，转速为100rpm；最后在混合物H11中

添加中间体E3，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I13，搅拌时间为35min，转速为80rpm；将混合物

I13经过筛分即可得到所制备的粉末状消泡剂。

[0056] 对比例9：

[0057] 将3份A2疏水性白炭黑与40份烷基苯在高速混合机中搅拌90min，转速为1800rpm，

得到中间体E4；将1份A2疏水性白炭黑与15份嵌段聚氧乙烯-聚氧丙烯醚在高速混合机中搅

拌90min，转速为1800rpm，得到中间体F4；然后将中间体E4加入到39份亲水型白炭黑A1得到

混合物G4，搅拌35min，转速为80rpm；接着在混合物G4中添加中间体F4，在混合机中搅拌得

到混合物I14，搅拌时间为20min，转速为120rpm；最后在混合物I14中加入1份丙三醇和1份

二丙二醇甲醚，在混合机中搅拌得到混合物K，搅拌时间为18min，转速为70rpm，将混合物K

经过筛分即可得到所制备的粉末状消泡剂。

[0058] 消泡剂的性能测试

[0059] 水泥浆密度的测试

[0060] 水泥采用G型油井水泥，助剂为PVA，减水剂为PEC，消泡剂的添加量为2%。该测试方

法采用国标GB/T  19139-2012油井水泥试验方法进行水泥浆密度的测试。

[0061]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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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0063] 备注：上表中，密度越大，则消抑泡性能越好。

[0064] 抗剪切能力测试

[0065] 水泥采用G型油井水泥，助剂为PVA，减水剂为PEC，消泡剂的添加量为2%，该测试方

法采用国标GB/T  19139-2012油井水泥试验方法进行水泥浆密度的测试。查考不同搅拌时

间下水泥浆的密度。

[0066]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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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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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0069] 备注：上表中随着搅拌时间的延长，密度越低，则消抑泡性能越差。

[0070] 表观气泡

[0071]

[0072] 备注：上表中，“+”的数量代表水泥浆料表面气泡的多少，“+”数量越多，则气泡越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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