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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低渗油藏原油开发用压裂液降

阻剂，具体涉及一种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及其制

备方法。该方法包括：将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羟

乙酯和甲基丙烯酸‑2‑羟丙酯、尿素和乙二胺四

乙酸二钠混合，溶于水中并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

pH形成水相；将双硬脂酸乙酯基羟乙基甲基硫酸

甲酯铵和溶剂油混合形成油相；水相和油相混合

加热并通入氮气并加入水溶性引发剂聚合，形成

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该降阻剂具有生产时间

短，极大简化了生产工序，降低生产成本；具有较

好的耐矿化度性能，耐盐达到120000mg/L以上；

同时具有在低浓度下可有效降低压裂液的磨阻，

在500ppm浓度时，降阻率达到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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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

步骤：

（1）水相的配制

在烧杯中依次加入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甲基丙烯酸‑2‑羟丙酯，其次加入

水，加热温度为30～50℃，搅拌速率为200～400rpm，待完全溶解后，加入尿素和乙二胺四乙

酸二钠，搅拌10～20min后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水溶液pH至6.5～8.0，最后降至室温形成水

相；

（2）油相的配制

在三口烧瓶中加入双硬脂酸乙酯基羟乙基甲基硫酸甲酯铵和溶剂油，搅拌速率为300

～500rpm，搅拌使其溶解均匀形成油相；

（3）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制备

在室温下将步骤（2）中三口烧瓶中的油相的搅拌速度调整至500～700rpm；将步骤（1）

配制的水相溶液缓慢加入至上述三口烧瓶中，待完全加入后，继续搅拌形成稳定的反向乳

液；随后向三口烧瓶中通入氮气5～20min，随后升温至50～80℃，并加入水溶性引发剂，恒

温搅拌3‑10h；随后降温，形成乳白色的乳液即为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

所述的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甲基丙烯酸‑2‑羟丙酯的摩尔比为1:1.2～10:3

～15；

所述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其分子通式如下：

；

式中，m=1200～5600；

n=2000～10000；

p=6000～120000；

分子量为1×106～8×10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丙烯酰

胺、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甲基丙烯酸‑2‑羟丙酯的摩尔比为1:5.6:12.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中，

所述的水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8～10倍；所述的尿素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0.01～0.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中，

所述的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0.01～0.08%；所述的氢氧化钠溶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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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为10～2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步骤（2）

中，所述的双硬脂酸乙酯基羟乙基甲基硫酸甲酯铵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0.02～0.3倍；所

述的溶剂油为煤油、白油和柴油中的一种，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8～20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

所述的水溶性引发剂为过硫酸钠‑亚硫酸钠、过二硫酸钾和过硫酸铵中的一种，用量为丙烯

酰胺质量的0.02～0.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

所述的氮气的通入速度为8‑10L/min。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

剂。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在压裂中的应用。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应用温度为小于95℃。

11.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以水溶液的

形式使用，使用浓度为500‑1000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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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低渗油藏原油开发用压裂液降阻剂，具体涉及一种乳液型压裂液降阻

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美国页岩气的大规模开发，全球掀起了一场“页岩气革命”，许多国家都启动

了页岩气勘探开发计划。目前，我国页岩气领域也掀起了一股投资勘探开采的热潮。页岩属

于超低渗透率储层，无法提供经济开采所需的渗流通道，需要通过压裂作业提高储层的导

流能力才能达到工业开采的目的。目前，主要采用在水中加入少量降阻剂、支撑剂和一些添

加剂构成滑溜水，以滑溜水为工作液的压裂工艺对储层进行压裂。与传统压裂液不同，滑溜

水压裂液中聚合物的浓度较低，较传统形成凝胶的压裂液的粘度低。滑溜水压裂液的主要

组分是水，由于水是牛顿流体，在高速泵注的条件下，滑溜水压裂液在管道内流动过程中紊

流现象严重，流体与管壁之间有较大的摩阻阻力。摩擦阻力阻碍了滑溜水压裂液在管道中

的流动，造成管道输量降低和能耗增大。

[0003] 降阻剂是用于降低流体流动阻力的化学助剂。在压裂液中加入少量的高聚物降阻

剂，在紊流状态下使压裂液的流动阻力降低。目前，国内油气田在开采过程中主要以线性

胶、胍胶或进口降阻剂为主，线性胶、胍胶降阻效率低且地层伤害性大，而进口降阻剂价格

昂贵。因此，国内油气田开采急需质优价廉的降阻剂。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制备

方法。该方法将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甲基丙烯酸‑2‑羟丙酯、尿素和乙二胺四乙

酸二钠混合，溶于水中并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形成水相；将双硬脂酸乙酯基羟乙基甲基

硫酸甲酯铵和溶剂油混合形成油相；水相和油相混合加热并通入氮气并加入水溶性引发剂

聚合，制备得到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

[0005] 本发明的目的还在于提供一种采用上述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

剂。

[0006]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一种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水相的配制

[0009] 在烧杯中依次加入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甲基丙烯酸‑2‑羟丙酯，其次加

入水，加热温度为30～50℃，搅拌速率为200～400rpm，待完全溶解后，加入尿素和乙二胺四

乙酸二钠，搅拌10～20min后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水溶液pH  至6.5～8.0，最后降至室温形

成水相；

[0010] (2)油相的配制

[0011] 在三口烧瓶中加入双硬脂酸乙酯基羟乙基甲基硫酸甲酯铵和溶剂油，搅拌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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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500rpm，搅拌使其溶解均匀形成油相；

[0012] (3)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制备

[0013] 在室温下将步骤(2)中三口烧瓶中的油相的搅拌速度调整至500～700rpm；将步骤

(1)配制的水相溶液缓慢加入至上述三口烧瓶中，待完全加入后，继续搅拌形成稳定的反向

乳液；随后向三口烧瓶中通入氮气5～20min，随后升温至  50～80℃，并加入水溶性引发剂，

恒温搅拌3‑10h；随后降温，形成乳白色的乳液即为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

[0014] 上述制备方法中，优选地，所述的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甲基丙烯酸‑2‑

羟丙酯的摩尔比为1:1.2～10:3～15。

[0015] 更加优选地，所述的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甲基丙烯酸‑2‑羟丙酯的摩尔

比为1:5.6:12.5。

[0016] 上述制备方法中，优选地，在步骤(1)中，所述的水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8～10

倍；所述的尿素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0.01～0.3％。

[0017] 上述制备方法中，优选地，在步骤(1)中，所述的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用量为丙烯酰

胺质量的0.01～0.08％；所述的氢氧化钠溶液质量浓度为10～20％。

[0018] 上述制备方法中，优选地，在步骤(2)中，所述的双硬脂酸乙酯基羟乙基甲基硫酸

甲酯铵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0.02～0.3倍；所述的溶剂油为煤油、白油和柴油中的一种，

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8～20倍。

[0019] 上述制备方法中，优选地，在步骤(3)中，所述的水溶性引发剂为过硫酸钠‑亚硫酸

钠、过二硫酸钾和过硫酸铵中的一种，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  0.02～0.1％。

[0020] 上述制备方法中，优选地，在步骤(3)中，所述的氮气的通入速度为  8‑10L/min。

[0021] 本发明还提供了利用上述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

[0022] 所述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主剂是由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甲基丙烯

酸‑2‑羟丙酯通过乳液聚合反应生成，分子通式如下：

[0023]

[0024] 式中，m＝1200～5600；

[0025] n＝2000～10000；

[0026] p＝6000～120000。

[0027] 优选地，所述的主剂的分子量为1×106～8×107。

[0028] 所述的聚合物反应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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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0030] 同时，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应用。

[0031] 上述应用中，优选地，所述的应用温度为小于95℃。

[0032] 上述应用中，所述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以水溶液的形式使用，优选地，所述的乳

液型压裂液降阻剂使用浓度为500‑10000ppm。

[0033] 本发明提供的压裂降阻剂，该降阻剂为乳液型，易于在水相中溶解，简化了现场施

工工艺；在降阻剂分子上引入两个羟基作为端基，与水形成较强氢键，从而提高了在溶液中

的稳定性和溶解性；分子上引入了较长的侧链，侧链的存在使得链与链之间有排斥作用，从

而使该剂在常态下较为伸展，在低浓度下就有较大粘度；降阻剂分子所用到的单体均为市

售常规单体，主链和侧链结构均为柔性基团，降阻性能好；分子单体均为非离子型单体，有

很好的抗金属离子干扰作用。

[003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和有益效果：

[0035] (1)本发明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在生产过程中只需要一步聚合即得产品，且生

产过程时间短，极大简化了生产工序，降低生产成本。

[0036] (2)本发明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具有较好的耐矿化度性能，耐盐达到 

150000mg/L以上。

[0037] (3)本发明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在低浓度下可有效降低压裂液的磨阻，在

500ppm浓度时，降阻率达到90％以上。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具体的实施例，并参照数据进一步详细描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

只是为了举例说明本发明，而非以任何方式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39] 实施例1：

[0040]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制备方法如下：

[0041] (1)水相的配制

[0042] 在烧杯中依次加入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甲基丙烯酸‑2‑羟丙酯，其次加

入水，加热温度为30℃，搅拌速率为200rpm，待完全溶解后，加入尿素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搅拌10min后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水溶液pH至6.5，最后降至室温形成水相。

[0043] (2)油相的配制

[0044] 在三口烧瓶中加入双硬脂酸乙酯基羟乙基甲基硫酸甲酯铵和煤油，搅拌速率为

300，搅拌使其溶解均匀形成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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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3)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制备

[0046] 在室温下将步骤(2)中三口烧瓶中的油相的搅拌速度调整至500rpm；将步骤(1)配

制的水相溶液缓慢加入至上述三口烧瓶中，待完全加入后，继续搅拌形成稳定的反向乳液；

随后向三口烧瓶中通入氮气5min，随后升温至50℃，并加入过硫酸钠‑亚硫酸钠，恒温搅拌

3h；随后降温，形成乳白色的乳液即为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

[0047] 所述的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甲基丙烯酸‑2‑羟丙酯的摩尔比为  1:1.2:

3。

[0048] 所述的水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8倍；所述的尿素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0.01％；

所述的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0.01％；所述的氢氧化钠溶液质量浓度为

10％。

[0049] 所述的双硬脂酸乙酯基羟乙基甲基硫酸甲酯铵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0.02  倍；

所述的煤油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8倍。

[0050] 所述的过硫酸钠‑亚硫酸钠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0.02％；所述的氮气的通入速

度为8L/min。

[0051] 所述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主剂是由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甲基丙烯

酸‑2‑羟丙酯通过乳液聚合反应生成，分子通式如下：

[0052]

[0053] 式中，m＝1200～2000；n＝1000～1200；p＝6000～20000。

[0054] 分子量为1×106～5×106。

[0055] 经耐盐性能测试，所述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耐盐达到135000mg/L。

[0056] 实施例2：

[005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制备方法如下：

[0058] (1)水相的配制

[0059] 在烧杯中依次加入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甲基丙烯酸‑2‑羟丙酯，其次加

入水，加热温度为35℃，搅拌速率为320rpm，待完全溶解后，加入尿素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搅拌12min后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水溶液pH至7.0，最后降至室温形成水相。

[0060] (2)油相的配制

[0061] 在三口烧瓶中加入双硬脂酸乙酯基羟乙基甲基硫酸甲酯铵和煤油，搅拌速率为

350rpm，搅拌使其溶解均匀形成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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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3)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制备

[0063] 在室温下将步骤(2)中三口烧瓶中的油相的搅拌速度调整至650rpm；将步骤(1)配

制的水相溶液缓慢加入至上述三口烧瓶中，待完全加入后，继续搅拌形成稳定的反向乳液；

随后向三口烧瓶中通入氮气10min，随后升温至60℃，并加入过硫酸钠‑亚硫酸钠，恒温搅拌

5h；随后降温，形成乳白色的乳液即为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

[0064] 所述的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甲基丙烯酸‑2‑羟丙酯的摩尔比为1:  5.6:

12.5。

[0065] 所述的水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9倍；所述的尿素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 

0.06％；所述的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0.03％；所述的氢氧化钠溶液质

量浓度为13％。

[0066] 所述的双硬脂酸乙酯基羟乙基甲基硫酸甲酯铵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0.12  倍；

所述的煤油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15倍。

[0067] 所述的过硫酸钠‑亚硫酸钠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0.05％；所述的氮气的通入速

度为9L/min。

[0068] 所述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主剂是由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甲基丙烯

酸‑2‑羟丙酯通过乳液聚合反应生成，分子通式如下：

[0069]

[0070] 式中，m＝2500～3000；n＝1200～1500；p＝50000～80000。

[0071] 分子量为5×106～8×106。

[0072] 经耐盐性能测试，所述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耐盐最高达到142000mg/L。

[0073] 实施例3：

[007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制备方法如下：

[0075] (1)水相的配制

[0076] 在烧杯中依次加入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甲基丙烯酸‑2‑羟丙酯，其次加

入水，加热温度为42℃，搅拌速率为280rpm，待完全溶解后，加入尿素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搅拌18min后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水溶液pH至7.5，最后降至室温形成水相。

[0077] (2)油相的配制

[0078] 在三口烧瓶中加入双硬脂酸乙酯基羟乙基甲基硫酸甲酯铵和柴油，搅拌速率为

420rpm，搅拌使其溶解均匀形成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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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3)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制备

[0080] 在室温下将步骤(2)中三口烧瓶中的油相的搅拌速度调整至550rpm；将步骤(1)配

制的水相溶液缓慢加入至上述三口烧瓶中，待完全加入后，继续搅拌形成稳定的反向乳液；

随后向三口烧瓶中通入氮气15min，随后升温至70℃，并加入过二硫酸钾，恒温搅拌8h；随后

降温，形成乳白色的乳液即为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

[0081] 所述的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甲基丙烯酸‑2‑羟丙酯的摩尔比为1:  7.8:

7.5。

[0082] 所述的水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10倍；所述的尿素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 

0.2％；所述的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0.05％；所述的氢氧化钠溶液质量

浓度为16％。

[0083] 所述的双硬脂酸乙酯基羟乙基甲基硫酸甲酯铵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0.25  倍；

所述的柴油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18倍。

[0084] 所述的过二硫酸钾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0.06％；所述的氮气的通入速度为  9L/

min。

[0085] 所述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主剂是由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甲基丙烯

酸‑2‑羟丙酯通过乳液聚合反应生成，分子通式如下：

[0086]

[0087] 式中，m＝3500～4000；n＝5000～7000；p＝30000～40000。

[0088] 分子量为1×107～3×107。

[0089] 经耐盐性能测试，所述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耐盐最高达到125000mg/L。

[0090] 实施例4：

[009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制备方法如下：

[0092] (1)水相的配制

[0093] 在烧杯中依次加入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甲基丙烯酸‑2‑羟丙酯，其次加

入水，加热温度为50℃，搅拌速率为400rpm，待完全溶解后，加入尿素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搅拌20min后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水溶液pH至8.0，最后降至室温形成水相。

[0094] (2)油相的配制

[0095] 在三口烧瓶中加入双硬脂酸乙酯基羟乙基甲基硫酸甲酯铵和白油，搅拌速率为

500rpm，搅拌使其溶解均匀形成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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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6] (3)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制备

[0097] 在室温下将步骤(2)中三口烧瓶中的油相的搅拌速度调整至700rpm；将步骤(1)配

制的水相溶液缓慢加入至上述三口烧瓶中，待完全加入后，继续搅拌形成稳定的反向乳液；

随后向三口烧瓶中通入氮气20min，随后升温至80℃，并加入过硫酸铵，恒温搅拌10h；随后

降温，形成乳白色的乳液即为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

[0098] 所述的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甲基丙烯酸‑2‑羟丙酯的摩尔比为1:  10:

15。

[0099] 所述的水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10倍；所述的尿素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 

0.3％；所述的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0.08％；所述的氢氧化钠溶液质量

浓度为20％。

[0100] 所述的双硬脂酸乙酯基羟乙基甲基硫酸甲酯铵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0.3  倍；所

述的白油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20倍。

[0101] 所述的过硫酸铵用量为丙烯酰胺质量的0.1％；所述的氮气的通入速度为  10L/

min。

[0102] 所述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主剂是由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甲基丙烯

酸‑2‑羟丙酯通过乳液聚合反应生成，分子通式如下：

[0103]

[0104] 式中，m＝14500～5600；n＝9500～10000；p＝100000～120000。

[0105] 分子量为5×107～8×107。

[0106] 经耐盐性能测试，所述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耐盐达到138000mg/L。

[0107] 实施例5实施例1‑4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降阻性能评价

[0108] 乳液型压裂降阻剂的降阻性能采用中国石油大学石仪科技有限公司的  MZY‑3型

压裂液降磨阻测试仪测试，测试质量分数0.1％，测试管径0.46cm，测试管长3.2m，测试温度

为室温。按照常规作业所需排量为30L/min下，分别测试不同浓度下的实施例1‑4降阻剂和

市售乳液型降阻剂1#，市售降阻剂(DNJ‑2、  WNJ‑2)的降阻率，测试结果见表1。

[0109] 表1不同降阻剂的在不同浓度下的降阻率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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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

[0111] 由表1可知，本发明的降阻剂具有优良的降阻性能，在500ppm浓度时，降阻率达到

90％以上，且用量相比其他降阻剂低，显著降低了使用成本，增强了压裂液的降阻性能，适

合作为传统降阻剂的替代品。

[0112] 实施例6实施例4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的现场应用

[0113] 将实施例4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通过与有机复合交联剂配制，形成了滑溜水压裂

液，并在胜利油田东辛采油厂某水平井开展压裂试验，设计单井加砂  15.7m3，平均砂液比

9.7％，最高砂液比16.3％，施工排量设计为5.0～5.5m3/min，压裂工艺取得成功(设计施工

参数见表2)。改井原为低产低液生产，日均产液量0.56t，日均产油量0.2t，含水率64.28％。

采用实施例4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配制的压裂液压裂后，日均产油7.6t，日均产液12.6t，显

示了良好的压裂效果。

[0114] 通过现场试验及效果可以看出，本发明的乳液型压裂液降阻剂现场实施可行，油

管压力较低，且基本平稳，表明本发明的降阻剂配制的压裂液体系表现出良好的降阻性能。

[0115] 表2现场压裂施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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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6]

[0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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