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1238756.5

(22)申请日 2016.12.2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75330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5.31

(73)专利权人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地址 510640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能

源路2号

    专利权人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

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

(72)发明人 龙臻　梁德青　魏伟　张金华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科粤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001

代理人 蒋欢妹　莫瑶江

(51)Int.Cl.

C09K 8/524(2006.01)

C09K 8/528(2006.01)

C09K 8/532(2006.01)

C07D 295/08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0556978 C,2009.11.04,说明书第2-

47段、权利要求1.

WO 2016019052 A1,2016.02.04,说明书第

15-192段.

CN 104479660 A,2015.04.01,说明书第5-

30段.

CN 100556978 C,2009.11.04,说明书第2-

47段、权利要求1.

WO 2016019052 A1,2016.02.04,说明书第

15-192段.

CN 104479660 A,2015.04.01,说明书第5-

30段.

WO 2010106115 A1,2010.09.23,全文.

范必威 等.N-乙基—N-丁基吗啉离子液体

的合成及性能.《精细化工》.2008,628-630.

审查员 张浥静

 

(54)发明名称

一种双效复合型水合物抑制剂及其制备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双效复合型水合物抑制

剂，该复合型水合物抑制剂包括结构式如式Ⅰ所

示的羟基化吗啉类离子液体、氨基酸和水；该复

合型水合物抑制剂电导率高、可生物降解、无毒、

对环境友好、兼具热力学和动力学双效抑制性

能、抑制性能高效，在1wt％～5wt％的低剂量浓

度下可有效抑制水合物生成。

其中，R1为C1-C4烷基

取代基，R2为羟乙基，X-为四氟硼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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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效复合型水合物抑制剂，其特征在于，该复合型水合物抑制剂包括结构式如

式Ⅰ所示的羟基化吗啉类离子液体、氨基酸和水；

其中，R1为C1-C4烷基取代基，R2为羟乙基，X-为四氟硼酸根，所述氨基酸选自甘氨酸、丙

氨酸、L-苏氨酸中的任一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效复合型水合物抑制剂，其特征在于，以水合物形成料中的

水基质量为基准，所述羟基化吗啉类离子液体的质量浓度0.5～1wt％，所述氨基酸的质量

浓度为0.5～5wt％。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双效复合型水合物抑制剂，其特征在于，R1为甲基或乙基。

4.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效复合型水合物抑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1)在惰性气氛保护下，将烷基吗啉衍生物与羟基化试剂按摩尔比1:1～1:2溶解在乙

腈中，60～80℃条件下搅拌反应48小时，将产物从残留的液体中分离出来，并收集用丙酮洗

涤、减压蒸馏并经真空干燥即得到羟基化吗啉氯盐；

(2)将步骤(1)得到的羟基化吗啉氯盐与四氟硼酸钠按摩尔比1:1混合，溶解在乙腈中，

惰性气氛保护下，在20～25℃条件下，搅拌反应24小时后过滤，滤液减压蒸馏，用二氯甲烷

萃取，并用纯水洗涤最后在45～50℃、-0.08～-0.1MPa的真空度条件下干燥24小时，得到羟

基化吗啉类离子液体；

(3)将步骤(2)得到的羟基化吗啉类离子液体与氨基酸混合即得目标产物。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双效复合型水合物抑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

所述羟基化试剂为2-氯乙醇。

6.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效复合型水合物抑制剂的应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双效复合型水合物抑制剂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型水

合物抑制剂适用于油-气-水三相或油-水或气-水两相共存体系，使用时相对于体系中水的

浓度为1wt％～5wt％，适用压力为1～15MPa，温度为-10～25℃。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6753300 B

2



一种双效复合型水合物抑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合物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双效复合型水合物抑制剂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石油天然气工业中，油气流体中含有诸如甲烷、乙烷、丙烷等烃类，以及二氧化

碳、硫化氢等气体，与水在一定高压低温条件下，会形成固态水合物晶体。一旦在含有天然

气或者石油流体管道中形成气体水合物，水合物堵塞，会影响流体的正常输送，既会威胁油

气行业的钻井、完井或压裂安全作业，还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0003] 为解决水合物生成堵塞问题，工业中常采用加热管道、减压、除水和添加甲醇、乙

二醇等醇类等热力学抑制剂。其中热力学抑制剂的作用原理是通过改变水合物的相平衡条

件，使系统运行条件远离水合物生成区域，以避免水合物生成。但为了发挥作用，必须添加

高浓度抑制剂，以存在水的质量计算，通常10～60wt％。后期相应的储存、运输、泵送及注入

等成本高。

[0004] 上述方法的一种替代方法是使用成核或晶体生长抑制剂来控制水合物生成过程。

这类化学物质称为低剂量水合物抑制剂，使用量很低，一般在0.05～5％。其中常见动力学

抑制剂包括聚乙烯吡咯烷酮、聚乙烯基己内酰胺或N-乙烯基已内酰胺、N-乙烯吡咯烷酮和

N，N-二甲胺基异丁烯酸乙酯的三元共聚物等。单一聚合物价格比较昂贵，而且受过冷度和

气体水合物类型等因素影响，因此往往与便宜的协助剂复合使用，降低成本，改善性能。例

如，常用的协助剂包括季铵盐如四丁基溴化铵，或者乙二醇丁醚等醇醚类。

[0005] 但上述化合物生物降解性稍微差，在某些高过冷度和含低盐浓度的油气作业环境

无法发挥作用。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双效复合型水合物抑制剂及其制备方法，该复合型水合

物抑制剂电导率高、可生物降解、无毒、对环境友好、兼具热力学和动力学双效抑制性能、抑

制性能高效，在1wt％～5wt％的低剂量浓度下可有效抑制水合物生成。

[0007]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的：

[0008] 一种双效复合型水合物抑制剂，该复合型水合物抑制剂包括结构式如式Ⅰ所示的

羟基化吗啉类离子液体、氨基酸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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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0010] 其中，R1为C1-C4烷基取代基，R2为羟乙基，X-为四氟硼酸根。

[0011] 优选地，以水合物形成料中的水基质量为基准，所述羟基化吗啉类离子液体的质

量浓度0.5～1wt％，所述氨基酸的质量浓度为0.5～5wt％。

[0012] 优选地，R1为甲基或乙基。

[0013] 优选地，所述氨基酸选自甘氨酸、丙氨酸、L-苏氨酸中的任一种。

[0014] 所述复合型水合物抑制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1)在惰性气氛保护下，将烷基吗啉衍生物与羟基化试剂按摩尔比1:1～1:2溶解

在有机溶剂乙腈中，60～80℃条件下搅拌反应48小时，将产物从残留的液体中分离出来，并

收集用丙酮洗涤、减压蒸馏并经真空干燥即得到羟基化吗啉氯盐；

[0016] (2)将步骤(1)得到的羟基化吗啉氯盐与四氟硼酸钠按摩尔比1:1混合，溶解在有

机溶剂乙腈中，惰性气氛保护下，在20～25℃条件下，搅拌反应24小时后过滤去掉固态氯化

钠沉淀物，滤液减压蒸馏除去易挥发的有机溶剂，用二氯甲烷萃取，并用纯水反复洗涤以除

掉其中的无机杂质；最后在45～50℃、-0.08～-0.1MPa的真空度条件下干燥24小时，得到羟

基化吗啉类离子液体；

[0017] (3)将步骤(2)得到的羟基化吗啉类离子液体与氨基酸混合即得目标产物。

[0018] 优选地，步骤(1)所述羟基化试剂为2-氯乙醇，将产物从残留的液体中分离出来具

体指：用分液漏斗将熔融态的反应产物从残留的羟基化试剂和有机溶剂等液体中分离出

来。

[0019] 优选地，R1为甲基或乙基，羟基化试剂为2-氯乙醇时，羟基化吗啉类离子液体的合

成路线如下：

[0020]

[0021] 本发明还保护所述的复合型水合物抑制剂的应用，所述复合型水合物抑制剂适用

于油-气-水三相或油-水或气-水两相共存体系，使用时相对于体系中水的浓度为1wt％～

5wt％，适用压力为1～15MPa，温度为-10～25℃。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3] (1)本发明复合型抑制剂中的羟基化吗啉类离子液体完全由离子组成，电导率高，

凭借所带电荷抑制作用，可与水分子形成氢键，具有类似水合物笼的六元环状结构，可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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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学和动力学双效抑制作用，延缓水合物的成核时间，阻止水合物颗粒生长和聚集。

[0024] (2)羟基化吗啉类离子液体与氨基酸的协同作用，可提高单一组分抑制剂对水合

物的抑制性能，在高过冷度条件下，低用量下(1～5wt％)仍可满足抑制要求，大大降低抑制

成本。

[0025] (3)该复合型抑制剂中的羟基化吗啉离子液体和氨基酸具有生物降解性，无毒性，

对环境友好。

[0026] 总之，该复合型水合物抑制剂电导率高、可生物降解、无毒、对环境友好、兼具热力

学和动力学双效抑制性能、抑制性能高效，在1wt％～5wt％的低剂量浓度下可有效抑制水

合物生成。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是对本发明的进一步说明，而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8] 除特别说明，本发明使用的设备和试剂为本技术领域常规市购产品。

[0029] 实施例1：双效复合型水合物抑制剂的制备方法

[0030] 合成路线如下：

[0031]

[0032] 包括以下步骤：

[0033] (1)向装有回流冷凝器、温度计、搅拌器和氮气出入口的500mL三口反应瓶中分别

加入0.3mol的烷基吗啉衍生物与0.45mol的2-氯乙醇、200mL乙腈。通入氮气加热至温度70

℃，搅拌反应48小时；利用分液漏斗将产物从残留的2-氯乙醇和乙腈中分离出来，并收集用

丙酮洗涤，然后减压蒸馏进一步除去易挥发的有机杂质，在45-50℃，-0.08～-0.1MPa的真

空度条件下干燥24小时，得到纯度较高的羟基化吗啉氯盐，产率约80％；

[0034] (2)将步骤(1)得到的羟基化吗啉氯盐与0.3mol四氟硼酸钠混合，溶解在200mL有

机溶剂乙腈中，通入氮气，在25℃条件下，搅拌反应24小时后过滤去掉固态氯化钠沉淀物，

然后减压蒸馏除去易挥发的有机溶剂，用二氯甲烷萃取，并用纯水反复洗涤以除掉其中的

无机杂质；最后在45～50℃、-0.08～-0.1MPa的真空度条件下干燥24小时，得到羟基化吗啉

类离子液体羟基化吗啉四氟硼酸盐；

[0035] (3)将步骤(2)得到的羟基化吗啉四氟硼酸盐与氨基酸混合即得目标产物双效复

合型水合物抑制剂。

[0036] 实施例2：抑制效果评价

[0037] 采用水合物抑制剂性能评价测试系统测试抑制剂的效果，所述水合物抑制剂性能

评价测试系统包括高压反应釜、缓冲罐、恒温水浴、真空泵、磁力搅拌系统、手动增压泵、气

体流量计、气瓶、温度和压力传感器及数据采集系统等。其中核心设备高压反应釜采用不锈

钢316材料制成，最高工作压力可达25MPa。恒温水浴为高压反应釜提供-20～100℃的冷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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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液，磁力搅拌系统转速调节范围为0～1000r/min。高压反应釜釜内温度由Pt100铂电阻

温度传感器测量，测温精度±0.1℃，压力由精度为±0.5％的压力传感器测定。高压反应釜

釜内参数压力、温度和转速可由数据采集系统自动采集和储存。水合物的形成可通过反应

时的温度或压力变化进行判断或者高压反应釜设有的可视化视窗直接观察。所述复合型抑

制剂的抑制效果可根据水合物的生成诱导时间、反应完成时间和压降综合判断。水合物的

生成诱导时间越长，抑制效果越好。压降越低，水合物生成量越少，越不易堵塞管道，抑制效

果越好。

[0038] 具体实施过程：

[0039] 实验运行前，首先用去离子水反复清洗高压反应釜三至五遍，然后用氮气吹扫高

压反应釜和实验管路系统，确保系统干燥。将高压反应釜抽真空，吸入配制好的不同浓度的

抑制剂水溶液。为排除釜内空气，先通入实验气体，然后再抽真空，如此反复3次，最后通入

小于0.5MPa的实验气体，保证高压反应釜釜内正压且没有达到水合物生成的条件。当高压

反应釜内温度稳定在初始温度，通入实验气体至实验初始压力。启动磁力搅拌系统，模拟流

体扰动环境。当高压反应釜釜内压力稳定后，启动恒温水浴，按5℃/h速率对高压反应釜降

温，直至高压反应釜内温度为2℃。本对比例和实施例中的气体均为纯度99.99％的甲烷，实

验初始温度15℃，实验初始压力9.5Mpa(对应的甲烷水合物相平衡温度12.5℃)。设定搅拌

速率800r/min。观察实验现象，记录高压反应釜中的压力温度变化情况，对比不同抑制剂水

溶液体系下I型甲烷水合物的生成诱导时间。以从开始降温到水合物开始生成的时间定义

为生成诱导时间。水合物晶核开始生成时对应的温度定义为水合物结晶温度。每组实验重

复3次，取平均值。

[0040] 将去离子水、甘氨酸、丙氨酸、L-苏氨酸、实施例1得到的双效复合型水合物抑制剂

N-羟乙基-N-甲基吗啉四氟硼酸盐和N-羟乙基-N-乙基吗啉四氟硼酸盐分别按照表1中的配

比和质量浓度加入上述水合物抑制剂性能评价测试系统的反应釜中进行测试，利用水合物

抑制剂性能评价测试系统评价其抑制性能，结果列于表1。

[0041] 表1不同水合物抑制剂的抑制性能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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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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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0044] 表1中甘氨酸、丙氨酸和L-苏氨酸均由日本TCI公司生产。

[0045] 从表1数据可看出，在低浓度下，对I型甲烷水合物而言，本发明的羟基化吗啉离子

液体与上述氨基酸具有协同作用，可显著提高其抑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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