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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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928899.6

(22)申请日 2019.09.2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60716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12.24

(73)专利权人 重庆威能钻井助剂有限公司

地址 401220 重庆市长寿区化工园区内

    专利权人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

公司钻井液技术服务公司

(72)发明人 袁翊　钱帆　万伟　何涛　陈智　

王君　张谦　梁益　漆梅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正华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51229

代理人 郭艳艳

(51)Int.Cl.

C09K 8/03(2006.01)

C08G 8/28(2006.01)

(56)对比文件

EP 0134173 A1,1985.03.13

EP 1590308 A1,2005.11.02

CN 109266317 A,2019.01.25

JP S55164611 A,1980.12.22

CN 110283575 A,2019.09.27

CN 109810681 A,2019.05.28

US 2005061206 A1,2005.03.24

CN 104946216 A,2015.09.30

CN 104927805 A,2015.09.23

CN 109825263 A,2019.05.31

CN 105907383 A,2016.08.31

CN 101182409 A,2008.05.21

CN 104559984 A,2015.04.29

Liu, Lu;Pu, Xiaolin;Tao, Huaizhi;等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omb-

shaped copolymer as a filtration reducer 

and comparison with counterparts.《RSC 

ADVANCES》.2018,第8卷(第21期),第11424-

11435页.

张勇;王彪;刘晓栋.国内钻井液用磺化酚醛

树脂研究进展.《油田化学》.2016,第33卷(第3

期),第547-551页.

审查员 陈仕尧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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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钻井液用降滤失剂及其

制备方法，降滤失剂包括磺化树脂、聚合物微晶、

聚合氯化铝、羧甲基纤维素和碳酸钙；其中，磺化

树脂优选磺甲基酚醛树脂，聚合物微晶优选改性

微晶纤维素。制备时先将聚合氯化铝、羧甲基纤

维素钠和碳酸钙均匀混合得混粉A，然后将聚合

物微晶加热至55～60℃，再将加热后的聚合物微

晶与混粉A一起加入到磺化树脂中，搅拌均匀后

得降滤失剂。采用本发明中的降滤失剂可有效解

决现有降滤失剂会降低钻速并且会造成环境污

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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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钻井液用降滤失剂，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质量份的组分：磺化树脂70~75份，聚

合物微晶5~10份，聚合氯化铝1~3份，羧甲基纤维素钠5~10份和碳酸钙3~5份；所述聚合物微

晶为改性微晶纤维素，其粒径为5~15μm；所述磺化树脂为磺甲基酚醛树脂，所述磺化树脂经

过以下步骤制得：

S1：合成线型酚醛树脂和磺甲基化合物；所述线型酚醛树脂与磺甲基化合物的质量比

为100:115~120；

线型酚醛树脂的合成包括如下步骤：

(1)将苯酚与甲醛按100:25~28的质量比混合并搅拌均匀，再加入浓度为20%的盐酸溶

液，所加入的盐酸溶液与苯酚的液料比为0.8×10‑3~1 .0×10‑3:1mL/g；然后升温至65~70

℃，在此温度下反应至沸腾；

(2)待回流正常后，分四次向反应物中加入浓度为20%的盐酸溶液，每次加酸时间间隔3

~5min，并且每次添加的盐酸溶液与苯酚的液料比为0.4×10‑3~0.6×10‑3:1mL/g；

(3)待反应物由无色变为乳白色后，开始搅拌，并在搅拌条件下反应30min，完成线型酚

醛树脂的制备；

所述磺甲基化合物的合成方法为：

将155~160质量份的焦亚硫酸钠或焦亚硫酸钾溶于100质量份的水中，然后向溶液中加

入29~30质量份的甲醛，室温下静止30min；再向溶液中加入42~44质量份的甲醛，室温下静

止1h，然后升温至75℃，搅拌反应至溶液pH值为6~7，完成磺甲基化合物的制备；

S2：向线型酚醛树脂中加入浓度为20~25%的碱液，所加碱液与线型酚醛树脂的质量比

为0.6~0.7:1，搅拌20~30min后，加入占总质量34~35%的磺甲基化合物并升温，当物料由浑

变清后停止升温，继续搅拌反应1~1.5h，完成一次磺甲基化反应；

S3：将占总质量34~35%的磺甲基化合物加入到一次磺甲基化反应后的混合物中，升温

至沸腾回流，并在此温度下搅拌反应1~1.5h，完成二次磺甲基化反应；

S4：向二次磺甲基化反应后的混合物中添加甲醛，所添加的甲醛与线型酚醛树脂的质

量比为0.2~0.25:1，再搅拌反应至涂氏粘度为80~120s，然后加水终止树脂化反应；

S5：将余下的磺甲基化合物加入到S4树脂化反应后的反应物中，并升温至沸腾回流，在

此温度下反应20~30min，完成三次磺甲基化反应，得磺甲基酚醛树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钻井液用降滤失剂，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质量份的组分：磺

化树脂72份，聚合物微晶8份，聚合氯化铝2份，羧甲基纤维素钠8份和碳酸钙3份。

3.如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钻井液用降滤失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将聚合氯化铝、羧甲基纤维素钠和碳酸钙均匀混合得混粉A，然后将聚合物微晶加热

至55~60℃，并将加热后的聚合物微晶与混粉A一起加入到磺化树脂中，搅拌均匀后得降滤

失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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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钻井液用降滤失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钻井液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钻井液用降滤失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钻井液是钻探过程中，孔内使用的循环冲洗介质。钻井液被公认为至少有以下十

种作用：(1)清洁井底，携带岩屑。保持井底清洁，避免钻头重复切削，减少磨损，提高效率；

(2)冷却和润滑钻头及钻柱。降低钻头温度，减少钻具磨损，提高钻具的使用寿命；(3)平衡

井壁岩石侧压力，在井壁形成滤饼，封闭和稳定井壁。防止对油气层的污染和井壁坍塌。(4)

平衡(控制)地层压力。防止井喷，井漏，防止地层流体对钻井液的污染；(5)悬浮岩屑和加重

剂。降低岩屑沉降速度，避免沉沙卡钻；(6)在地面能沉除砂子和岩屑；(7)有效传递水力功

率。传递井下动力钻具所需动力和钻头水力功率；(8)承受钻杆和套管的部分重力。钻井液

对钻具和套管的浮力，可减小起下钻时起升系统的载荷；(9)提供所钻地层的大量资料。利

用钻井液可进行电法测井，岩屑录井等获取井下资料；(10)水力破碎岩石。钻井液通过喷嘴

所形成的高速射流能够直接破碎或辅助破碎岩石。

[0003] 随着钻遇地层的日趋复杂，深井、超深井越来越多，井底温度可达200℃以上，高温

条件下对钻井液性能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降滤失剂作为钻井液体系中的关键组分，主要

作用为使钻井液在井壁上形成薄而致密的泥饼、降低滤失量，维持井眼稳定以及减少钻井

液液固相侵入地层、损害油气层，是必不可少的处理剂之一。目前，钻井液用降滤失剂主要

分为高分子聚合物类、腐殖酸胺类、木质素类和沥青类产品，其中沥青类降滤失剂具有取材

广泛和价格便宜等优势，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被广泛应用，然而沥青类降滤失剂存在降低

钻速、污染环境和加量大等缺点，在国内环境敏感区域和国外大部分地区的钻井液配方中，

已对其限制使用。因而提供一种可提高钻速、对环境损伤小、添加量少的降滤失剂或其组合

物具有很现实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本发明提供一种钻井液用降滤失剂及其制备方法，以解决现

有降滤失剂会降低钻速并且会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钻井液用降滤失剂，本

发明中的降滤失剂包括以下质量份的组分：磺化树脂70～75份，聚合物微晶5～10份，聚合

氯化铝1～3份，羧甲基纤维素钠5～10份和碳酸钙3～5份。

[0006] 当降滤失剂的组分采用如下质量份的配比进行配合时，降滤失剂的效果最佳：磺

化树脂72份，聚合物微晶8份，聚合氯化铝2份，羧甲基纤维素钠8份和碳酸钙3份。

[0007] 本发明的降滤失剂包含磺化树脂，磺化树脂为多元共聚物，不仅可以降低高温条

件下降滤失剂的解吸附作用，增强滤饼的稳定性，而且磺化树脂的键能大，分子链具有吸附

基团和苯环，使得本发明中的降滤失剂水溶性好，吸附能力强，热稳定性好，抗高温和耐盐，

能够控制钻井液体系的聚集结构，降低其失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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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降滤失剂中的聚合物微晶结晶度高、密度小、力学性能优良并且相容性好，能够改

善磺化树脂之间的界面相容性，提升磺化树脂的力学性能，从而增强降滤失剂的整体抗高

温性能和热稳定性能。

[0009] 降滤失剂中的聚合氯化铝可以破坏钻井液的胶体体系，使之失稳脱水，并与其中

的水发生水化反应，与固相颗粒及有机物发生交联，水化物与交联物相互作用形成凝聚‑结

晶体系，能够显著提高井壁的稳定性。

[0010] 降滤失剂中的羧甲基纤维素钠不仅具有价廉的特点，而且羧甲基纤维素钠与磺化

树脂混合使用可以在井壁表面形成薄而致密的滤饼，从而能够显著提高钻井液的滤失造壁

性，进而提升降滤失效果。

[0011] 降滤失剂中的碳酸钙为纳米级的碳酸钙，纳米级的碳酸钙可以进入地层的微小孔

隙和缝隙中，从而提高降滤失剂的降滤失效果；同时，碳酸钙能提高钻井液滤饼的致密性，

减缓钻井液向地层的渗透及地层吸水后膨胀、掉块的趋势，提高井壁稳定性。

[0012]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发明还可以做如下改进。

[0013] 进一步，磺化树脂为磺甲基酚醛树脂。

[0014] 进一步，磺甲基酚醛树脂由式(I)所示化合物与式(II)所示化合物制备而成；磺甲

基酚醛树脂的结构式如式(III)所示：

[0015]

[0016] 其中，M为Na或K；

[0017] 式(I)所示化合物与式(II)所示化合物的质量比为100:115～120。

[0018] 进一步，磺甲基酚醛树脂的制备包括如下步骤：

[0019] S1：合成如式(I)所示的线型酚醛树脂和如式(II)所示的磺甲基化合物；

[0020] S2：向线型酚醛树脂中加入浓度为20～25％的碱液，所加碱液与线型酚醛树脂的

质量比为0.6～0.7:1，搅拌20～30min后，加入占总量34～35％的磺甲基化合物，并升温至

110～130℃，继续搅拌反应1～1.5h，完成一次磺甲基化反应；

[0021] S3：将占总量34～35％的磺甲基化合物加入到一次磺甲基化反应后的混合物中，

升温至沸腾回流，并在此温度下搅拌反应1～1.5h，完成二次磺甲基化反应；

[0022] S4：向二次磺甲基化反应后的混合物中添加甲醛，所添加的甲醛与线型酚醛树脂

的质量比为0.2～0.25:1，再搅拌反应至涂氏粘度为80～120s，然后加水终止树脂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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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S5：将余下的磺甲基化合物加入到S4树脂化反应后的反应物中，并升温至沸腾回

流，在此温度下反应20～30min，完成三次磺甲基化反应，得磺甲基酚醛树脂。

[0024] 本发明的降滤失剂中的磺化树脂优选磺甲基酚醛树脂，并且磺甲基酚醛树脂通过

线型酚醛树脂和磺甲基化合物聚合而成，线型酚醛树脂中含有含有大量的苯环，分子链的

刚性较强，可显著提高降滤失剂的热稳定性，从而降滤失剂的抗温性得以提升；另外，线型

酚醛树脂中含有大量羟基，使其具有较强的吸附性能，可提高降滤失剂的降滤失性能和稳

定性，最终得到的降滤失剂在粘土颗粒上形成溶剂化层，从而稳定钻井液体系。磺甲基化合

物中的磺酸基团为强亲水性基团，同时具有较强的水化作用，具有良好的耐盐性能，使其在

盐水基浆中能有效地控制滤失量。

[0025] 进一步，线型酚醛树脂的合成包括如下步骤：

[0026] (1)将苯酚与甲醛按100:25～28的质量比混合并搅拌均匀，再加入浓度为20％的

盐酸溶液，所加入的盐酸溶液与苯酚的液料比为0.8×10‑3～1.0×10‑3:1mL/g；然后升温至

65～70℃，在此温度下反应至沸腾；

[0027] (2)待回流正常后，分四次向反应物中加入浓度为20％的盐酸溶液，每次加酸时间

间隔3～5min，并且每次添加的盐酸溶液与苯酚的液料比为0.4×10‑3～0.6×10‑3:1mL/g；

[0028] (3)待反应物由无色变为乳白色后，开始搅拌，并在搅拌条件下反应30min，完成线

型酚醛树脂的制备。

[0029] 进一步，磺甲基化合物的合成方法为：

[0030] 将155～160质量份的焦亚硫酸钠或焦亚硫酸钾溶于100质量份的水中，然后向溶

液中加入29～30质量份的甲醛，室温下静止30min；再向溶液中加入42～44质量份的甲醛，

室温下静止1h，然后升温至75℃，搅拌反应至溶液pH值为6～7，完成磺甲基化合物的制备。

[0031] 进一步，聚合物微晶为改性微晶纤维素，其粒径为5～15μm。

[0032] 本发明中的钻井液用降滤失剂经过简单的物理混合即可制得，具体方法为：将聚

合氯化铝、羧甲基纤维素钠和碳酸钙均匀混合得混粉A，然后将聚合物微晶加热至55～60

℃，并将加热后的聚合物微晶与混粉A一起加入到磺化树脂中，搅拌均匀后得降滤失剂。

[003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4] 1 .本发明提供的降滤失剂以磺化树脂为主体，与聚合物微晶、羧甲基纤维素钠等

复配而成，避免了沥青的使用，不仅可提高钻速，而且降低了对环境的损伤，同时降低了总

体的滤失率，滤失效果更佳。

[0035] 2.本发明的降滤失剂中各组分相互配合，使降滤失剂具有良好的抗高温和耐盐性

能，并能显著改善钻井过程中井壁的稳定性，提高钻井液的滤失造壁性，降滤失效果良好。

[0036] 3.本发明中的降滤失剂制备方法简单，所用原料成本低廉，对环境污染小，是一种

对环境友好的降滤失剂。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

[0038] 实施例一：合成磺甲基酚醛树脂

[0039] 线型树脂化反应，反应方程式如式(IV)～式(VI)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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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0041]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0042] (1)先往线性釜中加入100质量份的溶化后工业苯酚，搅拌条件下再加入25～28质

量份的工业甲醛；

[0043] (2)搅拌3～5min，观察无异常后(包括是否有跑、漏等情况)，加入浓度为20％(体

积浓度)的盐酸，所加入的盐酸溶液与苯酚的液料比为0.8×10‑3～1.0×10‑3:1mL/g；

[0044] (3)搅拌观察无异常后，升温，保证蒸汽压力在2～3公斤；

[0045] (4)搅拌升温至釜内温度70℃时，启动冷却水泵对冷凝器进行冷却循环；

[0046] (5)当釜内温度升至90℃时，停止搅拌，关掉蒸汽，进行连续观察；

[0047] (6)当观察到沸腾现象后，立即排掉夹套内余汽，记录好时间，继续连续观察；

[0048] (7)回流正常后，点搅正常，恢复连续搅拌；

[0049] (8)搅拌无异常后，停止搅拌，再分四次加入浓度为20％盐酸，每次盐酸加入时间

间隔为3～5min(如果盐酸加入时间间隔太短或加入量过大，可能导致因反应过剧烈而冲

釜)，并且每次添加的盐酸溶液与苯酚的液料比为0.4×10‑3～0.6×10‑3:1mL/g；

[0050] (9)盐酸加完后，观察3～5min，釜内反应物由无色变为乳白色后，即为反应终点，

此时记录终点时间；

[0051] (10)在搅拌条件下继续缩合反应30min后，线型酚醛树脂的制备。

[0052] 实施例二：合成磺甲基化合物

[0053] 磺甲基化合物由甲醛与亚硫酸氢钠或亚硫酸氢钾反应所生成，化学反应式如式

(VII)所示，其中M为Na或K：

[0054]

[0055]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0056] 将100质量份的清水与155～160质量份的焦亚硫酸钠/钾投入到配置釜中，搅拌溶

解30min左右，溶解均匀后停止搅拌，静止状态下加入29～30质量份的甲醛，室温下静置浸

泡30min；然后向溶液中加入42～44质量份的甲醛，室温下静止1h；再升温至75℃左右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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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点搅，无异常后连续搅拌均匀，测量pH值为6～7时停止搅拌，完成磺甲基化合物的制备。

[0057] 实施例三：合成磺甲基酚醛树脂

[0058] 磺甲基酚醛树脂的合成反应式如式(VIII)所示：

[0059]

[0060]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0061] 1.第一次磺甲基化反应

[0062] (1)将线型酚醛树脂转入到磺化釜中；

[0063] (2)当物料转入量为1/3～2/3时，启动搅拌器，并按照计量加入浓度为20％(质量

浓度)的碱液进行碱溶处理，碱液为氢氧化钠溶液等，所加碱液与线型酚醛树脂的质量比为

0.6～0.7:1；

[0064] (3)加完碱液后，第一次加入磺甲基化合物，第一次磺甲基化合物的加入量占磺甲

基化合物总量的34～35％，同时打开蒸汽升温；

[0065] (4)当观察到釜内物料由浑变清后，继续搅拌反应1～1.5h，完成一次磺甲基化反

应。

[0066] 2.第二次磺甲基化反应

[0067] (1)第一次磺甲基化反应结束后，第二次加入磺甲基化合物，第二次磺甲基化合物

的加入量占磺甲基化合物总量的34～35％，继续保持打开蒸汽升温；

[0068] (2)当升温至沸腾回流时，停止升温，并在此温度下搅拌反应1～1.5h，完成二次磺

甲基化反应。

[0069] 3.树脂化反应

[0070] (1)第二次磺甲基反应快结束时，关闭蒸汽，排掉反应釜夹套内余汽，向釜内添加

甲醛，所添加的甲醛与初始线型酚醛树脂的质量比为0.2～0.25:1，加甲醛过程随时观察釜

内物料反应变化，控制反应速度；

[0071] (2)加完甲醛后，进行连续观察，当出现回流时，开始计时；当记时约30min后，点搅

取样，用涂氏‑4粘度计测粘度，粘度为80～120s时，向釜内加水以终止树脂化反应。

[0072] 4.第三次磺甲基化反应

[0073] (1)树脂化反应结束，向反应物中加入剩下的磺甲基化合物，同时打开蒸汽升温；

[0074] (2)升温至沸腾回流，并在此温度下反应20～30min，完成三次磺甲基化反应，得磺

甲基酚醛树脂。

[0075] 实施例四：制备钻井液用降滤失剂

说　明　书 5/7 页

7

CN 110607168 B

7



[0076] 1.原料

[0077] 磺化树脂：本发明所用的磺化树脂可以从为烯基磺酸或其衍生物的共聚物、磺化

木素、磺甲基酚醛树脂等中进行选择，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制备出的磺甲基酚醛树脂；

[0078] 聚合物微晶：本发明中的聚合物微晶优选改性微晶纤维素，并且将改性微晶纤维

素的粒径控制在5～15μm的范围内；

[0079] 聚合氯化铝：CAS:1327‑41‑9；

[0080] 羧甲基纤维素钠；

[0081] 碳酸钙：含水量低于5％，粒径40～50nm。

[0082] 2.配制降滤失剂

[0083] 称取配方量的磺化树脂、聚合物微晶、聚合氯化铝、羧甲基纤维素钠、和碳酸钙，将

聚合氯化铝、羧甲基纤维素钠和碳酸钙均匀混合得混粉A，然后将聚合物微晶加热至55～60

℃，并将加热后的聚合物微晶与混粉A一起加入到磺化树脂中，搅拌均匀后得降滤失剂。共

制备有四种具有不同配比的降滤失剂，组分的配比关系如表1所示。

[0084] 表1不同降滤失剂的组分配比关系(质量份)

[0085]

[0086] 在1000mL水中加入40g钙膨润土和2g无水碳酸钠高速搅拌20min，于室温下密闭养

护24h，得淡水基浆。将得到的降滤失剂加入到淡水基浆中，添加量为1wt％，测定API失水

量，结果如表2所示。

[0087] 表2不同降滤失剂的降滤失效果

[0088]

[0089] 从表2可以看出，采用本发明中的降滤失剂可以将API降滤失量控制在8.4mL以下，

与现有技术中的降滤失剂相比(降滤失剂的API降滤失量在10mL)，降滤失效果更好。

[0090] 在1000mL水中加入40g钙膨润土和2g无水碳酸钠高速搅拌20min，于室温下密闭养

护24h，得淡水基浆。将得到的降滤失剂一加入到淡水基浆中，添加量为1wt％，再将溶解有

降滤失剂一的淡水基浆在滚子加热炉中老化16h，然后用高温高压滤失仪加热，在4.5MPa下

测30min后测定流变性能和API失水量。结果如表3所示。

[0091] 表3降滤失剂经过不同温度处理后的降滤失效果

[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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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3]

[0094] 从表3可以看出，本发明中的降滤失剂经过150～210℃的高温处理，API降滤失量

的变化并不大，表明本发明提供的降滤失剂具有较好的抗温性。

[0095] 在1000mL水中加入40g钙膨润土和2g无水碳酸钠高速搅拌20min，于室温下密闭养

护24h，得淡水基浆；将不同质量的NaCl加入到配制好的淡水基浆中，高速搅拌20min，于室

温下密闭养护24h，即得盐水基浆。将得到的降滤失剂一加入到淡水基浆中，添加量为

1wt％，测定API失水量，结果如表4所示。

[0096] 表4降滤失剂经过不同浓度的盐处理后的降滤失效果

[0097]

[0098] 从表4可以看出，本发明中的降滤失剂经过不同浓度的NaCl处理后，API降滤失量

还能保持在10mL以下，表明本发明提供的降滤失剂具有较好的耐盐性能。

[0099] 虽然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详细地描述，但不应理解为对本

专利的保护范围的限定。在权利要求书所描述的范围内，本领域技术人员不经创造性劳动

即可作出的各种修改和变形仍属本专利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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