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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高效环保稠油有机垢分散

解堵体系，由以下各组分组成，各组分的含量均

以体积百分比表示：有机溶剂：35～45％；增溶剂：

5～10％；渗透剂：15％～25％；水：25％～35％，各组

分体积百分比之和为100％；闪点大于75℃，PH值

为6.0～8.0。还公开了该体系制备方法，主要包括

先添加增溶剂和水，缓慢升温到40～60℃，搅拌使

其混合均匀；再添加有机溶剂，边加边搅拌；然后

往容器内加入渗透剂，继续搅拌至不分层，冷却

至常温，制得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本发明稠油

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成分不含硫、氯元素，环保、

低毒，高效环保稠油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平均溶

蜡率为43.2mg/min，平均渣油溶解率为163.4mg/

min，5g标准沥青球2h内100％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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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环保稠油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其特征在于，由以下各组分组成，各组分的

含量均以体积百分比表示：

有机溶剂：35～45％；增溶剂：5～10％；渗透剂：15％～25％；水：25％～35％，各组分体积百

分比之和为100％；

闪点大于75℃，PH值为6.0～8.0；

所述有机溶剂为邻二甲苯；

所述增溶剂为吐温80；

所述渗透剂为乙二醇单丁醚。

2.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环保稠油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如下步骤：

(1)、向容器内添加增溶剂与水，缓慢升温到40～60℃，搅拌使其混合均匀；

(2)、添加有机溶剂，边加边搅拌；

(3)、继续往容器内加入渗透剂，继续搅拌至不分层，冷却至常温，制得有机垢分散解堵

体系。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向容器内添加增溶剂

与水的顺序为：先加入水后加入增溶剂。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缓慢升温到55℃。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有机溶剂分三次添加，

每次添加三分之一。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制得有机垢分散解堵

体系常温保存有效期为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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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环保稠油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石油稠油解堵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效环保稠油有机垢分散解堵

体系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情况下，稠油中胶质、沥青质等重质成分含量较高，表现为原油粘度高、低温

下流动性差。正常情况下，胶质-沥青质-原油处于动态平衡，但在任何作业过程中，如造成

温度、压力等条件的变化，平衡打破后会造成沥青质的絮凝和沉积，损害形式包括孔喉堵

塞、润湿反转等，宏观上改变储渗空间，降低储层渗透率；另外，带正电荷的沥青质分子易通

过静电作用结合絮凝、逐渐发生沉积，极易吸附在带负电荷的粘土矿物表面，造成储层堵塞

和井筒成垢，降低油井产能，增加作业难度。

[0003] 目前清除沥青质沉积的方法是向油井中注入溶剂或分散剂等化学药剂。常用化学

溶剂为芳香族化合物，根据相似相溶原理，其溶解沥青质效果佳，但苯系物毒性较大，生物

环境下不降解，吸入人体后造成沉积难以代谢，对人体造成长久破坏性影响；另外，柴油或

白油均为饱和的脂肪烷烃，在用于油井清洗时，其作用主要通过对稠油中饱和烷烃的溶解，

降低胶质沥青质在原油体系中的相对含量，提高稠油的流动性，但如果胶质沥青质已经发

生沉积，则作用较差。特别强调无论是重芳烃或柴油，均为油基体系，药剂用量较大，且重芳

烃作业时毒性大。近年来，国内外油田在现场作业过程中对于安全等级要求的不断提高，加

上稠油有机垢堵塞储层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研制一种高效环保稠油有机垢

分散解堵体系配方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背景技术存在的缺陷，提供一种高效环保稠油有机垢

分散解堵体系及其制备方法。

[0005] 本发明的第一个技术方案为:一种高效环保稠油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由以下各

组分组成，各组分的含量均以体积百分比表示：

[0006] 有机溶剂：35～45％；增溶剂：5～10％；渗透剂：15％～25％；水：25％～35％，各组

分体积百分比之和为100％；

[0007] 闪点大于75℃，PH值为6.0～8.0。

[0008] 本发明所述的有机溶剂作用是：有机溶剂可作为胶质、沥青质和蜡的良好溶剂，能

将稠油在开采过程中沉积在油藏岩石、井筒上的有机垢堵塞物快速而较完全的溶解掉；

[0009] 所述有机溶剂优选为邻二甲苯。

[0010] 本发明所述的增溶剂的作用是：促使有机溶剂邻二甲苯与水互溶，降低体系成本

的同时，还保证了体系的安全性；

[0011] 所述增溶剂优选为吐温80，为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是山梨醇与不同高级脂肪酸

所形成的一种油酸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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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本发明所述的渗透剂的作用是：有机溶剂在溶解有机堵塞物时，渗透剂能快速的

渗透到堵塞物深部，促使高浓度溶剂向低浓度方向扩散，促进有机堵塞物溶解；

[0013] 所述渗透剂优选为乙二醇单丁醚。

[0014] 本发明的第二个技术方案为：一种根据上述高效环保稠油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制

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5] (1)、向容器内添加增溶剂与水，缓慢升温到40～60℃，搅拌使其混合均匀；

[0016] (2)、添加有机溶剂，边加边搅拌；

[0017] (3)、往容器内加入渗透剂，继续搅拌至不分层，冷却至常温，制得有机垢分散解堵

体系。

[0018] 所述步骤(1)中向容器内添加增溶剂与水的顺序为：先加入水后加入增溶剂。

[0019] 所述步骤(1)中缓慢升温到温度优选为55℃。

[0020] 所述步骤(2)中有机溶剂与所述步骤(1)中水添加量比例≥1:1。

[0021] 所述步骤(2)中有机溶剂分三次添加，每次添加三分之一。

[0022] 所述步骤(3)中制得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常温保存有效期为3个月。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的优点：

[0024] 1、本发明稠油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成分不含硫、氯元素，环保、低毒。

[0025] 2、本发明高效环保稠油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平均溶蜡率为43.2mg/min，平均渣油

溶解率为163.4mg/min，5g标准沥青球2h内100％溶解。

[0026] 3、本发明高效环保稠油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具有抗凝防沉降性能良好，平均降粘

率为90.27％，对N80钢材平均腐蚀速率仅为0.0057mm/a的优良特点。

[0027] 4、本发明高效环保稠油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使用安全，在使用过程中无燃烧和爆

炸的可能性。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不同分散体系溶解分散白蜡实验结果，其中分散体系编号3为本发明体系。

[0029] 图2为不同分散体系溶解分散沥青实验结果，其中分散体系编号3为本发明体系。

[0030] 图3为不同分散体系溶解分散渣油实验结果，其中分散体系编号3为本发明体系。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本发明的实施例是为了更

好地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并不对本发明作任何的限制。

[0032] 本发明一种高效环保稠油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制备方法，所述高效环保稠油有机

垢分散解堵体系由以下各组分组成，各组分的含量均以体积百分比表示：有机溶剂：35～

45％；增溶剂：5～10％；渗透剂：15％～25％；水：25％～35％，各组分体积百分比之和为

100％；闪点大于75℃，PH值为6.0～8.0，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3] (1)、向容器内添加增溶剂与水，向容器内添加增溶剂与水的顺序为：先加入水后

加入增溶剂，缓慢升温到40～60℃，搅拌使其混合均匀；所述增溶剂优选为吐温80；

[0034] (2)、添加有机溶剂，有机溶剂分三次添加，每次添加三分之一，边加边搅拌；所述

有机溶剂与所述步骤(1)中水添加量比例≥1:1，所述有机溶剂优选为邻二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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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3)、往容器内加入渗透剂，继续搅拌至不分层，冷却至常温，制得有机垢分散解堵

体系；渗透剂优选为乙二醇单丁醚，制得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常温保存有效期为3个月。

[0036] 实施例1：

[0037] 1、选择合适的搅拌罐作为配液池，配置有电磁搅拌器；

[0038] 2、先加入水，温度在55℃，其加入的比例是35％，再加入吐温80，其加入的比例是

10％，搅拌使其混合均匀；

[0039] 3、加入有机溶剂邻二甲苯，其加入的比例是35％，分三次添加，每次添加三分之

一，需边加边搅拌；

[0040] 4、加入渗透剂乙二醇单丁醚，其加入量为20％，继续搅拌至不分层制得有机垢分

散解堵体系。

[0041] 采用本实施例制得的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进行稠油分散解堵工作过程如下：

[0042] 1、用平台酸化泵或压裂车通过正循环或反循环将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注入井筒；

[0043] 2、当井筒解堵洗通后，关井焖井6小时，观察油套压变化情况，如套压变化较缓慢

则可继续解堵洗井，如此循环2-3次。

[0044] 3、井口排出的洗井液经过节流管汇后，返出液进配液池，保持泥浆罐液面，确保能

建立循环。

[0045] 计算本实施例高效环保稠油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溶蜡率为42.8mg/min，渣油溶解

率为162.9mg/min，5g标准沥青球1.9h内100％溶解；降粘率为90.08％。

[0046] 测定方法参考标准为《SYT  6300-2009采油用清、防蜡技术条件》【2】,参考文献为

《稠油油藏胶质沥青质分散技术》【1】。

[0047] 不同分散体系溶解分散对比实验结果如下：

[0048] 采用本实施例高效环保稠油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溶解分散白蜡实验结果，如图1

所示；

[0049] 采用本实施例高效环保稠油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溶解分散沥青实验结果，如图2

所示；

[0050] 采用本实施例高效环保稠油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溶解分散渣油实验结果，如图3

所示；

[0051] 其中：

[0052] 1代表海上用JD-8有机垢解堵剂；

[0053] 2代表海上用TC-4有机垢解堵剂；

[0054] 3代表本发明体系；

[0055] 4代表天津某厂白色有机垢清防蜡药剂体系；

[0056] 5代表山东某厂红色有机垢清防蜡体系；

[0057] 8代表上海某厂黄色有机垢清防垢药剂体系；

[0058] 9代表美国专利产品NFL71有机垢清防蜡药剂体系；

[0059] 10代表北京某厂TP有机垢清除剂；

[0060] 其他分散体系没有明显效果，此处不一一列举。

[0061] 实施例2：

[0062] 1、选择合适的搅拌罐作为配液池，配置有电磁搅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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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2、先加入水，温度在40℃，其加入的比例是30％，再加入吐温80，其加入的比例是

10％，搅拌使其混合均匀；

[0064] 3、加入有机溶剂邻二甲苯，其加入的比例是45％，分三次添加，每次添加三分之

一，需边加边搅拌；

[0065] 4、加入渗透剂乙二醇单丁醚，其加入量为15％，继续搅拌至不分层制得有机垢分

散解堵体系。

[0066] 采用本实施例制得的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进行稠油分散解堵工作过程同实施例

1。

[0067] 计算本实施例高效环保稠油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溶蜡率为44.1mg/min，渣油溶解

率为164.6mg/min，5g标准沥青球1.8h内100％溶解；降粘率为90.55％。

[0068] 测定方法参考标准为《SYT  6300-2009采油用清、防蜡技术条件》【2】,参考文献为

《稠油油藏胶质沥青质分散技术》【1】。

[0069] 实施例3：

[0070] 1、选择合适的搅拌罐作为配液池，配置有电磁搅拌器；

[0071] 2、先加入水，温度在60℃，其加入的比例是25％，再加入吐温80，其加入的比例是

5％，搅拌使其混合均匀；

[0072] 3、加入有机溶剂邻二甲苯，其加入的比例是45％，分三次添加，每次添加三分之

一，需边加边搅拌；

[0073] 4、加入渗透剂乙二醇单丁醚，其加入量为25％，继续搅拌至不分层制得有机垢分

散解堵体系。

[0074] 采用本实施例制得的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进行稠油分散解堵工作过程同实施例

1。

[0075] 计算本实施例高效环保稠油有机垢分散解堵体系溶蜡率为44.6mg/min，渣油溶解

率为165.2mg/min，5g标准沥青球1.8h内100％溶解；降粘率为91.42％。

[0076] 测定方法参考标准为《SYT  6300-2009采油用清、防蜡技术条件》【2】,参考文献为

《稠油油藏胶质沥青质分散技术》【1】。

[0077] 应当理解的是，这里所讨论的实施方案及实例只是为了说明，对本领域技术人员

来说，可以加以改进或变换，而所有这些改进和变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

范围。

[0078] 相关文献：

[0079] [1].李永太，范登洲，史玮平，等.稠油油藏胶质沥青质分散技术[J].油气田地而

工程，2009，28(10):32-33.

[0080] [2].SY/T  6300-2009采油用清、防蜡技术条件[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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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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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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