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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强悬浮稳定性高温高密

度钻井液及其制备方法，其钻井液由抗温增粘

剂、抗温增效剂、土粉、纯碱、烧碱、磺甲基酚醛树

脂降失水剂、褐煤树脂降失水剂、磺化沥青防塌

封堵剂、惰性加重材料重晶石等材料均匀混合后

经过高温老化而得。其配方为每100mL水中加入

所述膨润土1.0g‑3.0g、烧碱0.1g‑0.3g、抗温增

粘剂0.5g‑1g、抗温增效剂1.0g‑3.0g、纯碱0.1g‑

0.3g、磺甲基酚醛树脂降失水剂2g‑4g、褐煤树脂

降失水剂2g‑4g、磺化沥青防塌封堵剂1g‑3g，惰

性加重材料重晶石285g‑300g，钻井液密度2.20‑

2.30  g/cm3。本发明钻井液产品具有耐高温，抗

温能力达到180℃、抗高钙盐水，抗盐水至饱和、

抗氯化钙2%，静止悬浮稳定持久性强，适合深井、

超深井的钻井作业，尤其是能够满足试气对套管

内液体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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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强悬浮稳定性高温高密度钻井液，其特征在于，由抗温增粘剂、抗温增效剂、土

粉、纯碱、烧碱、酚醛树脂降失水剂、褐煤树脂降失水剂、沥青类防塌封堵剂和惰性加重材料

重晶石组成，其配方为每100mL淡水中加入所述土粉1.0g-3.0g、烧碱0.1g-0.3g、抗温增粘

剂0.5g-1g、抗温增效剂1g-3g、纯碱0.1g-0.3g、磺甲基酚醛树脂降失水剂2g-4g、褐煤树脂

降失水剂2g-4g、沥青类防塌封堵剂1g-3g，惰性加重材料重晶石285g-300g，混合后钻井液

密度为2.20-2.30g/cm3；所述抗温增粘剂包括AMPS-AM-AA三元共聚物、高粘聚阴离子纤维

素中的一种或两种，所述酚醛树脂类降失水剂为磺甲基酚醛树脂-Ⅱ型，所述褐煤树脂降失

水剂为磺化褐煤树脂，所述沥青防塌封堵剂为磺化抗高温改性沥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强悬浮稳定性高温高密度钻井液，其特征在于，所述抗温增效

剂包括亚硫酸钠、硫脲、单乙醇胺、三乙醇胺、甲酸钠中的任意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强悬浮稳定性高温高密度钻井液，其特征在于，所述土粉包括

钠膨润土、钙膨润土、海泡石、凹凸棒石中的任意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4.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的强悬浮稳定性高温高密度钻井液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按

照淡水、土粉、烧碱、纯碱、酚醛树脂类降失水剂、褐煤树脂降失水剂、沥青防塌封堵剂、抗温

增粘剂、抗温增效剂的顺序，依次添加原料，每加完一种原料，均需要搅拌均匀再添加下一

种。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强悬浮稳定性高温高密度钻井液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搅拌的转速为10000~12000  r/min；搅拌时间控制在20min以上，以使每种原料充分溶解

均匀，在160~200℃下密闭容器中老化15~1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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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强悬浮稳定性高温高密度钻井液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化学产品制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强悬浮稳定性高温高密度钻井

液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塔河油田顺北区块储层埋深6600-8300m，储层温度高达160-180℃，最高地层压力

系数1.47，属于明显的高温高压井，目前采用聚磺钻井液体系。在高温高压条件下，流变性

变差，出现高温减稠和高温胶凝化，两个极端的效应，沉降稳定性差，在高温条件下出现分

层严重和胶凝固化，沉降后，固相含量高，对储层造成污染；完井测试的需要，要求钻井液流

变性好、沉降稳定性好，井底静止14天性能稳定无沉实，确保封隔器顺利坐封。另外，存在高

压盐水层，高密度钻井液在盐水污染下，易凝结固化、失去流动性，要求抗盐、抗钙能力强。

因此，需要研制一套具有抗高温稳定性能的水基钻井液，来解决高温下高密度钻井液悬浮

稳定性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强悬浮稳定性高温高密度钻井液及其制

备方法，钻井液产品具有耐高温，抗温能力达到180℃、抗高钙盐水，抗盐水至饱和、抗氯化

钙2％，静止悬浮稳定持久性强、在高温180℃条件下密闭静止14天，没有发生严重沉降，轻

松搅动即可以拥有良好的流动性，适合深井、超深井的钻井作业，尤其是能够满足试气对套

管内液体的技术要求。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强悬浮稳定性高温高密度钻井液，包括抗高温增粘剂、抗高温增

效剂、土粉、纯碱、烧碱、酚醛树脂降失水剂、褐煤树脂降失水剂、沥青类防塌封堵剂、惰性加

重材料重晶石，其配方为每100mL水中加入所述土粉1.0g-3.0g、烧碱0.1g-0.3g、抗温增粘

剂0.5g-1g、抗温增效剂1g-3g、纯碱0.1g-0.3g、磺甲基酚醛树脂降失水剂2g-4g、褐煤树脂

降失水剂2g-4g、沥青类防塌封堵剂1g-3g，惰性加重材料重晶石285g-300g，混合后钻井液

密度为2.20-2.30g/cm3。

[0006] 根据以上方案，所述抗温增粘剂包括AMPS-AM-AA三元共聚物、高粘聚阴离子纤维

素、抗高温改性淀粉、高粘黄原胶中的任意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0007] 根据以上方案，所述抗温增效剂包括亚硫酸钠、硫脲、单乙醇胺、三乙醇胺、甲酸钠

中的任意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0008] 根据以上方案，所述土粉包括钠膨润土、钙膨润土、海泡石、凹凸棒石中的任意一

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0009] 根据以上方案，所述酚醛树脂类降失水剂为磺甲基酚醛树脂-Ⅱ型。

[0010] 根据以上方案，褐煤树脂降失水剂为磺化褐煤树脂。

[0011] 根据以上方案，沥青防塌封堵剂为磺化抗高温改性沥青，软化点为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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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强悬浮稳定性高温高密度钻井液的制备方法，按照淡水、土

粉、烧碱、纯碱、酚醛树脂类降失水剂、褐煤树脂降失水剂、沥青防塌封堵剂、抗温增粘剂、抗

温增效剂的顺序，依次添加原料，每加完一种原料，均需要搅拌均匀再添加下一种。

[0013] 根据以上方案，所述搅拌的转速为10000～12000r/min，优选为11000r/min；搅拌

时间控制在20min以上，以使每种原料充分溶解均匀，在160～200℃，下密闭容器中老化15

～17h，优选为在180℃，下密闭容器中老化16h。

[0014] 本发明机理是：

[0015] 1)在聚合物分子中引入温敏基团的耐温单体，在分子中起到缔合作用，使聚合物

形成超分子结构，起到抗温性能的作用；引入磺酸基提高聚合物的抗温性能；具有骨架结构

的特殊功能单体使聚合物分子链刚性增强，构象转变难度增大，起到很好的抗温效果，防止

高密度加重材料沉降，堵塞井筒；

[0016] 2)钻井液加入抗温增效剂，提高聚合物的保护粘土颗粒的稳定性，并且提高酚醛

树脂类降失水剂、褐煤树脂类降失水剂、沥青类防塌封堵材料在高温条件下的稳定性，防止

磺化材料聚结、交联、钻井液体系性能恶化。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8] 1)本发明的产品密度高，最高密度达到2.30g/cm3～2.50g/cm3，均具有良好流动性

能；

[0019] 2)本发明的产品高温高压失水低，小于15mL，泥饼薄，有利于提高深井的井壁稳定

性；

[0020] 3)本发明的产品具有良好的抗高钙盐水污染能力；

[0021] 4)本发明的产品具有良好的悬浮稳定性，高温密闭条件下静止14天，钻井液悬浮

稳定性好，没有发生严重沉降，轻松搅动即可以拥有良好的流动性；

[0022] 5)本发明的制备方法步骤简单、操作简易、适合深井钻井及试油、试气现场操作。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说明。

[0024] 实施例1：

[0025] 本发明提供一种强悬浮稳定性高温高密度钻井液及其制备方法：

[0026] 量取300mL淡水，在高速搅拌(11000r/min)的情况下，加入6g钠膨润土粉，搅拌

10min，然后加入0.6g烧碱，搅拌5min；继而加入0.6g纯碱，搅拌20min；9.0g磺甲基酚醛树

脂-Ⅱ型搅拌20min；再加入9.0g磺甲基褐煤树脂，搅拌20min；再加6.0g磺化沥青，搅拌

20min；然后加入1.5gAMPS-AM-AA三元共聚物，搅拌20min；再加入3g单乙醇胺，最后加入

850g重晶石(密度2.25g/cm3)搅拌20min，将混合后的产品在180℃条件下老化16小时即得

到强悬浮稳定性高温高密度钻井液。

[0027] 本实施例产品的性能如表1所示，各参数均是在室温下测定的，其中，滚前状态是

配制完后室温条件下测定性能，滚后状态是将所配制的钻井液在180℃下热滚16h，然后冷

却到室温测定性能。

[0028] 表1中各参数分别为：PV：塑性粘度；YP：动切力；GEL：静切力；API：常温中压失水；

HTHP：高温高压失水；热滚回收率：是用来评价钻井液的抑制性的方法，热滚回收率越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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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抑制性越强。

[0029] 产品性能测定方法按照以下石油行业标准进行执行：

[0030] 1、石油天然气工业钻井液现场测试第一部分水基钻井液，GB/T16783.1-2006(PV、

YP、GEL、API、HTHP等参数按照本标准执行)

[0031] 2、钻井液用润滑剂评价程序SY/T  6094-94(极压润滑系数按照本标准执行)

[0032] 3、页岩抑制剂评价方法SY/T6335-1997(热滚回收率按照本标准执行)

[0033] 表1实施例1产品性能实验数据

[0034]

[0035] 注：热滚条件：180℃×16h，HTHP失水测定条件：3.5MPa×150℃

[0036] 悬浮稳定性测定方法：是将配制好的钻井液装入老化罐中，直立放在老化炉中，老

化炉温度为180℃，静止放置14天后，测定上下两层钻井液密度，并观察重晶石是否完全沉

死。

[0037] 实施例2：

[0038] 本发明提供一种强悬浮稳定性高温高密度钻井液及其制备方法：

[0039] 量取300mL淡水，在高速搅拌(11000r/min)的情况下，加入15g凹凸棒石，搅拌

10min，然后加入0.6g烧碱，搅拌20min；随后加入9.0g磺甲基酚醛树脂-Ⅱ型，搅拌20min；再

加入9.0g磺甲基褐煤树脂，搅拌20min；再加6.0g磺化沥青，搅拌20min；然后加入1.5gAMPS-

AM-AA三元共聚物，搅拌20min；再加入6g甲酸钠，最后加入850g重晶石(密度2.25g/cm3)搅

拌20min，将混合后的产品在180℃条件下老化16小时即得到强悬浮稳定性高温高密度钻井

液。

[0040] 本实施例产品的性能如表2所示，各参数含义及测试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

[0041] 表2实施例2产品性能实验数据

[0042]

[0043] 注：热滚条件：180℃×16h，HTHP失水测定条件：3.5MPa×150℃

[0044] 实施例3：

[0045] 本发明提供一种强悬浮稳定性高温高密度钻井液及其制备方法：

[0046] 量取300mL淡水，在高速搅拌(11000r/min)的情况下，加入3g钠膨润土粉、9g凹凸

棒石，搅拌10min，然后加入0.6g烧碱，继而加入0.6g纯碱，搅拌20min；随后加入9.0g磺甲基

酚醛树脂-Ⅱ型，搅拌20min；再加入9.0g磺甲基褐煤树脂，搅拌20min；再加6.0g磺化沥青，

搅拌20min；然后加入1.5g高粘聚阴离子纤维素，搅拌20min；再加入3g单乙醇胺，最后加入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9135696 B

5



850g重晶石(密度2.25g/cm3)搅拌20min，将混合后的产品在180℃条件下老化16小时即得

到强悬浮稳定性高温高密度钻井液。

[0047] 本实施例产品性能如表3所示，各参数含义及测试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

[0048] 表3实施例3产品性能实验数据

[0049]

[0050] 注：热滚条件：180℃×16h，HTHP失水测定条件：3.5MPa×150℃

[0051]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而非限制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尽管上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

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相关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进行修改或者同等替换，但

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任何修改和局部替换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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