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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构建新型低伤害复合清洁压裂液体系，在合成阳离子双子表面活性剂的基础上，通过复配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以及

有机盐助剂，研制出一种新型 Gemini 表面活性剂复合清洁压裂液体系。室内对压裂液体系进行了性能评价，结果表明 120 ℃、

170 s-1 条件下剪切 90 min 后体系黏度仍可维持在 90 mPa·s 左右，具有良好的耐温抗剪切性能；体系在较低的黏度下仍具有较

高的弹性，可以满足携砂要求；体系在室温下放置 90 d 后黏度几乎没有变化，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使用煤油和地层水破胶 20 
min 后的体系黏度均小于 5.0 mPa·s，说明体系破胶迅速彻底；破胶液的界面张力分别为 0.416 mN/m 和 0.605 mN/m，有利于压

裂破胶液的返排；使用煤油和地层水破胶后的破胶液对天然岩心的伤害率分别为 8.71% 和 12.02%，具有低伤害的特点。现场

应用结果分析表明，使用新型 Gemini 表面活性剂复合清洁压裂液体系的 CZ-22 井压裂后的日产油量为未压裂邻井 CZ-21 井

的 4 倍多，压裂增产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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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aimed at building up a new compounded clean fracturing system of low damage. After cationic Gemini 

surfactant was synthesized, a new compounded clean fracturing system based on Gemini surfactant was developed by combining non-

ionic surfactant with organic salt additive. Then, its performance was evaluated in laboratory. It is shown that after this fracturing system 

is sheared at 170 s-1 under 120 ℃ for 90 min, it is better in temperature and shear resistance and its viscosity is still kept at about 90 

mPa·s. Its elasticity is still higher in the case of lower viscosity, so it can satisfy the demand of proppant carrying. After this fracturing 

system is set under the air temperature for 90 d, its viscosity is nearly constant, indicating good stability. Its viscosity is lower than 5.0 

mPa∙s after gel breaking for 20 min by kerosene and formation water. And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gel breaking of this fracturing system 

is fast and thorough. The interfacial tension of gel breakers is 0.416 mN/m and 0.605 mN/m, respectively, which are favorable for the 

backflow of fracturing gel breaker. After gel breaking by kerosene and formation water, their damage ratios to natural cores are 8.71% 

and 12.02%, respectively, present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low damage. This new type of compounded clean fracturing system based on 

Gemini surfactant is applied on site in Well CZ-22. It is shown that after the fracturing, the daily oil production of Well CZ-22 is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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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压裂液主要是由具有黏弹性的表面活性剂

和其他添加剂组成的，其破胶后无残渣，与常规水基

压裂液相比较，具有低伤害、易返排等特点。主要作

用机理是黏弹性表面活性剂在水溶液中达到临界胶

束浓度后，表面活性剂分子自发形成具有较低黏度

的球状胶束［1-6］。随着表面活性剂浓度的继续增加，

借助反离子助剂的静电吸引，使表面活性剂分子基

团之间的排斥力减弱，从而使表面活性剂的聚集形

态从球状胶束转变为蠕虫状胶束，形成具有高黏弹

性的三维网状结构，实现在压裂过程中携砂造缝的

目的［7-12］。

目前，国内外清洁压裂液体系中已经开始广泛

使用 Gemini 表面活性剂，Gemini 表面活性剂是通

过化学键将两个单链普通表面活性剂分子在离子头

基处连接起来形成的一类新型表面活性剂，与普通

表面活性剂相比，表面活性更好，具有更低的临界胶

束浓度，在使用较低浓度时就可以形成具有一定黏

弹性的胶束溶液［13-16］。其中阳离子 Gemini 表面活

性剂以其易于成胶、合成工艺成熟、价格低廉等优

点，在清洁压裂液中应用比较多［17］。而阳离子表面

活性剂容易在地层中吸附造成损耗，并且在高矿化

度水中的溶解度相对较差。研究表明，Gemini 表面

活性剂和普通表面活性剂尤其是和非离子表面活性

剂的复配能产生更大的协同效应［18］。非离子表面

活性剂具有更好的溶解性、稳定性和耐温抗盐性能。

因此，笔者在合成新型 Gemini 表面活性剂的基础上，

优选了性能优良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和有机盐助

剂，形成了一种新型复合表面活性剂清洁压裂液体

系，并研究了其耐温抗剪切性能、黏弹性、稳定性、破

胶性以及对岩心的伤害评价，现场应用结果分析表

明，压裂增产效果显著，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1　复合清洁压裂液体系配方研究
Study on the formula of compounded clean 
fracturing fluid system

1.1　新型 Gemini 表面活性剂 WSA-3 的研制

Development of new Gemini surfactant WSA-3
将月桂酸和 N，N- 二甲基，1，3- 丙二胺按一定

的比例加入到反应器中，再加入一定量的乙醇钠作

为催化剂，调节 pH 值为 9 左右，加热升温至 130 ℃，

搅拌回流反应 5 h，冷却后得中间产物 X。再将中间

产物与 1，3- 二氯异丙醇按一定的比例加入到乙醇

和水作为混合溶剂的反应器中，加热搅拌至反应物

溶解完全，升高温度至 80 ℃，反应 8 h 后，得到淡黄

色固体产物，使用异丙醇和乙酸乙酯重结晶 2~3 次，

将结晶产物烘干，即得最终产物新型阳离子双子表

面活性剂 WSA-3。

1.2　复配体系及主剂加量的优选

Optimization of combination system and its main 
agent content

采用 HAAKE RS6000 旋转流变仪，在 170 s–1 剪

切速率、80 ℃条件下剪切 5 min 后测试 Gemini 表面

活性剂 WSA-3 与其他表面活性剂复配体系的黏度，

实验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表面活性剂复配体系黏度测定结果

Table 1 Measured viscosity of combination systems containing 
different surfactants

复配表面活性剂类型 黏度 /mPa·s

1%WSA-3 45.0

1%WSA-3+0.5% 阳离子表面活性剂 CTAB 58.8

1%WSA-3+0.5%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AES 79.0

1%WSA-3+0.5%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QA-1 170.4

1%WSA-3+0.5% 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 DT-3 102.5

由 表 1 实 验 结 果 可 知，Gemini 表 面 活 性 剂

WSA-3 与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QA-1 复配后的黏度明

显高于其他体系，在 170 s–1 剪切速率、80 ℃条件下

剪切 5 min 时可以达到 170.4 mPa·s，说明 Gemini 表

面活性剂 WSA-3 与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QA-1 具有较

好的协同作用，在较低的浓度下就可以获得较好的

流变性和携砂效果。一方面，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相

比较于其他表面活性剂而言，具有更好的溶解性和

稳定性，还能够使 Gemini 表面活性剂增溶，具有良

好的相容性，起到一定的协同作用；另一方面，非离

子表面活性剂的加入能够显著降低体系的 CMC 值，

在浓度很低的状态下就能促使棒状胶束向蠕虫状或

线状胶束转变；另外，由于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分子

链中含有一定数量的极性基团，能够吸附在形成的

胶束上，通过架桥作用促使胶束相互缠绕形成非常

稳定的网状结构，使体系黏度大幅度上升。

选择 WSA-3 和 QA-1 作为复合清洁压裂液的

表面活性剂，通过正交实验法优选表面活性剂的最

times that of its neighboring unfractured well (Well CZ-21).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fracturing stimulation effect of this fracturing 

fluid system is remarkable.

Key words: Gemini surfactant; compounded clean fracturing fluid; temperature and shear resistance; low damage; stimul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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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浓度，在 170 s–1 剪切速率、80 ℃条件下剪切 5 min
后测试不同复配体系的黏度。实验结果见表 2。

表 2　表面活性剂加量优选结果
Table 2 Optimized surfactant content

WSA 加量 /% QA-1/% 黏度 /mPa·s

0.5

0.3 48.3

0.5 59.2

1 75.9

1.0

0.3 80.8

0.5 170.4

1 179.6

1.5

0.3 141.8

0.5 221.9

1 238.7

从表 2 实验数据可以看出，随着复配体系中

WSA 加量的增大，体系黏度呈逐渐增大趋势。当

WSA 加量为 1.5%、QA-1 加量为 0.5% 时，体系黏度

可以达到 220 mPa·s 左右。综合考虑压裂液成本问

题以及压裂储层温度大于 80 ℃的影响，选择复配体

系表面活性剂的加量为 1.5%WSA+0.5%QA-1。

1.3　有机盐助剂 SZ-1 加量的优选

Content optimization of organic salt additive 
SZ-1

确定复配表面活性剂为 1.5%WSA+0.5%QA-1
的前提下，测定有机盐助剂 SZ-1 不同加量时体系的

表观黏度（测定温度 80 ℃、剪切速率 170 s–1、剪切时

间为 5 min），考察有机盐助剂 SZ-1 加量对体系黏度

的影响。实验结果见表 3。
表 3　有机盐助剂 SZ-1 加量对体系表观黏度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the content of organic salt additive SZ-1 on the 
apparent viscosity of the system

SZ-1 加量 /% 表观黏度 /mPa·s

0.1 256.4

0.3 279.8

0.5 260.1

1 228.2

由表 3 结果可知，当有机盐助剂 SZ-1 加量从

0.1% 增加至 1.0% 时，体系的表观黏度先上升后下

降，当 SZ-1 加量为 0.3% 时，体系的表观黏度最大为

279.8 mPa·s，此后随着 SZ-1 浓度的增加，增黏效果

变差。这可能是由于有机盐助剂 SZ-1 在较小浓度

时能够促使复配体系中表面活性剂分子的聚集形态

发生转变，从球状胶束转变为蠕虫状胶束，形成具有

高黏弹性的三维网状结构；而当体系中的 SZ-1 增

大至一定浓度时，会破坏形成的蠕虫状胶束，使一部

分蠕虫状胶束转变为球状胶束，从而使增黏效果变

差。同时考虑到压裂液成本的影响，选择有机盐助

剂 SZ-1 的加量为 0.3%。

1.4　体系配方的确定

Determination of system formula
通过以上室内实验研究结果，确定新型 Gemini

表面活性剂复合清洁压裂液体系的配方为：1.5% 
Gemini 表面活性剂 WSA-3+0.5% 非离子表面活性

剂 QA-1+0.3% 有机盐助剂 SZ-1。

2　复合清洁压裂液体系综合性能评价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n the 
compounded clean fracturing fluid system

2.1　耐温抗剪切性能评价

Evaluation on temperature and shear resistance
耐温抗剪切性能是压裂液的一项重要性能指

标，其性能好坏将对压裂液的造缝和携砂能力造成

直接的影响。室内采用 HAAKE RS6000 旋转流变仪，

在 170 s-1 剪切速率、不同温度（80 ℃、100 ℃和 120 
℃）条件下测定压裂液体系黏度随剪切时间的变化

情况。实验结果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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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复合清洁压裂液体系耐温抗剪切性能实验
Fig. 1 Experiment on the temperature and shear resistance of 

compounded clean fracturing fluid system 

由图 1 实验结果可知，复合清洁压裂液体系黏

度随着温度的升高和剪切时间的延长，黏度呈现出

不同程度的下降现象。实验温度为 80 ℃时，黏度

下降幅度较小，剪切 2 h 后的黏度基本维持在 150 
mPa·s 左右；实验温度为 120 ℃时，剪切 90 min 后，

黏度仍可以达到 90 mPa·s，远高于行业标准要求，具

有较好的稳定性。说明新型 Gemini 表面活性剂复

合清洁压裂液体系具有良好的耐温抗剪切性能，能

够满足现场施工对压裂液性能的要求。

2.2　黏弹性能评价

Evaluation on viscoelasticity
黏弹性能是评价清洁压裂液体系携砂能力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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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标，根据 Maxwell 理论，黏弹性流体可以看作是

黏性和弹性综合作用的流体。室内通过 MARS 可

视流变仪，在室温振荡模式下测定清洁压裂液体系

的黏弹特性，通常用弹性模量 G1 和黏性模量 G2 的

大小来衡量体系的黏弹性能好坏。实验结果如图 2
所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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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体系黏弹性能评价结果
Fig. 2 Evaluation results of viscoelasticity 

由图 2 结果可以看出，在测定频率范围内，体系

的弹性模量 G1 总是大于黏性模量 G2，随着角频率的

不断增大，弹性模量 G1 不断增大，而黏性模量 G2 先

增大后减小。通常来说，若 G1＞G2，则认为流体主

要以弹性行为为主，根据 Hoffmann 提出的黏弹性流

体判定方法：在 0.1~10 rad/s 范围内，若 G1＞G2 且

G1＞0.1 Pa，就认为该溶液具有黏弹性［19］。以上实

验结果说明该体系是一种理想的高弹低黏清洁压裂

液，与常规压裂液不同，该复合清洁压裂液体系在较

低的黏度下仍具有较高的弹性，可以满足施工过程

中携带及运输支撑剂的要求。

2.3　稳定性能评价

Evaluation on stability
将配制好的复合清洁压裂液体系静置在室温

下，每隔 10 d 测定一次黏度，考察压裂液体系的稳定

性能。实验结果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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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压裂液体黏度随静置时间变化情况
Fig. 3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iscosity of fracturing fluid and 

the holding time 

由上述实验结果可知，在 3 个月内，压裂液的黏

度基本没有变化，并且溶液外观一直呈现白色，说明

该复合清洁压裂液体系具有较好的抑制微生物繁殖

的能力。而常规压裂液体系由于含有高分子聚合物，

长时间放置在空气中，容易受微生物的影响产生氧

化，出现变质现象。所以，该新型 Gemini 表面活性

剂复合清洁压裂液体系具有良好的稳定性，能够满

足现场长期施工的需求。

2.4　破胶性能评价

Evaluation on gel breaking performance
表面活性剂压裂液遇见烃类物质后会导致胶束

结构的破坏，使原来的蠕虫状胶束结构转变为球状

胶束结构，从而使体系黏度降低；此外，当表面活性

剂压裂液与大量地层水接触后，表面活性剂的浓度

降低，蠕虫状胶束减少，网状结构的作用力减弱，从

而使压裂液体系黏度降低，达到破胶的目的［20-22］。

室内使用煤油和油田地层水与压裂液按一定体积比

进行混合，在 80 ℃下测定不同破胶时间后的黏度变

化情况，评价清洁压裂液体系的破胶性能。实验结

果见表 4。
表 4　复合清洁压裂液体系破胶性能评价结果

Table 4 Evaluation results of gel breaking performance of 
compounded clean fracturing fluid system

破胶
介质

与压裂液
体积比

不同破胶时间后压裂液体系黏度 /mPa·s

10 min 20 min 30 min 60 min

煤油 1 ∶ 50 20.8 4.5 3.2 2.1

地层水 1 ∶ 1 25.4 4.8 4.0 2.9

由表 4 实验结果可知，煤油和地层水破胶 20 
min 后的体系黏度均小于 5.0 mPa·s，与地层水黏度

相当，说明该复合清洁压裂液体系破胶迅速彻底，可

以满足现场施工要求。另外通过测定破胶后的压

裂液体系界面性能可知，使用煤油和地层水破胶 60 
min后的压裂液界面张力分别为0.416 mN/m和0.605 
mN/m，界面张力均较低，这将有利于施工后期压裂

破胶液的返排。

2.5　破胶液对岩心的伤害评价

Evaluation on the damage of gel breaker to cores
室内选取目标油田储层天然岩心，使用多功能

岩心驱替实验装置对破胶后的压裂液体系进行岩心

伤害评价。破胶液为文中使用煤油和地层水破胶 60 
min 后的压裂液，实验温度为 80 ℃。实验方法为：

使用模拟地层水测定岩心初始渗透率 k1，反向注入

10 PV 的压裂破胶液，静置 2 h，再继续使用模拟地层

水测定渗透率 k2，计算渗透率伤害率。实验结果见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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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破胶液对岩心的伤害评价结果
Table 5 Evaluation results on the damage of gel breaker to cores

破胶液
类型

岩心
编号

初始渗透
率 /mD

伤害后渗
透率 /mD

伤害率
/%

平均伤害
率 /%

煤油
破胶

L-8 0.581 0.532 8.43
8.71

L-5 0.679 0.618 8.98

地层水
破胶

L-9 0.715 0.631 11.61
12.02

L-11 0.563 0.493 12.43

由表 5 实验结果可以看出，使用煤油和地层水

破胶后的破胶液对天然岩心的平均伤害率分别为

8.71% 和 12.02%，破胶液对岩心的伤害较小，具有较

好的储层保护效果。

3　应用效果分析
Analysis on application effect

Gemini 表 面 活 性 剂 复 合 清 洁 压 裂 液 体 系 于

2015 年在陆上某油田致密砂岩水平井 CZ-22 井进

行了现场试验，施工层位埋深 4 420~4 515 m，储层

段渗透率为 0.26~0.75 mD，地温梯度为 2.35 ℃ /100 
m。该井共使用压裂液 256.5 m3，平均砂比 25.6%，

砂 浓 度 最 高 为 510 kg/m3，施 工 排 量 为 3.5~3.7 m3/
min。施工过程中压力平稳，各项施工参数均达到设

计要求，表现出良好的携砂性能，该压裂液体系现场

配制方便，破胶迅速彻底，返排率高达 93%。使用新

型 Gemini 表面活性剂复合清洁压裂液的 CZ-22 井

与未压裂的邻井 CZ-21 产量对比情况见表 6。
表 6　CZ-22 井压裂效果

Table 6 Fracturing effect of Well CA-22

井号
压裂液用

量 /m3
砂比 /

%
排量 /

m3·min-1
产油量 /

t·d-1
产水量 /
m3·d-1

CZ-22 256.5 25.6 3.55 65.8 0

CZ-21 15.6 7.3

由表 6 数据可以看出，使用新型 Gemini 表面活

性剂复合清洁压裂液体系的 CZ-22 井压裂后的日产

油量为未压裂邻井 CZ-21 井的 4 倍多，压裂增产效

果显著，表明该复合清洁压裂液达到了对储层低伤

害增产改造的目的，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4　结论
Conclusions

（1）室内合成了一种适用于清洁压裂液体系的新

型 Gemini 表面活性剂 WSA-3，复配以非离子表面活

性剂 QA-1 以及有机盐助剂 SZ-1，研制出一种新型

Gemini 表面活性剂复合清洁压裂液体系。

（2）复合清洁压裂液体系配方为：1.5%Gemini
表面活性剂 WSA-3+0.5%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QA-
1+0.3% 有机盐助剂 SZ-1。性能评价结果表明，该压

裂液体系具有良好的耐温抗剪切性能、黏弹性能、稳

定性能以及破胶性能，另外破胶液对储层岩心的伤

害率较低，具有良好的储层保护效果。

（3）CZ-22 井的现场应用结果表明，施工参数达

到设计要求，具有良好的携砂性能，破胶液的返排率

高，增产效果显著，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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