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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低渗油藏孔隙结构复杂，比表面积大，空气泡沫驱过程中起泡剂在储层中吸附损失严重，影响空气泡沫驱的应用效

果。延长东部油田甘谷驿油区孔隙度平均为 10.76%，渗透率平均为 0.933 mD，属于低孔特低渗储层。为了减小起泡剂在地层

中的吸附，同时提高泡沫液的稳定性，结合油藏实际地质特征，研制了一种基于脂肪醇聚氧乙烯醚 - 邻苯二甲酸酯钠盐的新型

阴离子表面活性起泡剂，对新型起泡剂发泡能力、耐温耐盐性、吸附损失大小、耐油能力和界面张力等基本性能进行了系统评

价。结果表明：在稳定性方面，当起泡剂含量大于 2 000 mg/L 时，发泡高度可超过 180 mm，在 2 000 mg/L、30 ℃时，新型起泡

剂均优于 SDS（十二烷基硫酸钠）和 ABS（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发泡性能；在遇油稳定性方面，加原油后起泡，原油加量为 20%
以内时对起泡结果仅有微弱干扰，起泡后加原油，当加入量为 20% 时，泡沫依然有较好的稳定性。新型起泡剂在遇油稳定性

方面明显强于 ABS 和甘谷驿区块泡沫驱体系使用的 BK6A 起泡剂；在吸附损失方面，当油砂加量达到 25 g 时，起泡体积仅从

620 mL 降低至 590 mL，吸附量少。新型起泡剂体系优越的发泡性能、稳泡性能和抗温抗盐性能，为泡沫驱油剂体系提供了重

要的物质基础，不仅适合延长东部浅层特低渗油藏，同时也适应于延长西部中深层特低渗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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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res in 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s are structurally complex with large surface area, so the adsorption loss of 

foaming agent in reservoirs is serious in the process of air foam fl ooding and consequently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air foam fl ooding is 

impacted. The reservoirs in Ganguyi Block of eastern Yanchang Oilfi eld are of low porosity (average 10.76%) and extra low permeability 

(average 0.933 mD). In order to reduce the adsorption of foaming agent to the reservoirs and increase the stability of foam solution, a new 

kind of anionic surfactant foaming agent based on aliphatic alcohol polyoxyethylene ether-phthalic acid ester sodium salt was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il reservoirs. Then, its basic performance was evaluated systematically, e.g., 

foamability, tolerance to high temperature and salt, adsorption loss, oil resistance, and interfacial tension. And the following research 

results were obtained. As for the stability, the foam height is over 180 mm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foaming agent is more than 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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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泡沫驱国内外的研究与应用较广泛［1-2］。

1964 年加拿大伊利诺斯州 Siggins 油田［3］首次进行

空气泡沫驱矿场实验，注入井吸水剖面显著改善，水

油比降低。其后加拿大 Knybob South 油田、北海油

田［4-5］等先后进行了泡沫驱试验研究，取得了理想的

效果。中国玉门油田于 1965 年进行为期 6 年的现场

实验，大部分生产井增产明显。其后胜利油田（1994
年）、百色油田［6］（1996 年）、大庆油田（1997 年）［7］、

长庆油田、大港油田［8］及甘谷驿油田（2011 年）［9］

等进行了泡沫驱先导性试验，水窜气窜现象得到有

效控制。大量矿场实验证明空气 - 泡沫驱是水驱或

气驱后一种高效的开采方法［10］，泡沫降低气水流度，

提高波及效率，增加驱油效率［11］。延长东部油田属

于低渗透油藏，微裂缝发育，同时油井大部分需要经

过压裂，水驱后含水上升快，因此水驱后采用空气泡

沫驱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12-14］。从经济与技术角度

来看，正确选择起泡剂对空气泡沫驱能否取得成功

意义重大［15］。通过室内实验对常用的 ABS、SDS 起

泡剂及甘谷驿区块泡沫驱体系使用的 BK6A 起泡剂

进行评价，都存在稳定性不足、耐温耐盐性差、遇油

不稳定等问题［16］。为此，研制了一种基于脂肪醇聚

氧乙烯醚 - 邻苯二甲酸酯钠盐、具有优越的发泡性

能、稳泡性能和抗温抗盐性能的新型阴离子表面活

性起泡剂。

1　提高泡沫流体稳定性的方法

1.1　引起泡沫失效的机理

现有文献已给出泡沫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物质流

失导致如气体的扩散、液量的减少。这 2 种情况既

和液膜与 Plateau 边界间的作用力有关，也和泡沫本

身的物理化学性质有关［17-18］。

（1）液体的排液。气泡和气泡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泡沫中的液体重力分异等都会导致泡沫中液体的

损失。

（2）气体通过液膜扩散。Laplace 方程表明气泡

越小压力越高，所以小气泡自发聚并于大气泡中，导

致大气泡越变越大，直至消泡。与悬浮体陈化现象

类似，物质总是向更稳定的方向驱动，表面能越低越

有利于稳定，基于此可得到气泡生长定律，但该规律

主要考虑气体的扩散而导致其计算结果偏离实际。

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Monsalve 等人［19］在 1984
年提出了一种经验方程用于研究泡沫衰变特征，所

得结果能被实验验证。

1.2　提高泡沫稳定性的思路

制备稳定的泡沫出发点应为［20-21］：（1）一类稳泡

剂的加入，稳泡剂与泡沫间通过增大表面吸附强度

来实现泡沫的稳定；（2）二类稳泡剂的加入，用于提高

泡沫的液相黏度，延长泡沫的半衰期，以形成弹性薄

膜。现在广泛应用的是聚丙烯酰胺、纤维素、可溶性

淀粉等增黏剂。

2　新型起泡剂的合成

2.1　合成机理

为了满足延长油田低渗油藏泡沫驱油的实际要

求，需要起泡剂具有很强的发泡性能和稳泡性能，同

时要求起泡剂具有较少的吸附损耗，并具有较强的

抗温抗盐性。泡沫驱用活性起泡剂研制技术途径如

下：（1）引入非离子活性剂可提高抗盐能力；（2）在较

长碳链上引入憎油基团和多种亲水基团提高抗油性

能；（3）筛选出与活性剂相匹配的物质形成具有协同

效应的复合驱油体系；（4）起泡剂所形成的泡沫要有

较好的膜强度，膜内及膜间流体运移小［22］。

为此，所研发的起泡剂是脂肪醇聚氧乙烯醚邻

苯二甲酸酯钠盐（新型活性剂），以脂肪醇聚氧乙烯

mg/L, and the foamability of the new foaming agent is superior to that of sodium dodecyl sulfate (SDS) and sodium dodecyl benzene 

sulfonate (ABS) in the case of 2 000 mg/L and 30 ℃. Speaking of the stability in presence of oil, the foaming is slightly interfered if foam 

occurs after the crude oil is added with the dosage less than 20%. If the crude oil is added after the foam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foam is 

still better when the dosage is 20%.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new foaming agent is much better than the ABS and the BK6A adopted in foam 

fl ooding system of Ganguyi Block in term of stability in presence of oil. As for the adsorption loss, the foaming volume decreases from 

620 mL to 590 mL when 25 g oil sand is added. Obviously, the adsorption amount is small. The excellent foamability, foam stability and 

tolerance to high temperature and salt of new foaming system provide the important substantial basis for foam fl ooding agent system. 

It is not only suitable for the extra low permeability oil reservoirs in the shallow layers in eastern Yanchang, but also for the extra low 

permeability oil reservoirs in the middle and deep layers in western Yanchang.

Key words: low-permeability oil reservoir; enhanced oil recovery; air foam fl ooding; foaming agent; foam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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醚与邻苯二甲酸酯钠盐为单体原料、以环己烷作为

溶剂合成。这种类型的表面活性剂拥有非常好的发

泡能力和稳泡能力，抗温抗盐性能好，吸附损失大

小，耐油能力强。

2.2　反应原理

新型活性剂的制备过程如图 1 所示，该反应过

程主要包括酯化、中和 2 个过程，其反应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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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型起泡剂化学反应机理
Fig. 1 Chemical reaction mechanism of the new foaming agent

2.3　合成方法

2.3.1　酯化反应　实验步骤：（1）向三口烧瓶中加入

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及环己烷、加热至 55 ℃ ；（2）边搅

拌边加入邻苯二甲酸酐和催化剂；（3）在搅拌的条件

下反应 2 h 后终止搅拌，停止反应；（4）在低温的环境

下白色固体逐渐析出，通过抽滤方法获得单酯初级

产品。

通过酯化反应得到的初级产品是白色的混合

物，其主要组分包括脂肪醇聚氧乙烯醚邻苯二甲酸

酯、催化剂还有没有反应完全的脂肪醇聚氧乙烯醚

和邻苯二甲酸酐等，需进一步提纯使用。

2.3.2　中和反应　实验步骤：（1）将酯化反应得到的

酯类物质加热至设定温度；（2）一边搅拌一边加入质

量分数为 0.5% 氢氧化钠溶液；（3）反应 2.5 h 后可得

到黏稠状的透明无色物质；（4）真空干燥箱产物，烘干

直至恒重。

3　采用的起泡剂评价方法

3.1　稳定性评价

在 30 ℃下，用 Ross-Mile 法评价起泡剂性能，配

制 0.5~4.0 mg/L 有效浓度的泡沫剂水溶液。

3.2　界面张力评价

3.2.1　实验准备　所需物质原料：（1）十二烷基硫酸

钠（SDS）；（2）新型活性剂；（3）HD-6；（4）十六烷基三

甲基溴化铵；（5）YG-202；（6）蒸馏水、注入水、地层水；

（7）十二烷基苯磺酸钠（ABS）；（8）BK6A。所用原油

来自于为延长油田甘谷驿唐 114 井区。

实验用如图 2 所示界面张力仪。仪器校正：（1）
根据实验仪器使用手册，用砝码对界面张力仪进行

校正，调节其零点；（2）用砝码对界面张力仪进行校正。

图 2　JZ-200A 自动界面张力仪
Fig. 2 Automatic interfacial tensiometer JZ-200A

仪器的准备：（1）清洗铂丝环和玻璃杯；（2）插好

电源，进入主界面；（3）校准上相和下相密度，上相取

自试验区原油，下相是起泡剂溶液；（4）把铂丝环挂在

仪器内部的小勾上；（5）将泡沫液调至 25 ℃并缓缓倒

入玻璃杯中，当高度到 20~25 mm 时停止。通过操

作使托盘停在适当位置，将盛有起泡剂的玻璃杯放

在上面，然后将其升高，将铂丝环缓慢浸入到起泡剂

溶液里 5~7 mm 处，再将试验区原油缓缓倒入泡沫

液至 10 mm 高度，禁止铂金环与油—泡沫液界面接

触；（6）等待稳定 15 min。

3.2.2　实验步骤　（1）分别测定起泡剂溶液和试验区

原油在 25 ℃的密度，准确至 0.001 g/mL；（2）稳定 15 
min 后将实时力值清零；（3）通过操作使托盘下降，直

到铂金环与两液体间界面脱离，记录界面张力峰值；

（4）对同种样品做重复实验后观察各结果取平均值。

3.3　吸附性能评价

实验方案为：将 100 mL、2 000 mg/L 的起泡剂

溶液搅拌并气泡，放入不同质量的油砂并浸泡 24 h，

滤掉油砂，检测其在 30 ℃下的吸附量。

4　新型起泡剂性能影响因素

4.1　浓度对泡沫稳定性的影响

新型起泡剂在非常低的浓度条件下，就具有非

常好的发泡能力；当起泡剂浓度进一步变大时，其

发泡能力非常迅速地增大，当浓度大于 2 000 mg/L
时，发泡高度可超过 180 mm，这种起泡剂的发泡性

能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图 3、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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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新型泡沫液实物图（起泡剂浓度 2 000 mg/L）
Fig. 3 Physical map of the new foaming solution

 (concentration 2 000 mg/L)

表 1　30 ℃下不同浓度新型的起泡性能
Table 1 Foaming performance of the new foaming agent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under 30 ℃

新型活性剂浓度 /
（mg·L-1）

泡沫高度 /mm
0 min 5 min

500 154 152

1 000 174 172

2 000 185 183

3 000 189 185

4 000 192 190

4.2　温度对泡沫性能的影响

以往研究发现泡沫体积随温度上升呈先增后减

的变化规律。低温范围内，随着温度升高，表面活性

剂界面吸附量增加，表面张力下降；在高温区域，随

着温度增加，一方面水分子作用加速，窜逸加快，另一

方面活性剂性能下降，界面作用降低，泡沫性能变差。

实验对新型起泡剂评价结果如图 4 所示，从图

中可知，温度在 70 ℃以内起泡剂性能可以保持稳定，

之后随温度增加而降低，但在 85 ℃高温下仍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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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温度对起泡体积的影响（起泡剂浓度 2 000 mg/L）
Fig. 4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foaming volume

 (concentration 2 000 mg/L)

4.3　pH 值对泡沫性能的影响

用酸度计（ZD-2 型）测得 2 000 mg/L 质量浓度

的起泡剂水溶液的 pH 值为 6.0，用盐酸和氢氧化钠

溶液调节起泡剂 pH 值，结果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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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pH 值对起泡体积的影响（起泡剂浓度 2 000 mg/L）
Fig. 5 Effect of pH on foaming volume (concentration 2 000 mg/L)

由图 5 的曲线可以得出，当 pH 值小于 6 时，起

泡体积受到阻碍，当 pH 值等于 7 时，曲线出现峰值

即最大起泡体积；pH 值高于 10 后，pH 值继续增大

发泡体积开始逐渐变小。这种现象足以说明新型起

泡剂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的特性，可以描述为若

所处环境是弱酸强碱，则会产生相对较好的作用；

所处的环境是酸性时，起泡剂的性能发挥就会受到

一定的阻碍，这是因为产生了羧酸。根据它的这个

独有的特性可以在溶液中加入一些碱性物质，使其

环境变为弱碱，这样就有利于增大体积。

4.4　原油对泡沫性能的影响

4.4.1　加原油后起泡　含量在 20% 内的原油对起

泡结果仅有微弱的干扰，而其半衰期的长短随着原

油的增加而稍微上升。因为在高速搅拌作用下，原

油发生了乳化作用，改变了原油的性质，增加了稳定

性。常规起泡剂 ABS、目前使用的 BK6A 起泡剂与

型起泡剂实验数据如表 2。
表 2　原油加量对泡沫影响（起泡剂浓度 2 000 mg/L）

Table 2 Effect of crude oil dosage on foam
 (concentration 2000 mg/L)

原油
加量
/%

新型起泡剂性能 ABS气泡剂性能 BK6A 起泡剂性能

起泡体
积 /mL

半衰
期 /min

起泡体
积 /mL

半衰
期 /min

起泡体
积 /mL

半衰
期 /min

0 501 57 420 26 450 35

3 502 57 352 18 422 26

5 481 58 348 15 413 24

9 491 60 323 11 408 21

20 491 60 280 7 395 15

4.4.2　起泡后加原油　分析可知当加入的原油量为

20% 时，泡沫依然有较好的稳定性能。原油具有破

坏作用，所以在实验中无论选择何种起泡剂，泡沫的

稳定性总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当原油加量少时，

油无法和泡沫完全接触，因而影响亦低；实验过程

中继续增大原油量，原油与泡沫的接触面积也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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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增加，影响程度也随之严重。常规起泡剂 ABS、目

前使用的 BK6A 起泡剂与新型起泡剂原油影响实验

数据如表 3。
表 3　原油加量对泡沫影响（起泡剂浓度 2 000 mg/L）

Table 3 Effect of crude oil dosage on foam 
(concentration 2000 mg/L)

原油
加量
/%

新型起泡剂性能 ABS 气泡剂性能 BK6A 起泡剂性能

起泡体
积 /mL

半衰
期 /min

起泡体
积 /mL

半衰
期 /min

起泡体
积 /mL

半衰期 /
min

0 506 59 420 26 450 35

3 506 59 365 19 426 27

5 506 54 353 17 418 22

9 506 41 338 12 412 19

20 506 31 311 8 390 12

5　新型起泡剂性能评价

5.1　稳定性评价

在浓度 2 000 mg/L、温度为 30 ℃时，将新型起

泡剂与 SDS 和 ABS 的发泡性能进行对比，结果如表 
4 所示。可以看出，新型起泡剂的发泡性能比 SDS
和 ABS 优异。在浓度为 2 000 mg/L 时，新型起泡剂

的发泡体积达到峰值，说明新型起泡剂的临界胶束

浓度在 2 000 mg/L 附近。
表 4　30 ℃下新型起泡剂与 SDS、ABS 起泡性能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foaming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new 
foaming agent and SDS and ABS under 30 ℃

起泡剂 0 min 时泡沫高度 /mm 5min 时泡沫高度 /mm

新型起泡剂 180 177

SDS 175 173

ABS 170 160

5.2　界面张力评价

实验原油－蒸馏水界面之间的张力为 8.62 mN/
m；原油－注入水界面张力为 10.2 mN/m；原油－

地层水界面张力为 9.48 mN/m。第 1 步检测没有添

加稳定性试剂时溶液－原油界面张力，结果如表 5
所示。

从表 5 可知，由于起泡剂的添加油水界面张力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低，起泡剂可以提高泡沫洗油

能力进而提高原油采收率；使用各不相同时，降低

界面张力程度有差异，这主要与表面活性剂自身分

子结构有关，其中注入水配制的新型起泡剂溶液降

低界面张力效果最好、可以达到超低界面张力。新

型活性剂溶液对钙镁离子不敏感，在较高矿化度水

溶液中仍能大幅度降低油水界面张力。

添加稳定剂后原油和泡沫界面张力结果如表 6
所示。试验区块聚合物 + 原油－蒸馏水界面张力为

18.97 mN/m，试验区原油－注入水 + 聚合物界面张

力为 24.45 mN/m，试验区聚合物 + 原油－地层水界

面张力为 22.90 mN/m。通过对比表 5 和表 6 可看出，

添加稳定剂后，原油－蒸馏水界面张力由 8.58 mN/m
增加到 18.96 mN/m，油－注入水界面张力由 10.20 
mN/m 增加到 24.45 mN/m，油－地层水界面张力由

9.48 mN/m 增加到 22.90 mN/m，即加入稳定剂后，油

水界面张力均增加；用蒸馏水配制的泡沫液油水界

面张力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注入水配制的泡沫液

油水界面张力也均增加，但是对于用注入水和地层

水配制的新型起泡剂溶液来说，由于聚合物的添加

而形成的油水界面张力依旧可以达到超低水平值。
表 6　甘谷驿原油－泡沫液添加稳定剂（聚合物）后界面张力

Table 6 Interfacial tension of Ganguyi crude oil-foam solution 
with stabilizer (polymer)

起泡剂
蒸馏水配制 /
（mN·m-1）

注入水配制 /
（mN·m-1）

新型起泡剂 0.008 0.009

HD-6 0.27 0.21

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 0.36 0.44

十二烷基硫酸钠 0.79 0.87

YG-202 0.48 0.57

十二烷基苯磺酸钠 0.76 0.69

BK6A 0.09 0.14

5.3　起泡剂的静态吸附性

吸附滞留量标志着驱油体系能否实现工业性应

用，判断在 EOR 应用中的可行性，因而十分有必要

进行吸附检测实验。实验方案为：将 100 mL、2 000 

表 5　不加稳定剂时验区原油－泡沫溶液界面张力
Table 5 Interfacial tension of crude oil-foam solution without 

stabilizer in the experiment area

起泡剂
蒸馏水配制 /
（mN·m-1）

注入水配制 /
（mN·m-1）

新型起泡剂 0.005 0.005

HD-6 0.065 0.072

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 0.082 0.153

十二烷基硫酸钠 0.382 0.552

YG-202 0.173 0.283

十二烷基苯磺酸钠 0.156 0.284

BK6A 0.021 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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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 的起泡剂溶液搅拌并起泡，放入不同质量的油

砂并浸泡 24 h，滤掉油砂，检测其在 30 ℃下的吸附

量。结果如图 6 所示，从图得知新型起泡剂在油砂

中吸附损失小、能保持较稳定的发泡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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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油砂对起泡体积的影响
Fig. 6 Effect of oil sand on foaming volume

6　结论

（1）研发的起泡剂是脂肪醇聚氧乙烯醚邻苯二甲

酸酯钠盐（新型活性剂），以脂肪醇聚氧乙烯醚与邻

苯二甲酸酯钠盐为单体原料、以环己烷作为溶剂合

成，这种类型的表面活性剂拥有非常好的发泡能力

和稳泡能力，抗温抗盐性能好，吸附损失小，耐油能

力强。

（2）研发的起泡剂在非常低的浓度条件下，就具

有非常好的发泡能力。当起泡剂含量从 0 mg/L 增

加到 1 000 mg/L，其发泡能力迅速增大。大于 2 000 
mg/L 时，发 泡 的 高 度 就 可 以 超 过 180 mm；2 000 
mg/L、30 ℃时，新型起泡剂发泡性能均优于 SDS 和

ABS。

（3）研发的起泡剂遇油稳定性良好。加原油后起

泡，在 20% 内的原油对起泡结果仅有微弱的干扰，

而其半衰期的长短随着原油的增加而稍微上升；起

泡后加原油，当加入的原油量为 20% 的时候，泡沫

依然有较好的稳定性能。新型起泡剂在遇油稳定性

方面明显强于 ABS、BK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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