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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季胺盐类压裂液添加剂的抗菌性能

陈福欣 1　陈苏英 1　郑超 1　侯春友 1　管保山 2　杨志远 1

1. 西安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2. 中国石油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廊坊分院

引用格式：陈福欣，陈苏英，郑超，侯春友，管保山，杨志远 . 一种新型季胺盐类压裂液添加剂的抗菌性能［J］. 石油钻采工

艺，2018，40（2）：261-264. 
摘要：在页岩储层开发中，压裂液中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一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高效、多功能、低成本抗菌剂的研

发至关重要。实验以黄杆菌 C 为模型菌种，考察了其生长曲线，详细研究了一种新型季胺盐类压裂液添加剂 - 十六烷基三甲基

溴化胺（CTMAB）在 3 种压裂液：SF-A、F108 和线性胶中的抗菌性能。结果表明，在施工中所用的各种压裂液中，CTMAB 在

施工浓度中均能有效抗菌，且在线性胶中，相同高浓度的抗菌效果优于甲醛抗菌剂；相同低浓度的抗菌效果在 SF-A 中明显优

于在 F108 中。从而得出 CTMAB 是一种优良的兼具有表面活性作用的广谱抗菌剂，施工过程中根据具体需要使用低浓度的

CTMAB 可有效降低施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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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owth and reproduction of microorganisms in fracturing fluid has always been the urgent problem in the devel-

opment of shale reservoirs. And the key solution is to research and develop the antibacterial agent with the features of high efficiency, 

multiple function and low cost. Flavobacterium C was taken as the model strain and its growth curve was surveyed. Then, the antibac-

terial performance of a new fracturing fluid additive of quaternary amine salt (i.e., cetyl trimethylammonium bromide (CTMAB)) in 

three fracturing fluids (SF-A, F108 and linear gel) was studied in detail. It is indicated that CTMAB is effectively antibacterial for all 

fracturing fluids adopted in the construction at the construction concentration. Furthermore, CTMAB is superior to formol antibacterial 

agent in term of antibacterial effect in linear gel if their concentration is the same. To sum up, CTMAB is a kind of good broad-spectrum 

antibacterial agent with the effect of surface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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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压裂技术是国内外页岩储层开发最主要和最有

效的手段，如何有效地控制和降低压裂过程中微生

物的滋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1］。压裂方式

不同压裂液的组分也不同，目前国内的压裂液主要

由植物胶、表面活性剂、交联剂等组分经现场调配而

成。由于植物胶属于多聚糖类其含有大量的腐生菌、

霉菌、酵母菌等微生物，所以现场配制的压裂液很容

易受微生物的侵蚀而腐败变质，进而导致压裂液不

交联或交联不充分，不能用于压裂施工。华北油田

和长庆安塞油田就曾发生大量压裂液腐败变质的事

故，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2］。

腐生菌、黄杆菌、芽胞杆菌等都是油气田施工过

程中常见的细菌，其生长过程中能生物降解各种有

机处理剂，产生大量菌体和黏性代谢产物，严重影响

压裂液的原有性能，使其性能下降或失效而难以施

工。杨衍东等研究 GCY-6 型抗菌剂对腐生菌的抗

菌率在相同浓度下要优于 WDS-2 型抗菌剂［3］。针

对芽孢杆菌对多种压裂液的腐败作用，详细研究了

表面活性剂类抗菌剂的抗菌作用，实验表明该类抗

菌剂对芽孢杆菌有良好的抑制作用［4］。

目前压裂液抗菌剂种类很多，常用的有醛类（如

甲醛、多聚甲醛、戊二醛、丙烯醛等）、无机碱类、杂环

类等［5］。传统的醛类抗菌剂如甲醛、多聚甲醛是除

无机碱类以外的最常用抗菌剂，主要是靠渗透到细

菌体内或者在水中水解后与细菌的某些组分形成络

合物沉淀来达到杀灭或抑制细菌的目的，但这类抗

菌剂毒性大，刺激性强，不易生物降解，对当地的水

文环境有较大影响。管丽等研究了二次采油时由细

菌和硫化物引起的注水问题，丙烯醛虽然能有效控

制细菌和硫化菌的生长，但是对水质的影响也是非

常大［6］。马政生等研制了一种新型水溶性的抗菌剂

FY-SJ 并对其抗菌性能进行评估，得出该抗菌剂与

1227 相比具有稳定性高、配伍性好、抗菌效果优良的

特点［7］。

无机碱类如氢氧化钠、氢氧化钙等也是控制压

裂液细菌危害的主要抗菌剂，其主要作用机理是通

过提高体系的 pH 值达到控制细菌危害的目的。无

机或有机酸类压裂液添加剂则是通过降低 pH 值达

到控制菌落的总浓度。杂环化合物（如甲硝唑、咪唑

啉等）抗菌效果好，用量低，但水溶性差，成本高，仍

需进行改性研究。董泽华等合成了一种可替代 1227

的杂环类抗菌剂甲硝羟乙唑，并且对其抗菌性能、缓

蚀性能、配伍性能等进行探究发现该抗菌剂具有优

良的抗菌性能［8］。肖锦等研制了改性天然高分子絮

凝剂 CG-A，其不仅具有抗菌缓蚀的作用，还具有絮

凝功能［9］。此外，压裂返排液重复利用时，其细菌危

害尤其严重。兼具 2 种或 2 种以上功能的压裂液添

加剂是现代钻井液和完井液的发展方向之一。其中，

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具有降低压裂液表面张力，同时

还具有一定的抗菌作用。因此，兼具优良的降低表

面活性作用和较好的抗菌效果的阳离子型表面活性

剂是多功能新型抗菌剂的发展方向之一。实验系统

研究了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胺（CTMAB）这一传统

表面活性剂的抗菌性能。

1　实验

1.1　菌种及培养基

实验所用菌株是实验室在矿井废水中分离的细

菌（黄杆菌属 Flavobacterium Bergeyetal，1 923.97），

用黄杆菌 C 表示。在菌种接种前，将菌株（4 ℃下保

存）置于 36 ℃的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1~2 d。培养基

为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

1.2　微生物培养

分别将各 100 mL 的压裂液 SF-A、F108 和线性

胶（用蒸馏水作空白对照组）加入锥形瓶内，用脱脂

棉封口，121 ℃下灭菌 0.5 h。按 107 个孢子 /100 mL
培养基的量将黄杆菌 C 的孢子液加入到培养基中，

振荡（110 r/min，37±1 ℃下进行）培养，每天对菌液

浓度（个 / mL）测量记录一次。

1.3　菌液浓度测定

用菌落计数仪（法国 Interscience Scan100）测定

菌液浓度，观察其生长状况。将黄杆菌 C 原液在 37 
℃下培养 7 d，再将原液按不同稀释倍数（10、100、

1 000 倍）依次进行稀释，分别测出其在平皿内的菌落

数量。参考菌体浓度计算公式：菌体浓度（个 / mL）=
计数室菌体目测数 ×104× 稀释倍数，计算黄杆菌 C
的菌液原液浓度平均为 8×107 个 / mL。

1.4　压裂液及抗菌剂配方

实验中所用的 3 种压裂液和抗菌剂均为中国

石油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廊坊分院提供的原液或配

方。配方中的主要成分见表 1（表中百分数均为质量

分数），空白对照为蒸馏水，阳性对照采用质量分数

为 0.5% 的甲醛。抗菌剂 CTMAB 按 2 种施工要求

的最终浓度（质量分数）加入培养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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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黄杆菌 C 在压裂液中的生长规律

如图 1 所示，为黄杆菌 C 在 SF-A 压裂液中的

生长曲线。由图中看出 20 d 内 SF-A 空白样中的菌

液浓度变化很小。在 SF-A 压裂液中，黄杆菌 C 的

浓度在前 6 d 时基本稳定，均在 18~20 万个 / mL 上

下浮动；之后菌液浓度直线上升，浓度快速增大，第

8 d 达到峰值为 46~53 万个 / mL，然后菌液浓度开始

降低，第 11 d 后渐趋于平稳；第 17 d 出现第 2 个生

长峰值，菌液浓度为 30 万个 / mL。所以可以看出黄

杆菌 C 在 SF-A 压裂液中有 2 个快速生长期，生长

周期大约为 8~9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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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黄杆菌 C 在 SF-A 压裂液中生长曲线
Fig. 1 Growth curve of Flavobacterium C in fracturing fluid SF-A

如图 2 所示为黄杆菌 C 在 F108 压裂液中的生

长曲线。在 F108 压裂液中，菌液浓度（个 /mL）在第

4、7、14 d 出现峰值，峰值高低相近。与 SF-A 相比，

F108 中的黄杆菌 C 生长状况有明显的优势，随时间

黄杆菌 C 整体浓度较高，生长状况良好。

如图 3 所示为黄杆菌 C 在线性胶压裂液中的生

长曲线。由图可以看出，线性胶空白样中的菌液浓

度在第 3 d、第 7 d 和 12 d 出现小峰值，随时间整体

呈下降趋势。在线性胶压裂液中，菌液浓度在第 7、

17 d 出现峰值，浓度分别达到 86 万个 /mL、28 万个 /
mL。可以看出黄杆菌 C 在线性胶中也有 2 个生长期，

周期大约为 6~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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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黄杆菌 C 在线性胶压裂液中生长曲线
Fig. 3 Growth curve of Flavobacterium C in 

fracturing fluid of linear gel

由上述 3 个图可知，约 7~8 d 时 SF-A 和线性胶

压裂液中的黄杆菌 C 都会出现一个高速生长期，之

后逐渐降低，在第 17 d 均又到达第 2 个生长高峰期；

而 F108 中的黄杆菌 C 的生长状况整体呈平缓的上

升之势。

2.2　抗菌剂对压裂液中黄杆菌 C 生长抑制作用

如图 4 所示为甲醛、分别为 0.5% 和 0.1% 的 CTMAB
对 SF-A 和 F108 中黄杆菌 C 的生长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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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质量分数 1 和 2 分别在线性胶、SF-A 和 F108 中对
黄杆菌 C 生长状况的抑制作用

Fig. 4 Inhibition on the growth of Flavobacterium C in linear 
gel, SF-A and F108 by CTMAB with mass fraction of 1 and 2

表 1　3 种压裂液与 2 种抗菌剂的主要配方成分比较
Table 1 Compositional comparison between main formulas of 

three fracturing fluids and two antibacterial agents

名称 配方

SF-A 压
裂液

季铵盐双子表面活性剂和水氧酸钠组成的复合物
（配方保密，总质量分数 1.2% 去离子水配置）

F108 压
裂液

0.55%F108+0.2% 黏土稳定剂 +0.2%FACM-
41+0.3%HCl（20%）+0.05%WD-21

线性胶
压裂液

0.4% 羟丙基瓜胶 +2.0%KCl+0.2% 表面活性剂 +
0.01% NaOH +0.08%（NH4）2S2O8 +0.1% 交联剂

浓度 1 质量分数为 0.5% CTMAB 水溶液（现场施工浓度）

浓度 2 质量分数为 0.1% CTMAB 水溶液（推荐使用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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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黄杆菌 C 在 F108 压裂液中生长曲线
Fig. 2 Growth curve of Flavobacterium C in 

fracturing fluid F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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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图可知，甲醛、0.5% 和 0.1% 的 CTMAB 对

3 种介质中的黄杆菌 C 均有抑制作用。甲醛虽然也

抑制了线性胶压裂液中黄杆菌的生长，但是并没有

有效地减少其数量，而 0.5% 的 CTMAB 对 SF-A 和

F108 中黄杆菌 C 的抑制作用极其明显，压裂液 F108
中的黄杆菌 C 稳定在 1~2 万个 /mL 的较低浓度下，

压裂液 SF-A 中的黄杆菌 C 的浓度则从 10~11 万个

/mL 降到了 2~3 万个 /mL。0.1% 的 CTMAB 对压裂

液 SF-A 中黄杆菌 C 的抑制效果明显要优于在 F108
中的，其中 SF-A 压裂液中的黄杆菌 C 的浓度最终

稳定在 7~8 万个 /mL，可以看出 0.1% 的 CTMAB 对

F108 中黄杆菌 C 的抑制作用较差。

3　结论

（1）SF-A 压裂液中黄杆菌 C 出现 2 个生长高峰

期，分别在 7~9 d 和 16~17 d，在此期间黄杆菌 C 的

菌液浓度增长明显； F108 压裂液中黄杆菌 C 的菌液

浓度整体呈缓慢增长趋势；线性胶压裂液中黄杆菌

C 也有 2 个快速生长期，依次出现在 6~8 d 和 16~18 d。

（2）CTMAB 在 高 质 量 分 数（0.5%）和 低 质 量

分数（0.1%）用量下均能有效抑制线性胶、SF-A 和

F108 中压裂液黄杆菌 C 的生长，总体而言，高浓度

的抗菌效果优于低浓度，在线性胶中，高浓度的抗菌

效果要优于甲醛；而低浓度抗菌效果在 SF-A 中明

显优于在 F108 中。

（3）在施工过程中若避开黄杆菌的快速生长期、

根据具体需要使用低浓度的 CTMAB 均可有效的降

低施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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