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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高温无固相储层保护钻井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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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渤中 19-6 油田深层裂缝性储层环境温度高、漏失风险大等难题，利用抗高温流型调节剂、抗高温护胶剂、聚胺

抑制剂及甲酸钾加重剂等材料，构建了一套抗高温无固相储层保护钻井液体系。室内评价结果表明，自制的关键处理剂抗高温

护胶剂、抗高温流型调节剂的抗温能力均达到 200 ℃，且具有自动破胶性能；老化后的滤液与煤油的界面张力为 2.61 mN/m，

表现出良好的抑制性，油藏条件下渗透率恢复值达 90% 以上，储层保护效果良好。该体系在渤中 19-6 油田成功应用 8 口预探井，

其中渤中 19-6-7 井钻进垂深 5 508 m，井底温度达 190 ℃。该体系可用于太古界高温深井的勘探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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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ep-seated fractured reservoirs in Bozhong 19-6 Oilfield are faced with high temperature, high risk of lost circu-

lation, and other difficulti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 high-temperature clay free drilling fluid system with the property of reservoir 

protection was developed by using high-temperature pattern adjusting agent, high-temperature colloid protecting additive, polyamine 

inhibitor and potassium formate weighting agent. Laboratory eval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lf-made key treating chemicals (i.e., 

high-temperature colloid protecting additive and high-temperature pattern adjusting agent) can be resistant to the temperature of 200 ℃, 

and they have the property of automatic gel breaking. The interfacial tension between the aged filtrate and the kerosene is 2.61 mN/m, 

indicating good inhibition. The permeability recover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oil reservoir is over 90%,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reservoir 

protection effect is good. This drilling fluid system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8 wildcat wells of Bozhong 19-6 Oilfield, among 

which Well Bozhong 19-6-7 has vertical depth of 5 508 m and bottom hole temperature of 190 ℃. In conclusion, this drilling system is 

applicable to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rchean high-temperature deep w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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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中 19-6 油田是目前中海油重点勘探开发的

高温深井油气田，储层岩性以片麻岩为主，靠近大断

裂处可见断层角砾岩。储层纵向分带性明显，储集

空间以裂缝为主。地温梯度为 3.3~3.4 ℃ /100 m，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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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预测温度超过 180 ℃。储层裂缝发育，孔隙度为

2.7%~12.8%，平均 5.3%，渗透率为 0.01~11.8 mD，平

均 0.733 mD。

用于渤中 19-6 深层裂缝性储层的钻井液体系性

能面临 3 大考验：一是地层温度高，处理剂易发生

高温破坏，体系流变性易失稳；二是裂缝性储层漏

失风险大，钻井液易侵入地层，堵塞油气运移通道；

三是低孔低渗特点，易造成水锁损害。针对上述挑

战，利用抗高温流型调节剂、抗高温护胶剂、聚胺抑

制剂及甲酸钾加重剂等材料，研发了一套抗温无固

相储层保护钻井液体系。

1　关键处理剂的优选

1.1　无固相加重剂

常规深井钻井液体系采用重晶石、铁粉等固相

加重材料进行加重，一旦发生井漏，对储层产生不可

逆污染，所以针对裂缝性储层漏失风险高的特点，适

合采用无固相钻井液体系，减小对储层的污染程度。

抗高温无固相钻井液体系通常以盐类作为加重剂，

盐类在水中溶解度有限，存在加重极限。高温条件

下能够保持稳定的溶解度是关键，通过对比不同种

类盐的加重极限，优选适合高温条件下无固相环保

钻井液体系的加重剂，对比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加重剂加重极限密度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limit weighting density between different 
weighting agents

加重剂
名称

极限加重密度 /
（g·cm-3）

加重剂
名称

极限加重密度 /
（g·cm-3）

NaCl 1.12 HCOOK 1.55

KCl 1.14 HCOONa 1.35

从表 1 可看出 , 甲酸钾和甲酸钠的极限加重密

度较高，由于甲酸钾在水溶液中可以电离出钾离子，

钾离子有助于黏土稳定，抑制水化膨胀，对保持井壁

稳定具有促进作用，所以优选甲酸钾作为加重剂。

1.2　抗高温护胶剂

钻井液是复杂的胶体分散体系，包含聚合物、表

面活性剂等有机物及不同盐类。抗高温护胶剂能有

效吸附于黏土表面，高温条件下，在黏土颗粒表面形

成水化膜并改变黏土表面 ξ 电位，促进钻井液中黏

土颗粒在胶体体系中的稳定性。研发出新型抗高温

护胶剂 HT-A，并与渤海常用护胶剂 PF-PAC（聚阴

离子纤维素）、PF-XC-H（黄原胶）的抗温性能对比，

从表 2 可以看出，自制抗高温护胶剂抗温能力高达

200 ℃，而常规的护胶剂抗温极限均不超过 120 ℃。
表 2　 护胶剂抗温性能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temperature resisting property between 
different colloid protecting additives

护胶剂 抗极限温度 /℃

PF-PAC 120

PF-XC-H 120

抗高温护胶剂 HT-A 200

注：护胶剂质量分数为 0.2%。

1.3　抗高温流型调节剂

高温高压井需要流型调节剂来调控钻井液流变

性，提高钻井液沉降稳定性和携岩能力。通过长链

磺酸、疏水单体、纤维和交联剂共聚反应研制的新型

抗高温流型调节剂 HT-B 与目前渤海常用的流型调

节剂 PF-VIF（淀粉类提黏降滤失剂）、PF-XC-H（黄

原胶）、PF-VIS（提黏剂）、PF-JHVIS（抗温提黏剂）的

抗温性能对比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出，自制的抗高流

型调节剂抗温高达 200 ℃，而常规的护胶剂抗温极

限均不超过 140 ℃。
表 3　不同流型调节剂抗温性能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temperature resisting property between 
different pattern adjusting agents

护胶剂
名称

抗极限
温度 /℃

护胶剂
名称

抗极限
温度 /℃

PF-VIF 120 PF-JHVIS 120

PF-XC-H 140 HT-B 200

PF-VIS 120

注：流型调节剂质量分数为 0.2%。

2　性能评价

根据以上优选结果，形成抗高温无固相储层保

护体系：海水 +0.2% 烧碱 +0.3% 纯碱 +1.5%HT-A+ 
1.5%HT-B+1%UHIB（聚胺）+HCOOK（甲酸钾）。

2.1　抗温性

按照基础配方配制密度 1.25 g/cm3 浆液，分别

测定 180 ℃、190 ℃、200 ℃下体系基础性能，结果见表

4，可以看出：与老化前钻井液各项基础指标对比，

体系在测定温度下高温老化 16 h 后，YP 值稳定在

10~11 Pa，FLAPI 稳定在 4.2~4.4 mL，性能变化较小，

表明该体系具有较好的抗高温稳定性能。

2.2　热稳定性

为了评价其热稳定性能，测试了 1.25 g/cm3 的钻

井液在 180 ℃下热滚 24 h、48 h 和 72 h 后流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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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 5，可以看出，该体系在 180 ℃下，能够较稳

定地保持 48 h，超过 72 h 后，出现部分破胶，黏度略

有降低。一方面，钻井过程中可通过补充抗温材料

以保持体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当作业结束后，钻

井液在井底静止时会随时间延长而逐渐自动破胶，

裸眼完井可不进行人为破胶，储层保护效果好。
表 5　高温老化实验结果

Table 5 Result of high-temperature aging test

热滚时间 /
h

AV/
（mPa·s）

PV/
（mPa·s）

YP/
Pa

破胶率 /
%

滚前 32.5 23 9.5

24 37 27 10 0

48 34 25 9 8

72 27 21 6 23

2.3　抑制性

室内通过对潜山层位钻屑在体系中的分散性和

膨胀性评价了体系的抑制性。采用岩屑热滚回收率

和页岩膨胀率作为评价指标，结果见表 6，岩屑滚动

回收率为 92.5%，页岩膨胀率仅为 7.3%，说明钻井液

能够较好地抑制潜山岩屑和井壁水化分散、膨胀，有

利于稳定井壁和保护储层。
表 6　抑制性评价结果

Table 6 Result of inhibition evaluation

体系 滚动回收率 /% 页岩膨胀率 /%

海水 32.4 32.5

无固相体系 92.5 7.3

2.4　油层保护效果

2.4.1　界面张力　由于 BZ19-6 油田中生界油藏属

低孔低渗油藏，为防止水锁效应，引入聚胺 UHIB 降

低钻井液的油水界面张力。30 ℃条件下，室内对比

了添加聚胺 UHIB 前后体系老化后的滤液与煤油的

界面张力，未添加时为 26.84 mN/m，添加后界面张力

仅为 2.61 mN/m，对储层的伤害保持在较低水平。

2.4.2　渗透率恢复值　选取 BZ19-6-1 井 7 号潜山

岩样（3 993.03 m），通过动态污染实验评价了抗高温

无固相钻井液渗透率恢复值，实验结果见表 7，可以

看出，岩心污染后渗透率恢复值高达 88.33%，切片

后渗透率恢复值达 93.33%，体系对低孔低渗型储层

具有很好的油气层保护效果。
表 7　渗透率恢复值实验结果

Table 7 Result of permeability recovery test

ka/mD 污染前
kw1/mD

污染后
kw2/mD

污染后恢
复值 /%

切片 0.5 cm
kw2' /mD

切片恢复
值 /%

0.119 9 0.006 0.005 3 88.33 0.005 6 93.33

注：实验温度 90 ℃，实验压力 3.5 MPa。

3　现场应用

渤中 19-6 区块是渤海油田中深层重点勘探区

块，也是未来渤海油田增储上产的接替油田。该区

块油藏埋藏深，平均埋深超过 4 500 m，储层温度高，

1 井测试时的储层温度超过 170 ℃，裂缝发育，钻井

过程中易漏，井壁易失稳坍塌，倒划眼阻卡非常严

重，作业时间长，时效低，储层保护难度大。通过在

该区块采用抗高温无固相钻井液体系，有效攻克了

该区块钻井及储层保护作业难题。该体系在渤中

19-6 油田群应用 8 口井，平均井深 4 598 m，最深井

5 508 m。其中，渤中 19-6-1 首口预探井钻进期间

返出未见泥页岩掉块，平均倒划眼速度 143 m/h，多

次起下钻顺利，钻井液生产时效高达 92.28%；渤中

19-6-10 井完钻井深 4 915 m，提前整个钻井周期 7.1 
d 完成，提效 18.7%；渤中 19-6-7 井钻进垂深 5 508 
m，创渤海油田最深井记录，井底温度达 190 ℃，井深

和井底温度均创渤海湾之最。该体系在该区块的成

功应用，创造了渤海湾井深最深、垂深最深、井温最

高、潜山井段最长等多项纪录，推动了该区块的勘探

评价进程。表 8 是该体系在现场应用的典型性能。
表 8　抗高温无固相钻井液现场钻井液性能

Table 8 In-situ performance of high-temperature clay free 
drilling fluid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YP/Pa 11 50% 降解时间 /d 5.8

φ 6/φ 3 6/5 渗透率恢复值 /% 93.30

API 滤失量 /mL 4.2 体系界面张力 /（mN·m-1） 2.61

HTHP 滤失量 /mL 11.2 体系表面张力 /（mN·m-1） 25.2

表 4　体系在不同温度下老化性能对比
Table 4 Aging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the drilling fluid 

system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老化条件
AV/

（mPa·s）
PV/

（mPa·s）
YP/
Pa

φ 6/
φ 3

Gel/
（Pa/Pa）

FLAPI/
mL

滚前 32.5 23 9.5 7/6 3.5/3.5 4.8

180 ℃ ,16 h 37 27 10 7/6 3/3 4.2

190 ℃ ,16 h 34 24 10 6/5 2.5/2.5 4.4

200 ℃ ,16 h 40 29 11 6/5 2.5/2.5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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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BZ19-6-2Sa 井测试结果，对求产 3 个工作

制度对应的表皮因数和产量进行回归（图 1），机械

表皮小于 0，井底无污染，充分证明该体系具有较好

的储层保护性能，为后期开发井实施提供有力支持。

y = 0.9911x − 1.3307
R2 = 0.9999

−10

−5

0

5

10

15

20

−10 −5 0 5 10 15 20 25
产量/(104 m3·d−1)

表
皮
因
数

图 1　渤中 19-6-2Sa 井表皮因数与产量关系曲线

4 　结论

（1）通过研发出的抗高温护胶剂和流型调节剂，

构建出了一套新型的抗高温无固相钻井液体系，该

体系抗温 200 ℃，高温稳定时间 72 h，且随着时间的

延长在高温作用下具有自动破胶性能，一段时间后

能高温降解，从而自动解除近井壁地带堵塞。

（2）该体系采用聚胺和甲酸钾作为抑制剂和加重

材料，无其他有害固相，具有的双重抑制特性使体系

抑制性强，滤液与煤油的界面张力低，与裂缝性储层

配伍好，储层岩心渗透率恢复值高。

（3）该体系在渤中 19-6 油田群成功应用，测试结

果显示井底机械表皮因数小于 0，井底无污染，充分

证明体系储层保护效果较好，为渤海油田中深部地

层的勘探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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