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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乙醇胺对水基钻井液体系中淀粉热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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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Industry, Tehran, Iran; 2. School of Mining Engineer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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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水基钻井液体系中淀粉的热稳定性，在其中添加单乙醇胺，并对其效果进行了室内实验研究。研究
表明，单乙醇胺的存在使钻井液的表观黏度、塑性黏度、动切力、静切力等提高，且显著降低了钻井液的滤失速率、
减小了泥饼厚度。通过与淀粉聚合物建立氢键，单乙醇胺的存在可以避免高温下淀粉的水解，提高淀粉的热稳定性。
淀粉作为天然聚合物可以提高钻井液流变性能、降低滤失量，但其发挥作用的最高温度仅为 121 ℃，而单乙醇胺会
使淀粉的耐温提高至 160 ℃。单乙醇胺存在最佳浓度，高于最佳浓度时，其功效会下降。图 12 参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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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monoethanolamine on thermal stability of starch in
water based drilling fluid system
NASIRI Alireza1, NIK Mohammad Amin Sharif 2, HEIDARI Hamidreza3, VALIZADEH Majid1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Industry, Tehran, Iran; 2. School of Mining Engineer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Tehran, Tehran, Iran; 3.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Petroleum Engineering, Sharif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ehran, Iran)
Abstract: To improve the thermal stability of starch in water-based drilling fluid, monoethanolamine (MEA) was added, and the effect
was investigated by laboratory experiment.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ddition of monoethanolamine (MEA) increases the
apparent viscosity, plastic viscosity, dynamic shear force, and static shear force of the drilling fluid, and reduces the filtration rate of
drilling fluid and thickness of mud cake apparently. By creating hydrogen bonds with starch polymer, the monoethanolamine can prevent
hydrolysis of starch at high temperature. Starch, as a natural polymer, is able to improve the rheological properties and reduce filtration of
drilling fluid, but it works only below 121 ℃. The MEA will increase the thermal stability of starch up to 160 ℃. There is a optimum
concentration of MEA, when higher than this concentration, its effect declines.
Key words: monoethanolamine; starch; drilling fluid additives; water-based drilling fluid; therma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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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B[5] 研究利用醚化淀粉来提高钻井液中淀粉的溶解

版权所有

0 引言

度和钻井液黏度。LIU X 等 [6-8]研究了通过增加支链淀

要确保钻井作业成功就要选择适当的钻井液，作
[1]

粉的含量来提高淀粉热稳定性 [6-8]。由于越来越多钻进

业中使用的钻井液的组成根据具体情况和需求确定 。

深度较深、压力和温度较高的油藏得到开采 [9]，需要进

聚合物是钻井液的添加剂之一，特殊的特性使它们成

一步提高钻井液中淀粉的热稳定性。因此，本文尝试

为钻井液不可或缺的组分。由于在水中的溶解度较高，

通过添加新型添加剂单乙醇胺（MEA）来提高水基钻

淀粉是广泛应用于钻井工业中的天然聚合物。淀粉的

井液体系中淀粉的热稳定性，并进行室内实验研究。

主要作用是减少失水。此外，淀粉在水中会发生膨胀，
能够提高流体的黏度。淀粉的主要缺点之一是在高温
高压条件下会失效。相关学者已经就改善淀粉热稳定
[2]

性进行了许多研究 。ZHANG C G

[3-4]

首次使用预胶化

淀粉作为添加剂来改善钻井液流变性能。WURZBURG

1 实验介绍
1.1 单乙醇胺制备
单乙醇胺是液氨与环氧乙烷反应产生的物质（见
图 1）。反应过程中需要 5～7 MPa 的系统压力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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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分支形式网络，不容易使流体凝胶化。通常，淀
粉不能在低于 94 ℃的温度下改善钻井液流变性，因为
这是溶解淀粉颗粒和分离聚合物所需的最低温度。实
验表明，淀粉可以在 121 ℃下保持其结构完整性。在
更高温度下，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单体间的键断裂并
图1

利用甲烷和空气制备单乙醇胺的过程 [10]

氨以液体形式存在。氨分别与 1 个、2 个或 3 个环氧乙
烷分子反应，生成单乙醇胺、二乙醇胺（DEA）和三
乙醇胺（TEA）。氨与环氧乙烷的比例对反应产物起决
定性作用，增加氨的占比会产生更多的 MEA。反应结

转化成吡喃葡萄糖（C6H10O5）单体 [2,14]，淀粉失效。
1.4 钻井液样品组成
在制备不同钻井液样品时均使用 350 mL 浓度为
4%的 NaCl 盐水，均添加 697.6 g 重晶石用于提高钻井
液密度（密度均为 2.16 g/cm3），均添加 14 g 淀粉用于
改进钻井液的流变参数和降低钻井液的滤失速率，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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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从系统中除去过量的氨并蒸馏出水分。之后，

如图 2 所示，3 种乙醇胺通过 3 个单独的蒸馏步骤彼此
分离 [10-12]。单乙醇胺样品如图 3 所示。

解时间为 20 min。不同钻井液样品中 MEA 浓度分别为
0、0.5%、1.0%、2.0%和 4.0%。

2 实验结果及讨论

2.1 MEA 对钻井液流变性能和滤失速率的影响
宾汉塑性流变模型中的动切力和塑性黏度是衡量
流体压力损失的有效参数，也是研究环空流体流动特
性的合适指标，如果其值较低会降低钻井液的携屑能
力和环空中钻井液的性能。由图 4 可知，在温度为 121、
图2

MEA 蒸馏提纯步骤 [10]

149 和 160 ℃时，随着 MEA 浓度的增加塑性黏度先增
加后降低，而在 177 ℃时则相反。这表明 MEA 能够
将淀粉的耐温提高到 160 ℃，显著改善淀粉的热稳定
性，且 MEA 最佳浓度为 2%。由图 5 可知，不含 MEA
的钻井液只能在 121 ℃以下保持其性能，温度升至
149 ℃时钻井液动切力降为零。这说明不添加 MEA 时
淀粉只能在低于 121 ℃的温度下发挥其功效。而添加
MEA 后钻井液的动切力提高。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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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乙醇胺样品

1.2 钻井液滤失速率测量
使用 API 压滤装置

[13]

确定钻井液的滤失速率，即

在室温、0.69 MPa 压力下测量 30 min 内钻井液液相从
标准滤纸通过的速度以及滤纸上泥饼的厚度。
1.3 淀粉结构
淀粉主要由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这两种聚合物组

图4

不同 MEA 浓度和温度条件下的塑性黏度

由图 6 可知，总体上表观黏度随着 MEA 浓度的增
加而增加，且 MEA 最佳浓度为 2%。

成。占比约为 25%的直链淀粉具有线性网络，如果在

静切力用于表征钻井液形成凝胶的能力，反映了

水中溶解会使流体凝胶化。占比约为 75%的支链淀粉

其悬浮能力。由图 7 和图 8 可知，添加 MEA 后钻井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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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所以会将钻井液 pH 值提高到 9～10。图 9 显示，
增加 MEA 浓度会使钻井液 pH 值增加，温度高于
160 ℃后 MEA 的功效减弱。

图5

不同 MEA 浓度和温度条件下的动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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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不同 MEA 浓度和温度条件下的 pH 值

钻井液的滤失速率是钻井液性能的另一个关键参

数。滤失速率大会增加泥饼的厚度，可能会影响钻井
作业，甚至会导致卡钻。如图 10 所示，不添加 MEA
时，淀粉只能在不超过 121 ℃的条件下控制滤失速率，
在较高温度下则失效。而添加 MEA 后，在 160 ℃时

图6

不同 MEA 浓度和温度条件下的表观黏度

钻井液滤失量也显著降低，且 MEA 浓度为 2%时效果
最好。由图 11 可知，与不添加 MEA 时相比，添加 2%
的 MEA 后泥饼厚度显著减小。

图7

不同 MEA 浓度和温度条件下的初切
图 10

不同 MEA 浓度和温度条件下的滤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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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不同 MEA 浓度和温度条件下的终切

的初切和终切均增加。

图 11

160 ℃下不含和含 MEA 钻井液的滤失量及泥饼厚度

考虑到钻井液 pH 值较低会导致管道和钻井设备

2.2 高温对含 MEA 钻井液黏度的影响
为了研究高温对含 MEA 钻井液黏度的影响，使用

的腐蚀并增加钻井液黏度，为保证钻井作业成功，有

了一种高温高压装置——Fann 50 黏度计测定黏度。实

必要监测钻井液 pH 值。由于 MEA 被认为是胺基的弱

验中压力为 1 MPa，恒定转速 150 r/min，温度在 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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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从 24 ℃升至 160 ℃。如图 12 所示，在温度升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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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54 ℃的过程中，含不同浓度 MEA 的钻井液黏度都有
所降低。随着温度继续升高，淀粉完全溶解在水中，

单乙醇胺可用作水基钻井液的新型添加剂以提高

因此钻井液黏度显著增加。与不含 MEA 的钻井液相

淀粉的热稳定性。由于与淀粉形成氢键，单乙醇胺可

比，MEA 的存在不仅增加了钻井液黏度，还增加了水
中淀粉反应的速度。随着温度进一步升高，将破坏淀
粉与 MEA 之间的单体键，导致钻井液黏度下降，但与
不含 MEA 时相比，含 MEA 钻井液黏度下降更缓慢。在
160 ℃条件下，含 MEA 钻井液的黏度最低降低到 49
mPa·s，而不含 MEA 钻井液的黏度降至 20 mPa·s。

以提高淀粉的热稳定性，并防止其在较高温度下被破
坏。实验结果表明，添加单乙醇胺可以改善钻井液的
流变参数（包括表观黏度、塑性黏度、动切力、静切
力等），显著减小钻井液的滤失速率和泥饼厚度，还能
将淀粉的耐温提高至 160 ℃。对于本文所使用的钻井
液样品，单乙醇胺的最佳浓度为 1%～2%。

因此，MEA 可以提高淀粉在较高温度下的热稳定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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