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国家技术发明奖提名公示内容 

 

一、项目名称： 

深层复杂储层纳米复合钻完井液技术及应用 

二、提名者：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三、提名意见： 

我国深层非常规油气储藏丰富却存在高温高压高盐

及微孔与水气窜等客观极端环境，增产油气和安全生

产面临巨大挑战，创新钻完井技术特别迫切。 

本团队历经 15 年持续攻关，发明了纳米可控剥离分

散与高效处理剂体系，形成高度集成化纳米复合钻完

井液技术，属原始创新性系统技术，未见报道；取得

抗高温功能流体、储层承压能力大幅提高 98%、阻隔

性固井防窜等显著成效，形成主要发明点： 

(1)发明可控剥离分散与高效纳米成核方法及多功能

一体化纳米复合处理剂体系，具有集抗高温、高活 

性、润滑与胶凝性于一体化的多功能性显著特征， 

并建成万吨级工业生产线，开创了纳米复合处理剂大 

规模生产及深层复杂储层钻完井高效应用新技术，国 

内外迄今处于领先地位。 

(2)发明多功能高效纳米复合钻完井液及高难度井应

用技术，抗高温润滑封堵性相变可控纳米复合钻完井



液，用于储层快速形成阻隔层、活化微孔道及高效堵

漏防塌，与国内外先进技术相比，取得较显著经济社

会效益。 

(3)发明颗粒密堆积纳米填隙的高强度低模量阻隔性

防窜水泥浆技术，与国内外先进技术比较，纳米复合

水泥性价比高，纳米复合石渗透率和杨氏模量降低率，

以及力学强度与固井二界面强度提高率，处于领先水

平，在气井、盐膏层井、储气库井应用，解决许多现

有技术难以克服的高难问题，取得较显著经济社会效

益。 

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中国特色纳米复合处理剂及

其钻完井液技术，进行有效高效推广应用。 

获授权发明专利 25 件(国外发明专利 3 件)、国家

优秀发明专利奖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15 件、软件著作

权 7 项；国家和企业标准 6 项；中英文专著 5 部；论

文 202 篇，他引 1311 次，社会效益特别显著。 

纳-微米复合钻完井液体系创制及工业应用，获中

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 1 等奖等多项奖励。 

专家鉴定评价意见是，该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其中层状硅酸盐原位剥离片层、纳米中间体及可

控分散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经审查，推荐书及附件材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



填写符合国家科技奖励要求，候选人、候选单位、知

识产权和应用单位经公示无异议。对照国家技术发明

奖授奖条件，推荐该项目申报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四、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油气井工程领域。 

深层非常规油气是我国油气资源主体，具有储量丰

富及低渗致密微孔储藏特征，处于高温高压高盐与易

损害易漏失等极端环境，长期形成的现有钻井完井液，

很难克服这类复杂储层高效勘探开发的重大挑战，创

制多效能一体化的纳米复合处理剂特别迫切。 

本项目历经 15 年持续攻关，国家、企业科技立项

持续支持，发明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深层复杂储层钻完

井液技术，形成原始创新性集成化且适于油基和水基

等多种流体的纳米可控分散处理剂，并配套完整的设

计与企业标准体系，经现场长期持续推广应用，在钻

完井增产增效、固井防窜以及高性价比纳米复合处理

剂大规模生产和推广应用等方面，取得显著突出的经

济社会效益。主要技术发明创造如下： 

(1)发明可控剥离分散与高效纳米成核方法及多功能

一体化纳米复合处理剂体系， 

纯化精制聚合级层状硅酸盐，突破其悬浮体插层反 



应工业工艺瓶颈，创建纳米结构中间体及其共聚原位

反应和熔融剪切剥离片层纳米分散工艺；设计高分子

链可控取向与最小熵变，形成高效纳米成核技术；发

明了层状硅酸盐原位可控剥离纳米分散与高效纳米复

合技术，突破了纳米分散团聚失活与应用失效重大关

键，形成自主知识产权高效复合处理剂体系-抗高温

277C 乳化剂、高表面性微球堵剂、高活性短纤维堵

剂、抗温 390C 润滑剂、抗高温凝胶剂与胶凝剂及成

核剂，具有集抗高温、高活性、润滑与胶凝性，形成

集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型高效处理剂，建成万吨级工业

生产线，开创了纳米复合处理剂大规模生产及深层非

常规复杂储层钻完井高效应用新技术，迄今，在国内

外处于领先地位。 

(2)发明多功能高效纳米复合钻完井液及高难度井应 

用技术，优化纳米悬浮匀化工艺，调制抗高温润滑与 

相变的多功能纳米复合钻完井液，创建储层纳-微米 

尺度孔道分布模型及其封堵系数与高效渗透封堵堵 

漏的防塌设计方法，形成纳米复合微球多功能阻隔性 

封堵技术，突破了现有钻完井滤液侵入储层深度难控、 

多次污染及防塌承压能力低的关键难题，创现场储 

层保护渗透率恢复值 97%、承压能力提高 98%新纪录， 

实现了高保真取芯作业及纳米复合处理剂增产方法； 



突破超深井处理剂高温降解润滑失效、大位移井阻力 

大与井壁坍塌重大难题，与国内外先进技术相比， 

润滑系数低达 0.03-0.07、平均井缩径 4.1%、创钻井 

周期缩减 1 年及亚洲最深井高效完井纪录，井下事故

率和钻井液成本大幅降低，单井产量显著提高。 

在胜利、新疆、四川等油气田超高温复杂深井等应

用，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 

(3)发明颗粒密堆积和纳米填隙的高强度低模量阻隔

性防窜水泥浆技术，创新水泥颗粒间纳米分散填隙 

模型和设计，优化球形/线型纳米成核法，突破抑制 

有害氢氧化钙含量及其形态控制关键，发明了高强度 

零析水零收缩率纳米复合水泥；发明粘弹性纳米复合 

处理剂调控水泥石弹塑性与模量方法，形成高强度低 

模量高胶结性水泥，创建纳米微球/晶须控制水泥胶 

结固化脆性岩石固井技术；调控纳米填隙水泥强界面 

胶结阻隔性，发明了阻隔性纳米复合水泥防水气窜方 

法。与国内外先进技术比较，纳米复合水泥性价比提 

高，水泥石渗透低达 0.0038mD、杨氏模量降低 20- 

40%及强度提高了 30%而固井二界面强度提高 29% 

以上。 

创建纳米复合水泥固井长周期生产稳产技术，解决许 

多现有技术难以克服的高难问题，在胜利、大港、四 



川、新疆油田等的气井、盐膏层、储气库井，以及高

难度与超深井钻探应用，取得安全稳产的显著经济社

会效益。 

自主知识产权纳米复合处理剂与钻完井液，经推

广应用，已形成我国独立自主的深层非常规复杂储层

油气井钻完井液及固井液技术，对推动油气行业技术

进步和不断提升钻井核心技术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前景广阔。 

获授权发明专利 25 件(国外发明专利 3 件)、国家

优秀发明专利奖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15 件、软件著作

权 7 项；国家和企业标准 6 项；中英文专著 5 部；论

文 202 篇，他引 1311 次，社会效益特别显著。 

纳-微米复合钻完井液体系创制及工业应用，获中

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 1 等奖等特多项奖

励。 

专家鉴定评价意见是，该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其中层状硅酸盐原位剥离片层、纳米中间体及可

控分散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五、客观评价： 

1、成果鉴定意见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在北京



主持召开了“纳米复合钻完井液技术及工业应用”项目

科技成果评价会，评价委员会的同行院士、专家，形

成评价意见：该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层

状硅酸盐原位剥离片层、纳米中间体及可控分散技术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2、查新报告 

中国科学院国家一级查新机构和教育部查新站的查新

报告结果表明：除委托方的有关研究外，未见与本项

目三个发明点相同文献的研究报道； 

未涉及/未见纳米结构中间体、纳米成核原理、纳米

中间体可控分散技术及高效处理剂与可控分散流体的

研究等报道。 

3、中国化学会高分子专业委员会评价 

  查新报告中，中国化学会评价 “在聚合物-无机纳米

复合材料产业化中，纳米粒子分散、分散效果或者纳

米效应是最关键的基本问题…….层状硅酸盐原位分

散是最优化的，在多种聚合物中获得迄今最好的纳米

效应。” 

 4、早在 2005 年，国际最大著名出版集团 ELSEVIER

出版，通过国际同行专家评审后，出版本项目第一发

明人柯扬船的专著(Polymer-layered silicate and silica 

nanocomposites, Elsevier, Amsterdam,ISBN0-444-5157 



04,2005,5,高聚物层状硅酸盐和氧化硅纳米复合材料）。 

•该代表性英文专著，为国内该领域首次发表，SCI 他

引 150 多次,在美、英、加拿大和印度等几十国传播有

良好影响。 

 •荷兰科学家评价“首次报道在聚合物中有机化粘土

取得真正改进”(The first real improvements of organic 

clay are reported on development of polymers. 见,Van D 

V, Molenaar. M. F, Besamusca A A, Nanotechnology for 

binders of asphalt mixtures.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The Netherlands, 2008)。 

5、发表论文的客观评价。 

论文 202 篇，SCI 等他引 1311 次。 

  •代表性论文 1(Y C Ke,C F Long, Z N Qi, J.Appl. 

Polym.Sci.1999,71:1139-1146)被引 410 多次。国家科技

部信息所将论文 1 列为 1998-2007 连续 10 年高引次论

文(见，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2008，P22)。 

 6、国际著名同行和国际著名顶级跨国公司合作 

 •美国加州戴维斯大学美国国家工程院士 Bruce Gates、

杰出教授 P.Stroeve，邀请合作研究纳米复合材料及交

流访问和签订协议(查新检索报告、邀请信)。 

•国际会议和国内石油学会邀请大会报告及国际著名

顶级跨国公司邀请第一发明人柯扬船加入咨询团队 



  美国波士顿国际 2016 NanoWorld 会议、法国 Total

集团公司等，邀请作纳米技术在石油和非金属领域应

用的全体/主题报告；沙特 Saudi Aramco 在英国分支

AMI 公司邀请柯扬船加入咨询团队，国际良好评价(见，

附件邀请信函)。 

7、中国石油集团建立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纳米化学

重点实验室分室，集中推动纳米技术对传统技术的颠

覆性改造及广泛应用（见 CNPC 纳米化学重点实验室

批件)。 

8、获国内外纳米复合处理剂和钻完井液发明专利 

本发明获得了中国授权发明专利 20 件、美国和欧洲专

利 3 件及国家发明优秀专利奖 1 项，核心专利向企业

许可转让并成为建立 1 万吨级处理剂装置的技术保障，

纳米复合处理剂的知识技术积累深厚，先进性、新颖

性、原创性和实用性特色显著。 

9、自 2001 年始，骨干成员连续三届成为国家级创新

群体，长期深入研究深层非常规油气钻井液理论与技

术，成为本项目不断突破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2018 

年最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51821092)更表明

本项目在国家高层次基础前沿的持续支持。 

 

六、应用情况： 



迄今，本项目将发明的处理剂、钻井液和固井液成

果持续不断向国内各大油田现场应用，并正逐步向国

外油田现场推广。在胜利、新疆、四川、华北、大港

等深层非常规油气田油气井和储气库，以及国外这类

油气田油气井推广应用，均取得良好效益。 

 

七、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 
知识产权 

（标准） 

类别 

知识产权（标

准）具体名称 

国家 

（地

区） 

授权号（标

准编号） 

发明人（标准

起草人） 

发明专利

（标准）有

效状态 

发明专利 纳米微乳液及

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 

中国 ZL201510830

870.6 

柯扬船，白云

峰 

有效专利 

发明专利 一种聚丙烯酰

胺纳米复合材

料及其制备方

法和应用 

中国 ZL201510136

659.4 

柯扬船，袁翠

翠，王霞 

有效专利 

发明专利 一种油气储层

保护的钻井完

井液 

中国 ZL201010552

940.3 

柯扬船，李硕

娜 

有效专利 

发明专利 渣油阻燃剂组

合物与阻燃聚

烯烃复合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 

中国 ZL200910300

928.0 

柯扬船，李京

子 

有效专利 

发明专利 Electropositive 

production well 

treating fluid 

and method of 

preparing the 

same 

美国 US7323434

B2 

Changming 

Su, Rushan 

Liu, Weiping 

Xu, Zengchen 

Guan, Peizhi 

Yu, Xiushan 

Liu, Jiafen Li, 

Baoyu Guo, 

Yingchun Cui, 

Caixuan Guo, 

Jing Li 

有效专利 



发明专利 一种钻井用微

裂缝微纳封堵

材料及制备方

法 

中国 ZL20131051

0834.2 

张鹏 蓝强 

李公让 乔军 

郑成胜 徐运

波 张虹 武

学芹 

有效专利 

发明专利 一种耐高温共

聚物油井水泥

缓凝剂及其制

备方法 

中国 ZL20141064

3111.4 

于永金 夏修

建 刘硕琼 

靳建洲 齐奉

忠 袁进平 

徐明 冯宇思 

有效专利 

发明专利 一种固井用水

泥浆稳定剂及

其制备方法与

应用 

中国 ZL20151033

0025.2 

于永金 靳建

洲 夏修建 

徐明 刘硕琼 

袁进平 齐奉

忠 韩琴 

有效专利 

发明专利 煤层气井固井

用低温早强剂

及含其的固井

用水泥浆 

中国 ZL20141037

7153.8 

于永金 靳建

洲 徐明 齐

奉忠 刘硕琼 

袁进平 张华 

刘子帅 张弛 

有效专利 

发明专利 一种膨胀韧性

固井水泥浆及

其制备方法 

中国 ZL20141063

8311.0 

靳建洲 徐明 

刘硕琼 张华 

袁进平 于永

金 齐奉忠 

李勇 刘子帅 

有效专利 

 

八、主要完成人情况： 

序号 主要完成人 主要完成人所在单位 

1 柯扬船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 刘硕琼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3 李公让 中国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4 乔军 中国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5 苏长明 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6 邓金根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九、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本项目团队主要成员通过多年密切合作完成： 

共同研发、立项和推广纳米技术，由此优质完成了“十

二五”期间的国家油气科技重大专项“复杂结构井储

层损害评价与保护技术”，形成纳米复合处理剂及应用

技术，取得了显著现场应用效果。 

共同研发、立项和推广纳米技术，由此优质完成了“十

三五”国家油气科技重大专项“纳-微米结构钻井液润

滑剂及其应用技术”，取得了良好现场应用效果。 

共同研发、共同立项、共同推广纳米技术，由此优质

完成了“十三五”国家油气科技重大专项“薄互层低

渗油藏开发优快钻井技术”，取得了较大现场应用效益。 

共同研发、立项和推广纳米技术，连续获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项目及中石

油和中石化科技攻关项目支持，均取得现场应用实效。 

共同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特等奖等多个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