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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庆油田提高采收率的现场应用中，三元复合驱比水驱提高采收率 20 个百分点左右，比聚合物驱提高采收率 6~10 个
百分点。但是由于碱的存在，机采井结垢严重，增加了生产难度及维护强度，成为限制其工业化应用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大庆油田经
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通过先导试验对结垢动态变化、三元体系与油层岩石长期作用进行研究，揭示了钙硅复合结垢机理和规律，首
次建立了结垢定性和定量的预测方法；通过结构设计和低表面能材料纳米喷涂改性，研发出系列防垢举升设备；依据成垢机理，发明
了复合垢防垢剂，清垢率、防垢率均达 85% 以上。通过物理、化学防治措施相结合的方法，油井检泵周期大幅延长，解决了油井因结
垢无法长期连续生产的难题，保障了三元复合驱的大规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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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pplication of enhanced oil recovery in Daqing Oilfield, ASP flooding increases the oil recovery by about 20 % and
6%-10% compared with water flooding and polymer flooding respectively. Nevertheless, existence of alkali causes serious scaling in
the mechanically pumping wells, which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in oil production and the intensity of maintenance, and it is a factor
restricting industrial application of ASP flooding. Pilot in ASP flooding and research on dynamics of scaling and the long-term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SP system and the reservoir rock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Daqing Oilfield. The mechanism of calciumsilicon composite scaling was revealed, and the method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prediction of scaling was established. The antiscaling artificial lifting equipment was developed through structural design and nano-spraying modification of low surface energy
materials. A composite anti-scaling agent with the scale-cleaning and anti-scaling rate above 85%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scaling
mechanism. Through combination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evention, the pump inspection period of oil wells is greatly extended,
and the problem of short continuous production period due to scaling is resolved. This promotes large-scale application of ASP
flo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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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复合驱发挥碱、表面活性剂、聚合物的协
同效应，可大幅度提高原油采收率。大庆油田三元
复合驱先导性和工业性矿场试验，均比水驱提高采
收率 20 个百分点左右 ［1-3］。截至 2021 年年底，三
元复合驱累计产油量已突破 200×105 t，近 5 年的年
产油量均在 40×105 t以上，已成为高含水后期油田持
续稳产的接替技术。
伴随三元复合体系的注入，体系中碱与储层岩
石、黏土矿物相互作用，导致采出液中钙、硅等成垢
离子浓度上升，机采井结垢严重，检泵周期大幅下
降、生产成本大幅上升，成为限制其工业化应用的关
键因素之一。在三元复合驱机采井结垢高峰期，结
垢井比例高达 70%，检泵周期由结垢前 500 d 降到
不足 90 d。以 DQ6P34 井现场应用为例：结垢高峰
期，先后采用抽油机、螺杆泵、电泵、螺杆泵等多种
举升方式，但仍频繁垢卡作业，最短检泵周期只有
10 d， 单 井 平 均 每 年 因 结 垢 增 加 作 业 维 护 工 作 量
4 次，增加作业成本 26 万元，因结垢检泵降低生产
时率少产油 170 t。
三元复合驱结垢防治技术面临的难题有：(1) 垢
质为钙硅复合垢，成因复杂，难以预测；(2) 硅垢质地
坚硬，国内外尚无有效清防垢剂，常规防垢剂的防垢
率不足 10%；(3) 结垢量大、影响因素多，受井底温
度、压力变化影响外，还包括抽油泵结构产生摩擦、
压实等因素。
经过大庆油田科研人员多年的攻关研究，根据
先导试验结垢动态变化特征，创建了三元体系与油
层岩石长期作用实验方法，揭示了钙硅复合垢沉积
的演变机制。量化了温度、压力、离子浓度和 pH 值
主控因素对复合垢沉积的影响，结合现场数据，建立
了钙硅复合垢沉积模型及定量预测方法，工业区块
表1
Table 1

2022 年 8 月（第 44 卷）第 0 期

结垢井预测符合率达 90% 以上。依据成垢机理，发
明了复合垢防垢剂，有机小分子螯合 Ca2+、Mg2+，阻
止晶核生成，高分子链接磷酸基团和羧酸基团，与原
硅酸发生氢键作用，阻止其形成多聚硅酸，防垢率由
不足 10% 提至 80% 以上。对沉积在举升设备上的
复合垢，发明了具有腐蚀低、用量少、速度快的清垢
剂，清垢率达 90% 以上。依据表面能吸附、环形缝
隙流和摩擦学等理论，通过独特结构设计和低表面
能材料纳米喷涂改性，创新研发出长柱塞短泵筒抽
油泵、敞口式防垢泵和软柱塞抽油泵等系列举升设
备。通过应用结垢防治技术，机采井检泵周期由不
足 90 d 延长至 400 d 以上，实现了复合驱机采井连
续生产。

三元复合驱结垢规律

1

结垢特征
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CP)、同步辐
射、 环 境 扫 描 电 镜 (SEM)、 X 射 线 衍 射 光 谱 仪
(XRD) 等仪器分析手段，测试了先导试验的 5 个区
块、300 多口井、14 000 多个采出水样离子浓度和
500 多个垢样数据。
垢样分析结果表明，三元复合驱机采井结垢在
时间上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不同注入阶段垢质组成
差异大，大致可分 3 个阶段：(1) 注入初期 0~0.3 PV，
结垢主要为疏松垢质，主要成分质量分数占比为
CaCO3>50%、 SiO2<20%； (2) 注 入 中 期 0.3~0.5 PV，
结垢由疏松垢质向致密垢质转变，主要成分质量分
数占比为 CaCO3<20%、SiO2>50%，结垢速度变慢；
(3) 注入后期 0.5 PV 之后，结垢主要为致密垢质，主
要成分质量分数占比为 CaCO3<20%、SiO2>70%，垢
质致密，结垢速度慢，具体数据见表 1。
1.1

不同注入阶段垢样成分分析

Analysis of scale sampl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ASP flooding

注入阶段

结垢特点

有机物/%

CaCO3/%

MgO/%

Al2O3/%

Fe2O3/%

SiO2/%

0~0.3 PV

结垢速度快、结垢量大

15.9

55.3

0.84

0.25

0.51

20.09

0.3~0.5 PV

结垢速度变慢

10.57

16.93

0.27

0.15

2.96

66.96

0.5 PV之后

结垢速度慢，垢质致密

9.9

14.9

0.62

0.14

1.1

70.8

对 采 出 液 进 行 跟 踪 分 析， 确 定 Ca2+、 Mg2+、

酸氢根离子浓度下降、碳酸根离子浓度上升；变化曲

Si4+、CO32−、HCO3−、pH 值等结垢敏感性参数，并研

线分别于注入量为 0.4 PV 左右时进行交叉，呈现出

究了结垢敏感性参数的变化规律。进入结垢期之

“剪刀交叉”曲线的特征,与垢质成分演变具有高

后，采出液中钙离子浓度下降、硅离子浓度上升；碳

度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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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3
33

复合垢沉积机理
硅元素含量/%

模拟三元体系及其组分与储层矿物长期作用，
开展了长岩心驱替及垢晶成长微观实验，揭示了碱
对矿物溶蚀产生钙、硅等离子，钙离子与地层水中碳
酸根离子反应成核、硅酸及硅酸根离子脱水沉积在
核表面，二者共生、包裹形成复合垢的结垢机理［4］，

驱替前
驱替后

31
29
27
25

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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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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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点

4

5

出口端

长岩心三元驱岩心矿物中硅元素的变化

Fig. 3 Variation of silicon element concentration in minerals in
long cores during ASP flooding

应用，而钙硅混合垢的沉积预测模型相对复杂且还
属于探索阶段，根本原因在于碳酸钙和有机硅、无机
硅等沉积机理存在本质上的差别［5］。
三元复合驱碳酸钙饱和指数方程
大庆油田三元复合驱碳酸钙的沉积过程中直接
经历的是碳酸氢根转化为碳酸根的二级反应平衡。
因此，可以简化反应级数，以 Oddo-Tomson 饱和指
数法为基础，结合三元复合驱区块的温度、压力、
pH 值和离子强度，对饱和指数进行修正得到碳酸钙
沉积预测模型为
2.1

图 1 钙硅复合垢形成机理
Fig. 1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alcium-silicon composite scale

天然岩心模拟实验表明，溶出 Ca2+、Mg2+与碳
酸根发生离子沉淀反应，迅速降至痕量；溶出 Si4+碱

Is = log ([Ca2+ ][HCO−3 ]) + pH − 11.46 − 2.52 × 10−2 T +
4.86 × 10−5 T 2 + 8.58 × 10−3 p + 1.81m0.5 − 0.56m

性环境下形成原硅酸，发生一聚、二聚和多聚反应生
成硅酸凝胶，最后脱水形成 SiO2，反应过程复杂，且

式中，Is 为饱和指数；T 为温度，℃；p 为压力，MPa；
m 为溶液总离子强度，mol/L。

存在“溶出/沉积”动态平衡，整体呈上升趋势，如
图 2 所示；三元液驱替后岩心中硅元素含量降低，距

2.2

注入端越近，降低幅度越大，如图 3 所示。
硅离子浓度/(mg·L−1)

7.12

2 040

2 000
1 500

4.32

6.4
4.8

1 000

3.2

硅离子尾部取样
钙镁离子尾部取样

500

1.6

0.002
0

3

6

9
12
注入量/PV

15

18

钙镁离子浓度/(mg·L−1)

8.0

2 500

0

图 2 长岩心三元驱采出液离子浓度的变化
Fig. 2 Variation of ion concentration in produced fluids from
long cores during ASP flo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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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复合驱结垢预测方法
准确预测结垢时机、垢质成分、结垢速度对合

理采取针对性防治措施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油田
对碳酸盐垢和硫酸盐垢等无机垢的预测模型已成熟

三元复合驱低聚硅沉积方程
在三元复合驱硅垢的形成过程中发生了从原硅
酸离子，低聚硅离子，到高聚硅沉积的复杂状态。
pH 值、离子强度等物理化学条件，可以调节不同状
态硅的转化，最后高聚硅酸盐沉积、脱水，以无定型
二氧化硅的形式析出结垢。因此，研究低聚硅的转
化起始态浓度，假设硅质量守恒，全部转化为二氧化
硅，便可预测结垢的极限值。采用硅钼黄分光光度
法检测低聚硅离子浓度，将采出液中理论饱和低聚
硅浓度与 pH 值、离子强度之间建立一个指数函数
关系式，得到硅垢的沉积模型为
f (pH, m) = 0.000 01 + 0.001 741e1.086pH + 144.8e−92.02m

钙硅混合垢沉积结垢预测
依据碳酸钙沉积饱和指数方程和低聚硅沉积模
型，得出三元复合驱油井结垢预测模型如图 4 所
示。结合大庆油田三元复合驱先导试验区块油井的
离子化验数据，计算得到其不同生产时间的碳酸钙
结垢饱和指数和低聚硅饱和量，以单井结垢对应关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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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为基础，建立不同结垢时期对应的三元复合驱机
采井钙硅结垢的量化区间。对于三元复合驱新区块
混合垢的预测，先确定水驱后碳酸钙的饱和指数和
低聚硅的理论饱和值，再对混合垢预测模型加以修
正，即可得到准确的混合结垢预测模型。对大庆油
田 521 口井进行结垢预测，复合率达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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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10~1 500 mg/L，矿化度范围为 0~10 000 mg/L，
pH 值范围为 5~11；(2) 现场应用中防垢效果良好，防
垢剂使用浓度为 200 mg/L 时，防垢率可达 90% 以上。
3.3 三元复合驱清垢剂
对已沉积在举升设备上的硅垢，无机酸清垢剂
的溶垢率仅为 50% 左右，不能有效地清除硅垢。为
此，研发了有机酸清垢剂和中性硬垢软化剂，采用清
除方法，保证举升设备的正常使用。
硅垢有机酸清垢剂
由有机复合酸和氟盐等组成的清垢剂，通过溶
解、配位机制，对垢层具有剥离、分散和溶解作用，
对硅垢的溶垢率大于 80%。
3.3.1

中性硬垢软化剂
依据膨润土遇水后膨胀、分散的原理，研发了中
性硬垢软化剂，通过诱导垢质中的碳酸盐结晶发生
晶型转变，使其由堆积致密的方解石晶型转变为结
构疏松的文石晶型，从采出设备表面分散、脱落。
室内利用该药剂对三元复合驱现场垢样进行了
浸泡实验。实验结果表明，采出设备上的致密垢样，
经过中性硬垢软化剂浸泡 2 h 后，表层发生了疏松
和部分垢质脱落的现象；4 h 后，垢样全部坍塌，更多
垢质脱落；6 h 后，垢样被完全软化，呈现分散状态，
体积增加 5 倍以上；8 h 后，垢样分散状态继续增加；
24 h 后，垢样分散体积为未浸泡时的 10 倍以上，垢
质更为疏松。由于该药剂溶液呈中性，具有腐蚀性
低、使用安全特点，可满足不同材质抽油泵清垢需求。
3.3.2

图 4 三元复合驱油井结垢预测模型
Fig. 4 Model for scaling prediction in the ASP flooding wells

3
3.1

三元复合驱清防垢剂
高效碳酸盐垢防垢剂
针对三元复合驱高 pH 值、高矿化度采出液介

质下，碳酸盐垢沉积速度快的特点，合成了丙烯基
醚-烷基丙烯酸钠-甲基乙烯基苯磺酸钠的三元共聚
物碳酸盐垢防垢剂［6-8］。通过稳定立体的多环螯
合金属离子，抑制其与 CO32-生成沉淀；在微晶表面
吸附形成扩散双电层，离子之间相互排斥，阻止微晶
聚集［9-12］。在模拟三元复合驱采出液溶液介质下，

三元复合驱防垢加药工艺

防垢剂使用浓度为 100 mg/L 时，碳酸盐垢防垢率为

4

95.0%，可以有效防垢。

为了保证现场机采井“加够药、加好药”，针对
现有的井口防垢加药装置只有防垢剂注入系统，且注
入速度较慢，无法满足结垢井清垢需要的问题，发明
了三元复合驱油井清防一体化工艺，在原有井口点滴
加药工艺基础上，增设了生产电流监控系统和清垢剂
注入系统，通过自编软件监测机采井清垢电流阈值、
智能调控清防注入流程，实现在线及时清垢、实时防
垢的双重功能。清防一体化加药装置如图 5 所示，主
要包括清防垢剂储药罐、微电脑控制系统、单电机柱
塞泵、定压调节器、高压软管和安全阀等组成。
三元复合驱防垢加药工艺技术特点：(1) 设计了
一体化双柱塞注入泵，掺水量为 200~500 L/d 可调，
精度要求≤5.0 L/d；防垢剂量为 10~25 L/d 可调，精
度 要 求为 0.2 L/d； 清 垢 剂 量 为 1.8 L/min， 精 度 要
求≤0.2 L/min，其中清垢泵具有耐酸性；柱塞耐磨，

3.2

三元复合驱硅垢防垢剂
三元复合驱垢质为钙硅复合垢，对硅垢的防治

技术，国内外文献调研未见报道，常规防垢剂防垢率
不足 10%。依据硅垢成垢机理，即原硅酸通过氧联
反应形成多聚硅酸，再聚集脱水形成无定形 SiO2，研
制了“硅垢化学防垢剂”，是 1 种侧链带有羧酸、磺
酸官能团的高分子共聚物［13-17］，组分中羧基官能
团能够通过氢键相互作用与硅酸分子或其二聚体发
生键接［18-21］。由于高分子链的空间位阻作用，这
些被高分子链接的硅酸分子或其二聚体不能和其它
硅酸分子或低聚体形成多聚硅酸并最终脱水形成不
溶性 SiO2，从而表现出了阻止或延缓硅垢沉积和生
长。硅垢防垢剂特性：(1) 与地层配伍性强，对矿化
度、pH 值适应范围大，适用于采出液中 Si4+离子浓

程杰成：三元复合驱结垢防治关键技术进展

5
量投加清垢剂对地面电脱水设备无影响，无需排液，
满足环保要求；(5) 取消常规清垢车组及专业队伍，
清垢效率大幅提升。

5

三元复合驱专用举升设备
三元复合驱结垢导致抽油机频繁卡泵。从抽油

泵的本身结构看，易造成垢卡，一是在柱塞两端压差
作用下，液体中的不溶性垢在防砂槽内堆积、压实；
二是工艺上柱塞两端存在梢度，停机后油管内液体
中的垢在此处堆积、压实造成卡泵。
5.1
图5

长柱塞短泵筒抽油泵
长柱塞短泵筒抽油泵如图 6 所示，主要包括泵

清防一体化加药工艺

Fig. 5 Integrated process of adding chemicals of scaling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长期运行可靠性好；(2) 设计了转换系统，外径 15
mm，工作压力为 20 MPa；材质为 316L 不锈钢，电动
切换；(3) 设计了监测储存系统，随时可以记录电流
的变化，数据采集频率任意选，实时监控数据的变
化；(4) 设计了微电脑运算系统，判断分析抽油机运
行情况，配有相应的驱动电路。
清防一体化加药工艺优势：(1) 根据电流波动情
况，自动确定清垢剂加药时机；(2) 根据电流变化情
况，自动调节防垢剂加药浓度；(3) 在线自动加药，不
受天气及管理因素影响，清垢及时率达 100%；(4) 少

图6

筒上加长管、泵筒、柱塞、泵筒下加长管和固定阀
等。泵的特点：(1) 柱塞与泵筒表面均采用高硬度、
光洁度好且抗磨蚀的合金材质进行改性防垢处理，
且涂层与基体的结合力为冶金结合，结合力更强，通
过提高摩擦副表面的硬度及耐腐蚀性能，保持表面
较高光洁度以实现防垢；对垢的适应性增强，可延缓
柱塞及泵筒表面结垢，与电镀铬层相比，具有更好的
防垢性能；(2) 采用长柱塞短泵筒结构，柱塞始终处于
泵筒外，柱塞在泵筒两端的刮削和油液扰动下，不易
在泵筒沉积结垢；(3) 取消防砂槽，改用等直径光柱
塞，减少防砂槽内结垢的沉积几率；(4) 通过采用自动
调节刮垢环设计，减轻泵筒的垢沉积，防止卡泵。

长柱塞短泵筒抽油泵结构

Fig. 6 Structure of oil well pump with long plunger and short cylinder

5.2

敞口式防垢抽油泵

死点柱塞与泵筒分开，进入泵筒中的垢可被液流带

敞口式防垢抽油泵的结构如图 7 所示，主要包

走，防止停机卡泵；(4) 柱塞上端设计成刮垢结构，游

括泵筒、出油接头、合金柱塞、游动阀、固定阀等。

动阀由 2 个减为 1 个，柱塞中空部分成为容垢空间，

泵 的 特 点： (1) 柱 塞 去 掉 沉 砂 槽 ， 减 小 表 面 结 垢 ；

大幅降低了运行卡泵几率；(5) 泵筒上端变径敞口设计，

(2) 柱塞两端均有刮垢刀片，运行过程中刮垢；(3) 上

使柱塞平稳进入泵筒；(6) 通道畅通，提高了酸洗效果。

图7

多功能防垢卡抽油泵结构

Fig. 7 Structure of oil well pump with function of anti-scaling stuck

石油钻采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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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inhibitor in the ASP flooding in Daqing

应用前景及发展方向

Oilfield［D］.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我国绝大多数老油田采收率高达 28.5%，已接
近水驱开发极限，陆上已开发油田采收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发现 1 个 10 亿 t 的大油田。
现场应用结果表明，三元复合驱比水驱提高采收率
20 个百分点左右。国内适合地质储量 73.8×108 t，应
用该技术，将增加可采储量

2022 年 8 月（第 44 卷）第 0 期

14.7×108

t，三元复合驱

已成为我国陆上进入高含水开发阶段的老油田挖潜
主要开采方式。针对三元复合驱油井结垢问题，形

2013.
［5］ 赵梓涵. 油田结垢预测及防垢技术的研究进展［J］.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学报, 2018, 38（5）：19-23.
ZHAO Zihan. Research progress on scaling prediction
and scaling prevention technology in oilfields［J］.
Journ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 Chemical
Technology, 2018, 38（5）: 19-23.
［6］ 陈敏烨. 一种新型三元复合驱防垢剂的合成及评价

［J］. 大庆石油学院学报, 2007, 31（3）：50-52.

成了以结垢预测、物理耐垢、化学防垢、清垢解卡为

CHEN Minye. The synthesis and evaluation of scale in-

核心的清防垢举升技术，解决了“三元驱机采井因

hibitor for ASP flooding［J］. Journal of Daqing Petro-

垢导致检泵周期短”的采油工程技术瓶颈，与未采
取措施前相比，油井检泵周期延长 3~4 倍，单井每年

leum Institute, 2007, 31（3）: 50-52.
［7］ 黄晶, 罗戏雨, 陈元虎. 油田注水结垢及阻垢剂研究进

展［J］. 当代化工, 2019, 48（1）：183-186.

减少作业 3~5 次，既降低工作量、减少生产成本，又

HUANG Jing, LUO Xiyu, CHEN Yuanhu. Research pro-

提高了三元驱机采井运行时率，为复合驱工业化应

gress in scale formation and scale inhibitors in

用提供了工艺保证。

oilfields［J］. Contemporary Chemical Industry, 2019,

随着新材料、新工艺和信息科技的发展，研究和
开发综合性能好、使用范围宽的清防垢剂以及智能
应用技术是目前研究的热点。清防垢技术的进一步
发展方向：(1) 结垢机理由井筒向储层多维度全过程
研究发展；(2) 研制开发兼具防垢、清垢的一体化药
剂 定 点 靶 向 加 药 工 艺， 进 一 步 提 升 清 防 垢 效 率 ；
(3) 开发清防垢技术专家系统，集成已有技术成果，

48（1）: 183-186.
［8］ 左景栾, 任韶然, 于洪敏. 油田防垢技术研究与应用进

展［J］. 石油工程建设, 2008, 34（2）：7-14.
ZUO Jingluan, REN Shaoran, YU Hongmi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advances of scale control methods in oilfield［J］. Petroleum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2008,
34（2）: 7-14.
［9］ 马淑清, 刘健, 高清河, 等. 三元复合驱结垢及化学防垢

融合大数据分析、计算机应用等新技术，将结垢预

剂研究进展［J］. 当代化工, 2016, 45（8）：1983-1985.

测、方案及效果评价模型化、定量化，现场管理及操

MA Shuqing, LIU Jian, GAO Qinghe, et al. Research

作中隐形经验显性化，提升清防垢诊断决策技术水平。

progress in scale formation and chemical scale inhibitors
of ASP［J］. Contemporary Chemical Indust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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