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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式紧凑型高压电场破乳器的性能试验
董建宇1

陈家庆1 姬宜朋1

王春升2 尚超2 张明2

1.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深水油气管线关键技术与装备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2.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研究中心

摘要：为了探究油包水型乳化液在电场破乳过程中分散相水颗粒粒径的实际分布情况，并依据粒径
变化规律得出最优电场参数，基于自主设计研制的管式紧凑型多流道高压电场破乳器，使用 G600
型聚焦光束反射测量仪和高频/高压脉冲交流电源，搭建了一套高压电场破乳动态测试评价系统。
在验证评价系统有效性的基础上，系统开展了电场强度、频率、占空比及含水率对管式紧凑型高压
电场破乳器破乳性能影响的测试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所配制 30％含水率的白油乳化液，破乳
最优电场参数组合为场强 1.2 kV/cm、
频率 1 500 Hz、
占空比 45％。相继变更白油乳化液的含水率为
20％和 40％，
得到最优电场强度分别为 1.65 kV/cm、
1.05 kV/cm，
最优频率分别为 2 000 Hz、
1 500 Hz，
表明随着乳化液含水率增加，破乳所需最优电场强度逐渐降低，最优频率也呈减小趋势。自主研发
的高压电场破乳测试评价系统和评价方法，能够准确有效地表征乳化液中分散相粒径分布的变化
规律。（图 17，表 2，参 22）
关键词：高压电场破乳；管式电场破乳器；粒径分布；聚焦光束反射测量仪；动态测试评价
中图分类号：TE6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6047/j.issn.1000-8241.2021.12.010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Performance test of compact tubular high-voltage electric field coales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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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actual change in the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the dispersed phase water droplets of the
water-in-oil emulsion in the electric field demulsification process, and obtain the optimal electric field parameter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rules of the particle sizes, a dynamic test evaluation system for high-voltage electric field demulsification
was set up with a self-developed compact tubular high-voltage electric field coalescer, a G600 focused beam reflectance
measurement instrument and a high-frequency/high-voltage pulsed AC power supply. On the basis of testing and verify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tests of evaluation for the impact of the electric field intensity, frequency, duty
cycle and water content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mpact tubular high-voltage electric field coalescer were conducted
systematically. The test results indicate that: for the prepared white oil emulsion with a water content of 30%, the optimal
combination of electric field parameters for demulsification comprises an electric field intensity of 1.2 kV/cm, a frequency of
1 500 Hz and a duty cycle of 45%. With the water content of the white oil emulsion changed to 20% and 40% successively,
the optimal electric field intensities obtained are 1.65 kV/cm and 1.05 kV/cm, and the optimal frequencies are 2 000 Hz and
1 500 Hz respectively,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optimal electric field intensity decreases gradually with the water content
of the emulsion increasing. Meanwhile, the optimal frequency also presents a trend of decreasing. The self-developed test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evaluation method for high-voltage electric field demulsification can accurately and effectively
characterize the change rules of the particles size distribution of the dispersed phase in the emulsion. (17 Figures, 2 Tables,
22 References)
Key words: high-voltage electric field demulsification, tubular electric field coalescers,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focused
beam reflectance measurement (FBRM) instrument, dynamic test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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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范围内原油劣质化和重质化趋势的不

环形流道高压电场破乳器、
3 层环形流道高压电场破乳

断发展，上游油气集输处理系统、下游炼油企业原油

器，试验探究了电极结构尺寸、流量、含水率、场强及频

电脱盐等环节出现油水乳化的频次和乳化液总量逐

率等因素对动态破乳效果的影响，但仍未克服离线测

渐增多。尤其是针对老化原油回收处理、电脱盐罐内

量评价手段的局限性。聚焦光束反射测量仪（Focused

中间乳化层回抽处理、海上中心平台因回接开发导致

Beam Reﬂectance Measurement，FBRM）是一款先进的

的已有电脱水器性能下降等问题，迫切需要研制开发

样品实时在线检测仪器，在过程工业领域颗粒表征分

[1-8]

。近年来，国外始

析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但将其应用于油水乳化液电场

终围绕交流电场与交流/直流双电场开展高压破乳技

破乳动态测试评价试验研究的文献并不多。孟浩等[21]

术的研究，其电场破乳设备先于中国向紧凑高效方

尝试基于 FBRM 对管式高压电场破乳器进行动态破

紧凑高效的高压电场破乳设备

[9-12]

向发展

。其中，管式紧凑型高压电场破乳器作为

乳性能评价，但因采用连续“加电-断电”的试验方法，

一种新型电场破乳设备，其理念近十多年来得到了

乳化液在加电破乳后尚未完全恢复初始状态的情况

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较为成型的

下即受到后续电场作用，同时也未考虑乳化液循环用

技术有挪威 Fjords Processing AS 公司的紧凑型静电

蠕动泵与剪切机振动对测试结果的负面影响，致使测

聚 结 器（Compact Electrostatic Coalescer, CEC）与 美

试结果的重复再现性较差，每进行 3 次“加电-断电”操

国 FMC Technologies 公司的管式静电聚结器（Inline

作就需要重新校准乳化液平衡状态。为此，基于自主

Electrostatic Coalescer, IEC）。 虽 然 CEC 技 术 已 有 不

设计的管式多流道紧凑型高压电场破乳器，采用 G600

少于 5 处工程应用，但其主体结构由多个带绝缘涂层

型 FBRM 和高频/高压脉冲交流电源，搭建了一套全

的圆筒状金属高压电极和不带绝缘涂层的圆筒状金属

新的动态电场破乳测试系统并完善试验方法，在证明

接地电极同心嵌套而成，流道截面为单个或多个圆环

测试方法有效性以及测试结果重复再现性的基础上，

形，因此，处理量略微增大后立式压力容器结构布局不

系统考察电场参数及含水率对动态破乳特性的影响，

够紧凑的不足较为明显。IEC 技术的主体结构由多块

从而进一步优化结构设计。

平行板状电极和圆柱管壳状电极组成，形成沿管道轴
心线平行布置的多个准矩形流道，其存在无法充分发
[13-15]

挥湍流对破乳聚结的积极影响等不足

1

高压电场破乳试验

1.1

动态电场破乳性能测试评价系统

。显然，有

必要自主设计研发新型管式紧凑型高压电场破乳器。
为了研究高压电场破乳器的电场破乳特性，
国内外
大部分学者主要采用取样后异位显微观测的测量评价

1.1.1 管式多流道紧凑型高压电场破乳器
管式多流道紧凑型高压电场破乳器室内试验样机

手段[16]。Alinezhad 等[17]利用自行设计的 3 层同心圆筒

主要由入口腔室、工作腔室（静电聚结区）
、出口腔室、

组合立式环形静电聚结破乳试验设备，
探究了非均匀电

高压电极及配套组件等组成（图 1）
。在工作过程中，油

场下电压、
含水率、
温度等因素对电场破乳效率的影响，

包水（W/O）型乳化液流经入口腔室后进入工作腔室，

但试验过程仅为原油乳化液静态破乳，而且受电源条

随后均匀进入静电聚结区内 7 个呈圆形分布、结构完

件制约未讨论电场频率的影响；
金有海等[18-20]基于单层

全相同的六边形单元流道，每一个单元流道中心处均

图1

管式多流道紧凑型高压电场破乳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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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一根带绝缘涂层的圆柱电极，即在每一根电极与

强较高，靠近接地极附近的场强较低，同样的计算结果

流道内壁之间均形成一环形非均匀电场。乳化液在流

也可由数值模拟得出，基于 COMSOL 电场模拟得到环

动过程中受到环形非均匀电场作用，分散相水颗粒迅

形空间内场强分布趋势（图 2b）
。为了区分不同电压下

速聚结长大，破乳后的乳化液进入出口腔室，由侧面出

的电场强度分布，
试验选取了环形空间内最靠近电极绝

口流出。高压电场破乳器所用电极为棒状绝缘电极，
绝

缘层处的位置作为参照点，
并基于式（1）计算得到 30％

缘层为聚全氟乙丙烯（FEP）粉末喷涂制成。

含水率白油乳化液在试验工况下施加的电压峰-峰值与

在每个单元流道内，高压电极与接地极均采用“同

参照点电场强度的对应关系（表 1）
。

心圆柱+六边形筒状”结构（图 2，其中 R 1 为电极金属

ε 1U

E=

部分半径，R 2 为电极绝缘层外径，R 3 为六边形流道内

（1）

ε 2lnR2 ε 1lnR3
R
+
R1
R2

切圆半径），在对环形空间内的电场强度进行计算时，
可将该计算模型近似看作同心圆环形非均匀电场，其

式中：E 为环形空间内特征点电场强度，kV/cm；R 为

场强计算式如式（1）所示。由式（1）计算结果可知，环

特征点到电极中心点的距离，cm；U 为所施加的电压

形空间内的电场强度呈现非均匀分布，
靠近电极处的场

值，kV；ε 1、ε 2 分别为电极绝缘层和乳化液的相对介电
常数。
表1

30% 含水率白油乳化液在试验工况下不同峰-峰值电压
对应的参照点电场强度表

峰-峰值电压/V

（a）内部结构

1.1.2

场强/
场强/
峰-峰值电压/V
-1
-1
（kV · cm ）
（kV · cm ）

1 000

0.6

2 500

1.5

1 500

0.9

3 000

1.8

2 000

1.2

3 500

2.1

高压电场破乳动态测试评价系统
高压电场破乳动态测试评价系统（图 3）主要由乳

化液供料罐、乳化液回收罐、搅拌器、蠕动泵、IKA T50
型在线剪切机、管式多流道紧凑型高压电场破乳器、
G600 型 FBRM 以及高频/高压脉冲交流电源等组成。
乳化液供料罐和乳化液回收罐由亚克力材料制成，容
积均为 14 L，所用高频/高压脉冲交流电源为自主研
制的第 3 代高频/高压脉冲交流电源，能够实现电压

（b）电场强度分布云图
图2

电场破乳器单元流道内部结构示意图及电场场强分布云图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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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 kV、
频率 50~5 000 Hz、
脉冲占空比 5％~45％无

高压电场破乳动态测试评价系统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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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调节，同时提供输出电压、波形、频率及电流的监

1.2

试验步骤

测端口，能够对电源输出的电场参数进行实时监测。

原油黏度通常较高、透光性较差，给试验装置的

在工作状态下，搅拌器、蠕动泵及剪切机同时开启，

清洗及可视性造成了较大困难，同时，试验需要多次

装置易发生较大振动，致使 FBRM 探头的视野范围

添加并更换试验材料，
大量原油废液的处理排放问题难

不断发生变化，影响测量结果。因此，将承载 FBRM

以解决。考虑到试验的主要目的是为探究电场参数及

探头的结构单独分离出来，将其通过软管与系统管

含水率对装置破乳效果的影响，
因此，
试验所需 W/O 型

路连接。

乳化液采用 10# 食品级白油和超纯水在特定剪切条件

G600 型 FBRM 是评价管式多流道紧凑型高压电

下配制而成。白油由景山石油化工厂提供，
其运动黏度

场破乳器破乳性能的关键设备，其为瑞典 METTLER

3
为 8.16 mm2/s（40 ℃）
、
密度为 820 kg/m（20
℃）
、
闪点为

TOLEDO 公司推出的最新一代复杂流动体系颗粒粒径

110.3 ℃、折光率为 1.466（20 ℃）
。同时，为确保乳化液

在线测试分析仪器，
主要由 FBRM 主机、FBRM 探头构

具有足够的稳定性，配制过程中使用天津福晨化学试

成。根据 FBRM 探头的结构及弦长测量原理（图 4）可

剂厂生产的 Span 80（山梨糖醇酐油酸酯）乳化剂，其为

知，激光发生器产生的红外线通过光导纤维进入电子

一种油溶性的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
密度为 1.068 g/cm3

光束分离器，形成沿轴线均匀分布的激光束，随后激光

（20 ℃）
、黏度为 200~2 000 mPa · （
s 20 ℃）
，呈琥珀色。

束通过高速旋转棱镜组偏离探头原有轴线，并在合成

配制乳化液所用去离子水的密度为 0.998 g/cm3 (20 ℃ )，

蓝宝石窗口外侧 2 mm 左右聚焦，光束在高速旋转过

按照 5 g/L 剂量添加 Span 80，
乳化时在线剪切机的剪切

程中对视野内的“颗粒”进行扫描（扫描速度恒定），红

转速恒定为 10 000 r/min，
搅拌器转速为 300 r/min。

外线激光在颗粒表面发生散射，一部分散射光反射回

高压电场破乳性能试验的操作流程：①根据不同

FBRM 探头内部并最终到达探测器，进行数据分析。

含水率要求按比例将一定量的白油、超纯水与 Span 80

试验设定红外线激光沿扫描方向以 v b=2 m/s 的速度

注入乳化液供料罐中，
打开乳化液供料罐的进出口阀门

进行扫描，假定激光扫过任意一个分散相颗粒的过程

并启动蠕动泵，使其在系统中形成“乳化液供料罐出口

中反射信号持续时间为 Δt ，图 4 中的 Δt 1、Δt 2、Δt 3 代

→蠕动泵→T50 型在线剪切机→管式多流道紧凑型高

表激光扫过 3 个不同分散相颗粒所接收到的反射信号

压电场破乳器→G600 型 FBRM→乳化液供料罐入口”

持续时间，则激光扫过的任意颗粒弦长可通过 v bΔt 进

的循环剪切流动模式，随后打开 IKA T50 型在线剪切

行计算。以弦长统计数据为基础，以 2 s/次的频率进

机并设定剪切转速。当乳化液在系统中的流动状态相

行测量，通过统计不同弦长颗粒在单位时间内出现的

对稳定后，打开高压电场破乳器出口端的排气口，将腔

次数，得到试验过程中不同大小颗粒随时间的变化曲

内气体排空，使得乳化液充满整个聚结器腔体。②当

线；
同时对以上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得出不同时刻弦长

乳化液充满聚结器后，关闭排气口，打开搅拌器，促进

[22]

。在本次试验研究中，选用平方加权法

油水快速混合，通过 G600 型 FBRM 的电脑数据采集

计算分散相水颗粒的平均弦长，基于 FBRM 的弦长计

端观察分散相水颗粒的粒径分布。③待各粒径区间水

算和统计结果，可近似以弦长分布变化表征液滴粒径

颗粒数目以及中位粒径、平均粒径基本达到稳定状态

的变化规律，试验中所得粒径数据实际上均为 FBRM

后，关闭搅拌器，根据试验目的设置电场参数，根据试

测量所得分散相液滴的弦长计算值。

验要求控制通电时间，通过所得到的分散相水颗粒的

的分布曲线

粒径分布曲线，对管式多流道紧凑型高压电场破乳器
在特定电场环境下的破乳聚结效率进行分析。④停止
加电以后，仍通过 G600 型 FBRM 的电脑数据采集端
观察乳化液水颗粒的粒径分布，并再次开启搅拌器，等
待一段时间以后，观察到分散相水颗粒的粒径分布与
上一次加电前的状态相差不大时，即可关闭搅拌器，准
备进行下一组电场参数的破乳聚结试验；
若等待较长
图4

G600 FBRM 的探头结构及其测量原理示意图

时间后分散相水颗粒的粒径分布与上一次加电前的状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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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相差较大，则需要关闭 IKA T50 型在线剪切机与蠕

为明显的水颗粒，
而施加电场 1 min 后的乳化液供料罐

动泵，通过高压电场破乳器底部放空阀对其进行排空，

底部沉积有大量肉眼可见的水颗粒。

将放空出来的乳化液再次倒入供料罐后重新开启剪切

2.1.2

G600 型 FBRM 测试方法的有效性是通过 G600

机与蠕动泵，待粒径分布回到上一次加电前的状态时
再进行下一组电场参数的破乳聚结试验。

G600 型 FBRM 测试方法的有效性验证

FBRM 电脑数据采集端得到的乳化液分散相水颗粒

通过分析电脑数据采集端得到的若干组基于不同

的粒径分布变化曲线进行验证，电脑端采集到 Macro

电场参数和不同工况条件的分散相水颗粒粒径分布变化

观测模式下的粒径分布曲线如下（图 6）。该观测模式

曲线，
得到其最优电场参数以及工况参数，
并对管式多流

为微距镜头下的测量结果，虽然采集到的分散相颗粒

道紧凑型高压电场破乳器的破乳性能作出客观评价。

较少但对粒径分布的描述更为准确。另一种 Primary
观测模式则更注重分散相粒径的全局分布趋势，统计

2

有效性及重复再现性验证

2.1

测试系统有效性验证

区间内的水颗粒数目均大幅减小，分散相液滴的中位

为了保证试验操作方法的可行性及试验结果的

粒径与平均粒径显著增大，断电后在 IKA T50 型在

准确性，并建立 G600 型 FBRM 与管式多流道紧凑型

线剪切机的持续剪切乳化下平均粒径与中位粒径逐

高压电场破乳器的破乳聚结效率之间的联系，在试验

渐减小，小粒径颗粒数逐渐增加，此现象充分说明了

开始前需要对高压电场破乳动态测试系统进行有效

FBRM 测试方法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

性验证，主要包括施加电场的有效性验证和 G600 型

对于 W/O 型乳化液，油相作为连续相无法反射激光光

FBRM 测试方法的有效性验证。

束信号，因此，FBRM 所测得的粒径分布为 W/O 型乳

2.1.1

化液体系中水颗粒的粒径分布。

到的颗粒数量较多。W/O 型乳化液经过高压电场作
用后，粒径在小于 10 μm、10~50 μm 以及 50~100 μm

施加电场的有效性验证
施加电场的有效性通过对通电前后的乳化液进

行 取 样，然 后 使 用 法 国 Formulaction 公 司 Turbiscan
乳化液稳定性分析仪测量其稳定性来加以验证，测量
结果使用稳定动力学指数（Turbiscan Stability Index，
TSI）进行表征，TSI 值越高代表乳化液稳定性越差，
即破乳分离的效果越明显。由加电前后 TSI 值的变
化曲线（图 5）可知：
通电 1 min 后的乳化液在 25 min
时的 TSI 值与未经电场作用的乳化液在 240 min 时的
TSI 值一致，表明当 W/O 型乳化液流经管式多流道紧

（a）分散相液滴数量

凑型高压电场破乳器的电场作用区时，受到有效的非
均匀电场作用，使得分散相水颗粒迅速聚结长大。此
外，在未施加电场的乳化液中，通过肉眼观察未发现较

（b）分散相液滴粒径
图6

2.2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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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乳前后乳化液稳定动力学指数的变化曲线

yqcy.paperopen.com

破乳前后分散相液滴粒径分布的变化曲线

乳化液重复再现性验证
若试验中每次加电都更换新的乳化液，则完成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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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所需白油的量过大，从原料成本和污油环保处理等

化液在反复“乳化-破乳-乳化”的作用下，粒径小于

角度来看都不切实际，因此，针对同一组试验工况采用

10 μm 的颗粒数在平衡状态下始终保持在 57 000 左

乳化液“乳化-破乳-再乳化-变更参数再破乳”的重复利

右，粒 径 10~50 μm 的 颗 粒 数 始 终 保 持 在 4 400 左

用方法。显然，为保证试验结果的可靠性，需设置相关

右。由 Macro 模式下不同粒径区间的颗粒数变化曲

试验验证乳化液在多次“通电-断电”条件下的重复再

线（图 7c、图 7d）可 知：
该 模 式 下 粒 径 10~50 μm 的

现性，保证乳化液在每一次加电之前都能恢复至上一

颗 粒 数 在 平衡状态下始终保持在 12 500 左右，粒径

次加电之前的平衡状态。

50~100 μm 颗粒数始终保持在 2 300 左右，且两种模

由于对乳化液剪切一段时间后，分散相液滴粒径

式下 3 个粒径区间的颗粒数稳定值偏差均在 10％以

大多为 0~100 μm，
评判乳化液是否具有较好的重复再

内。据此可知：
①基于现有测试系统，乳化液每次通电

现性不能仅观测某一粒径区间的颗粒数变化，试验选

后的粒径分布均能表现出即时变化，断电后乳化液持

取 Primary 和 Macro 两种观测模式下 3 个粒径区间的

续受到剪切机作用，在一段时间内能够逐渐恢复到通

颗粒数来评价乳化液的重复再现性。在反复“通电-断

电之前的初始状态；
②对 W/O 型乳化液多次重复“乳

电”条件下得到各粒径区间的分散相液滴数量（图 7）
，

化-破乳”操作，乳化液的粒径分布始终能够恢复到初

根据 Primary 模式下粒径小于 10 μm 的颗粒数、粒径

始平衡状态，当前测试评价系统与试验方法能够保证

10~50 μm 的颗粒数变化曲线（图 7a、图 7b）可见：
乳

乳化液具有较好的重复再现性。

（a）Primary 模式下粒径小于 10 µm 的颗粒数

（b）Primary 模式下粒径 10~50 µm 的颗粒数

（c）Macro 模式下粒径 10~50 µm 的颗粒数

（d）Macro 模式下粒径 50~100 µm 的颗粒数

图 7 在 Primary 和 Macro 观测模式下乳化液内不同粒径区间的分散相颗粒重复再现曲线

3

破乳效果的影响因素

多流道紧凑型高压电场破乳器的工作性能加以客观
评价。

针对管式多流道紧凑型高压电场破乳器开展详

3.1

电场强度

细的破乳性能测试评价试验，主要探究电场强度、电

由式（1）可知，对高压电场破乳器施加不同电压

场频率、脉冲占空比 3 个电场参数以及乳化液含水

可以得到不同的电场强度分布，因此，在试验过程中参

率对高压电场破乳器破乳效果的影响，从而对管式

照表 1 施加不同电压，以探究电场强度对高压电场破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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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器破乳效果的影响。试验所用波形为脉冲方波，占

乳最优电场强度为 1.2 kV/cm（参照点）；
③当所施加的

空比设置为 45％，
保持电场频率 2 000 Hz、
乳化液含水率

电场强度超过最优值时会发生“电分散”现象，使得分

30％、乳化剂添加量 5 g/L、剪切机转速 10 000 r/min、处

散相液滴在电场作用下聚结后又继续形成一定数量

3

理量 0.372 m /h 不变，
得到乳化液平均粒径与中位粒径

的二次液滴，而二次液滴的存在对破乳效果会起到一

受不同电场强度作用下的变化曲线（图 8），以及平均

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粒径与中位粒径在不同电场强度作用下增大倍数的变

3.2

化曲线（图 9）。分析可知：
①在乳化液含水率 30％工

电场频率
设置施加电压峰-峰值为 2 kV，
保持乳化液含水率

况下，对乳化液施加不同电场强度后，分散相液滴的平

30％、乳化剂添加量 5 g/L、剪切机转速 10 000 r/min、

均粒径与中位粒径均大幅增长；
②当参照点电场强度

流量 0.372 m3/h 不变，改变电场频率探究其对高压电

为 1.2 kV/cm 时，分散相液滴平均粒径由 23.3 μm 增

场破乳器破乳效果的影响。考虑到相对电场强度、频

至 138.2 μm，增大了 5.9 倍，中位粒径由 12.9 μm 至

率对破乳效果的影响较小，若累计加电时间较长、乳

到 127.6 μm，增大了 9.8 倍，此时分散相液滴平均粒

化液在系统内多次循环，其破乳程度相对较为充分，

径与中位粒径均为最大值；
③当参照点电场强度超过

容易使不同频率下的试验结果难以产生显著区分度，

1.2 kV/cm 时，继续增大所施加的电场强度，分散相液

因此，将通电时间由 1 min 缩短至 20 s，从而适当增

滴平均粒径与中位粒径增大倍数均逐渐减小。

大不同频率之间的结果差异。由不同频率下分散相
液滴平均粒径与中位粒径的变化曲线（图 10）、平均
粒径与中位粒径在不同电场频率下增大倍数的变化
曲线（图 11）可知：
①保持其他参数不变，单独改变电
场频率，高压电场破乳器表现出不同的破乳效果，但在
一定频率范围内，
其对破乳效果的影响相对较弱。②当
频率为 1 500 Hz 时，
管式多流道紧凑型高压电场破乳器
的破乳效果最好，该频率下通电 20 s 后，乳化液分散相

图8

不同电场强度下分散相液滴粒径的变化曲线

图 10

图9

不同频率下分散相液滴粒径的变化曲线

不同电场强度下分散相液滴粒径增大倍数的变化曲线

基于上述试验结果可得：
①管式多流道紧凑型高
压电场破乳器在通电条件下，可使分散相液滴迅速
发生破乳聚结，最优场强下分散相平均粒径可增大
5.9 倍，中位粒径可增大 9.8 倍；
②在含水率 30％、乳化
液油相为 10# 食用级白油的工况条件下，W/O 型乳化
液在不同电场强度作用下表现出不同的破乳效率，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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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不同频率下分散相液滴粒径增大倍数的变化曲线

Process & Engineering | 工艺与工程

董建宇，等：管式紧凑型高压电场破乳器的性能试验

液滴平均粒径从 23.5 μm 增至 74.5 μm，增大了 3.2 倍；
中位粒径由 14.4 μm 增至 81.3 μm，增大了 5.6 倍，频
率低于或高于 1 500 Hz 时，破乳效果均相对较差。
一般情况下，特定 W/O 型乳化液体系中分散相
水颗粒的粒径分布及其油水界面状况共同决定了分
散相水颗粒在电场作用下的共振频率范围，当电场频
率低于水颗粒固有共振频率时，水颗粒在电场作用下
的振荡幅度小于最大振幅。但是，过高的电场频率
图 13

（大于共振频率）也会使得分散相水颗粒的静电聚结

不同占空比下的粒径增大倍数变化曲线

过程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主要原因是水颗粒振荡

比小于 35％时，增大占空比对破乳效果的提升较为明

变形速度受其物理属性限制而存在最大值，当电场的

显，高于 35％时，继续增加占空比对破乳效果的提升

正负极交变周期短于水颗粒所需的最小振荡周期时，

有限。

水颗粒振荡过程无法与电场交变过程达到同步，即电

3.4

含水率

场的极性会在水颗粒完成一个振荡周期之前发生改

不同含水率 W/O 型乳化液的相对介电常数不同，

变，从而产生与振荡或拉伸方向（沿椭球形液滴长半

含水率越高相对介电常数越大，乳化液的导电性越强，

轴）相反的静电作用力，静电场不仅无法继续提供液

并且含水率改变还会影响乳化液的黏度与相间界面膜

滴振荡变形的驱动力，反而抵消了液滴继续变形的惯

的表面张力。因此，需要试验探究不同乳化液含水率

性力。因此，在该时段内将对液滴变形产生抑制作

下最优电场参数的变化情况。在试验过程中，除改变

用，不利于界面膜薄化及其机械强度的降低，最终导

乳化液的含水率、所施加的电场电压和频率之外，其他

致液滴之间发生碰撞聚结的概率大幅降低
3.3

[16-17]

。

参数均保持不变。
将电场频率设置为 1 500 Hz，改变所施加电压的

占空比
设置施加电压峰-峰值为 2 kV，
频率为 1 500 Hz，
保

峰-峰值，得到不同含水率乳化液在不同电压下的中位

持乳化液含水率 30％、
乳化剂添加量 5 g/L、
剪切机转速

粒径与平均粒径及其增大倍数（图 14、图 15）
。由于不

3

10 000 r/min、流量 0.372 m /h 不变，改变电源输出的脉

同含水率的乳化液相对介电常数不同，需结合式（1）

冲占空比，探究其对高压电场破乳器破乳效果的影响。
试验所用电源的脉冲占空比调节范围为 5％~45％，
而
脉冲占空比小于 20％的破乳效果相对较差，因此，在
20％~45％的脉冲占空比范围内，每隔 5％选取 6 个参
数进行对比，得到分散相液滴平均粒径与中位粒径变
化曲线（图 12）、粒径增大倍数变化曲线（图 13）。分
析可知：
①在当前试验条件下，随着脉冲占空比不断增
（a）分散相液滴中位粒径

大，高压电场破乳器的破乳效果逐渐提升；
②当占空

（b）中位粒径增大倍数
图 12

不同占空比下的平均粒径与中位粒径变化曲线

图 14

不同含水率、不同电压下的中位粒径变化曲线
与增大倍数柱状图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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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其他参数不变，设定所施加的电压峰-峰值为
2 000 V，
改变电场频率，
得到不同含水率乳化液在不同
频率下中位粒径、平均粒径及增大倍数（图 16、图 17）
。
可知：
①不同含水率的乳化液破乳最优频率不同。②乳
化液含水率为 20％时，电场破乳最优频率为 2 000 Hz ；
变更含水率为 30％、40％时，电场破乳最优频率均为
1 500 Hz。

（a）分散相液滴平均粒径

（b）平均粒径增大倍数
图 15

（a）破乳后分散相液滴中位粒径

不同含水率、不同电压下的平均粒径变化曲线与
增大倍数柱状图

重新计算变更含水率后的特征点电场强度，计算后
得到不同含水率工况下特征点的电场强度与所施加电
压峰-峰值之间的对应关系（表 2）
。当乳化液含水率为
20％时，
施加 2 000 V 的电压峰-峰值破乳效果最优；
当乳
化液含水率为 40％时，
施加 3 000 V 的电压峰-峰值破乳
效果最优。此外，
虽然不同含水率乳化液通电破乳后的
平均粒径与中位粒径在数值上相差不大，
但粒径增大倍
数却有较大差异，这是由于在恒定 10 000 r/min 的剪切

（b）中位粒径增大倍数
图 16

不同含水率、不同频率下的中位粒径变化曲线
与增大倍数柱状图

机转速下，
不同含水率乳化液达到平衡状态时的初始粒
径不同，含水率越高，分散相液滴在恒定剪切速率下达
到平衡状态时的粒径越小。
表2

电压
峰-峰值/V

施加不同电压下指定位置处对应的电场强度表
电场场强/
-1
（kV · cm ）
含水率
20％

含水率
40％

1 000

0.83

0.35

1 500

1.24

2 000

1.65

电压
峰-峰值/V

电场场强/
-1
（kV · cm ）
含水率
20％

含水率
40％

2 500

2.06

0.87

0.53

3 000

2.48

1.05

0.07

3 500

2.88

1.22

（a）破乳后分散相液滴平均粒径

综上可知：
①不同含水率乳化液对应的最优破乳
电场强度不同；
②在当前试验环境下，乳化液含水率
越高，破乳所需最优电场强度越小，乳化液含水率为
20％条件下的最优电场强度为 1.65 kV/cm ；
变更含水
率为 30％，最优电场强度为 1.2 kV/cm ；
继续变更含水
率为 40％，最优电场强度为 1.05 kV/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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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平均粒径增大倍数
图 17

不同含水率、不同频率下的平均粒径变化曲线
与增大倍数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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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ZHANG B S. Experiment on demulsiﬁ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in-oil emulsions in high-frequency electric ﬁeld[J]. Oil &

（1）基 于 G600 型 FBRM 分 析 W/O 型 乳 化 液 中
分散相水颗粒粒径（弦长）在不同时刻的分布情况，从

Gas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2017, 36(6): 694-701.
[4] 肖蕴，
赵军凯，
许涛，
刘树文，
王宏智. 原油电脱水器技术进展[J].

而评价高压电场破乳器的破乳性能。通过设计、搭建

石油化工设备，
2009，
38（6）
：
49-53.

动态破乳性能测试系统并确定合理的试验操作步骤，

XIAO Y, ZHAO J K, XU T, LIU S W, WANG H Z. Review of

保证了系统在能够实现多次循环使用乳化液的同时具

the technology of electrostatic enhancement of coalescence of water

有较好的重复再现性。

droplets in oil[J]. Petro-Chemical Equipment, 2009, 38(6): 49-53.

（2）管式多流道紧凑型高压电场破乳器能够方便

[5] 王传硕，董平省，马千里，王玮，宫敬. 乳化含蜡原油沉积层含水

快捷地进行大处理量场合的放大设计，且其破乳性能

研究进展[J]. 油气储运，2020，39（1）：32-39.

仅受单个流道电场参数的影响。试验条件下最优破

WANG C S, DONG P S, MA Q L, WANG W, GONG J.

乳效果对应施加的电压值峰-峰为 2 000 V，对应特征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water entrainment in the deposition

点的电场强度为 1.2 kV/cm ；
在试验所用电源频率调

layer of emulsified waxy crude oil[J]. Oil & Gas Storage and

节范围（50~5 000 Hz）内，破乳效果呈现单峰值变化

Transportation, 2020, 39(1): 32-39.

规律，且频率对破乳效果的影响较小；
增加占空比可显

[6] 陈家庆，黄松涛，王姬革，习进路. 高频/高压脉冲交流电场破

著提升高压电场破乳器的破乳效率，但当占空比高于

乳技术及其原油电脱盐应用研究[J]. 石油炼制与化工，2017，

35％时提升效果有限。

48（8）：12-19.

（3）在实际工况下，管式多流道紧凑型高压电场破

CHEN J Q, HUANG S T, WANG J G, XI J L. Research of

乳器往往会遇到不同含水率的 W/O 型乳化液需要处

electrostatic demulsification technology under high-frequency/

理，由于乳化液含水率变化导致的相对介电常数变化

high-voltage pulsed AC electric ﬁel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rude

会直接影响到电场分布效应，需要对实际施加的电场

oil desalting[J]. Petroleum Processing and Petrochemicals, 2017,

参数重新审视评估。针对 20％、30％、40％这 3 种含

48(8): 12-19.

水率乳化液的破乳性能试验结果表明，乳化液含水率

[7] 熊荣雷，
柳鹏，
杨炳华. 静电聚结破乳技术在南海某油田的应用[J].

越高，破乳效果达到最优状态下的电场强度越小，但最

涂层与防护，
2021，
42（6）
：
48-52.

优频率呈减小趋势。

XIONG R L, LIU P, YANG B H. Application of electrostatic
coalescence demulsiﬁcation process in an oilﬁeld of Sou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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