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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

合式原油电脱水器，包括外管、静电聚结段、旋流

段和重力沉降段；外管的顶部形成有第一油出口

管，靠近外管底部的侧方设置有原油乳化液入口

管，靠近重力沉降段底部的外管侧方设置有第一

水出口管；静电聚结段外接正负极，静电聚结段

和外管之间以及静电聚结段内均形成有非均匀

电场；旋流段包括内管、起旋元件、第二油出口管

和第二水出口管，内管位于静电聚结段的上方并

同轴设置在外管内；起旋元件设置在所述内管的

下端；第二油出口管同轴设置在内管的顶部；第

二水出口管套在第二油出口管的外部并设置在

内管的顶部；重力沉降段为由内管、外管以及过

渡管段之间围成的上部敞口的环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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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地的外管，所述外管的顶部形成有第一油出口管，靠近所述外管底部的侧方设置有

原油乳化液入口管，靠近重力沉降段底部的所述外管侧方设置有第一水出口管；

静电聚结段，外接正负极，所述静电聚结段和外管之间以及静电聚结段内均形成有非

均匀电场，以对进入所述外管内的原油乳化液进行静电破乳处理，获得油水混合液；

旋流段，包括内管，位于所述静电聚结段的上方并同轴设置在所述外管内；起旋元件，

设置在所述内管的下端；第二油出口管，同轴设置在所述内管的顶部；第二水出口管，套在

所述第二油出口管的外部并设置在所述内管的顶部；其中，所述起旋元件被配置为将进入

所述内管内的油水混合液分离成沿所述内管中心轴线向所述第二油出口管运动的油核以

及沿所述内管壁面向所述第二水出口管运动的水滴；

所述重力沉降段为由内管、外管以及过渡管段之间围成的上部敞口的环形空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静电聚结段包括：

圆管电极，位于原油乳化液入口管上方并同轴设置在所述外管内，外接正极；

圆柱电极棒，同轴设置在所述圆管电极内，并外接负极。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圆管电极和圆柱电极棒的两端均通过电极定位块固定在所述外管上，所述电极定位块的

中部形成镂空结构；在所述外管的外部设置集线管，所述圆管电极和圆柱电极棒的底部通

过集线管与外部高频高压交流电源连接。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圆管电极采用复合管，包括导电的骨架增强体，包覆于所述骨架增强体内外部的绝缘层；

所述圆柱电极棒采用不锈钢材质，所述圆柱电极棒表面形成绝缘涂层。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起旋元件包括位于中间外部的起旋叶片，位于两侧的前过渡段和后过渡段，所述前过渡

段为向所述内管的下端延伸形成的第一导流锥，所述后过渡段为向远离内管的下端延伸形

成的第二导流锥。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起旋叶片采用圆弧叶片，所述圆弧叶片的内准线为圆弧曲线，外准线为椭圆曲线；

或者，所述起旋叶片采用NACA翼型叶片，选取NACA低速4‑digit系列翼型，翼型叶片准

线为二次函数构成的抛物线。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导流锥为类半球形，通过三次埃尔米特多项式确定其球形曲面的曲线形状；所述第

二导流锥的曲面的曲线形状由五次埃尔米特多项式确定。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二油出口管的顶部高于所述第二水出口管的顶部，在所述第二油出口管的外壁上且位

于所述第二水出口管的上方设置环形挡板；在所述第二水出口管和第二油出口管之间的环

形空间内有十字型挡板。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外管的内底部设置防冲挡板，所述原油乳化液入口管的一端伸入外管内，且所述原油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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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液入口管的一端端口与所述防冲挡板正对；所述外管的底部形成有排砂口。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过渡管段为直径向上渐缩的锥形段，所述过渡管段的上端连接所述内管的下端，所述

过渡管段的下端连接所述外管的内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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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海上高含水原油乳化液高效破乳脱水处理装置，特别涉及一种基

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尤其涉及一种基于电场、离心力场和重力场综合

作用的原油脱水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大部分陆上或海上油田逐渐进入开采中后期，油井采出液中的含水率逐

年上升，部分甚至高达95％以上。为了提高原油采收率，提出了酸化压裂、堵水调剖、聚合物

驱/化学驱等新技术。尤其是随着聚合物驱、化学驱等三次强化采油(EOR)技术的大规模推

广应用，进一步加剧了油井采出液的乳化程度。如果继续沿用当前多数油田采用的以“高压

级三相分离器→低压级三相分离器→常规电脱水器”为主体设备的原油集输处理流程，难

免会导致进入常规电脱水器的原油乳化液含水量过高，极易引起电极之间短路；而且原油

乳化液中碱性物质等表面活性剂的存在，使其电场破乳脱水更加困难，从而无法保证外输

原油的质量。尽管近年来高频/高压脉冲电场脱水技术在电脱水器中的逐步尝试应用，有效

解决了其处理高含水率原油时存在的问题，且能够降低破乳剂的使用量，但由于常规电脱

水器仍采用基于重力沉降的传统卧罐结构，依旧存在设备占地面积大、脱水效率低等不足。

以水力旋流器为代表的基于离心分离技术的脱水设备，因其具有分离效率高，结构紧凑等

特点而被广泛应用，而将电场破乳与油水离心分离相结合，能够极大地简化传统电脱水工

艺流程，提高脱水效率，保证原油达标外输质量。此外，对于深水油气田而言，在油井采出液

含水率逐年上升的现状下，为了保持原油稳产甚至增产而必须增加提液量。在海上生产平

台空间和承重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无法继续加装常规分离设备以扩充处理能力。而且深水

浮式平台的造价非常昂贵，其成本随体量的增大急剧攀升，因此对平台空间和上部载荷要

求严格。常规油气集输处理工艺流程的布局已经难以满足设计要求，迫切需要油气集输分

离处理设备不断“管式化”，以取代常规“卧式罐”或“立式容器”结构。

[0003] 早在1987年，美国Combustion  Engineering公司的Prestridge在专利US4116790

中就提出了一种将静电聚结和离心分离相结合进行油水分离的设备，其结构包括前后串联

的静电聚结段和油水分离段，聚结段由水平管和电极组成，分离段为水力旋流器。1994年，

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的Bailes在专利US5352343中提出了一种连续旋转油水乳化液静电破

乳及分离的结构，在圆筒状结构中心处安装有电极进行破乳，同时，圆筒在与电机连接的驱

动轴带动下旋转，通过离心力实现油水分离。同年，清华大学毛宗强在专利CN94200766.2中

提出了一种离心式高压静电油水分离装置，通过静电场与离心场综合作用对油水乳化液进

行脱水处理，位于装置中心处的转筒旋转产生离心场，在外部筒形电极与转筒之间形成静

电场。2004年，法国石油研究院(IFP)Christine  NoiK和Jean  Trapy在专利US6702947B2和

US7166218中提出了一种基于电场和离心场耦合作用的、立式放置的油水乳化液破乳分离

设备，主要由上部分的聚结段和下部分的旋流段组成，其整体为管式结构。油水乳化液首先

通过聚结段的环形流道，在电场作用下进行聚结破乳，然后通过含有螺旋叶片的旋流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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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油水两相分离。2009年，原中国石化胜利油田设计院冯永训在专利CN101564605A中提出

了一种电场与离心场相结合的乳化液脱水装置，离心腔在外部电机的驱动下绕空心轴旋

转，形成离心场。在离心腔内部安装有交错的蝶形电极板，在极板间形成高压电场，油水乳

化液经过空心腔中心处的布液器进入空心腔中的电场区域。在电场和离心场作用下，油相

从集油器排出，水相经离心腔通过集水器排出。其随后在专利CN202179874U中提出了另一

种形式的油水乳化液脱水装置，由电机带动转鼓旋转形成离心场，同时在转鼓中心处安装

有高压柱状电极以形成高压电场。2014年，重庆理工大学龚海峰在专利CN103289808B中提

出了将旋流和脉冲电场组合进行工业废润滑油脱水净化处理的结构，即在水力旋流器的溢

流管段安装电极，与脉冲电源连接产生电场对乳化液进行破乳，然后在离心力作用下进行

分离。2016年，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徐进在专利CN104560129B中提出了一种带驱动叶轮

的旋流式电脱水装置，其主体为水力旋流器，在内部圆柱段安装有驱动叶轮，在其下方中心

轴线上安装有集油管和若干层正负极交错的伞状电极板。原油乳化液切向进入圆柱段，在

驱动叶轮的旋转作用下产生较强离心力，其中的小液滴在电极板产生的高压电场作用下聚

结成较大液滴。大液滴在离心力作用下向筒壁方向运动，实现油水分离。

[0004] 总的来看，现有基于多场耦合作用的静电聚结分离设备主要可以分为外加动力旋

转式(简称器旋)和非旋转式(简称液旋)。外加动力旋转式需要借助电机通过轴带动转筒或

叶轮旋转来形成旋流，虽然可以通过调节转速来调整旋转强度，但因动密封的存在而使得

设备结构设计复杂化，而且能量消耗相对较高。非旋转式则通过静止的螺旋叶片或者采用

切向入口“引导”带压流体产生旋转运动，虽然结构简单，但为使旋流强度达到期望值而不

得不尽量增大入口流体压力或减小旋转半径，往往使得旋流单体结构的处理量有限而不得

采取多个单体结构并联以增大处理能力，最终致使占地空间较大的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无

法保证足够大的离心旋流强度而对运行工况条件较为敏感，油水乳化严重时更是无能为

力。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

器，可用于高含水油井采出液中油水乳化液的高效破乳分离，具有结构紧凑性高、脱水效率

高等优点，尤其适用于海上生产平台的原油电脱水处理。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

油电脱水器，包括：

[0007] 接地的外管，所述外管的顶部形成有第一油出口管，靠近所述外管底部的侧方设

置有原油乳化液入口管，靠近重力沉降段底部的所述外管侧方设置有第一水出口管；

[0008] 静电聚结段，外接正负极，所述静电聚结段和外管之间以及静电聚结段内均形成

有非均匀电场，以对进入所述外管内的原油乳化液进行静电破乳处理，获得油水混合液；

[0009] 旋流段，包括内管，位于所述静电聚结段的上方并同轴设置在所述外管内；起旋元

件，设置在所述内管的下端；第二油出口管，同轴设置在所述内管的顶部；第二水出口管，套

在所述第二油出口管的外部并设置在所述内管的顶部；其中，所述起旋元件被配置为将进

入所述内管内的油水混合液分离成沿所述内管中心轴线向所述第二油出口管运动的油核

以及沿所述内管壁面向所述第二水出口管运动的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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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重力沉降段为由内管、外管以及过渡管段之间围成的上部敞口的环形空间。

[0011] 所述的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优选地，所述静电聚结段包括：

[0012] 圆管电极，位于原油乳化液入口管上方并同轴设置在所述外管内，外接正极；

[0013] 圆柱电极棒，同轴设置在所述圆管电极内，并外接负极。

[0014] 所述的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优选地，所述圆管电极和圆柱

电极棒的两端均通过电极定位块固定在所述外管上，所述电极定位块的中部形成镂空结

构；在所述外管的外部设置集线管，所述圆管电极和圆柱电极棒的底部通过集线管与外部

高频高压交流电源连接。

[0015] 所述的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优选地，所述圆管电极采用复

合管，包括导电的骨架增强体，包覆于所述骨架增强体内外部的绝缘层；所述圆柱电极棒采

用不锈钢材质，所述圆柱电极棒表面形成绝缘涂层。

[0016] 所述的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优选地，所述起旋元件包括位

于中间外部的起旋叶片，位于两侧的前过渡段和后过渡段，所述前过渡段为向所述内管的

下端延伸形成的第一导流锥，所述后过渡段为向远离内管的下端延伸形成的第二导流锥。

[0017] 所述的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优选地，所述起旋叶片采用圆

弧叶片，所述圆弧叶片的内准线为圆弧曲线，外准线为椭圆曲线；

[0018] 或者，所述起旋叶片采用NACA翼型叶片，选取NACA低速4‑digit系列翼型，翼型叶

片准线为二次函数构成的抛物线。

[0019] 所述的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优选地，所述第一导流锥为类

半球形，通过三次埃尔米特多项式确定其球形曲面的曲线形状；所述第二导流锥的曲面的

曲线形状由五次埃尔米特多项式确定。

[0020] 所述的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优选地，所述第二油出口管的

顶部高于所述第二水出口管的顶部，在所述第二油出口管的外壁上且位于所述第二水出口

管的上方设置环形挡板；在所述第二水出口管和第二油出口管之间的环形空间内有十字型

挡板。

[0021] 所述的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优选地，所述外管的内底部设

置防冲挡板，所述原油乳化液入口管的一端伸入外管内，且所述原油乳化液入口管的一端

端口与所述防冲挡板正对；所述外管的底部形成有排砂口。

[0022] 所述的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优选地，所述过渡管段为直径

向上渐缩的锥形段，所述过渡管段的上端连接所述内管的下端，所述过渡管段的下端连接

所述外管的内壁。

[0023] 本发明采用以上技术方案，其具有如下优点：

[0024] 1、本发明提供的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静电聚结段和旋流段

自下而上依次布置在外管内，重力沉降段形成于旋流段和外管之间，原油乳化液中的小液

滴先经过静电聚结段聚结长大，然后经过旋流段进行油水分离，最后利用重力沉降进一步

实现油水分离。脱水器整体为立式管式结构，具有结构紧凑性高、占地空间小、运输、安装和

维护方便、脱水效率高等优点，将静电聚结技术、离心分离技术和重力分离技术相结合，充

分利用各自技术的优点，可用于高含水油井采出液中油水乳化液的高效破乳分离，有效提

高油井采出液油水分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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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2、本发明的静电聚结段包括圆管电极和圆柱电极棒，圆管电极位于原油乳化液入

口管上方并同轴设置在外管内；圆柱电极棒同轴设置在圆管电极内；圆管电极外接正极，圆

柱电极棒外接负极，由此，在圆管电极与圆柱电极棒之间、圆管电极与圆柱外壳体之间均形

成环形空间非均匀电场，有效增加原油乳化液液滴聚结的效果。

[0026] 3、本发明在外管的底部形成有排砂口，可有效排出油井采出液中含有的泥砂，避

免泥砂的沉积。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公开实施例提供的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的结构示意

图；

[0028] 图2是本公开实施例提供的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中起旋元件

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是本公开实施例提供的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中十字形挡

板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

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

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1]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上”、“下”、“前”、“后”“内”、“外”、“横”、

“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

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系统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

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此外，使用术语“第一”、“第二”等词语来限

定零部件，仅仅是为了便于对上述零部件进行区别，如没有另行声明，上述词语并没有特殊

含义，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32]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设

置、”“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

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

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

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33] 本公开实施例提供一种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该组合式原油

电脱水器包括外管、静电聚结段、旋流段和重力沉降段；外管的顶部形成有第一油出口管，

靠近外管底部的侧方设置有原油乳化液入口管，靠近重力沉降段底部的外管侧方设置有第

一水出口管，外管接地；静电聚结段外接正负极，静电聚结段和外管之间以及静电聚结段内

均形成有非均匀电场，以对进入外管内的原油乳化液进行静电破乳处理，获得油水混合液；

旋流段包括内管、起旋元件、第二油出口管和第二水出口管，内管位于静电聚结段的上方并

同轴设置在外管内；起旋元件设置在内管的下端；第二油出口管同轴设置在内管的顶部；第

二水出口管套在第二油出口管的外部并设置在内管的顶部；重力沉降段为由内管、外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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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过渡管段之间围成的上部敞口的环形空间。该脱水器中静电聚结段和旋流段自下而上依

次布置在外管内，重力沉降段形成于旋流段和外管之间，原油乳化液中的小液滴先经过静

电聚结段聚结长大，然后经过旋流段进行油水分离，最后利用重力沉降进一步实现油水分

离。脱水器整体为立式管式结构，具有结构紧凑性高、脱水效率高等优点，将静电聚结技术、

离心分离技术和重力分离技术相结合，充分利用各自技术的优点，可用于高含水油井采出

液中油水乳化液的高效破乳分离，有效提高油井采出液油水分离效果。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公开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

水器进行详细的说明。

[0035] 如图1所示，本公开一实施例提供一种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

整体为立式管式结构，包括外管1，在外管1内自下而上依次布置并通过过渡管段5连接的静

电聚结段2和旋流段3，以及形成于外管1、旋流段3以及过渡管段5之间的重力沉降段4；

[0036] 外管1接地，外管1的顶部形成有第一油出口管11，靠近其底部的侧方设置有原油

乳化液入口管12，靠近重力沉降段4底部的外管1侧方设置有第一水出口管13；

[0037] 静电聚结段2外接正负极，静电聚结段2和外管1之间以及静电聚结段2内均形成非

均匀电场，以对进入外管1内的原油乳化液进行静电破乳处理，获得油水混合液；

[0038] 旋流段3包括内管31、起旋元件32、第二油出口管33和第二水出口管34，内管31位

于静电聚结段2的上方并同轴设置在外管1内；起旋元件32设置在内管31的下端，第二油出

口管33同轴设置在内管31的顶部，第二水出口管34套在第二油出口管33的外部并设置在内

管31的顶部；其中，起旋元件32被配置为将进入内管31内的油水混合液分离成沿内管31中

心轴线向第二油出口管33运动的油核以及沿内管31壁面向第二水出口管34运动的水滴；

[0039] 重力沉降段4为由内管31、外管1以及过渡管段5之间围成的上部敞口的环形空间。

[0040] 在一些示例中，静电聚结段2包括圆管电极21和圆柱电极棒22，圆管电极21位于原

油乳化液入口管12上方并同轴设置在外管1内；圆柱电极棒22同轴设置在圆管电极21内；圆

管电极21外接正极，圆柱电极棒22外接负极，由此，在圆管电极21与圆柱电极棒22之间形成

环形空间非均匀电场，圆管电极21与圆柱外壳体22也形成环形空间非均匀电场，在高压电

场作用下，原油乳化液中的小液滴相互碰撞聚结成大液滴，分离出油水混合液，实现破乳处

理。

[0041] 在一些示例中，圆管电极21和圆柱电极棒22的两端均通过电极定位块23固定在外

管1上，电极定位块23的中部形成镂空结构，以方便原油乳化液穿过静电聚结段2。

[0042] 在一些示例中，在外管1的外部设置集线管14，圆管电极21和圆柱电极棒22的底部

通过集线管14与外部高频高压交流电源连接。

[0043] 在一些示例中，圆管电极21采用复合管，包括导电的骨架增强体，包覆于骨架增强

体内外部的绝缘层；具体地，复合管为钢丝网骨架复合管，以高强度过塑钢丝网骨架和热塑

性塑料聚乙烯为原材料，钢丝网骨架作为聚乙烯塑料管的骨架增强体，以高密度聚乙烯

(HDPE)为基体，采用高性能的HDPE改性粘结树脂将钢丝网骨架与内、外层高密度聚乙烯紧

密地连接在一起，使钢丝网被包覆于聚乙烯塑料中，钢丝网骨架连接高频/高压脉冲交流电

源，内、外层聚乙烯塑料作为绝缘层。

[0044] 在一些示例中，圆柱电极棒22采用304或316等不锈钢材质，其表面进行陶瓷粉末

喷涂形成绝缘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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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在一些示例中，如图2所示，起旋元件32包括位于中间外部的起旋叶片321，以及位

于两侧的前过渡段322和后过渡段323，前过渡段322为向内管31的下端延伸形成的第一导

流锥，后过渡段323为向远离内管31的下端延伸形成的第二导流锥。由此，在第一导流锥的

引流作用下，油水混合液流过起旋叶片321形成强旋流，由于油水间存在密度差，在离心力

作用下，大水滴向内管31的壁面向第二水出口管34运动，而轻质油相则聚集于内管31的中

心处形成油核，向第二油出口管33运动，油相最终从外管1顶部的第一油出口管1排出，水相

由第二水出口管34排出碰壁回落至重力沉降段4，水相由第一水出口管13排出。优选地，第

二导流锥的轴向长度大于第一导流锥的轴向长度，以便于分离出的油相沿第二导流锥形成

油核。

[0046] 在一些示例中，起旋叶片321可采用圆弧叶片或者NACA翼型叶片，采用圆弧叶片

时，其内准线为圆弧曲线，外准线为椭圆曲线；采用NACA翼型叶片时，选取NACA低速4‑digit

系列翼型，翼型叶片准线为二次函数构成的抛物线。在本实施例中起旋叶片的叶片进口角

为0°，叶片出口角为18°，该角度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基于同样设计方法确定

的不同工况下其它叶片进、出口角度也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47] 在一些示例中，第一导流锥为类半球形(Hemispherical‑like  shape)，通过三次

埃尔米特多项式(cubic  Hermite  polynomials)确定其球形曲面的曲线形状；第二导流锥

的曲面的曲线形状由五次埃尔米特多项式(quintic  Hermite  polynomials)确定。

[0048] 在一些示例中，第二油出口管33的顶部高于第二水出口管34的顶部，在第二油出

口管33的外壁上且位于第二水出口管34的上方设置环形挡板35，自第二水出口管34排出的

水滴碰到环形挡板35，有效改变来流的水相的流动方向，使得分离出的水相全部回落至重

力沉降段4内。

[0049] 在一些示例中，如图3所示，在第二水出口管34和第二油出口管33之间的环形空间

内有十字型挡板36，消除旋流段3内产生的漩涡，使水相流体尽可能以平稳状态流出。

[0050] 在一些示例中，外管1的内底部设置防冲挡板15，原油乳化液入口管12的一端伸入

外管1内，且该端的端口与防冲挡板15正对，从而使流体平稳进入静电聚结段2内。

[0051] 在一些示例中，外管1的底部形成有排砂口16，可有效排出油井采出液中含有的泥

砂。

[0052] 在一些示例中，过渡管段5为直径向上渐缩的锥形段，过渡管段5的上端连接内管

31的下端，过渡管段5的下端连接外管1的内壁。

[0053] 本公开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基于多场协同作用的组合式原油电脱水器，其具体工作

原理如下：

[0054] 原油乳化液从原油乳化液入口管12进入外管1，经过防冲挡板15的稳流作用后，进

入静电聚结段2，在圆管电极21与圆柱电极棒22之间、圆管电极21与外管1之间均形成环形

非均匀电场，原油乳化液中小液滴在高压电场作用下相互碰撞聚结成大液滴，经过静电聚

结段2的破乳作用后，分离出油水混合液，通过过渡管段5进入旋流段3中。流体经过起旋叶

片321后形成强旋流，由于油水间存在密度差，在离心力作用下，大水滴向内管31的壁面运

动，而轻质油相则聚集于内管31的中心处形成油核，向第二油出口管23运动，最终从外管11

顶部的第一油出口管11排出；水相运动至第二水出口管24，经过十字型挡板35的消旋、整流

作用，以及环形挡板35的作用后，进入重力沉降段4，在环形空间中自上向下流动，在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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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水相中的少量油组分在浮力作用下向上运动，经过环形挡板35与外管1之间的间隙后，

从外管1顶部的第一油出口管11排出。

[0055]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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