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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工业设备化学清洗技术领域，具

体涉及一种运行清洗多功能复合清洗液。所述复

合清洗液由以下组分组成：盐酸，有机酸，全氟丁

基磺酰胺，渗透剂A，渗透剂B，抑制剂，有机硅，

酶，pH调节剂，明胶，水余量。本发明具有高效去

除水垢，同时处理周期时间短，腐蚀性低，可以长

期或大量使用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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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运行清洗多功能复合清洗液，其特征在于，由以下组分组成：盐酸，有机酸，全氟

丁基磺酰胺，渗透剂A，渗透剂B，抑制剂，有机硅，酶，pH调节剂，明胶，水余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清洗液，其特征在于，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组分组成：盐酸

1-2％，有机酸20-25％，全氟丁基磺酰胺0.3-0.5％，渗透剂A  1-2％，渗透剂B  2-4％，抑制

剂0.8-1％，有机硅0.3-0.5％，酶0.1-0.5％，pH调节剂5-10％，明胶5-10％，水余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清洗液，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机酸为多元膦酸、苹果酸、抗

坏血酸、油酸中的两种或三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清洗液，其特征在于，所述渗透剂A为十二烷基苯磺酸钠、

甘胆酸钠、十二烷基硫酸钠、油酸盐、月桂酸盐中的一种或多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清洗液，其特征在于，所述渗透剂B为两性离子表面活性

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清洗液，其特征在于，所述抑制剂为Fe3+抑制剂、Cu2+抑制

剂、Al3+抑制剂中的至少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清洗液，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机硅为聚二甲基硅氧烷、氟

硅氧烷或乙二醇硅氧烷中的任一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清洗液，其特征在于，所述酶为蛋白酶、脂肪酶和乳酸脱

氢酶的混合物。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复合清洗液，其特征在于，所述酶按重量份数计，为蛋白酶：脂

肪酶：乳酸脱氢酶＝(4-6)：(2-3)：1。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清洗液，其特征在于，所述pH调节剂为醋酸钠、醋酸钾、

柠檬酸钠、乳酸钠中的一种或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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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运行清洗多功能复合清洗液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业设备化学清洗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运行清洗多功能复合清洗

液。

背景技术

[0002] 水垢的主要成分有碳酸钙、碳酸镁、硫酸钙、磷酸钙、硅酸钙、油脂类及蛋白质等有

机组分。水垢导热性很差，会降低传热效率，从而浪费燃料或电力，并且，水垢如果附着在热

力设备受热面上时都将危及热力设备的安全、经济运行。

[0003] 发明专利申请CN  102251247A涉及一种化学清洗剂，具体涉及一种复合型水垢锈

垢清洗剂，包括缓蚀剂、水基表面活性剂和水，按照质量百分数计，由以下原料配制而成：缓

蚀剂0.3％-1％、水基表面活性剂0.05-0.1％、水80-94％、无机酸5％-15％和羟基乙酸1％-

5％。本发明采用无机酸和羟基乙酸按一定比例组合，可有效地综合各种酸洗清洗剂的优

点，保证除垢效率的同时又可防止对管道和设备的腐蚀。使用此发明所述清洗剂能将水垢、

锈垢等多种复杂垢从设备中彻底地清除下来而不腐蚀设备，提高设备的换热效率，同时具

有应用范围广、无污染、腐蚀率低、配制工艺简单、使用方便安全等特点，宜于广泛采用。但

是其腐蚀率较大，且无法处理水垢样品中的蛋白质和油脂类杂质，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

[0004] 发明专利申请CN1026187A涉及一种原油集输系统(输油管道、加热炉、压力容器

等)高效油水垢清洗剂。此种清洗剂采用盐酸、由选自水基表面活性剂中的有机胺盐、聚氧

化乙烯烷基酸、十二烷基磺酸钠的任一种或二种以上的混合物、缓蚀剂丁炔二醇和碘化钠

混合物以及水组成。利用此种清洗剂可以高效地清除结垢，达到疏管畅流、提高热效率、降

低输油压力的目的，还可用于油井解堵增产。此种清洗剂具有应用范围广、腐蚀性低、配制

工艺简单、使用方便安全等特点，宜于广泛采用。但是其组分挥发性强，这不仅会降低化学

清洗液中除垢组分的有效浓度，而且由于酸雾的形成会对设备空腔以及整个管路产生严重

的气相腐蚀。不适长期使用。

[0005] 发明专利申请CN1074953A涉及一种发动机水垢清洗剂，采用重量百分比37 .1-

65.2％的草酸，34.2-62.5％的含氯离子金属盐和0.25-1.37％的乌洛托品混合配制而成。

使用该专利申请的清洗剂除垢效果好，清洗过程简便，并且能在发动机照常运行中完成清

洗工作，能够大大提高汽车的使用效率。此发明具有以下优点：1.高效，以本品的水溶液加

入发动机水冷却系统，静置或者运行5-8小时，然后放出水洗，除垢效果高达95％以上；安

全，因本品配方经过反复筛选，实验证明本配方对各类金属有良好的保护和防蚀作用，经上

百次实验(包括钢铁、铸件及有色金属类浸片实验)，对金属类是安全的；方便储运使用，因

本品采用固体配方，原料无毒，无腐蚀，不易燃，所以在储存、运输，使用当中十分安全，使用

简便，只按比例溶水，即可使用，利于推广使用；成本低廉；基本上对环境无污染，因本配方

无毒配制，使用后的废水基本无毒，符合国家标准。但是清洗周期长，草酸与水垢反应较慢，

另外，腐蚀性较高，对于金属制管路有损伤作用，不利于大量使用，也不利于长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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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现在，还没有一种运行清洗多功能复合清洗液，可以高效去除水垢，同时处理周期

时间短，腐蚀性低，可以长期或大量使用。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没有一种运行清洗多功能复合清洗液，可以高效去除水垢，同

时处理周期时间短，腐蚀性低，可以长期或大量使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运行清洗多功

能复合清洗液。

[0008] 一种运行清洗多功能复合清洗液，由以下组分组成：盐酸，有机酸，全氟丁基磺酰

胺，渗透剂A，渗透剂B，抑制剂，有机硅，酶，pH调节剂，明胶，水余量。

[0009] 进一步地，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组分组成：盐酸1-2％，有机酸20-25％，全氟丁基磺

酰胺0.3-0 .5％，渗透剂A  1-2％，渗透剂B  2-4％，抑制剂0.8-1％，有机硅0.3-0 .5％，酶

0.1-0.5％，pH调节剂5-10％，明胶5-10％，水余量。

[0010] 进一步地，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组分组成：盐酸1-1 .5％，有机酸20-22％，全氟丁基

磺酰胺0.3-0.4％，渗透剂A  1-1.5％，渗透剂B  2-3％，抑制剂0.8-1％，有机硅0.3-0.4％，

酶0.1-0.3％，pH调节剂5-8％，明胶8-10％，水余量。

[0011] 进一步地，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组分组成：盐酸1.5％，有机酸22％，全氟丁基磺酰胺

0.4％，渗透剂A  1.5％，渗透剂B  3％，抑制剂0.8％，有机硅0.4％，酶0.3％，pH调节剂8％，

明胶8％，水余量。

[0012] 进一步地，按重量份计，渗透剂A：渗透剂B＝1:1-2。

[0013] 进一步地，按重量份计，渗透剂A：渗透剂B＝1:2。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有机酸为多元膦酸、苹果酸、抗坏血酸、油酸中的两种或三种。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有机酸为多元膦酸和苹果酸。两种酸之间可发生协同作用，提高水

垢的去除效率。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有机酸为苹果酸、抗坏血酸和油酸。三种酸之间可发生协同作用，

提高水垢的去除效率。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渗透剂A为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甘胆酸钠、十二烷基硫酸钠、油酸

盐、月桂酸盐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渗透剂A为油酸盐、月桂酸盐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渗透剂B为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

[0020] 进一步地，所述渗透剂B为十二烷基氨基丙酸、烷基二甲基甜菜碱、烷基二甲基磺

乙基甜菜碱或烷基二甲基羟丙基磷酸脂甜菜碱中的一种或多种。

[0021] 进一步地，所述抑制剂为Fe3+抑制剂、Cu2+抑制剂、Al3+抑制剂中的至少一种。

[0022] 进一步地，所述Fe3+抑制剂为盐酸羟胺、氯化亚锡中的一种。

[0023] 进一步地，所述Cu2+抑制剂为氢氧化铜或氯化铜中的一种。

[0024] 更进一步地，所述Cu2+抑制剂为氢氧化铜。

[0025] 进一步地，所述Al3+抑制剂为氢氧化铝、十二水硫酸铝钾或氯化铜中的一种。

[0026] 更进一步地，所述Al3+抑制剂为十二水硫酸铝钾。

[0027] 进一步地，所述有机硅为聚二甲基硅氧烷、氟硅氧烷或乙二醇硅氧烷中的任一种。

[0028] 进一步地，所述酶为蛋白酶、脂肪酶和乳酸脱氢酶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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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进一步地，所述酶按重量份数计，为蛋白酶：脂肪酶：乳酸脱氢酶＝(4-6)：(2-3)：

1。

[0030] 进一步地，所述酶按重量份数计，为蛋白酶：脂肪酶：乳酸脱氢酶＝4：2：1。

[0031] 进一步地，所述pH调节剂为醋酸钠、醋酸钾、柠檬酸钠、乳酸钠中的一种或多种。

[0032] 进一步地，所述pH调节剂为乳酸钠和柠檬酸钠。

[0033] 进一步地，所述pH调节剂为醋酸钠。

[0034]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运行清洗多功能复合清洗液的制备方法为将所有组分进行混

合即得。

[0035] 水垢的主要成分有碳酸钙、碳酸镁、硫酸钙、磷酸钙、硅酸钙等，同时还有少量蛋白

质和油脂类物质附着在管壁。本发明为了得到一种去垢速度快，效率高，去垢完全，腐蚀性

低的清洗液，付出了创造性劳动，得到了较好的技术效果。

[0036] 本发明采用无机酸和有机酸进行复配，并优化了有机酸的种类，有利于进一步提

高除垢效率，同时降低对管道和设备的腐蚀。

[0037] 本发明采用两种渗透剂复配使用的方式。由于水垢固定于管壁十分牢固，需要渗

透剂使其松动。本发明采用渗透剂A和渗透剂B进行复配，对于松动水垢有非常明显的效果。

如果仅采用一种渗透剂，效果较差。另外，如果选用其他类型渗透剂进行复配，例如非离子

表面活性剂等，与本发明的渗透剂相比，对水垢的松动效果较差。

[0038] 另外，本发明还优化了渗透剂A与渗透剂B的质量配比，在合适的质量配比下，二者

复配使用具有更好的水垢清理效果。

[0039] 本发明还使用了pH调节剂，优选为醋酸钠或乳酸钠和柠檬酸钠的组合物。pH调节

剂采用弱酸进行调节有助于清洗液中的离子缓慢释放，达到不腐蚀管道的目的。

[0040] 本发明还创造性地添加了酶，可以更好地促进分解水垢中残留的蛋白质、油脂等

杂质，同时，也有利于减小管道与水垢之间的附着力，使得水垢可以更容易松动和脱落，缩

短了水垢去除时间。

[0041] 本发明的复合清洗液在去垢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阻垢效果，尤其是本发明的复

配渗透剂、明胶与其它组分共同作用，避免了设备后续运行过程中设备和管道内部结垢。

[0042] 与现有技术对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43] 1.大大缩短了水垢去除时间；

[0044] 2.高温清洗时，无机强酸盐酸的挥发性显著降低，化学清洗液中除垢组分的有效

浓度相对较大；

[0045] 3.高温运行清洗时酸雾产生量小，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设备空腔以及整个管路的气

相腐蚀；

[0046] 4.清洗工序简单，节水，节能；

[0047] 5.排出污水pH呈中性，无需酸碱中和，易于处理达标，且不会排放到周围环境中造

成污染；

[0048] 6.避免设备后续运行过程中设备和管道内部结垢。

具体实施方式

[004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来进一步描述本发明，本发明的优点和特点将会随着描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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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清楚，但这些实施例仅是范例性的，并不对本发明的范围构成任何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应该理解的是，在不偏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下可以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细节和形式进

行修改或替换，但这些修改和替换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0050] 实施例1

[0051] 一种运行清洗多功能复合清洗液，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组分组成：盐酸1％，羟基亚

乙基二膦酸10％，苹果酸10％，全氟丁基磺酰胺0.3％，十二烷基苯磺酸钠2％，十二烷基氨

基丙酸2％，氯化亚锡0.8％，聚二甲基硅氧烷0.3％，酶0.1％，醋酸钠5％，明胶5％，水余量。

[0052] 酶为蛋白酶、脂肪酶和乳酸脱氢酶的混合物，按重量份数计，为蛋白酶：脂肪酶：乳

酸脱氢酶＝4：2：1；

[0053] 将上述组分混合均匀即得运行清洗多功能复合清洗液。

[0054] 实施例2

[0055] 一种运行清洗多功能复合清洗液，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组分组成：盐酸2％，苹果酸

8％，抗坏血酸8％，油酸9％，全氟丁基磺酰胺0.5％，月桂酸钠2％，烷基二甲基甜菜碱4％，

氢氧化铝1％，氟硅氧烷0.5％，酶0.5％，醋酸钾10％，明胶10％，水余量。

[0056] 酶为蛋白酶、脂肪酶和乳酸脱氢酶的混合物，按重量份数计，为蛋白酶：脂肪酶：乳

酸脱氢酶＝6：3：1；

[0057] 将上述组分混合均匀即得运行清洗多功能复合清洗液。

[0058] 实施例3

[0059] 一种运行清洗多功能复合清洗液，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组分组成：盐酸1.5％，氨基

三亚甲基膦酸11％，苹果酸11％，全氟丁基磺酰胺0.4％，油酸钠1.5％，烷基二甲基甜菜碱

3％，氢氧化铜0.8％，乙二醇硅氧烷0.4％，酶0.3％，乳酸钠4％，柠檬酸钠4％，明胶8％，水

余量。

[0060] 酶为蛋白酶、脂肪酶和乳酸脱氢酶的混合物，按重量份数计，为蛋白酶：脂肪酶：乳

酸脱氢酶＝4：2：1；

[0061] 将上述组分混合均匀即得运行清洗多功能复合清洗液。

[0062] 实施例4

[0063] 一种运行清洗多功能复合清洗液，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组分组成：盐酸1.5％，苹果

酸7％，抗坏血酸7％，油酸8％，全氟丁基磺酰胺0.4％，月桂酸钠1.5％，烷基二甲基磺乙基

甜菜碱3％，十二水硫酸铝钾0.8％，聚二甲基硅氧烷0.4％，酶0.3％，醋酸钠8％，明胶8％，

水余量。

[0064] 酶为蛋白酶、脂肪酶和乳酸脱氢酶的混合物，按重量份数计，为蛋白酶：脂肪酶：乳

酸脱氢酶＝4：2：1；

[0065] 将上述组分混合均匀即得运行清洗多功能复合清洗液。

[0066] 对比例1

[0067] 与实施例4的区别仅在于不添加酶，其余条件均相同。

[0068] 对比例2

[0069] 与实施例4的区别仅在于将酶(蛋白酶、脂肪酶和乳酸脱氢酶的混合物)替换为等

量的蛋白酶和脂肪酶的混合物，两者质量比2:1，其余条件均相同。

[0070] 对比例3

说　明　书 4/7 页

6

CN 111171965 A

6



[0071] 与实施例4的区别仅在于蛋白酶、脂肪酶和乳酸脱氢酶的质量比为1:2:4，其余条

件均相同。

[0072] 对比例4

[0073] 与实施例4的区别仅在于将苹果酸、抗坏血酸和油酸的混合物替换为等量的苹果

酸，其余条件均相同。

[0074] 对比例5

[0075] 与实施例4的区别仅在于将苹果酸、抗坏血酸和油酸的混合物替换为等量的抗坏

血酸，其余条件均相同。

[0076] 对比例6

[0077] 与实施例4的区别仅在于将苹果酸、抗坏血酸和油酸的混合物替换为等量的油酸，

其余条件均相同。

[0078] 对比例7

[0079] 与实施例4的区别仅在于将月桂酸钠和烷基二甲基磺乙基甜菜碱的混合物替换为

等量的月桂酸钠，其余条件均相同。

[0080] 对比例8

[0081] 与实施例4的区别仅在于保持月桂酸钠和烷基二甲基磺乙基甜菜碱的混合物总量

不变，月桂酸钠和烷基二甲基磺乙基甜菜碱的质量比为2:1，其余条件均相同。

[0082] 对比例9

[0083] 与实施例4的区别仅在于将烷基二甲基磺乙基甜菜碱替换为等量的TX-100(TX-

100为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其余条件均相同。

[0084] 测试例1

[0085] 按照GB/T25146-2010《工业设备化学清洗质量验收规范》，对实施例1-4和对比例

1-9的运行清洗多功能复合清洗液进行洗净率(清洗0.5h)的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0086] 表1实施例1-4和对比例1-9洗净率测试结果

[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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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0089] 测试例2

[0090] 按照GB/T25146-2010《工业设备化学清洗质量验收规范》，对实施例1-4和对比例

4-6的运行清洗多功能复合清洗液进行腐蚀率(碳钢)的测试，结果如表2所示。

[0091] 表2实施例1-4和对比例4-6腐蚀率测试结果

[0092]   腐蚀率(g/(m2·h))

实施例1 0.0238

实施例2 0.0184

实施例3 0.0155

实施例4 0.0119

对比例4 0.0316

对比例5 0.0524

对比例6 0.0480

[0093] 测试例3

[0094] 碳酸钙阻垢率测试

[0095] 在500mL的容量瓶中依次加入3mL  40mg/L氯化钙溶液、5mL48.8mg/L碳酸氢钠溶

液，加入1g实施例1-4和对比例7-9的运行清洗多功能复合清洗液，加入去离子水定容摇匀。

将容量瓶放入多孔恒温水浴锅中，设定温度为80℃，加热10h后取出容量瓶，将取出的容量

瓶自然冷却后吸取上层澄清液体分析并测定其中的钙离子含量，计算实施例1-4和对比例

7-9的阻垢率。结果如表3所示。

[0096] 表3实施例1-4和对比例7-9阻垢率测试结果

[0097]

[0098]

[0099] 本发明方案所公开的技术手段不仅限于上述所公开的技术手段，还包括由以上技

术特征任意组合所组成的技术方案。以上所述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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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进和修

饰，这些也将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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