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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某温泉输水管道结垢形成条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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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垢是地热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常见问题。结垢物质按成分一般划分为钙垢和硅垢。在中低温地热系统中，
钙垢是最普遍、量最多的一类结垢物质。究其根源是地热流体的温度和压力发生了变化，结垢过程中温度对碳酸钙
（CaCO3）溶解度的影响较小，压力的变化是主控因素。本文从压力的角度，分析了 CaCO3 的结垢机理，并据此
建立基于化学反应平衡原理的结垢反应模型，用于对结垢过程中产生的 CaCO3 进行量化。选取西藏某温泉为研究
对象，用 PHREEQC 软件模拟其饱和指数的变化，然后假设地热流体处于化学平衡状态，运用定量模型以压力为
变量对结垢量进行了计算。CaCO3 结垢机理分析和量化可为今后的防垢以及除垢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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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ing Formation Conditions of a Hot Spring Water Pipeline in Tibet
PEI Ya-dong 1, DUAN Chen-yang 1, ZHENG Xiu-hua1, YE Hong-yu 2
(1.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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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aling is a common probl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geothermal resources. Scaling substances ar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calcium scale and silicon scale according to their composition. Calcium scale is the most common and
abundant type of scaling material in low and medium temperature geothermal systems. The reason is that the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of geothermal fluids have changed. Temperature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solubility of calcium carbonate
during scaling, and the change of pressure is the main controlling factor. In this paper, the scaling mechanism of calcium
carbonate was analyz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ressure, and a scaling reaction model based on chemical reaction
equilibrium principle was established to quantify the calcium carbonate produced in the scaling process. A hot spring in
Tibet was took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change of its saturation index was simulated by PHREEQC software. Then, the
scaling amount was calculated by using quantitative model with pressure as variable, assuming that geothermal fluid was in
chemical equilibrium. The analysis and quantification of scaling mechanism of calcium carbonate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ture scaling prevention and scale removal design.
Key words: geothermal hot springs; calcium carbonate scale; pressure; mechanism; quantitative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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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流体的结垢问题由来已久。开采过程中，
地热流体由储层上升至井口，期间发生一系列的物
理、化学变化，伴随着一些矿物质的溶解度降低，
从而产生结垢，堵塞管道。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生产
运行。例如，那曲地热电站、当雄地热采暖项目、
青海西宁地热井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地勘局地热
井都因结垢严重而耽误开发利用，给生产造成巨大
* 收稿日期：2019-08-09
修订日期：2019-09-10
† 通信作者：郑秀华，E-mail：xiuhuazh@cugb.edu.cn

损失[1]；羊八井高温地热电站的地热井井管内壁（直
径 20 mm）在没有添加处理措施前，3 ~ 5 d 就会因
结垢而完全堵住，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来除
垢以维持生产运行[2]；羊八井地热田 4 号、10 号生
产井同样结垢严重，虽经机械通井，最终仍因不能
彻底除垢而导致井口逐渐封闭，成为废井[3]。
在羊八井地热发电站第 1 台机组运行的过程
中，原定容量为 1 000 kW，而实际产出只达到了
800 kW，因结垢导致流量减小而造成的发电损失高

488

新

能

达 20%。经检查发现，电站管道及设备内结垢的主
要成分是碳酸钙（CaCO3）[4]。一般而言，钙垢在中
低温地热系统中比较常见[5]。钙垢出现的位置通常
在井的闪蒸点附近[6]。
目前钙垢的形成机理主要有：①地热流体中碳
酸氢钙 [ Ca(HCO3)2 ] 的分解导致 Ca2+ 和 CO32− 的
浓度积大于溶度积[7-8]；②二氧化碳（CO2）的脱出
使溶液的 pH 值升高[9]。这些主要是从溶液的角度，
对 CaCO3 的结垢进行定性分析。而有关定量的研究，
ZHANG 等[10]从 CaCO3 的结晶速率角度对结垢进行
定量；该方法需要假设速率常数不受 pH 值影响且
适用的温度和 pH 值范围较窄。ÁMANNSSON[11]通
过储层与井口的 Ca2+ 浓度差法，计算出冰岛北部
Kralfa-09 井的结垢量，结果较为准确。然而，精确
的储层处 Ca2+ 浓度并不容易获得。李义曼等[5]利用
WATCH 软 件 模 拟 出 储 层 深 部 组 分 ， 然 后 用
PHREEQC 软件的相平衡模块模拟出 CaCO3 的结垢
量，模拟所得的结果不能转化成结垢厚度，因而无
法直观地确定其与实际情况的接近性。
由于结垢过程中伴随着 CO2 气体的产生，使得
压力对结垢的影响极其显著。这是由于 CO2 的溶解
度一旦降低便会从地热流体中脱出，即发生脱气反
应产生结垢。而压力则是通过控制 CO2 的溶解度来
影响 CaCO3 的结垢量。当温度大于 75℃时，CaCO3
溶解度主要受压力的影响，且随压力升高而增大[12]。
然而，目前关于压力与 CaCO3 结垢定量预测的研究
却较少。本文从压力角度分析 CaCO3 的结垢机理及
其对 CO2 溶解度的影响，同时引入并分析了化学平
衡常数对结垢过程的影响。结合压力与 CO2 溶解度
的关系，建立了压力影响下的钙垢定量预测模型，
并以西藏某温泉为例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与实际
情况比较吻合，为后续的地热井防垢以及除垢设计
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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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2+ +2HCO3 ⇌ CaCO 3(s)   H 2O  CO 2(g) 
HCO3  H   H 2O  CO 2(g) 

(1)
(2)

这同时也是 CaCO3 的结垢反应。由式（2）可以看
出，随着脱气的进行，H+ 被不断消耗，地热流体的
pH 值逐渐升高。CaCO3 的溶解度随 pH 值的升高而
降低[14]。

1.2

压力对 CO2 溶解度的影响
根据亨利定律，气体在液体中的溶解度与气体

的分压成正比。在温度一定的条件下，CO2 在水中
的溶解度随压力的增加而增大，且低压下 CO2 在水
中的溶解系数高[15]。
地热流体在经过闪蒸点的时候，由于水的瞬间
汽化，使 CO2 的分压减小导致溶解度降低，致使结
垢反应向右进行，产生大量 CaCO3 垢。
CO2 的溶解度可以拟合为温度、压力和矿化度
的函数[16]。
S  P, T , M   29.25405  0.21188P 
0.00016 P 2  0.07848T  0.00014T 2 

(3)

6

0.0002 M  1.61  10 PM 
1.3  108 P 2 M

式中：S 为 CO2 在水中的溶解度，m3（气）/m3（水）；
P 为压力，MPa×10[17]；T 为温度，℃；M 为矿化度，
g/L。

2 压力对化学平衡的影响
结垢过程的本质是化学反应的不断进行，压力
通过影响化学反应的平衡点来控制结垢反应的
进程。

2.1

结垢反应及平衡常数
李义曼等[5]、王延欣等[18]介绍过结垢过程中涉

1 地热温泉碳酸钙的结垢机理

及的基本化学反应，本文对这些基本反应进行了总

1.1

以便后面用于计算总反应的平衡常数，结果见表 1。

压力驱动下的脱气反应

储层中的地热流体以热水的形式存在。由于其
高温高压的环境，使得 CO2 几乎全部溶解于水中。
在热储开采过程中，随着热水的上移，压力逐渐减
小，会在某一个位置发生闪蒸。与此同时，CO2 的
分压减小，迅速从水中逸出，发生脱气。反应表达
式见式（1）和式（2）[13]。

结，同时一一对应地引入其反应平衡常数表达式，
表中：ai 为组分 i 的活度，在液相中，ai = mi × γi，
mi 为组分 i 的质量摩尔浓度，γi 为组分 i 的活度系数；
fi 为气体组分 i 的逸度，fi = pi × φi，pi 为组分 i 的分
压，φi 为组分 i 的逸度系数；P 为气体总压。压力通
过影响 CO2 的分压及其在水中的溶解度来控制结垢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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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结垢过程涉及的反应及其平衡常数
Table 1 Reactions and equilibrium constants involved in scaling
process
化学反应方程式
平衡常数表达式

K1 

Ca 2+ +CO32 ⇌ CaCO 3

aCaCO3

H 2CO3 ⇌ CO 2 +H 2O

K2 

H   HCO3 ⇌ H 2CO3

K3 

2.3

aCO2  a H 2O

饱和指数（saturation index, SI），是以热力学为
基础，用于确定、评价体系中难溶物状态（溶解、
沉淀或平衡）的水文地球化学参数，等于难溶化合
物的离子活度积（IAP）与其溶度积常数（KSP）比值
的对数[19]：

aH 2CO3
aH 2CO3
aH   aHCO
3

K4 

HCO3 ⇌ CO32  H +

aCO2   a H 
3

a HCO
3

H 2O aq  ⇌ H 2O  g 

K5 

CO 2aq  ⇌ CO2 g 

K6 

a H 2 O g 
aH 2Oaq 

aCO2g
aCO2aq 





饱和指数

SI  lg

f H 2O / P
aH 2Oaq 

aCO2aq 

关系

结垢过程发生的化学反应采用式（1）来描述，
其化学平衡常数为

K

ln K p  

(4)



B

B T 

(5)

B

RT

 B
 B
 cRT  B
 p B
K p  Kc   
 Kx   
 p 
p 

(6)

 K p 
 K c 
 p   0,  p   0

T

T

(7)

B
 K x 


 p 
p

T

(8)

因此

B



Vm
RT

(9)

3 压力对结垢的定量预测模型

压力对结垢反应平衡的影响

Kf  K p

I AP
Ksp

本文采用饱和指数来评价 CaCO3 的结垢趋势。

f CO2g / P

对于气体混合物理想状态下平衡常数存在以下

式中：Kf 为逸度商，是无量纲量，单位为 1；Kp 为
压力平衡常数，Kc 为浓度平衡常数； B 为物质 B 的
计量系数； B 为组分 B 的化学势；T 为温度；Vm 为
气体摩尔体积。这些参数用于衡量反应的正向进行
程度。Kp 和 Kc 均只是温度的函数，而 Kx 随着压力
的变化而改变，说明平衡点是随着压力的变化而迁
移的。由于结垢反应伴随着 CO 2 的生成，导致
 B  0 ，压力降低有利于反应向正向进行，促进
B

结垢。这与王延欣等[18]研究甘孜地热井的结垢现象
相符。甘孜地热井的结垢主要集中在井口附近，这
是由于井口附近的压力较小，有利于反应的正向
进行。

aCa 2+  aCO2 
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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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CO3  aH 2O  aCO2
2
aCa 2  aHCO


(10)

3

假设：①活度近似等于浓度；②温度不变，因而化
学平衡常数不变；③反应时刻处于平衡；④水和
CaCO3 为理想状态，活度均为 1。
化学平衡常数仅是温度的函数，在温度变化很
小的情况下，可以假设温度是不变的，从而化学平
衡常数就是一个定值。同时，假设管道内的流体是
平衡状态，当地热流体流出管道时，压力骤降，使
得 CO2 溶解度减小，进而引发 CaCO3 结垢。
本文利用 Matlab 软件进行计算。计算过程：
①通过式（3）可以计算出不同压力下 CO2 的溶解度
（例如当温度为 50℃、压力为 0.069 81 MPa、矿化度
为 2 306.5 mg/L 时，CO2 的溶解度为 25.681 1 m3/m3）
；
②根据式（10），将管道中溶液的各组分浓度代入（例
如 Ca2+ 的浓度为 0.013 3 mol/L、HCO3− 的浓度为
0.005 2 mol/L、CaCO3 和水的浓度为 1、CO2 的浓度
为 25.681 1 m3/m3），计算平衡常数 K；③利用 K 值
和出口压力下 CO2 在水中的溶解度，可以求得出口
处新平衡下 Ca2+ 的浓度；④依次代入不同的管道压
力，求出不同压力变化下 CaCO3 的结垢量。
以西藏某温泉为例，运用建立的 CaCO3 结垢模
型进行定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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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的水质条件与结垢问题

地热温泉水输送情况如图 1 所示。温泉出水口
温度在 54 ~ 62℃之间，属低温地热井。热水温度与
75℃相差不大，且整个输水过程有保温措施，温度
较稳定。因此，可认为温度对 CaCO3 溶解度的影响
不大。管道的输水量为 1 000 m3/d。山顶水池海拔
4 700 m，中间途经 7 段输水管道，每段带来的压力
变化约为 2 MPa，设计供水温度为 42℃。水质成分
检测报告见表 2。

图 2 管道结垢的现场情况
Fig. 2 Pipeline scaling on site

3.2

表 2 温泉山顶和山底池水组分分析结果
Table 2 Analysis of water components in hot spring peaks and
bottom pools
浓度 / (mg/L)

组分
+

K + Na
Ca2+
Mg2+
NH4+
Cl−
SO42−
HCO3−
CO32−
OH−
NO3−
NO2−

+

山顶水（pH = 7.87）

山底水（pH = 7.93）

151.80
531.70
65.10
0.14
57.60
1 521.50
316.70
0.00
0.00
0.29
1.26

160.70
438.30
43.00
<0.02
63.00
1 338.70
167.50
0.00
0.00
<0.04
0.02

游离 CO2

20.50

6.40

F−
H2SiO3

0.34
12.00

0.28
7.00

矿化度

2 486.00

2 127.00

注：水化学数据由四川省鑫川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取样分
析提供。

管道结垢的现场情况见图 2。在整个输水过程
中，消能池之间的管道发生了堵塞，且位置皆位于
管口处。而管口处正是压力骤降的地方。为此，从
压力的角度对其结垢过程进行了分析计算。

PHREEQC 是用 C 语言编写的进行低温水文地
球化学计算的计算机程序，可进行正向模拟和反向
模拟，几乎能解决水、气、岩土相互作用系统中所
有平衡热力学和化学动力学问题，包括水溶物配合、
吸附−解吸、离子交换、表面配合、溶解−沉淀、氧
化−还原[20]。
以 1 号消能水池至 2 号消能水池之间的输水为
例，其中 CO2 被不断加压，然后在管口处泄压。用
PHREEQC 对管道输送过程进行模拟，得到 CaCO3
饱和指数随高度下降（压力）的变化曲线。模拟参
数取值分别为：①压力取所在高度的液柱静压力，如
管道最底部，液柱高 200 m，压力为 2 MPa；②CO2
取所占空气的体积分数 0.03%；③CO2 分压取压力
与 CO2 所占气体百分数的乘积；④溶液组分的选取。
选择消能水池中心部分的组分参数，包括温度为
60℃，pH 值为 7.87，K+、Na+、Ca+、Mg+、NH4+、
Cl−、SO42−、HCO3−、NO3−、NO2−、F− 的浓度见表 2。
将压力、CO2 分压以及溶液离子浓度输入 PHREEQC
软件，可以得到 CaCO3 的饱和指数。依次间隔 20 m
取点，逐点模拟结果，然后绘制曲线，见图 3。
2.4
2.2

饱和指数 SI

图 1 地热水输送流程示意图
Fig. 1 Diagram of geothermal water transportation process

结垢现象与压力的关系及量化

2.0
1.8
1.6
1.4

0

50

100
150
高度下降 / m

200

图 3 CaCO3 饱和指数随高度下降（压力）的变化曲线
Fig. 3 Calcium carbonate saturation index versus height drop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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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可知，高度下降越多，管道内的压力就
越大，CaCO3 的饱和指数就越小，使 CaCO3 的结垢
趋势得到缓解。但在管口处突然泄压，又使 CaCO3
的饱和指数瞬间升高，结垢趋势加剧，导致了管口
发生结垢堵塞。
温度取均值 50℃，压力取 0.069 81 MPa，矿化

491

（1）CaCO3 的结垢反应是一个压差驱动的反应，
压力的大幅下降会引起 CaCO3 的大量结垢；
（2）压力骤降的地方（管口处）是结垢最集中
的地方，会最先发生堵塞；
（3）当温度的变化不大时，CaCO3 的结垢量与
压降值近似成正比。

度取均值 2 306.5 mg/L。计算了经历不同压降（2 ~
10 MPa）下组分含量及 CaCO3 含量的变化，并绘制
CaCO3 结垢量随压降变化的曲线，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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