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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油田采出水的处理方法

及工艺流程。油田采出水先经改良式三级沉降罐

进行预处理，后经三相旋流分离罐、压力溶气气

浮罐及净水单元进行二级处理，再经过滤单元进

行深度处理后，最终达到回注水的水质要求。该

工艺流程可解决油田采出水中高含油、高含硫、

高含铁、高细菌含量及高矿化度等问题，使处理

后的水能达到《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及分析

方法》中的水质标准要求，具有水质处理稳定、油

田水回收率高、环保达标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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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油田采出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是包含以下步骤：

(一)、油田采出水先经箱式沉降罐(4)进行多级沉降预处理，去除部分悬浮物、分散油

和浮油；

(二)、然后经沉淀均质调节罐(9)使油、水、固进行初步分离，向采油污水中加入除铁剂

和除硫剂，分别对污水中的铁化物和硫化物进行除铁、除硫处理；再加入有机高分子混凝

剂，对污水中的石油类和悬浮物物质进行絮凝处理；

(三)、处理后的采油污水进入三相旋流分离罐(16)再次进行油、水、固的三相分离处

理；

(四)、三相分离后的采油污水加浮选剂进行混凝处理后，流入压力溶气气浮罐(27)经

气浮过程进行除油除杂；

(五)、气浮处理后出水加杀菌剂进行杀菌处理后进入净水单元(35)，经粗粒化、吸附除

油、斜板分离进行深度的除油除杂净化处理；

(六)、净水单元出水先经粗过滤，再经精细过滤，滤后水加缓蚀阻垢剂进行缓蚀阻垢处

理后，进入净水罐(43)用于回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田采出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除铁剂是次氯酸钠

或双氧水，加入量为50～500mg/L。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田采出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除硫剂是氯化锌或

硫酸锌，加入量为10～500mg/L。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田采出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混凝剂是400～2000

万单元的聚丙烯酰胺，加入量为0.5～10mg/L。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田采出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杀菌剂是非氧化性

杀菌剂：双烷基季铵盐类、或异噻唑啉酮、或醛类，加入量为10～500mg/L。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田采出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浮选剂是聚合氯化

铝或聚合氯化铁，加入量为50～1000mg/L。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田采出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阻垢缓蚀剂是羧基

亚乙基二磷酸；或氨基三亚甲基膦酸；或乙二胺四亚甲基膦酸；或二乙烯三胺五亚甲基膦

酸；或2,4-三羧酸-2-膦酸基乙烷，加入量为10～500mg/L。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田采出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箱式沉降罐(4)分为

三级沉降区，且第一沉降区(6)、第二沉降区(7)和第三沉降区(8)之间的侧壁高度成梯度逐

级增高，使污水中的污油从由高到低逐级流入卸水区后，经污油排油口(17)排出。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田采出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三相旋流分离罐

(16)将原有工艺分段完成的混凝、沉淀、过滤工序集中在一个分离罐中进行，由下部的锥形

污泥收集区(23)、上部的旋流分离区(22)、斜管沉降区(20)、滤料网板过滤区(18)组成，其

中斜管沉降区和滤料网板过滤区之间设有油类挡板(19)用以收集油类，上部的旋流分离区

(22)和斜管沉降区(20)之间由细小絮体不断积累自然形成较致密的悬浮泥层区(21)可作

为过滤层来吸附净化污水。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田采出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净水单元由粗粒化

装置区(36)、吸附除油区(37)和斜板高效分离区(38)组成，利用碰撞聚结、润湿聚结、吸附

和浅层沉淀作用，实现油、水、杂质的快速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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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油田采出水的处理方法及工艺流程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含油污水的处理工艺，主要涉及一种油田采出水的处理方法及工艺流

程。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油田的不断开采，地层能量逐步下降，油井液面下降甚至供油不足，油

井产量急剧下降。我国大部分油田已经进入石油开发的中期或后期，为了保持或增加油层

压力，使油田高产稳产及提高石油采收率，油田逐步进入注水开采阶段。但油田采出水不仅

含有分散油、浮油和乳化油等石油类外，还含有硫化物、Fe2+等还原性污染物；硫酸盐还原

菌、铁细菌和腐生菌等微生物及残体；化学药剂等多种成分及固体悬浮物。这部分油田采出

水都超标而不能直接回注。

[0003] 油田采出水大部分都需要经除油、除铁、除硫、杀菌和防腐阻垢等处理达到回注水

标准后，回注地层以保持地层压力。现有的含油废水处理方法大多是物理与化学相结合的

方法，如“重力除油/混凝/粗滤/细滤”、“气浮选/混凝/过滤”和“压力除油/混凝/过滤”等工

艺。这些工艺都出现较多弊端，如油水分离效率低、过滤效果差、占地面积大、易堵塞等。目

前生物法处理含油废水也成为了发展趋势，但也出现水质波动性大、菌种适应性差、胞外聚

合物对滤膜的污染严重等缺点。所以需寻找一种新的处理油田采出水的方法，使处理后的

水满足油田回注水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油田采出水的处理方法及工艺流程，以便解决高含油、

高含铁、高含硫、高细菌含量的采油污水处理问题，达到油田回注水的水质标准。包括多级

沉降预处理、油/水/固三相旋流分离、气浮除油除杂、化学除铁/除硫/杀菌/缓蚀阻垢、粗粒

化/吸附除油/斜板分离净化、多级过滤等技术内容。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油田采出水的处理方法及工艺流程，其特征是包含以

下步骤：

[0006] 一、油田采出水先经箱式沉降罐进行多级沉降预处理，去除部分悬浮物、分散油和

浮油；

[0007] 二、然后经沉淀均质调节罐使油、水、固进行初步分离，向采油污水中加入除铁剂

和除硫剂，分别对污水中的铁化物和硫化物进行除铁、除硫处理；再加入有机高分子混凝

剂，对污水中的石油类和悬浮物等物质进行絮凝处理；

[0008] 三、处理后的采油污水进入三相旋流分离罐再次进行油、水、固的三相分离处理；

[0009] 四、三相分离后的采油污水加浮选剂进行混凝处理后，流入压力溶气气浮罐经气

浮过程进行除油除杂；

[0010] 五、气浮处理后出水加杀菌剂进行杀菌处理后进入净水单元，经粗粒化/吸附除

油/斜板分离进行深度的除油除杂净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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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六、净水单元出水先经粗过滤，再经精细过滤，滤后水加缓蚀阻垢剂进行缓蚀阻垢

处理后，进入净水罐用于回注。

[0012] 所述的除铁剂是次氯酸钠50～500mg/L或双氧水50～500mg/L。

[0013] 所述的除硫剂是氯化锌10～500mg/L或硫酸锌10～500mg/L。

[0014] 所述的混凝剂是400～2000万单元的聚丙烯酰胺，加入量为0.5～10mg/L。

[0015] 所述的杀菌剂是非氧化性杀菌剂：双烷基季铵盐类、或异噻唑啉酮、或醛类，加入

量为10～500mg/L。

[0016] 所述的浮选剂是聚合氯化铝50～1000mg/L或聚合氯化铁50～1000mg/L。

[0017] 所述的阻垢缓蚀剂是有机多元膦酸：羧基亚乙基二磷酸；或氨基三亚甲基膦酸；或

乙二胺四亚甲基膦酸；或二乙烯三胺五亚甲基膦酸；或2,4-三羧酸-2-膦酸基乙烷，加入量

为10～500mg/L。

[0018] 所述的箱式沉降罐，其特征是：分为三级沉降，且第一沉降区、第二沉降区和第三

沉降区之间的侧壁高度成梯度逐级增高，使污水中的污油从由高到低逐级流入卸水区后，

经排油口排出。

[0019] 所述的三相旋流分离罐，其特征是：将原有工艺分段完成的混凝、沉淀、过滤等工

序集中在一个分离罐中进行，由下部的锥形污泥收集区、上部的旋流分离区、斜管沉降区、

滤料网板过滤区组成，其中斜管沉降区和过滤区之间设有油类挡板用以收集油类，旋流分

离区和斜管沉降区之间由细小絮体不断积累自然形成较致密的悬浮泥层区可作为过滤层

来吸附净化污水。

[0020] 所述的压力溶气气浮罐，其特征是：高效涡流溶气罐将气溶于水中后减压释放出

微细的气泡更利于粘附在絮凝体上，净化效果更好，且可节约絮凝剂用量。

[0021] 所述的净水单元，其特征是：由粗粒化装置区、吸附除油区和斜板高效分离区组

成，利用碰撞聚结、润湿聚结、吸附和浅层沉淀等作用，实现油、水、杂质的快速分离。

[0022] 所述的双滤料过滤罐，其特征是：由石英砂和无烟煤过滤介质组成，进行粗过滤处

理。

[0023] 所述的压紧式改性纤维球过滤罐，其特征是：采用压力式过滤，改性纤维球滤料具

备易反洗、再生能力强、过滤精度高、抗油污染、过滤阻力小和纳污量大等特点，依靠直接拦

截、惯性拦截、表面吸附等机理除去水中机械杂质及油类。

[0024] 由于油田采出水含有较高的石油类物质、悬浮物、铁化物、硫化物、细菌含量等，加

之为高矿化度水，其污染较严重、腐蚀结垢性强，易造成设备及地层沉积堵塞。因此该污水

的处理首先经多级沉降去除部分悬浮物、分散油和浮油；经均质调节后，与除铁剂、除硫剂

和混凝剂反应进行除铁除硫及絮凝沉淀；之后流入三相旋流分离罐进行二次除油除杂；接

着再流入压力溶气气浮罐中，在浮选剂的混凝作用下进行进一步的除油除杂；气浮罐出水

经杀菌处理后流入由粗粒化/吸附除油/斜板分离组成的净水单元，对机械杂质和乳化油进

行深度处理；处理后的污水通过粗过滤和精细过滤作用将悬浮物、乳化油等控制在注水水

质要求范围内；之后采用缓蚀阻垢剂抑制污水中可能产生的碳酸盐垢、硫酸盐垢和其他腐

蚀因素，使油田采出水达到回注水水质标准后，储存于净水罐中进行回注。

[0025] 本发明针对高含油、高含铁、高含硫、高细菌含量的油田采出水，采用新型的处理

方法及工艺，从根本上解决了含油污水处理中的腐蚀结垢、滤料堵塞、水质不达标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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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实现油田采出水的资源化利用。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处理油田采出水具体工艺流程示意图。

[0027] 附图标号如下：1进水口；2排油口；3通水管道；4箱式沉降罐；5卸水区；6第一沉降

区；7第二沉降区；8第三沉降区；9沉淀均质调节罐；10除铁剂配料箱；11除铁剂管道混合箱；

12除硫剂配料箱；13除硫剂管道混合箱；14混凝剂配料箱；15混凝剂管道混合箱；16三相旋

流分离罐；17污油排出口；18过滤区；19油类挡板；20斜管沉降区；21悬浮泥层区；22旋流分

离区；23污泥收集区；24污泥排出口；25浮选剂配料箱；26浮选剂管道混合箱；27压力溶气气

浮罐；28溶气释放箱；29溶气箱；30增压泵；31水射箱；32溶气水气泡发生装置；33杀菌剂配

料箱；34杀菌剂管道混合箱；35水处理净水单元；36粗粒化装置区；37吸附除油区；38斜板高

效分离区；39双滤料过滤罐；40压紧式改性纤维球过滤罐；41缓蚀阻垢剂配料箱；42缓蚀阻

垢剂管道混合箱；43净水罐。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如图1所示，油田采出水的整个工艺流程为：

[0029] 一、油田采出水经箱式沉降罐(4)的进水口(1)进入卸水区(5)内，污水在自吸泵的

作用下经通水管道(3)依次进入第一沉降区(6)、第二沉降区(7)和第三沉降区(8)进行预处

理后流入卸水区，第一沉降区、第二沉降区和第三沉降区之间的侧壁高度成梯度逐级增高，

使污水中的污油从由高到低逐级流入卸水区，经排油口(2)排出。

[0030] 二、然后经沉淀均质调节罐(9)使油、水、固进行分离。除铁剂、除硫剂和混凝剂分

别在除铁剂配料箱(10)、除硫剂配料箱(12)、混凝剂配料箱(14)配制成一定浓度后，经管线

分别流入除铁剂管道混合箱(11)、除硫剂管道混合箱(13)和混凝剂管道混合箱(15)进行加

药处理。

[0031] 三、污水经除铁、除硫和除油除杂后，流入三相旋流分离罐(16)再次进行油、水、固

的三相分离处理。污水从旋流分离区(22)的变径旋流喷管内沿切线方向高速进入旋流沉降

区后，大颗粒污染物在药剂作用下聚结成较大絮凝体后经离心力及自身重力作用下沉入污

泥收集区(23)，污泥经污泥排出口(24)排出；旋流作用后的污水向中心集中，形成的中心旋

流柱不断上升经斜管沉降区(20)进一步使细小絮体加速沉降，再经由滤料网板构成的过滤

区(18)强度吸附处理后经出水口排出，然而细小絮体在停留时间及水动力平衡综合作用

下，不断积累自然形成较致密的悬浮泥层区(21)，悬浮泥层可作为一过滤层来吸附污水，它

处于不断的脱落和积累的循环过程中；过滤区(18)和斜管沉降区(20)中间布设有油类挡板

(19)，将分离出的油类收集至收油装置经污油排油口(17)排出。

[0032] 四、浮选剂在浮选剂配料箱(25)中配制成一定浓度后，流入浮选剂管道混合箱

(26)内与污水反应进行混凝处理。之后污水进入压力溶气气浮罐(27)中，达标的回注水返

回至水射箱(31)中，在增压泵(30)的作用下进入溶气箱(29)中使其产生溶气水，溶气水通

过溶气释放箱(28)流入待处理的水中，小气泡缓慢上升并粘附于杂质颗粒上，比水比重小

的浮体上浮水面形成浮渣后被刮渣机去除；比水比重大的下沉到沉淀椎体内，间歇性地排

出。由溶气箱29、增压泵30、水射箱31组成溶气水气泡发生装置32。五、气浮罐排出水流经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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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剂管道混合箱(33)时，与杀菌剂配料箱(34)配制好的杀菌剂进行杀菌处理，之后流入水

处理净水单元(35)进行净水处理。首先由粗粒化装置区(36)的上部进水，污水通过鱼文石

粗粒化填料时，经“碰撞聚结”和“润湿聚结”作用，小颗粒油珠凝聚成大油珠。迅速上浮于水

面而去除，污水从下部排出后，进入吸附除油区(37)中，经高效吸附除油滤料对污水中油粒

进一步吸附去除；之后污水再从斜板高效分离区(38)的下部进入，经过高效斜板滤料，利用

“浅层沉淀”原理，油、水、杂质实现快速分离，油上浮于水面经排油系统排出，杂质沉淀至污

泥区，水从上部出水系统流出。

[0033] 六、分离区排出水流入双滤料过滤罐(39)，经石英砂和无烟煤过滤介质进行粗过

滤处理后，自上向下流入压紧式改性纤维球过滤罐(40)，采用压力式过滤，此滤料为改性纤

维球，选用优质进口改性纤维丝以扎结而成，具备易反洗、再生能力强、过滤精度高、抗油污

染、过滤阻力小和纳污量大等特点，依靠直接拦截、惯性拦截、表面吸附等机理除去水中机

械杂质及油类。污水经精密过滤处理后，经缓蚀阻垢剂管道混合箱(42)时，与缓蚀阻垢剂配

料箱(41)配制好的缓蚀阻垢剂反应后，进入净化罐(43)进行回注。

[0034] 实施例1：高含油、高含硫、高细菌含量的油田采出水处理

[0035] 1 .油田采出水先经箱式沉降罐进行多级沉降预处理，去除部分悬浮物、分散油和

浮油；

[0036] 2 .然后经沉淀均质调节罐使油、水、固进行初步分离，向采油污水中加入50～

80mg/L除铁剂次氯酸钠和50～150mg/L除硫剂氯化锌，分别对污水中的铁化物和硫化物进

行除铁、除硫处理；再加入1200万单元的聚丙烯酰胺有机高分子混凝剂1.0mg/L，对污水中

的石油类和悬浮物等物质进行絮凝处理；

[0037] 3.处理后的采油污水进入三相旋流分离罐再次进行油、水、固的三相分离处理；

[0038] 4.三相分离后的采油污水加浮选剂聚合氯化铝50～100mg/L进行混凝处理后，流

入压力溶气气浮罐经气浮过程进行除油除杂；

[0039] 5.气浮处理后出水加杀菌剂如双烷基季铵盐类50～100mg/L进行杀菌处理后进入

净水单元，经粗粒化/吸附除油/斜板分离进行深度的除油除杂净化处理；

[0040] 6.净水单元出水先经粗过滤，再经精细过滤，滤后水加50mg/L以羧基乙叉二磷酸

钠、氨基三甲叉磷酸和乙二胺四甲叉磷酸为主要成分的缓蚀阻垢剂进行缓蚀阻垢处理后，

进入净水罐用于回注。

[0041] 经上述步骤对油田采出水处理前后水质检测结果(见表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及分析方法》(SY/T5329-2012)，延长石油

股份有限公司结合自己本企业的特点，提出新的标准(见表1)，由表1的数据可以说明该油

田采出水经该流程处理后完全达到注水水质要求。

[0042] 表1油田采出水处理前后水质检测结果

[0043] 指标 标准 采出水处理前 采出水处理后

颜色 无色 黑色 无色

透明度 透明 不透明 透明

pH 6.5-7.5 6.08 6.83

悬浮物含量，mg/L ≤2 188.33 1.95

含油量，mg/L ≤3 115.55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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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腐蚀率，mm/a ≤0.076 0.1989 0.048

硫酸盐还原菌，个/mL ≤10 103～104 0～10

腐生菌，个/mL ≤100 103～104 10～100

铁细菌，个/mL ≤100 103～104 10～100

总铁量，mg/L ≤0.5 60.45 0.38

硫化物，mg/L ≤2 125.83 1.85

[0044] 实施例2：高含铁、高含油、高细菌含量的油田采出水处理

[0045] 1 .油田采出水先经箱式沉降罐进行多级沉降预处理，去除部分悬浮物、分散油和

浮油；

[0046] 2.然后经沉淀均质调节罐使油、水、固进行初步分离，向采出水中加入50～150mg/

L除铁剂次氯酸钠和40～80mg/L除硫剂硫酸锌，分别对污水中的铁化物和硫化物进行除铁、

除硫处理；再加入1000万单元的聚丙烯酰胺有机高分子混凝剂1.5mg/L，对污水中的石油类

和悬浮物等物质进行絮凝处理；

[0047] 3.处理后的采油污水进入三相旋流分离罐再次进行油、水、固的三相分离处理；

[0048] 4.三相分离后的采油污水加浮选剂聚合氯化铝80～100mg/L进行混凝处理后，流

入压力溶气气浮罐经气浮过程进行除油除杂；

[0049] 5.气浮处理后出水加杀菌剂如异噻唑啉酮80～100mg/L进行杀菌处理后进入净水

单元，经粗粒化/吸附除油/斜板分离进行深度的除油除杂净化处理；

[0050] 6.净水单元出水先经粗过滤，再经精细过滤，滤后水加50～100mg/L以羧基乙叉二

磷酸钠、二乙烯三胺五亚甲基膦酸和2,4-三羧酸-2-膦酸基乙烷为主要成分的缓蚀阻垢剂

进行缓蚀阻垢处理后，进入净水罐用于回注。

[0051] 经上述步骤对油田采出水处理前后水质检测结果(见表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及分析方法》(SY/T5329-2012)，延长石油

股份有限公司结合自己本企业的特点，提出新的标准(见表2)，由表2的数据可以说明该油

田采出水经该流程处理后完全达到注水水质要求。

[0052] 表2油田采出水处理前后水质检测结果

[0053] 指标 标准 采出水处理前 采出水处理后

颜色 无色 黄色 无色

透明度 透明 不透明 透明

pH 6.5-7.5 6.23 7.05

悬浮物含量，mg/L ≤2 167.45 1.76

含油量，mg/L ≤3 124.38 2.92

平均腐蚀率，mm/a ≤0.076 0.1783 0.039

硫酸盐还原菌，个/mL ≤10 103～104 0～10

腐生菌，个/mL ≤100 103～104 10～100

铁细菌，个/mL ≤100 103～104 10～100

总铁量，mg/L ≤0.5 108.45 0.42

硫化物，mg/L ≤2 69.83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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