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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高浓度石油污泥绿色清洗-热脱附集成技术

处理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高浓度石油污泥绿

色清洗-热脱附集成技术处理系统，该处理方法

包括均质除杂预处理、化学热洗处理、固液分离

与油水分离、油泥热脱附及高温燃烧氧化、热交

换及尾气降温除尘的处理步骤；该处理系统包括

油泥化学热洗系统和油泥无害化热脱附系统，油

泥化学热洗系统由油泥均质槽、油泥化学热洗

罐、高效固液分离器、油水分离器、污水一体化处

理系统、储水罐依次连接组成，油泥无害化热脱

附系统主要由污泥烘干机、冷凝回收系统、热脱

附进料系统、热脱附系统、高温燃烧氧化系统、余

热锅炉及出料系统组成。本实用新型采用化学热

洗技术与热脱附技术联合运用，可同时实现石油

类物质和热量等资源回收利用、含油污泥减量

化、无害化等多重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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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浓度石油污泥绿色清洗-热脱附集成技术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它主要由油

泥化学热洗系统和油泥无害化热脱附系统两部分构成，所述油泥化学热洗系统由油泥均质

槽(1)、化学热洗罐(2)、高效固液分离器(3)、油水分离器(4)、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6)、储

水罐(23)经管路依次连接组成，化学热洗罐(2)的顶部出油口以及油水分离器(4)的出油口

分别经管路与回收油罐(5)相连接，化学热洗罐(2)的底部经管路与高效固液分离器(3)相

连接，高效固液分离器(3)的液体出口与油水分离器(4)相连接；所述油泥无害化热脱附系

统由污泥烘干机(10)、冷凝回收系统(11)、热脱附进料系统(7)、热脱附系统(8)、高温燃烧

氧化系统(9)、余热锅炉(13)、尾气降温除尘处理系统及出料系统组成，高效固液分离器(3)

的固体出料口与污泥烘干机(10)的进料口相连接，污泥烘干机(10)的蒸汽出口与冷凝回收

系统(11)相连接，冷凝回收系统(11)的不凝气出口经管路连接高温燃烧氧化系统(9)，冷凝

回收系统(11)的冷凝液出口经管路连接油水分离器(4)；污泥烘干机(10)的固体出料口与

热脱附进料系统(7)相连接，热脱附进料系统(7)与热脱附系统(8)相连接，热脱附系统(8)

的热脱附烟气出口(83)与高温燃烧氧化系统(9)的烟气进口(91)相连接，热脱附系统(8)的

出料口与出料系统相连接，高温燃烧氧化系统(9)的尾气出口(93)连接余热锅炉(13)，余热

锅炉(13)的蒸汽出口经管路连接化学热洗罐(2)和污泥烘干机(10)，余热锅炉的烟气出口

与尾气降温除尘处理系统相连接，尾气经尾气降温除尘处理系统处理后排放到大气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浓度石油污泥绿色清洗-热脱附集成技术处理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油水分离器(4)由缓冲槽(41)、反应槽(42)、储油槽(44)以及出水槽(43)组成，缓冲

槽(41)、反应槽(42)及出水槽(43)依次排布设置，储油槽(44)位于反应槽(42)的上部，储油

槽(44)经管路与回收油罐(5)相连接，缓冲槽(41)经管路与高效固液分离器(3)的液体出口

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高浓度石油污泥绿色清洗-热脱附集成技术处理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热脱附进料系统(7)由进料料仓(71)、皮带输送机(72)和计量进料斗(73)组

成，进料料仓(71)位于皮带输送机(72)的入口，计量进料斗(73)位于皮带输送机(72)的出

口，计量进料斗(73)的出口连接热脱附系统(8)的入料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高浓度石油污泥绿色清洗-热脱附集成技术处理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热脱附系统(8)包括涂有耐火材料的热脱附室，热脱附室的顶部安装有一系列

热脱附燃烧器(82)，热脱附燃烧器(82)的下方设有不锈钢履带式传送带(81)，热脱附室的

一端设有入料口，另一端设有卸料推进器(84)，热脱附室的顶部设置热脱附烟气出口(83)。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高浓度石油污泥绿色清洗-热脱附集成技术处理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高温燃烧氧化系统(9)包括高温燃烧室，高温燃烧室的一端设置烟气进口(91)

以及高温燃烧器(92)，另一端设置尾气出口(93)，尾气出口(93)与余热锅炉(13)相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高浓度石油污泥绿色清洗-热脱附集成技术处理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尾气降温除尘处理系统包括急冷塔(14)、喷淋塔(15)、沉降塔(16)、引风机

(17)和烟囱(18)，喷淋塔(15)与沉降塔(16)相贯通，急冷塔(14)经管路与喷淋塔(15)相连

接，沉降塔(16)的出口经管路连接烟囱(18)，该管路上安装有引风机(17)。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高浓度石油污泥绿色清洗-热脱附集成技术处理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出料系统由出料料斗(19)、双轴螺旋卸料机(20)和出料料仓(21)组成，出料料

斗(19)位于双轴螺旋卸料机(20)的入口，出料料仓(21)位于双轴螺旋卸料机(20)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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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轴螺旋卸料机(20)的外层裹着一层降温水层，出料料仓(21)顶部设有喷淋装置，以降低

料仓内渣土的温度和扬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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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浓度石油污泥绿色清洗-热脱附集成技术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油泥治理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高浓度石油污泥绿色清洗-热脱

附集成技术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作为一种化学能源，石油在开采、运输、储存、加工等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

量的废渣、废水和废气，给社会环境与人类安全带来巨大的潜在威胁。尤其是高浓度的含油

污泥含有大量的苯系物、蒽、酚类、芘等有恶臭的有毒物质，含油污泥若得不到及时处理，将

会对生产区域和周边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含油污泥中的油气挥发，会使生产区域内

空气质量总烃浓度超标；散落和堆放的含油污泥污染地表水甚至地下水，使水中COD、  BOD

和石油类严重超标；含油污泥含有大量的原油，造成土壤中石油类超标，土壤板结，使区域

内的植被遭到破坏，草原退化，生态环境受到影响。由于原油中所含的某些烃类物质具有致

癌、致畸、致突变作用，油田含油污泥已被列为危险固体废弃物(HW08)进行管理。

[0003] 通常将含油率大于15％以上的油泥称之为高浓度石油污泥，目前针对高浓度石油

污泥有采用热化学清洗的方法进行原油回收，但仅用热化学清洗法，清洗后的油泥依然残

留较高的石油含量，无法达到直接排放或利用的标准。如果用直热式热脱附对高浓度的石

油污泥直接进行无害化处理，又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而且存在能耗高和浪费石油资源等

缺点。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缺点，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浓度石油污泥绿色

清洗  -热脱附集成技术处理方法与处理系统，它采用清洗技术与热脱附技术联合处理高浓

度的石油污泥，既能回收资源，又能安全地对油泥进行无害化处理。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本实用新型一种高浓度石油污泥绿色清洗-热脱附集成技术处理方法，包括如下

处理步骤：

[0007] (1)均质除杂预处理：将油泥进行调质、分散处理，并去除油泥浆中的垃圾杂物；

[0008] (2)化学热洗处理：将经均质除杂处理后的油泥送入内有热水和清洗剂的化学热

洗罐中，通过搅拌，使原油从油泥中脱离出来，脱离出来的油从化学热洗罐的顶部刮出来，

存储于回收油罐中，化学热洗后的固相从化学热洗罐的罐底排出送入高效固液分离器中；

[0009] (3)固液分离与油水分离：通过高效固液分离器进行固液分离，使分离出的油泥含

油率降至3％～6％，含水率为60％～70％，然后将油泥输送至油泥暂存区暂存或直接送入

污泥烘干机中，将高效固液分离器分离出的污水送入油水分离器中，将通过油水分离器分

离出的油送入回收油罐中，将油水分离器分离出的污水送入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中进行处

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于储水罐中，回用于化学热洗罐中；

[0010] (4)油泥干化及冷凝回收处理：将送入污泥烘干机中的油泥烘干至含水率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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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将干化过程产生的蒸汽送入冷凝回收系统进行冷凝，油和水经冷凝后将冷凝液送入

油水分离器进行油水分离；

[0011] (5)油泥热脱附处理及高温燃烧氧化处理：将污泥烘干机处理后的含油污泥送入

热脱附系统，热脱附系统的热脱附室温度控制在300-750℃之间，并确保热脱附室处于微负

压的状态，同时使油泥的输送方向与烟气的流动方向相反，并确保油泥在缺氧的状态下完

成脱附裂解；

[0012] (6)热交换处理：将步骤(5)中热脱附系统产生的烟气以及步骤(4)中冷凝回收系

统产生的不可冷凝的轻质组分输送至高温燃烧氧化系统进行完全燃烧氧化，再将从高温燃

烧氧化系统中出来的高温尾气送入到余热锅炉进行余热回收，产生的过热蒸汽作为化学热

洗罐和污泥烘干机的热源；

[0013] (7)尾气降温除尘处理：将从余热锅炉出来的中温尾气送入急冷塔，通过急冷塔使

尾气温度降至200℃以下，再经降温除尘和喷淋碱液以去除酸性气体，尾气经处理达标后通

过烟囱排放到大气中。

[0014] 步骤(6)中，所述高温燃烧氧化系统采用天然气明火燃烧，工作温度在850～1100

℃范围内，停留时间1.5～2秒，以确保有机成分彻底无害化消除，同时防止二噁英的产生。

[0015] 步骤(6)中，高温燃烧氧化系统中出来的高温尾气约1000℃，将其送至余热锅炉进

行余热回收后降为500℃的中温尾气。

[0016] 本实用新型一种高浓度石油污泥绿色清洗-热脱附集成技术处理系统，主要由油

泥化学热洗系统和油泥无害化热脱附系统两部分构成，所述油泥化学热洗系统由油泥均质

槽1、化学热洗罐2、高效固液分离器3、油水分离器4、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6、储水罐23经管

路依次连接组成，化学热洗罐2的顶部出油口以及油水分离器4的出油口分别经管路与回收

油罐5相连接，化学热洗罐2的底部经管路与高效固液分离器3相连接，高效固液分离器3的

液体出口与油水分离器4相连接；所述油泥无害化热脱附系统由污泥烘干机10、冷凝回收系

统11、热脱附进料系统7、热脱附系统8、高温燃烧氧化系统9、余热锅炉13、尾气降温除尘处

理系统及出料系统组成，高效固液分离器3的固体出料口与污泥烘干机10  的进料口相连

接，污泥烘干机10的蒸汽出口与冷凝回收系统11相连接，冷凝回收系统11 的不凝气出口经

管路连接高温燃烧氧化系统9，冷凝回收系统11的冷凝液出口经管路连接油水分离器4；污

泥烘干机10的固体出料口与热脱附进料系统7相连接，热脱附进料系统  7与热脱附系统8相

连接，热脱附系统8的热脱附烟气出口83与高温燃烧氧化系统9的烟气进口91相连接，热脱

附系统8的出料口与出料系统相连接，高温燃烧氧化系统9的尾气出口93连接余热锅炉13，

余热锅炉13的蒸汽出口经管路连接化学热洗罐2和污泥烘干机10，余热锅炉的烟气出口与

尾气降温除尘处理系统相连接，尾气经尾气降温除尘处理系统处理后排放到大气中。

[0017] 本实用新型所述油水分离器4由缓冲槽41、反应槽42、储油槽44以及出水槽43组

成，缓冲槽41、反应槽42及出水槽43依次排布设置，储油槽44位于反应槽42的上部，储油槽

44经管路与回收油罐5相连接，缓冲槽41经管路与高效固液分离器3的液体出口相连接。

[0018] 本实用新型所述热脱附油泥进料系统7由进料料仓71、皮带输送机72和计量进料

斗  73组成，进料料仓71位于皮带输送机72的入口，计量进料斗73位于皮带输送机72的出

口，计量进料斗73的出口连接热脱附系统8的入料口。

[0019] 本实用新型所述热脱附系统8包括涂有耐火材料的热脱附室，热脱附室的顶部安

说　明　书 2/7 页

5

CN 209481431 U

5



装有一系列热脱附燃烧器82，热脱附燃烧器82的下方设有不锈钢履带式传送带81，热脱附

室的一端设有入料口，另一端设有卸料推进器84，热脱附室的顶部设置热脱附烟气出口83。

[0020] 本实用新型所述高温燃烧氧化系统9包括高温燃烧室，高温燃烧室的一端设置烟

气进气口91以及高温燃烧器92，另一端设置尾气出口93，尾气出口93与余热锅炉13相接。

[0021] 本实用新型所述尾气降温除尘处理系统包括急冷塔14、喷淋塔15、沉降塔16、引风

机17和烟囱18，喷淋塔15与沉降塔16相贯通，急冷塔14经管路与喷淋塔15相连接，沉降塔16

的出口经管路连接烟囱18，该管路上安装有引风机17。

[0022] 本实用新型所述出料系统由出料料斗19、双轴螺旋卸料机20和出料料仓21组成，

出料料斗19位于双轴螺旋卸料机20的入口，出料料仓21位于双轴螺旋卸料机20的出口，双

轴螺旋卸料机20的外层裹着一层降温水层，出料料仓21顶部设有喷淋装置，以降低料仓内

渣土的温度和扬尘。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

[0024] (1)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清洗药剂绿色环保，清洗效果显著，清洗后油水固三相分层

效率快，油回收率高。

[0025] (2)本实用新型的热脱附系统采用耐高温耐腐蚀不锈钢履带传输，直接火焰方式

加热油泥，脱附效率高，处理能力大，可以实现高操作温度和停留时间。

[0026] (3)本实用新型整个系统保持在微负压状态下，正常情况下可确保污染物和粉尘

不外溢，防止二次污染。

[0027] (4)采用的高温燃烧室长度足够长，停留时间足够长，补充的空气过量，燃烧温度

足够高，实现3T焚烧，确保有机气体完全燃烧，可有效防止二噁英产生。

[0028] (5)对整个系统的余热进行回收利用，节约能耗，降低能耗成本。

[0029] (6)采用化学热洗技术与热脱附技术联合运用，可同时实现石油类物质和热量等

资源的回收利用、含油污泥减量化、无害化等多重功效。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实用新型高浓度石油污泥绿色清洗-热脱附集成技术处理方法的工艺流

程图。

[0031] 图2是本实用新型高浓度石油污泥绿色清洗-热脱附集成技术处理系统的结构示

意图。

[0032] 图中：油泥均质槽1，化学热洗罐2，高效固液分离器3，油水分离器4，污水缓冲槽 

41，反应槽42，储油槽44，出水槽43，回收油罐5，污水一体式处理系统6，热脱附进料系统7，

进料料仓71，皮带输送机72，计量进料斗73，热脱附系统8，不锈钢履带81，热脱附燃烧器82，

热脱附烟气出口83，卸料推进器84，高温燃烧氧化系统9，烟气进口91，高温燃烧器92，高温

尾气出口93，污泥烘干机10，冷凝回收系统11，冷凝泵12，余热锅炉13，急冷塔14，喷淋塔15，

沉降塔16，引风机17，烟囱18，出料料斗19，双轴螺旋输送机20，出料料仓21，加药系统22，储

水罐23，第一泥浆泵24，第二泥浆泵25，污水泵26，格栅27。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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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高浓度石油污泥绿色清洗-热脱附集成技术处理方法，包

括如下处理步骤：

[0035] (1)均质除杂预处理：将油泥进行调质、分散预处理，调质过程中可加入油泥分散

剂来调节油泥的分散性，使油泥浆中的彩条布编织袋碎片、劳保用品、野草、砖头瓦块、铁丝

等尺寸≥10毫米垃圾杂物被格栅拦截下来，并定期清理格栅拦截的杂物。

[0036] (2)化学热洗处理：将经均质除杂处理后的油泥送入内有热水(60～80℃)和清洗

剂  (如碱液、表面活性剂等)的化学热洗罐中，化学热洗罐配备有用于添加清洗剂的加药系

统，通过罐内的搅拌桨把绿色环保的清洗剂和热水与油泥强制充分搅拌，使原油从油泥中

脱离出来，脱离出来的油从化学热洗罐的顶部刮出来，存储于回收油罐中，化学热洗后的固

相从化学热洗罐的罐底排出送入高效固液分离器中。

[0037] (3)固液分离与油水分离：通过高效固液分离器进行固液分离，使分离出的油泥含

油率降至3％～6％，含水率为60％～70％，采用小型翻斗车将分离后的油泥输送至油泥暂

存区暂存或直接送入污泥烘干机中，将高效固液分离器分离出的污水送入油水分离器中，

将通过油水分离器分离出的油送入回收油罐中，将油水分离器分离出的污水送入污水一体

化处理系统(该设备的结构可采用中国专利号ZL201220225085.X公开的《重金属废水成套

处理设备》，也可以采用其它实现污水处理的设备)中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于储水

罐中，回用于化学热洗罐中。

[0038] (4)油泥干化及冷凝回收处理：脱水后的污泥含水率60％左右，无法直接进入热脱

附系统，故需将送入污泥烘干机中的油泥烘干至含水率在20％以下，污泥烘干机的热源主

要来源于电和余热锅炉回收的热量，将干化过程产生的蒸汽送入冷凝回收系统进行冷凝，

油和水经冷凝后将冷凝液送入油水分离器进行油水分离，回收的油收集后外运至处理站处

理，分离的水进入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中，供油泥化学热洗罐再次利用，不可冷凝的轻质组

分(即不凝气体)输送至高温燃烧氧化系统进行完全燃烧氧化，确保烟气得到充分净化处

理。

[0039] (5)油泥热脱附处理及高温燃烧氧化处理：将污泥烘干机处理后的含油污泥通过

进料系统送入热脱附系统，油泥的连续进料使进料口形成了一个“土塞”，可减少进入热脱

附系统的空气量，并将热脱附系统与大气有效阻隔，确保热脱附室处于微负压的状态。油泥

在热脱附室内通过不锈钢履带传送，油泥的流动方向与烟气流动方向相反，在传送的过程

中，由热脱附系统顶部的一系列热脱附燃烧器实现对油泥的加热，整个过程严格控制空气

的进入量，确保油泥在缺氧的状态下脱附裂解。根据油泥的类型以及含水率的不同，热脱附

室的温度可以设置在300至750℃之间，以确保油泥中的各种烃馏分完全脱附出来。热脱附

系统出来的热脱附烟气进入到高温燃烧氧化系统中，高温燃烧氧化系统采用天然气明火燃

烧，工作温度在850～1100℃范围内，停留时间1.5～2秒，以确保从不凝气中的石油烃等有

机成分彻底无害化消除，同时防止二噁英的产生。

[0040] (6)热交换处理：将步骤(5)中热脱附系统产生的烟气以及步骤(4)中冷凝回收系

统产生的不可冷凝的轻质组分输送至高温燃烧氧化系统进行完全燃烧氧化，再将从高温燃

烧氧化系统中出来的约1000℃高温尾气送入到余热锅炉进行余热回收，经余热锅炉回收后

降为500℃的中温尾气，同时将产生的过热蒸汽作为化学热洗罐和污泥烘干机的热源。

[0041] (7)尾气降温除尘处理：将从余热锅炉出来的中温尾气送入急冷塔，通过急冷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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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气温度从500℃在1s内降至200℃以下，避免二噁英的再次生成，然后再经降温除尘和喷

淋碱液以去除酸性气体，尾气经处理达标后通过烟囱排放到大气中。

[0042] 实施上述方法采用的处理系统结构如图2所示：

[0043] 本实用新型处理系统包括油泥化学热洗系统与油泥无害化热脱附系统两部分。

[0044] 所述油泥化学热洗系统是由油泥均质槽1、化学热洗罐2、高效固液分离器3、油水

分离器4、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6、储水罐23经管路依次连接组成，所述油泥均质槽1内设格

栅27，油泥均质槽1出料口通过第一污泥泵24与化学热洗罐2的进口相连接，化学热洗罐2配

套有用于添加清洗剂的加药系统22，化学热洗罐2内设有搅拌浆，化学热洗罐2 的顶部出油

口经管路与回收油罐5相连接，化学热洗罐2的底部出料口通过第二污泥泵25  与高效固液

分离器3的进口相连接，高效固液分离器3的固体出料口与油泥烘干机10的进料口相连接，

高效固液分离器3的液体出口则通过污水泵26与油水分离器4的进口相连接，油水分离器4

的出水口与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6的进水口相连接，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6的出水口与储水

罐23的进口相连接，储水罐23的水最终又回到化学热洗罐2中回用。

[0045] 所述油泥无害化热脱附系统由污泥烘干机10、冷凝回收系统11、热脱附进料系统

7、热脱附系统8、高温燃烧氧化系统9、余热锅炉13、尾气降温除尘处理系统及出料系统组

成，污泥烘干机10的蒸汽出口与冷凝回收系统11相连接，冷凝回收系统11的不凝气体出口

经管路连接高温燃烧氧化系统9，以进行回收利用，冷凝回收系统11的冷凝液出口经管路连

接油水分离器4，该管路上安装有冷凝泵12；所述污泥烘干机10的固体出料口与热脱附进料

系统7相连接，热脱附进料系统7包括进料料仓71、皮带输送机72和计量进料斗73，进料料仓

71位于皮带输送机72的入口端，计量进料斗73位于皮带输送机72的出口端，进料料仓71与

污泥烘干机10的固体出料口相连接，热脱附进料系统7的计量进料斗73安装在热脱附系统8

的入料口，热脱附系统8包括涂有耐火材料的热脱附室，热脱附室的顶部安装有均匀错落在

中心线两侧的一系列热脱附燃烧器82，热脱附燃烧器82 的下方设有不锈钢履带式传送带

81，热脱附室的一端设有入料口，另一端设有卸料推进器  84，热脱附室的顶部设置热脱附

烟气出口83，卸料推进器84与出料系统相连接，所述出料系统由出料料斗19、双轴螺旋卸料

机20和出料料仓21组成，出料料斗19位于双轴螺旋卸料机20的入口，出料料仓21位于双轴

螺旋卸料机20的出口，双轴螺旋卸料机20的外层裹着一层降温水层，出料料仓21顶部设有

喷淋装置，以降低料仓内渣土的温度和扬尘；热脱附烟气出口83与高温燃烧氧化系统9的烟

气进口91相连接，高温燃烧氧化系统9包括高温燃烧室，高温燃烧室水平安装并且在室内周

围涂有耐火材料，高温燃烧室的一端设置烟气进口91以及高温燃烧器92，另一端设置尾气

出口93，尾气出口93与余热锅炉13相接，余热锅炉13的热源出口经管路连接化学热洗罐2和

污泥烘干机10，余热锅炉的烟气出口与尾气降温除尘处理系统相连接，尾气经尾气降温除

尘处理系统处理后排放到大气中。

[0046] 本实用新型所述油水分离器4由缓冲槽41、反应槽42、储油槽44以及出水槽43组

成，缓冲槽41、反应槽42及出水槽43依次排布设置，储油槽44位于反应槽42的上部，储油槽

44经管路与回收油罐5相连接，缓冲槽41经管路与高效固液分离器3的液体出口相连接。

[0047] 本实用新型所述尾气降温除尘处理系统包括急冷塔14、喷淋塔15、沉降塔16、引风

机17和烟囱18，喷淋塔15与沉降塔16顺序贯通，急冷塔14经管路与喷淋塔15相连接，沉降塔

16的出口经管路连接烟囱18，该管路上安装有引风机17，尾气最终经处理达标在引风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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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通过烟囱18排放到大气中。

[0048] 本实用新型所述热脱附油泥进料系统7的计量进料斗73采用双轴螺旋进料方式，

通过底部变径设计形成土塞，减少外界空气进入到热脱附系统8中。

[0049] 本实用新型处理系统的工作过程如下：

[0050] 将污泥送入油泥均质槽1，油泥均质槽1的出水口处装有格栅27，调质过程中可加

入油泥分散剂来调节油泥的分散性，使油泥浆中的彩条布编织袋碎片、劳保用品、野草、砖

头瓦块、铁丝等尺寸≥10毫米垃圾杂物被格栅21拦截下来，并定期清理格栅27拦截的杂物。

[0051] 将调质后的油泥经过第一泥浆泵24的作用泵入化学热洗罐2，化学热洗罐2配备了

加药系统22，罐内的搅拌桨把绿色环保的清洗剂和热水与油泥强制充分搅拌，使原油从油

泥中脱离出来，脱离出来的油从化学热洗罐2的顶部刮出来，存储于回收油罐5中；化学热洗

后的固相则从化学热洗罐2的罐底通过第二泥浆泵25的作用下进入到高效固液分离器3 

中。

[0052] 通过高效固液分离器3分离出的污泥含油率降至3％～6％，含水率60％～70％左

右，采用小型翻斗车将分离后的油泥输送至油泥暂存区暂存或直接送入污泥烘干机10中，

分离出的污水则经过污水泵26进入到油水分离器4中，污水先进入缓冲槽41，再流入到反应

槽中42进行曝气使油水分离，分离出的油流入储油槽44中，分离出的水从出水槽43进入到

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6中进行处理，经处理后的水储存于储水罐23中，并回用于化学热洗罐

2中。

[0053] 脱水后的污泥含水率太高，无法直接进入热脱附系统，故需置于污泥烘干机10中

干化处理，使其含水率降至20％以下。污泥烘干机10的干化热源主要来源于工业用电和余

热锅炉13回收的热量，干化过程产生的蒸汽进入冷凝回收系统11进行冷凝，油和水被冷凝

下来，冷凝液进入油水分离器4，将回收的油进入回收油罐5后外运至处理站处理，经油水分

离器4分离出的水进入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6中，供化学热洗罐2再次利用，不可冷凝的轻质

组分(即不凝气体)输送至高温燃烧氧化系统9的高温燃烧器92进行完全燃烧氧化，确保烟

气得到充分净化处理。

[0054] 将经污泥烘干机10干化处理后的含油污泥通过进料输送机7送入热脱附系统8顶

部的计量进料斗73，油泥在计量进料斗73内形成了一个“土塞”，可减少进入热脱附系统8 

的空气量，并将热脱附系统8的热脱附室与大气有效阻隔，确保热脱附室处于微负压的状

态。油泥在热脱附室内通过不锈钢履带81传送，油泥的流动方向与烟气流动方向相反，在传

送的过程中，热脱附室顶部的一系列热脱附燃烧器82实现对油泥的加热，整个过程严格控

制空气的进入量，确保油泥在缺氧的状态下脱附裂解。将从高温燃烧氧化系统9中出来的

1000℃高温尾气送入到余热锅炉13进行余热回收，产生的过热蒸汽供化学清洗罐  2和污泥

烘干机10使用。将经过余热锅炉13回收的尾气温度降至500℃以下，既充分回收利用热量，

既充分回收利用热量，又避免二噁英重新生成。将从余热锅炉出来的中温尾气送入急冷塔

14使尾气温度从500℃在1s内降至200℃以下，避免二噁英的再次生成，降温后的尾气进入

喷淋塔15和沉降塔16再次降温除尘和喷淋碱液除去酸性气体，尾气经处理达标后通过烟囱

排放到大气中。

[0055] 经热脱附系统8处理后的渣土在卸料推进器84的作用下，落到出料料斗19上，再由

双轴螺旋卸料机20输送到出料料仓21储存，双轴螺旋卸料机外层裹着一层降温水层，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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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料温度过高过高影响设备运行寿命，出料料仓21采用密闭设置，仓库顶部设有喷淋装置，

降低料仓内渣土的温度和扬尘，防止扬尘外逸。

[0056] 以下是本实用新型的应用实例：

[0057] 实例一：

[0058] 以某油田的罐底油泥为处理对象，其含水率为50％，含油率为18％，平均颗粒粒径

小于5mm，经调质后进入化学热洗罐清洗，清洗后原油回收率为66.7％，经高效固液分离器

处理后污泥含水率为65％，污泥含油率降至6％；经烘干后污泥含水率降至20％，烘干后的

污泥由进料系统送至计量进料斗，并落入热脱附系统中的不锈钢履带上，控制油泥在热脱

附室的温度范围为500～700℃，停留时间20min，高温燃烧室的温度控制在1100℃，停留 

2s。热脱附后的渣土含油量为220mg/kg，去除率达99.69％，热脱附尾气经高温燃烧净化烟

气中二噁英含量小于0.1TEQng/Nm3，经尾气处理系统处理后各指标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的排放标准。

[0059] 实例二：

[0060] 以某油田的落地油泥为处理对象，其含水率为40％，含油率为15％，平均颗粒粒径

小于10mm，经调质后进入化学热洗罐清洗，清洗后原油回收率为80％，经高效固液分离器处

理后污泥含水率60％～65％，污泥含油率降至3％；经烘干后污泥含水率降至19％，烘干后

的污泥由进料系统送至计量进料斗，并落入热脱附系统中的不锈钢履带上，控制油泥在热

脱附室的温度范围为300～500℃，停留时间18min，高温燃烧室的温度控制在850℃，停留

1.5s。热脱附后的渣土含油量为200mg/kg，去除率达99.62％，热脱附尾气经高温燃烧净化

烟气中二噁英含量小于0.1TEQng/Nm3，经尾气处理系统处理后各指标达到《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的排放标准。

[0061] 实例三：

[0062] 以某油田的油泥砂为处理对象，其含水率为55％，含油率为25％，平均颗粒粒径小

于  10mm，经调质后进入化学热洗罐清洗，清洗后原油回收率为80％，经高效固液分离器处

理后污泥含水率60％～65％，污泥含油率降至5％；经烘干后污泥含水率降至18％，烘干后

的污泥由进料系统送至计量进料斗，并落入热脱附系统中的不锈钢履带上，控制油泥在热

脱附室的温度范围为400～550℃，停留时间20min，高温燃烧室的温度控制在950℃，停留 

1.8s。热脱附后的渣土含油量为180mg/kg，去除率达99.71％，热脱附尾气经高温燃烧净化

烟气中二噁英含量小于0.1TEQng/Nm3，经尾气处理系统处理后各指标达到《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的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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