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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处理含油污水的多级串联油水分

离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处理含油污水的多

级串联油水分离系统，包括依次相连的自清洗过

滤器、耐污油水分离器及多级高精度油水分离

器。本发明改进了耐污油水分离器及多级高精度

油水分离器结构，采用自清洗过滤器、耐污油水

分离器及多级高精度油水分离器多级串联的形

式对含油污水进行联合处理，操作简单，系统运

行稳定性好，抗污堵性能好，运行能耗低，使用纯

物理的方式实现合成废水中浮油、分散油、乳化

油的快速分离并实现合成油的回收利用，大大提

高了油水分离的效率与分离效果，在达到环保目

的的同时又可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适合处理各

种浓度以及成分复杂的含油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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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处理含油污水的多级串联油水分离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相连的自

清洗过滤器（1）、耐污油水分离器（2）及多级高精度油水分离器（3）；所述耐污油水分离器，

包括罐体  A（4）、设于罐体  A 内的进水分水器  A（5）、出水分水器（6）、柱状油水分离滤芯  A

（7）及出水导流机构，所述罐体  A  顶部设有轻油排油口  A（8）和反洗进气口  A（9），罐体  A 

底部设有重油排油口  A（10）和排污口  A（11），罐体  A 的进水口  A（42）与进水分水器  A  相

连，柱状油水分离滤芯  A 固定于进水分水器  A  上并与其连通，罐体  A 的出水口  A（43）与

出水分水器相连，所述出水导流机构固定于出水分水器底部并与其相连通；

所述多级高精度油水分离器，包括罐体  B（12），所述罐体  B  顶部设有轻油排油口  B

（13）和反洗进气口  B（14），所述罐体  B 内设有隔板（15），所述隔板将罐体  B  分隔成上、下

两个空间，上、下两个空间分别形成第一分离区（16）和第二分离区（17），隔板与罐体  B  内

壁之间设有间隙，该间隙形成下沉口（18），所述第一分离区内沿纵向间隔设有至少二个独

立的油水分离单元，所述油水分离单元包括进水分水器  B（19）及柱状油水分离滤芯  B

（20），罐体  B  上的进水口B（21）与进水分水器  B  相连，所述柱状油水分离滤芯  B  固定于

进水分水器  B上并与其相连通，所述第二分离区内设有纵挡板（22），纵挡板与隔板之间设

有间隙，该间隙形成溢流口（23），纵挡板将第二分离区分隔成集油区（24）和集水区（25），所

述集油区的底部设有重油排油口  B（26）及排污口  B（27），所述集水区的底部设有出水口  B

（28）；所述进水分水器  A  与进水分水器  B  均包括进水总管（29）及进水支管（30），所述进

水支管对称设于进水总管两侧并与进水总管相连通，进水分水器  A  中的进水总管与进水

口  A  相连，进水分水器  B  中的进水总管与进水口  B  相连，进水分水器  A  中的进水支管

与罐体  A 的内壁之间、进水分水器  B  中的进水支管与罐体  B 的内壁之间均通过焊接筋

（31）固定连接，所述柱状油水分离滤芯  A 以及柱状油水分离滤芯  B  均通过螺纹接头固定

于相应的进水支管上并与其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用于处理含油污水的多级串联油水分离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柱状油水分离滤芯  A  和柱状油水分离滤芯  B  均包括两端开口的带孔硬管（32）及

纤维膜（33），所述带孔硬管的上、下两端分别固定有上端盖（34）及下端盖（35），所述纤维膜

沿带孔硬管卷绕并固定于带孔硬管外侧面，所述下端盖通过螺纹接头（36）与进水支管固定

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  2所述的一种用于处理含油污水的多级串联油水分离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上端盖、下端盖采用浇注胶经浇注一体成型，与带孔硬管形成一体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一种用于处理含油污水的多级串联油水分离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纤维膜通过绑带（37）固定于带孔硬管外侧面。

5.根据权利要求  2或  4  所述的一种用于处理含油污水的多级串联油水分离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纤维膜由涤纶、氨纶、醋酸纤维或腈纶制成。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处理含油污水的多级串联油水分离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带孔硬管为  PVC 管或不锈钢管。

7.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用于处理含油污水的多级串联油水分离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出水分水器包括出水总管（38）及出水支管（39），所述出水总管与出水口  A  相

连，所述出水支管对称固定于出水总管两侧与出水总管相连通，出水支管与罐体  A 内壁之

间通过焊接筋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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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  7所述的一种用于处理含油污水的多级串联油水分离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出水导流机构包括连接管（40）及出水导流筒（41），所述出水导流筒通过固定于出

水支管底部的连接管与出水支管固定并相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  8所述的一种用于处理含油污水的多级串联油水分离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出水导流筒为圆台筒状结构，出水导流筒的小口端通过连接管与出水支管固定并

相连通。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6145252 B

3



一种用于处理含油污水的多级串联油水分离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油水分离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用于处理煤制油费托合成水、煤

气化污水、兰炭污水、油页岩污水、油田含油污水、机加工含油污水等含油污水的多级串联

油水分离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含油污水是一种常见的工业废水，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石油开采、石油加

工、机械加工等诸多行业产生的含油废水量也越来越多。含油污水具有污染物成分多、浓度

高等特点。

[0003] 油水分离是后续水处理工艺的龙头，其油水分离效果直接影响后续工艺的运行效

果和运行成本。油在水中大部分以“乳化油”形式存在，油水分离特别是乳化油的去除和分

离，处理难度极大，是技术难点之一。处理好乳化油问题，可以提升整体污水处理工艺技术

水平。

[0004] 例如，申请公布号CN  105130065  A，申请公布日2015.12.09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

种含油污水处理系统，其包括混流桶和沉淀除油器，混流桶的内腔中设置有中心混合桶，在

中心混合桶与混流桶的桶壁之间形成第一絮凝沉淀区，沉淀除油器的内腔中设置有内筒，

内筒中安装有沉淀部件，上述沉淀部件将内筒分隔为上部的清水出水区和下部的第三絮凝

区，上述内筒与沉淀除油器的内腔的外壁之间形成有第二絮凝沉淀区，在沉淀除油器的第

二絮凝沉淀区的上部设置有进水溢流槽，在清水出水区中上设置有排水管。该处理系统只

能去除固体油脂，并不能回收大部分浮油和分散油，对乳化油也无效，不能实现合成油的回

收利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含油污水分离系统所存在的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了

一种用于处理含油污水的多级串联油水分离系统，其操作简单，运行稳定性好，抗污堵性能

好，运行能耗低，使用纯物理的方式实现合成废水中浮油、分散油、乳化油的快速分离，并实

现合成油的回收利用，大大提高了油水分离的效率与分离效果，在达到环保目的的同时又

可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适合处理各种浓度以及成分复杂的含油污水。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处理含油污水的多级串联油水分离系统，包括依次相连的自清

洗过滤器、耐污油水分离器及多级高精度油水分离器；所述耐污油水分离器，包括罐体A、设

于罐体A内的进水分水器A、出水分水器、柱状油水分离滤芯A及出水导流机构，所述罐体A顶

部设有轻油排油口A和反洗进气口A，罐体A底部设有重油排油口A和排污口A，罐体A的进水

口A与进水分水器A相连，柱状油水分离滤芯A固定于进水分水器A上并与其连通，罐体A的出

水口A与出水分水器相连，所述出水导流机构固定于出水分水器底部并与其相连通；所述多

级高精度油水分离器，包括罐体B，所述罐体B顶部设有轻油排油口B和反洗进气口B，所述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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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B内设有隔板，所述隔板将罐体B分隔成上、下两个空间，上、下两个空间分别形成第一分

离区和第二分离区，隔板与罐体B内壁之间设有间隙，该间隙形成下沉口，所述第一分离区

内沿纵向间隔设有至少二个独立的油水分离单元，所述油水分离单元包括进水分水器B及

柱状油水分离滤芯B，罐体B上的进水口B与进水分水器B相连，所述柱状油水分离滤芯B固定

于进水分水器B上并与其相连通，所述第二分离区内设有纵挡板，纵挡板与隔板之间设有间

隙，该间隙形成溢流口，纵挡板将第二分离区分隔成集油区和集水区，所述集油区的底部设

有重油排油口B及排污口B，所述集水区的底部设有出水口B。本发明对耐污油水分离器及多

级高精度油水分离器结构进行重新优化改进，利用自清洗过滤器、耐污油水分离器及多级

高精度油水分离器串联对含油污水进行联合处理，通过预处理过滤、一级分离、二级分离以

实现含油污水中分散油、乳化油等油污快速分离，实现合成油的回收利用，自清洗过滤器具

有较高精度的过滤能力，能截留大部分悬浮物及机械杂质，且对截留下的固体与油、蜡质相

结合的黏性较强的油固体物有很好的清理效果，耐污油水分离器对过滤后的含油污水进行

第一次油水分离，多级高精度油水分离器对含油污水进行第二次油水分离以进一步除去含

油污水中的乳化油，本发明中的耐污油水分离器利用纯物理分离可将含油污水中的油，特

别是乳化油去除、回收，含油污水从进水口进入进水分水器A，进水分水器A将含油污水引入

柱状水分离滤芯A内，水体中乳化油与柱状水分离滤芯A上的纤维膜接触后，在纤维膜材料

微观和表面特性作用下，乳化油逐步破乳，形成微小油滴，在微小油滴穿透纤维膜时，逐步

聚集成更大油滴，当大油滴脱离纤维膜后，在重力作用下上浮或下沉分离，从而实现油水分

离，顶部的轻油上浮至罐体A顶部聚集后经罐体A顶部的轻油排油口A排出收集，而密度重于

轻油的水及重油则在重力作用下沉降分离，由于重油密度大于水，聚集在罐体A最底部后经

罐体A底部的重油排油口A排出收集即可，但由于重油和水的沉降分离距离有限，重油和水

的分离速度较慢，水中会含有部分重油，影响分离效果，因此在罐体A内设置了出水导流机

构，出水导流机构可延长两者接触、分离时间，强化在重油和水之间的剪切和摩擦作用，促

进液滴聚并，使其粒径变大，加速油水分离，并有利于提高分离效果，同时出水导流机构可

使分离的水向上、快速地进入出水分水器排出，与重油沉降方向实现逆向分离，可有效避免

重油进入出水分水器，提高分离效率和效果，又能使水单独引入出水分水器中排出，不会影

响罐体内物料，避免水在排出时因搅动而影响油水分离效果的问题,而中部的水则进入出

水分水器经出水口输入多级高精度油水分离器进行二次分离，采用压缩空气通过反洗进气

口A即可对柱状水分离滤芯A进行反洗，从而保证运行长周期性和耐污堵性；多级高精度油

水分离器中的隔板将罐体B隔离成两个独立空间，其中第一分离区主要进行一级分离，用于

分离轻油，第二分离区进行二级分离，用于分离重油和水，经过二级分离能大大提高分离效

果，第一分离区至少设置二个独立的油水分离单元以提高处理量，利用纯物理分离将含油

污水中的油，特别是乳化油去除、回收，含油污水从进水口进入进水分水器B，进水分水器B

将含油污水引入柱状水分离滤芯B内，水体中乳化油与柱状水分离滤芯B上的纤维膜接触

后，在纤维膜材料微观和表面特性作用下，乳化油逐步破乳，形成微小油滴，在微小油滴穿

透纤维膜时，逐步聚集成更大油滴，当大油滴脱离纤维膜后，在重力作用下上浮或下沉分

离，从而实现油水分离，分离精度高，顶部的轻油上浮至罐体B顶部聚集后经罐体B顶部的轻

油排油口B排出收集，而密度重于轻油的水及重油则在重力作用下经沉降口进入第二分离

区再进一步进行分离；纵挡板将第二分离区分隔成集油区和集水区，由于重油密度大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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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隔板与纵挡板的阻挡下，位于上层的水经溢流口溢流至集水区进行收集，而重油则停留

在集油区，从而使重油和水有效分离隔开，最后的水中几乎不含重油，分离效果非常好，最

后聚集在集油区的重油经重油排油口B排出收集即可，集水区的废水经出水口B排出即可。

本发明的用于处理含油污水的多级串联油水分离系统操作简单，运行稳定性好，抗污堵性

能好，运行能耗低，使用纯物理的方式实现合成废水中浮油、分散油、乳化油的快速分离，并

实现合成油的回收利用，大大提高了油水分离的效率与分离效果，在达到环保目的的同时

又可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适合处理各种不同浓度以及各种成分复杂的含油污水。

[0008] 作为优选，所述进水分水器A与进水分水器B均包括进水总管及进水支管，所述进

水支管对称设于进水总管两侧并与进水总管相连通，进水分水器A中的进水总管与进水口A

相连，进水分水器B中的进水总管与进水口B相连，进水分水器A中的进水支管与罐体A的内

壁之间、进水分水器B中的进水支管与罐体B的内壁之间均通过焊接筋固定连接，所述柱状

油水分离滤芯A以及柱状油水分离滤芯B均通过螺纹接头固定于相应的进水支管上并与其

连通。

[0009] 作为优选，所述柱状油水分离滤芯A和柱状油水分离滤芯B均包括两端开口的带孔

硬管及纤维膜，所述带孔硬管的上、下两端分别固定有上端盖及下端盖，所述纤维膜沿带孔

硬管卷绕并固定于带孔硬管外侧面，所述下端盖通过螺纹接头与进水支管固定连接。柱状

油水分离滤芯上、下两端分别可拆卸连接有上端盖及下端盖，便于清洁；下端盖通过固定于

进水支管上的螺纹接头与进水支管螺纹连接，拆装及维护较为方便。

[0010] 作为优选，所述上端盖、下端盖采用浇注胶经浇注一体成型，与带孔硬管形成一体

结构。上端盖、下端盖采用浇注胶经浇注一体成型，与带孔硬管形成一体结构，连接强度与

结构密封性好。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纤维膜通过绑带固定于带孔硬管外侧面。

[0012] 作为优选，所述纤维膜由涤纶、氨纶、醋酸纤维或腈纶制成。

[0013] 作为优选，所述带孔硬管为PVC管或不锈钢管。

[0014] 作为优选，所述出水分水器包括出水总管及出水支管，所述出水总管与出水口A相

连，所述出水支管对称固定于出水总管两侧与出水总管相连通，出水支管与罐体A内壁之间

通过焊接筋固定连接。

[0015] 作为优选，所述出水导流机构包括连接管及出水导流筒，所述出水导流筒通过固

定于出水支管底部的连接管与出水支管固定并相连通。

[0016] 作为优选，所述出水导流筒为圆台筒状结构，出水导流筒的小口端通过连接管与

出水支管固定并相连通。

[0017] 因此，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改进了耐污油水分离器及多级高精度油水分离

器结构，采用自清洗过滤器、耐污油水分离器及多级高精度油水分离器多级串联的形式对

含油污水进行联合处理，操作简单，系统运行稳定性好，抗污堵性能好，运行能耗低，使用纯

物理的方式实现合成废水中浮油、分散油、乳化油的快速分离并实现合成油的回收利用，大

大提高了油水分离的效率与分离效果，在达到环保目的的同时又可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

适合处理各种浓度以及成分复杂的含油污水。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6145252 B

6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连接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中耐污油水分离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中进水分水器A与进水分水器B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发明中柱状油水分离滤芯A与柱状油水分离滤芯B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发明出水分水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是本发明中多级高精度油水分离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自清洗过滤器1，耐污油水分离器2，多级高精度油水分离器3，罐体A4，进水

分水器A5，出水分水器6，柱状油水分离滤芯A7，轻油排油口A8，反洗进气口A9，重油排油口

A10，排污口A11，罐体B12，轻油排油口B13，反洗进气口B14，隔板15，第一分离区16，第二分

离区17，下沉口18，进水口B21，纵挡板22，溢流口23，集油区24，集水区25，重油排油口B26，

排污口B27，出水口B28，进水总管29，进水支管30，焊接筋31，带孔硬管32，纤维膜33，上端盖

34，下端盖35，螺纹接头36，绑带37，出水总管38，出水支管39，连接管40，出水导流筒41，进

水口A42，出水口A43。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

[0026] 如图1所示的一种用于处理含油污水的多级串联油水分离系统，包括依次相连的

自清洗过滤器1、耐污油水分离器2及多级高精度油水分离器3；

[0027] 耐污油水分离器(如图2所示)，包括罐体A4、设于罐体A内的进水分水器A5、出水分

水器6、柱状油水分离滤芯A7及出水导流机构，罐体A顶部设有轻油排油口A8和反洗进气口

A9，罐体A底部设有重油排油口A10和排污口A11，进水分水器A包括进水总管29及进水支管

30(如图3所示)，进水支管对称设于进水总管两侧并与进水总管相连通，进水分水器A中的

进水总管与进水口A42相连，进水分水器A中的进水支管与罐体A的内壁之间通过焊接筋31

固定连接；柱状油水分离滤芯A包括两端开口且为不锈钢管的带孔硬管32及由涤纶制成的

纤维膜33(如图4所示)，带孔硬管的上、下两端固定有上端盖34及下端盖35，上端盖、下端盖

采用浇注胶经浇注一体成型，与带孔硬管形成一体结构，纤维膜沿带孔硬管卷绕并通过绑

带37固定于带孔硬管外侧面，下端盖通过螺纹接头36固定于相应的进水支管上并与其连

通；出水分水器包括出水总管38及出水支管39(如图5所示)，出水总管与出水口A43相连，出

水支管对称固定于出水总管两侧与出水总管相连通，出水支管与罐体A内壁之间通过焊接

筋固定连接，出水导流机构包括连接管40及出水导流筒41，出水导流筒为圆台筒状结构，出

水导流筒的小口端通过固定于出水支管底部的连接管与出水支管固定并相连通。

[0028] 多级高精度油水分离器(如图6所示)，包括罐体B12，罐体B顶部设有轻油排油口

B13和反洗进气口B14，所述罐体B内设有隔板15，隔板将罐体B分隔成上、下两个空间，上、下

两个空间分别形成第一分离区16和第二分离区17，隔板与罐体B内壁之间设有间隙，该间隙

形成下沉口18，第一分离区内沿纵向间隔设有二个独立的油水分离单元，油水分离单元包

括进水分水器B19及柱状油水分离滤芯B20，进水分水器B均包括进水总管29及进水支管30

(如图4所示)，进水支管对称设于进水总管两侧并与进水总管相连通，进水分水器B中的进

水总管与进水口B21相连，进水分水器B中的进水支管与罐体B的内壁之间均通过焊接筋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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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连接，柱状油水分离滤芯B包括两端开口且为不锈钢管的的带孔硬管及由涤纶制成的纤

维膜(如图5所示)，带孔硬管的上、下两端固定有上端盖及下端盖，上端盖、下端盖采用浇注

胶经浇注一体成型，与带孔硬管形成一体结构，纤维膜沿带孔硬管卷绕并通过绑带固定于

带孔硬管外侧面，下端盖通过螺纹接头固定于相应的进水支管上并与其连通，第二分离区

内设有纵挡板22，纵挡板与隔板之间设有间隙，该间隙形成溢流口23，纵挡板将第二分离区

分隔成集油区24和集水区25，集油区的底部设有重油排油口B26及排污口B27，集水区的底

部设有出水口B28。

[0029] 本发明的运行过程为：待处理的含油污水经污水泵打入自清洗过滤器除去机械杂

质及悬浮颗粒物，并将机械杂质及悬浮颗粒物从自清洗过滤器除上的排污口排出，过滤后

出水经进水口A进入耐污油水分离器中的进水分水器A，经耐柱状油水分离滤芯A将分散油

及浮油分离聚集，顶部的轻油及底部的重油分别从轻油排油口A、重油排油口A排出收集，污

水则由出水导流筒进入出水分水器中，经泵打入多级高精度油水分离器，经位于第一分离

区中的多个油水分离单元中分离后，顶部的轻油从轻油排油口B排出收集，重油和污水下沉

至第二分离区，在隔板与纵挡板的阻挡下，位于上层的水经溢流口溢流至集水区后经出水

口B排出进行收集，而重油则停留在集油区，经重油排油口B排出收集，最后实现轻油、重油

及污水的有效分离，分离效果好，分离精度高。

[0030] 处理实例：内蒙古某煤制油工厂，F-T合成废水的除油中试，来水的石油类含量为

4000ppm，外观为乳白色，含有大量乳化油以及合成油、蜡质、催化剂颗粒、多种醇类和有机

酸等等组分，经过本发明的多级串联油水分离系统处理后的出水为含油量为10ppm，出水透

明，处理效果非常显著。

[0031]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一种较佳的方案，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

限制，在不超出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方案的前提下还有其它的变体及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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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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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1

CN 106145252 B

11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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