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334526.9

(22)申请日 2020.04.24

(71)申请人 大庆市奥普斯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163000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中

成路力佳广场2-11

(72)发明人 张志军　

(51)Int.Cl.

C02F 11/13(2019.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含油污泥脱水烘干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油田环保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含油污泥脱水烘干设备，包括秸秆焚烧

炉、水泥保温池和烘干箱；烘干箱底板的底面焊

接有矩形的烟气通道，进烟口通过变头与秸秆焚

烧炉的出烟管焊接，出烟口与烟囱焊接，烟囱顶

部安装有引风机；烘干箱通过支撑架和支撑杆放

置在带有阶梯槽的水泥保温池上，保温水泥池的

顶端面高于烘干箱的底面，保温水泥池的侧面开

有通孔，保温水泥池使用水泥砌成。将湿油泥投

放到烘干箱内，利用秸秆焚烧炉产生的烟气对湿

油泥进行烘干脱水，利用了秸秆焚烧产生的热量

对湿油泥进行脱水烘干处理，一方面减少了污油

泥处理工艺的能源浪费，节约资源，另一方面解

决了部分农户秸秆焚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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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油污泥脱水烘干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设备包括秸秆焚烧炉(1)、水泥

保温池(4)和烘干箱(7)；所述烘干箱(7)由底板(701)和四面的围板(707)组成，底板(701)

的底面焊接有矩形的烟气通道(702)，烟气通道(702)的进烟口(704)和出烟口(703)位于同

侧，烟气通道(702)呈蛇形回旋排布；所述进烟口(704)通过变头(3)与秸秆焚烧炉(1)的出

烟管(2)焊接，所述出烟口(703)与烟囱(9)焊接，烟囱(9)顶部安装有引风机(8)；所述底板

(701)的四周焊接有间隔的支撑架(6)，底板(701)底面焊接有均布的支撑杆(5)，所述烘干

箱(7)通过支撑架(6)和支撑杆(5)放置在带有阶梯槽的水泥保温池(4)上，保温水泥池(4)

的顶端面高于烘干箱(7)的底面，保温水泥池(4)的侧面开有通孔，保温水泥池(4)的下半部

位于地面以下，保温水泥池(4)使用水泥砌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油污泥脱水烘干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出烟口(703)

与秸秆焚烧炉(1)的烟尘处理系统连通，烟尘处理系统再与烟囱(9)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油污泥脱水烘干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出烟管(2)与

集灰箱(10)一侧的的进烟孔(104)焊接，集灰箱(10)另一侧的出烟孔(105)通过变头(3)与

进烟口(704)焊接；所述进烟孔(104)和出烟孔(105)位于集灰箱(10)上部，集灰箱(10)顶端

开有清灰孔(101)，清灰孔(101)上可拆卸的安装有盖板(102)，清灰孔(101)两侧焊接有溜

灰斜板(103)，溜灰斜板(103)底端留有烟灰通道。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油污泥脱水烘干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箱(7)的

三面焊接有围板(707)，其端头设有可拆卸的挡板(708)，挡板(708)底端位于凹槽滑道

(710)内，凹槽滑道(710)焊接在底板(701)的一端，凹槽滑道(710)的侧面焊接有均布的挡

片(709)。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含油污泥脱水烘干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设备还包

括由铝材料制成的分割筒(705)，分割筒(705)为上下敞口的圆筒，分割筒(705)顶端焊接有

十字梁(706)，分割筒(705)底端使用砂轮打磨成斜面。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含油污泥脱水烘干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分割筒(705)

的直径为20厘米-40厘米。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含油污泥脱水烘干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秸

秆焚烧炉(1)底部与送风机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含油污泥脱水烘干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烟

囱(9)的高度不小于10米。

9.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含油污泥脱水烘干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烘

干箱(7)安装后其顶面与地面的高度不大于1.2米。

10.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含油污泥脱水烘干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围板(707)的高度为40厘米-6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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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油污泥脱水烘干设备

[0001] 技术领域：

本发明属于油田环保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含油污泥脱水烘干设备。

[0002] 背景技术：

含油污泥的热裂解处理技术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污泥处理工艺。通常在热裂解前将

含油污泥进行干化处理，主要通过干化机或烘干设备进行烘干脱水。无论是干化机还是其

它烘干设备都需要耗费电能或其它能源，上述消耗的能源均不是环保能源。我国东北农业

地区每年都有大量的秸秆需要焚烧处理，但出于环保的要求，不允许农户在田里焚烧秸秆，

而是将秸秆压缩打包或粉碎制成秸秆草砖后集中焚烧或销售给发电厂进行焚烧处理。由于

发电厂的数量有限，并且打包秸秆或草砖的热量值交底，大部分无法满足发电要求，致使秸

秆压缩包只能集中焚烧处理，极大地浪费了秸秆能源。若将秸秆压缩包或秸秆草砖的燃烧

热量用于含油污泥的烘干脱水工艺中，则能够充分利用秸秆的燃烧热量，并解决一部分农

户秸秆无法处理的状况。若使用秸秆燃烧的热量对含油污泥进行脱水烘干，脱水烘干的含

油污泥可以直接进行热裂解处理，也可以进行焚烧处理，也可作为干化处理前的预脱水处

理。另外，上述脱水烘干工艺对液态污油泥进行预脱水处理后，便于含油污泥的运输和后续

处理。利用秸秆燃烧的热量对含油污泥进行脱水处理，既能够有节约能源，又能够解决一部

分农户秸秆的焚烧问题。故此。设计一种通过燃烧秸秆压缩包来对含油污泥进行脱水烘干

的设备是十分必要的。

[0003] 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通过燃烧秸秆压缩包来对含油污泥进行脱水烘干的设备。将

湿油泥投放到烘干箱内，利用秸秆焚烧炉产生的烟气对湿油泥进行烘干脱水，利用了秸秆

焚烧产生的热量对湿油泥进行脱水烘干处理，一方面减少了污油泥处理工艺的能源浪费，

节约资源，另一方面解决了部分农户秸秆焚烧问题。

[0004]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含油污泥脱水烘干设备，所述烘干设备包括秸秆

焚烧炉、水泥保温池和烘干箱；所述烘干箱由底板和四面的围板组成，底板的底面焊接有矩

形的烟气通道，烟气通道的进烟口和出烟口位于同侧，烟气通道呈蛇形回旋排布；所述进烟

口通过变头与秸秆焚烧炉的出烟管焊接，所述出烟口与烟囱焊接，烟囱顶部安装有引风机；

所述底板的四周焊接有间隔的支撑架，支撑架由横板和均布的立板焊接而成，底板底面焊

接有均布的支撑杆，所述烘干箱通过支撑架和支撑杆放置在带有阶梯槽的水泥保温池上，

保温水泥池的顶端面高于烘干箱的底面，保温水泥池的侧面开有通孔，保温水泥池的下半

部位于地面以下，保温水泥池使用水泥砌成。

[0005] 进一步地，所述出烟口与秸秆焚烧炉的烟尘处理系统连通，烟尘处理系统再与烟

囱连通。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出烟管与集灰箱一侧的的进烟孔焊接，集灰箱另一侧的出烟孔通

过变头与进烟口焊接；所述进烟孔和出烟孔位于集灰箱上部，集灰箱顶端开有清灰孔，清灰

孔上可拆卸的安装有盖板，清灰孔两侧焊接有溜灰斜板，溜灰斜板底端留有烟灰通道。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烘干箱的三面焊接有围板，其端头设有可拆卸的挡板，挡板底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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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凹槽滑道内，凹槽滑道焊接在底板的一端，凹槽滑道的侧面焊接有均布的挡片。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烘干设备还包括由铝材料制成的分割筒，分割筒为上下敞口的圆

筒，分割筒顶端焊接有十字梁，分割筒底端使用砂轮打磨成斜面。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分割筒的直径为20厘米-40厘米。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秸秆焚烧炉底部与送风机连通。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烟囱的高度不小于10米。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烘干箱安装后其顶面与地面的高度不大于1.2米。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围板的高度为40厘米-60厘米。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提供了一种通过燃烧秸秆压缩包来对含油污泥进行脱水烘干

的设备。将湿油泥投放到烘干箱内，利用秸秆焚烧炉产生的烟气对湿油泥进行烘干脱水，利

用了秸秆焚烧产生的热量对湿油泥进行脱水烘干处理，一方面减少了污油泥处理工艺的能

源浪费，节约资源，另一方面解决了部分农户秸秆焚烧问题。使用秸秆作为湿油泥脱水烘干

的能源，减少了能源浪费，节约了成本，又解决了当地农田秸秆无法田内焚烧的状况。易于

大规模地推广和使用。

[0015] 附图说明：

图1是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实施例一中烘干箱的仰视结构示意图；

图3是实施例一中烘干箱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图4是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图5是实施例三的结构示意图；

图6是实施例三中集灰箱的结构示意图；

图7是实施例四的结构示意图；

图8是实施例五的结构示意图；

图9是实施例五中分割筒的结构示意图；

图10是实施例六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具体实施方式：

实施例一

参照图1-3，一种含油污泥脱水烘干设备，所述烘干设备包括秸秆焚烧炉1、水泥保温池

4和烘干箱7；所述烘干箱7由底板701和四面的围板707组成，底板701的底面焊接有矩形的

烟气通道702，烟气通道702的进烟口704和出烟口703位于同侧，烟气通道702呈蛇形回旋排

布；所述进烟口704通过变头3与秸秆焚烧炉1的出烟管2焊接，所述出烟口703与烟囱9焊接，

烟囱9顶部安装有引风机8；所述底板701的四周焊接有间隔的支撑架6，支撑架由横板和均

布的立板焊接而成，底板701底面焊接有均布的支撑杆5，所述烘干箱7通过支撑架6和支撑

杆5放置在带有阶梯槽的水泥保温池4上，保温水泥池4的顶端面高于烘干箱7的底面，保温

水泥池4的侧面开有通孔，保温水泥池4的下半部位于地面以下，保温水泥池4使用水泥砌

成；所述烟囱9的高度不小于10米；所述烘干箱7安装后其顶面与地面的高度不大于1.2米；

所述围板707的高度为40厘米-60厘米。

[0017] 通过提升装置将湿油泥（湿油泥可为污泥池或污泥罐的湿油泥，或者是含油污泥

处理厂的湿油泥）输送至烘干箱内；或者将个计量间、转油站或维修井场收集的袋装湿油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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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入烘干箱内。并将烘干箱内的湿油泥摊平，湿油泥的高度不大于40厘米。启动秸秆焚烧

炉，将秸秆压缩包填入焚烧炉内进行焚烧，焚烧产生的高温烟气进入矩形的烟气通道，烟气

通道呈蛇形回盘，烟气通过烟气通道后由烟囱排出，烟囱顶端安装有引风机，利于烟气上行

和焚烧。高温烟气将热量传给烘干箱的底板，使得底板温度升高，进而加热并蒸发湿油泥中

的水分。保温水泥池能够减少热量的损伤，提高烘干效率。利用秸秆焚烧产生的高温烟气烘

干湿油泥，使得湿油泥中的部分水分蒸发。秸秆属于低成本的热量能源，其热量值虽然不

高，但完全能够满足湿油泥烘干的需要，烘干程度根据后续污油泥处理需要，或者根据后续

运输需要而定。比如脱水烘干的含油污泥可以直接进行热裂解处理，也可以进行焚烧处理，

也可作为干化处理前的预脱水处理。或者是对湿油泥进行烘干脱水处理后，便于运输和转

场。确定了湿油泥达到了烘干要求后，关闭秸秆焚烧炉，工人进入烘干箱内将烘干后的污油

泥清除，清除时可使用简易的铲具，也可使用电动铲具或切割机清除污油泥，或者使用小型

钩机清除，清除后的污油泥可直接通过传输设备传输至下一道工序，也可通过运输车辆或

者装箱或装袋运输至指定地点处理。

[0018] 引风机优选为苏州全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贝州集团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上

海与鑫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苏州瑞斌暖通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昆山鑫旭机电有限公司、淄博

华岳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山东迈巴特公司、南通大东风机有效公司、佛山市粤协风机制造有

限公司和新理想家装建材专营店生产及销售的引风机。秸秆焚烧炉优选为山东诸城市宏利

机械厂、河南北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和无锡郅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焚烧炉。

[0019] 实施例二

参照图4，在实施例一技术方案基础上，出烟口703与秸秆焚烧炉1的烟尘处理系统连

通，烟尘处理系统再与烟囱9连通。当使用具有烟尘环保处理系统秸秆焚烧炉时，将烟气通

道末端出烟口与烟尘处理系统连通，对烟尘进行环保处理后排出。

[0020] 实施例三

参照图5和图6，在实施例一技术方案基础上，所述秸秆焚烧炉1的出烟管2与集灰箱10

一侧的的进烟孔104焊接，集灰箱10另一侧的出烟孔105通过变头3与进烟口704焊接；所述

进烟孔104和出烟孔105位于集灰箱10上部，集灰箱10顶端开有清灰孔101，清灰孔101上可

拆卸的安装有盖板102，清灰孔101两侧焊接有溜灰斜板103，溜灰斜板103底端留有烟灰通

道。焚烧炉和烟气通道之间设置有用于收集秸秆灰尘的集灰箱，能够收集烟气中的烟尘，避

免大量烟灰进入烟气通道内，影响湿油泥的烘干效率。焚烧炉产生的烟气通过进烟孔进入

集灰箱内，烟气只能先下行由溜灰斜板底部的通道进入烟气通道中，在重力的作用下，烟灰

颗粒滞留在集灰箱的底部，定期清理集灰箱底部的烟灰。

[0021] 实施例四

参照图7，在实施例一技术方案基础上，烘干箱7的三面焊接有围板707，其端头设有可

拆卸的挡板708，挡板708底端位于凹槽滑道710内，凹槽滑道710焊接在底板701的一端，凹

槽滑道710的侧面焊接有均布的挡片709。挡板能够在凹槽滑道内滑动，通过滑动可将挡板

拆掉，便于清除烘干后的污油泥。本实施例在烘干前使用防漏塑料布铺设在烘干箱挡板内

侧，避免湿油泥渗漏。

[0022] 实施例五

参照图8和图9，在实施例一和实施例四技术方案基础上，烘干设备还包括由铝材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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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分割筒705，分割筒705为上下敞口的圆筒，分割筒705顶端焊接有十字梁706，分割筒

705底端使用砂轮打磨成斜面。分割筒705的直径为20厘米-40厘米。在湿油泥摊平后烘干

前，将分割筒均匀的插装到烘干箱内，对湿油泥进行烘干前的分割，分割筒之间的间隙不大

于10厘米，分割筒的高度大于湿油泥的厚度，当湿油泥被烘干后，烘干的湿油泥被分割筒分

割成数份，便于清除和搬运，在清除或搬运时，先挪动最外层的分割筒，分割筒移出烘干箱

后，使用工具敲击或推送筒内的污油泥将污油泥与分割筒分离。分割筒可重复使用。

[0023] 实施例六

参照图10，秸秆焚烧炉包括炉体51、水加热系统52、风机53和集尘器53，炉体外部设置

有水加热循环系统，秸秆焚烧炉在焚烧产生烟气的过程中，炉体的温度能够加热其外部的

循环水系统，冷水从水加热系统进入被加热后用于处理厂卫生间或清洗设备。

[0024] 实施例七

在实施例一技术方案基础上，秸秆焚烧炉1底部与送风机连通。向焚烧炉内输送氧气，

能够提高秸秆的燃烧效率和速度。进而提高烘干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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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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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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