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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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592950.2

(22)申请日 2018.12.25

(71)申请人 北京鑫晟环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100016 北京市朝阳区驼房营西里2号

楼8层6号

(72)发明人 唐安中　张志海　张诚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易正达专利代理有限公

司 11518

代理人 陈桂兰

(51)Int.Cl.

C02F 9/14(2006.01)

 

(54)发明名称

油田采油废水处理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油田采油废水处理方法，包括

如下处理步骤：1)油田注水将废水注入至调节

池，使废水汇聚，调节水质；2)调节后的废水进入

兼氧池，对废水进行水解酸化处理；3)经过步骤

2)处理后的废水进入好氧池，对废水中的活性污

泥进行有氧呼吸，去除污染物；4)经过步骤3)处

理后的废水进入MBR膜池，对废水进行污水和污

泥分离处理；5)经过步骤4)处理后的水质进行过

滤处理；6)过滤后的水质进入清水池；7)对注入

清水池的水质进行消毒杀菌处理。本发明在于提

供一种废水处理方法流程简单，废水处理后的水

质达标，并且减化了废水处理流程，降低了生产

成本的油田采油废水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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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油田采油废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处理步骤：

步骤1)油田注水将废水注入至调节池，使废水汇聚，调节水质；

步骤2)调节后的废水进入兼氧池，对废水进行水解酸化处理；

步骤3)经过步骤2)处理后的废水进入好氧池，对废水中的活性污泥进行有氧呼吸，去

除污染物；

步骤4)经过步骤3)处理后的废水进入MBR膜池，对废水进行污水和污泥分离处理；

步骤5)经过步骤4)处理后的水质进行过滤处理；

步骤6)过滤后的水质进入清水池；

步骤7)对注入清水池的水质进行消毒杀菌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所述的油田采油废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处理

的废水如果不达标，则返回步骤2)进一步处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田采油废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分离的污

泥回流至步骤2)，进一步通过兼氧池进行处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田采油废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分离的污

水如果不达标，则返回步骤2)进一步处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田采油废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包括二沉池

处理，使废水中的污泥分离。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油田采油废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对水质进行

过滤处理包括通过机械过滤器过滤处理。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油田采油废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械过滤器包括石

英砂过滤器和多介质过滤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田采油废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7)对水质进行

消毒杀菌处理使通过紫外线杀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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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采油废水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水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油田采油废水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油田污水由于含有上述有害物质,如不进行治理就排放出去将会对环境产生严重

的影响:漂浮在水面上的原油将隔绝空气,降低水中的溶解氧,并黏附于水生生物体表和呼

吸系统,将其致死。沉积于水底的油经过厌氧分解将产生硫化氢剧毒物。重质原油黏附于泥

沙上，会影响水生生物的栖息和繁殖；油田污水中含有一些毒性大的有机物，会对水体及土

壤造成污染；油田污水中的有机物和无机物是水中细菌的富营养物质，结果造成缓慢流动

的水域水质恶化，变黑发臭；油田污水若污染了饮用水，其中的重金属元素进入人体后对脏

腑产生严重损害；酸碱性的、高矿化度的油田污水，一旦灌入农田会导致农田酸碱化、盐碱

化，使农作物难以生长。

[0003] 目前国内油田采出水处理工艺仍以沉降、隔油和过滤为主，各油田水质条件不同，

处理工艺也不尽相同。常规油田回注水处理工艺，大部分都采用“自然沉降除油－混凝除

油－过滤除油”的“三段式”常规处理工艺。对于中、低渗透油层的含油废水，一般为“三段

式”处理加“精细过滤”工艺。但是

[0004] 中国专利申请号为：201510587704.8，申请日为：2015年09月16日，公开日为：2015

年11月25日，专利名称：基于特种膜的油田废水处理工艺；公开了一种基于特种膜的油田废

水处理工艺，包括第一阶段除油除悬浮物，第二阶段电化学装置氧化破胶，第三阶段利用核

心SuperRO系统脱盐除COD等三个主要工段，采用纳米气浮装置进行除油和除悬浮物，再利

用氧化能力最好的电化学装置对污废进行物化，提高了各物质间的传质效率，缩短反应时

间和降低药品消耗，从而实现只需较为简单的预处理即可使废水直接进入膜系统，保障系

统的运行稳定和使用寿命，大大降低了环保的建设成本和污水处理的运行费用。

[0005] 该专利公开的一种油田废水处理工艺，但是，该油田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复杂，处理

后的水质不良，并且处理水质成本较高，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废水处理方法流程简单，废水处理

后的水质达标，并且减化了废水处理流程，降低了生产成本的油田采油废水处理方法。

[0007] 为了实现本发明目的，可以采取以下技术方案：

[0008] 油田采油废水处理方法，包括如下处理步骤：

[0009] 步骤1)油田注水将废水注入至调节池，使废水汇聚，调节水质；

[0010] 步骤2)调节后的废水进入兼氧池，对废水进行水解酸化处理；

[0011] 步骤3)经过步骤2)处理后的废水进入好氧池，对废水中的活性污泥进行有氧呼

吸，去除污染物；

[0012] 步骤4)经过步骤3)处理后的废水进入MBR膜池，对废水进行污水和污泥分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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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步骤5)经过步骤4)处理后的水质进行过滤处理；

[0014] 步骤6)过滤后的水质进入清水池；

[0015] 步骤7)对注入清水池的水质进行消毒杀菌处理。

[0016] 所述步骤3)处理的废水如果不达标，则返回步骤2)进一步处理。

[0017] 所述步骤4)中分离的污泥回流至步骤2)，进一步通过兼氧池进行处理。

[0018] 所述步骤4)中分离的污水如果不达标，则返回步骤2)进一步处理。

[0019] 所述步骤4)包括二沉池处理，使废水中的污泥分离。

[0020] 所述步骤5)对水质进行过滤处理包括通过机械过滤器过滤处理。

[0021] 所述机械过滤器包括石英砂过滤器和多介质过滤器。

[0022] 所述步骤7)对水质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使通过紫外线杀菌处理。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1、本发明通过MBR生物膜法进行油田废水处理，处理废水流

程简单，处理后的水质合格达标，符合国家水质标准；2、本发明优化了废水处理工艺，大大

降低了废水成本，使处理后的水质能够稳定合格达标；3、本发明油田废水处理工艺更加环

保，适合普遍推广。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油田采油废水处理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及本发明的实施例对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6] 实施例1

[0027] 目前，采油污水是随着原油一起从油层中被开采出来的,又经过原油收集及初加

工整个过程。这种废水有以下特点：

[0028] (1)水温高。一般污水温度在50度左右。个别油田有所差异，如北方油田为60—70

度，西北油田为30度左右。

[0029] (2)矿化度高。不同油田及同一油田不同的污水处理站其矿化度有很大差异，低的

仅有数百毫克/升，高的达数十万毫克/升。

[0030] (3)溶解有一定量的气体。如容解氧、二氧化碳、硫化氢等以及容有一些环烷酸类

等有机质。

[0031] (4)含有一定量的悬浮固体。如泥砂：包括黏土、粉沙和细纱；各种腐蚀产物及垢：

包括Fe2O3、CaO、FeS、CaCO3、CaSO4等；细菌：包括硫酸盐还原菌、腐生菌及铁细菌、硫细菌；有

机物：包括胶质沥青质类和石蜡类等。

[0032] (5)残存一定数量的破乳剂。

[0033] 参看图1，本发明所述油田采油废水处理方法，包括如下处理步骤：

[0034] 步骤1)油田注水将废水注入至调节池，使废水汇聚，调节水质S1；

[0035] 步骤2)调节后的废水进入兼氧池，对废水进行水解酸化处理S2；

[0036] 步骤3)经过步骤2)处理后的废水进入好氧池，对废水中的活性污泥进行有氧呼

吸，进一步把废水中大分子有机物分解成可生物降解的小分子有机物，去除污染物S3；

[0037] 步骤4)经过步骤3)处理后的废水进入MBR膜池，对废水进行污水和污泥分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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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所述MBR膜是通过生物膜法对废水进行处理；

[0038] 步骤5)经过步骤4)处理后的水质进行过滤处理S5；

[0039] 步骤6)过滤后的水质进入清水池S6；

[0040] 步骤7)对注入清水池的水质进行消毒杀菌处理S7。

[0041] 本实施例中，由于稠油污水通常含一些难降解的有机物，生物膜法废水处理是通

过水解酸化的目的，并且在于提高废水的可生化性，降低后续好氧处理的负荷，保证好氧生

物接触氧化池的处理效果。

[0042] 该1、2级生物膜接触氧化池主要是降解由水解酸化分解的一些中间有机物，进一

步降低污水的COD由于污水中的底物基质浓度逐级降低，该1、2级生物膜氧化池的生物相特

性将不同，并通过微生物的驯化后，形成适宜降解有机物的菌群。

[0043] 本实施例中，所述步骤1)实际上油田将废水注入至调节池，使废水汇聚，调节水质

均衡；

[0044] 所述步骤2)废水进入兼氧池，利用兼氧菌，对废水进行水解酸化处理；准备好进入

好氧池工艺段；

[0045] 所述步骤3)废水进入好氧池后，主要是降解由水解酸化分解的一些中间有机物，

进一步降低污水的COD由于污水中的底物基质，使该底物基质浓度逐级降低；

[0046] 所述步骤4)中，所述处理后的废水进入MBR膜池进行废水处理，实际上是通过MBR

生物膜法进行处理。

[0047] 该MBR生物膜法与传统的活性污泥法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是选择生物膜法

处理稠联废水的原因之一。生物膜法的微生物浓度比传统活性污泥法高，高浓度的微生物

是保证污水处理效果的基础，特别是对稠油污水，加强菌与有机物间的传质作用，实现污泥

停留时间和水力停留时间的分离，增加菌与有机物的接触几率。并且，由于好氧池中活性污

泥浓度的增大和污泥中特效菌(特别是优势菌群)的出现，提高生化反应速率。同时，通过降

低F/M比减少剩余污泥产生量(甚至为零)对实现稠油污水的降解更具可靠性，生物膜法耐

冲击的能力更强。

[0048] 通过步骤4)处理后的水质经过步骤5)过滤，在注入步骤6)的清水池，进一步通过

步骤7)杀菌处理，使水质达标，然后出水，完成了废水处理的全部过程。

[0049] 优选地，所述步骤3)处理的废水如果不达标，则返回步骤2)进一步处理。即，在好

氧池进行处理的废水不达标，则，返回兼氧池重新进行废水处理。

[0050] 所述步骤4)中分离的污泥回流至步骤2)，进一步通过兼氧池进行处理。也就是说，

通过该MBR生物膜法分离的污泥回流至兼氧池，进一步做废水处理，反复多次，最终将污泥

处理干净。

[0051] 优选地，所述步骤4)中分离的污水如果不达标，则返回步骤2)进一步处理。

[0052] 优选地，所述步骤4)包括二沉池处理，使废水中的污泥分离。

[0053] 所述二沉池主要是实现部分好氧污泥水分离作用，由于生物膜污在游离污泥量方

面显著区别于传统活性污泥法，因此二沉池的设置也对污水处理的效果具有保障作用。

[0054] 优选地，所述步骤5)对水质进行过滤处理包括通过机械过滤器过滤处理。

[0055]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机械过滤器包括石英砂过滤器和多介质过滤器。

[0056] 通过该机械过滤器对水质进一步过滤，使水质更符合标准，使水质进一步达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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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标准。

[0057] 优选地，所述步骤7)对水质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使通过紫外线杀菌处理。

[0058] 过滤后的水质通过紫外线杀菌，保证了水质能够达标，完成了废水处理的最后工

艺，通过消毒杀菌的水质可以达标出水了。

[005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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