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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用于处理油田采出水的

溶气气浮系统，混合箱设有进水管、药剂投加口、

搅拌机，混合箱内通过溢流‑底流结构将混合箱

分为三个区；搅拌区底部出水口连接混合箱出水

管；罐体内部设有反应仓，混合箱出水管的末端

伸入反应仓中，罐体内设有气浮出水口，气浮出

水口连通集水槽，集水槽连接有气浮出水排出

管，反应仓上方是刮渣板，罐体顶部设有刮泥板

排泥口，罐体侧壁设有泥渣出口；溶气释放器在

反应仓内，溶气释放器连接溶气水输入管，溶气

水输入管连接混溶气罐，混溶气罐上部有氮气进

口，混溶气罐与罐体间设有回流管，回流管上装

有溶气泵。有益效果：排泥方便。药剂与采出水更

好的接触。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212655505 U

2021.03.05

CN
 2
12
65
55
05
 U



1.一种用于处理油田采出水的溶气气浮系统，包括罐体(1)、混合箱(4)、混溶气罐(6)、

溶气释放器(3)，混合箱(4)设有进水管(14)，混合箱(4)上设有药剂投加口，混合箱(4)装有

搅拌机(13)，其特征是：混合箱(4)分区设置，通过溢流-底流结构将混合箱(4)分为三个区，

分别为采出水进入区(41)、中间区(42)、搅拌区(43)；溢流-底流结构由两个溢流板(44)和

一个底流板(45)构成，溢流板(44)底部与混合箱(4)底板连接，底流板(45)上部与混合箱

(4)顶板连接，底流板(45)在两个溢流板(44)之间；采出水进入区(41)中有喇叭口(46)，采

出水进入区(41)、中间区(42)各自设有药剂投加口，采出水进入区(41)设有混凝剂投加口

(11)、中间区(42)设有絮凝剂投加口(12)，搅拌机(13)的搅拌桨设在搅拌区(43)，采出水进

入区(41)、中间区(42)底部各自有排泥口，搅拌区(43)底部出水口连接混合箱出水管(15)；

罐体(1)内部设有反应仓(2)，混合箱出水管(15)的末端伸入反应仓(2)中，罐体(1)内、反应

仓(2)下方设有气浮出水口(5)，气浮出水口(5)连通集水槽(18)，集水槽(18)在罐体(1)侧

壁，集水槽(18)连接有气浮出水排出管(20)，罐体(1)内、反应仓(2)上方是刮渣板(8)，刮渣

板(8)之上的罐体(1)，刮渣板(8)以上罐体侧壁设有泥渣出口(9)；溶气释放器(3)设在反应

仓(2)内，溶气释放器(3)有多个，溶气释放器(3)连接溶气水输入管(21)，溶气水输入管

(21)连接混溶气罐(6)，混溶气罐(6)上部有氮气进口(10)，混溶气罐(6)内设有阶梯环填料

(19)，混溶气罐(6)与罐体(1) 间设有回流管(22)，回流管(22)上装有溶气泵(7)；混合箱底

的混合箱排泥管(16)、罐体(1)底部排泥口、混溶气罐(6)底部出口汇合至排泥口(17)。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处理油田采出水的溶气气浮系统，其特征是：所述溶气

释放器(3)有多个，呈环形排布，安装于一个圆环状管，圆环状管连接溶气水输入管(21)。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处理油田采出水的溶气气浮系统，其特征是：所述溶气

释放器(3)有10个。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处理油田采出水的溶气气浮系统，其特征是：所述气浮

出水口(5)是圆环管，圆环管上有穿孔，气浮净化水从穿孔进入圆环管内。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处理油田采出水的溶气气浮系统，其特征是：所述喇叭

口(46)朝上。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处理油田采出水的溶气气浮系统，其特征是：所述采出

水进入区(41)药剂投加口为混凝剂投加口(11)，中间区(42)药剂投加口为絮凝剂投加口

(12)。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处理油田采出水的溶气气浮系统，其特征是：所述搅拌

机(13)为单轴+桨叶式结构。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处理油田采出水的溶气气浮系统，其特征是：所述混合

箱排泥管(16)上有1#阀(24)、2#阀(25)；混合箱出水管(15)连着三通，三通的三根管上分别

有3#阀(26)、4#阀(27)、5#阀(28)；罐体(1)锥形底部连接有11#阀(34)，11# 阀(34)与5#阀

(28)之间的连接管上有6#阀(29)；溶气水输入管(21)上设有7#阀(30)；溶气泵(7)进、出水

管上设有8#阀(31)、9#阀(32)；混溶气罐(6)底部连接有排渣管，排渣管有10#阀(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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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处理油田采出水的溶气气浮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油田开发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油田采出水处理的气浮处理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气浮法是利用空气压缩瞬间释放或机械剪切形成的微气泡进行浮选的固液分离

技术，其在污水处理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按其产生气泡方式可分为：布气法气浮(包括转子

碎气法、微孔布气法，叶轮散气浮选法等)、生化气浮法(包括生物产气浮法，化学产气气

浮)、溶解空气气浮(包括真空气浮法，压力气浮法的全溶气式、部分溶气式及部分回流溶气

式)等，在油田采出水处理领域主要是用溶气气浮去悬浮物及含油，为了提高气浮的处理效

果，往往向废水中加入混凝剂和絮凝剂，投加量因水质不同而异，一般由试验确定。溶气气

浮法原理是气浮机内回流水通过溶气泵带入溶气罐，并对溶气罐送入  0.35-0.4MPa气体，

将其强制溶解在循环水中形成溶气水，随后溶气水经过真空释放器减压释放形成弹射流，

这时溶解在循环水中的空气析出，形成丰富的微气泡群，同自流并经过加药后正在絮凝的

采出水悬浮物、油滴等充分接触吸附后使其密度下降而使絮凝基团缓慢上升浮至水面，一

部分未能浮起的大颗粒或较重的悬浮物，则自上而下流经斜底面，聚集后实现有效去除，从

而达到去除悬浮物和含油的目的。溶气气浮法对悬浮物及原油颗粒小、乳化程度高及油水

密度差小的油田采出水处理较其它沉降分离设备具有明显的优势。

[0003] 但目前，很多溶气气浮工艺在处理油田采出水，尤其是高矿化度、高浊度采出水

时，采用空气气浮工艺，会使水中溶解氧升高，加剧采出水对金属材料的腐蚀，出水水质不

稳定，微气泡直径大、接触室底部会残留絮凝物无法排出等问题，造成气浮工艺运行效率

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目的是提出一种出水水质稳定、腐蚀减缓、微气泡直径小、排泥方便的

油田采出水的溶气气浮处理系统。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一种用于处理油田采出水的溶气气浮系统，包括罐体、混

合箱、混溶气罐、溶气释放器，混合箱设有进水管，采出水经进水管进入混合箱，混合箱上设

有药剂投加口，混合箱装有搅拌机，混合箱分区设置，通过溢流-底流结构将混合箱分为三

个区，分别为采出水进入区、中间区、搅拌区；溢流-底流结构由两个溢流板和一个底流板构

成，溢流板底部与混合箱底板连接，底流板上部与混合箱顶板连接，底流板在两个溢流板之

间，液体从溢流板溢流，再经底流板下的空隙流出，从另一个溢流板溢流；采出水进入区中

有喇叭口，采出水由喇叭口出，采出水进入区、中间区各自设有药剂投加口，药剂投加口分

别加入混凝剂、絮凝剂，搅拌机的搅拌桨设在搅拌区，采出水进入区、中间区底部各自有排

泥口，搅拌区底部出水口连接混合箱出水管；罐体内部设有反应仓，混合箱出水管的末端伸

入反应仓中，罐体内、反应仓下方设有气浮出水口，气浮出水口连通集水槽，集水槽在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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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壁，集水槽连接有气浮出水排出管，罐体内、反应仓上方是刮渣板，刮渣板之上的罐体顶

部设有刮泥板排泥口，刮渣板以上罐体侧壁设有泥渣出口；溶气释放器设在反应仓内，溶气

释放器有多个，溶气释放器连接溶气水输入管，溶气水输入管连接混溶气罐，混溶气罐上部

有氮气进口，混溶气罐内设有阶梯环填料，混溶气罐与罐体间设有回流管，回流管上装有溶

气泵；混合箱底的混合箱排泥管、罐体底部排泥口、混溶气罐底部出口汇合至排泥口。

[0006] 进一步的是：所述溶气释放器有多个，呈环形排布，安装于一个圆环状管，圆环状

管连接溶气水输入管。

[0007] 优选的是：所述溶气释放器有10个。

[0008] 进一步的是：所述气浮出水口是圆环管，圆环管上有穿孔，气浮净化水从穿孔进入

圆环管内。

[0009] 进一步的是：所述喇叭口朝上。

[0010] 所述采出水进入区药剂投加口为混凝剂投加口，中间区药剂投加口为絮凝剂投加

口。

[0011] 优选的是：所述搅拌机为单轴+桨叶式结构。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1)混合箱分区设置，使不同药剂分别加入，各分区有各

自的排泥口，排泥方便。(2)混合箱内部溢流  -底流的结构形式，增加液体流动长度，使药剂

与采出水能更好的接触。(3)罐体内置反应仓的形式，使得带气絮凝体与水体的分离效果

好。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组成示意图；

[0014] 图2是溶气释放器与气浮出水口的轴测示意图；

[0015] 图中1是罐体，2是反应仓，3是溶气释放器，4是混合箱，5是气浮出水口，6是混溶气

罐，7是反应仓，7是溶气泵，8是刮渣板，9是泥渣出口，10是氮气进口，11是混凝剂投加口，12

是絮凝剂投加口，  13是搅拌机，14是进水管，15是混合箱出水管，16是混合箱排泥管，  17是

排泥口，18是集水槽，19是阶梯环填料，20是气浮出水排出管，  21是溶气水输入管，22是回

流管，23是刮泥板排泥口，24是1#阀，  25是2#阀，26是3#阀，27是4#阀，28是5#阀，29是6#阀，

30是  7#阀，31是8#阀，32是9#阀，33是10#阀，34是11#阀。41-采出水进入区、42-中间区、43-

搅拌区、44-溢流板、45-底流板、46-喇叭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一种用于处理油田采出水的溶气气浮系统，包括罐体1、混合箱4、混溶气罐6、溶气

释放器3，混合箱4设有进水管14，采出水经进水管14进入混合箱4，混合箱4上设有药剂投加

口，混合箱4  装有搅拌机13，混合箱4分区设置，通过溢流-底流结构将混合箱4  分为三个

区，分别为采出水进入区41、中间区42、搅拌区43；溢流  -底流结构由两个溢流板44和一个

底流板45构成，溢流板44底部与混合箱4底板连接，底流板45上部与混合箱4顶板连接，底流

板45  在两个溢流板44之间，液体从溢流板44溢流，再经底流板45下的空隙流出，从另一个

溢流板44溢流；采出水进入区41中有朝上的喇叭口46，采出水由喇叭口46出，采出水进入区

41、中间区42各自设有药剂投加口，药剂投加口分别加入混凝剂、絮凝剂，搅拌机13的搅拌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2655505 U

4



桨设在搅拌区43，采出水进入区41、中间区42底部各自有排泥口，搅拌区43底部出水口连接

混合箱出水管15；罐体1内部设有反应仓2，混合箱出水管15的末端伸入反应仓2中，罐体1

内、反应仓2下方设有气浮出水口5，气浮出水口5连通集水槽18，集水槽  18在罐体1侧壁，集

水槽18连接有气浮出水排出管20，罐体1内、反应仓2上方是刮渣板8，刮渣板8之上的罐体1

顶部设有刮泥板排泥口23，刮渣板8以上罐体侧壁设有泥渣出口9；溶气释放器3设在反应仓

2内，溶气释放器3有多个，溶气释放器3连接溶气水输入管  21，溶气水输入管21连接混溶气

罐6，混溶气罐6上部有氮气进口  10，混溶气罐6内设有阶梯环填料19，混溶气罐6与罐体1间

设有回流管22，回流管22上装有溶气泵7；混合箱底的混合箱排泥管16、罐体1底部排泥口、

混溶气罐6底部出口汇合至排泥口17。

[0017] 溶气释放器3有10个，呈环形排布，安装于一个圆环状管，圆环状管连接溶气水输

入管21。这种排布方式，使微气泡扩散均匀，提高气泡粘附效率。

[0018] 气浮出水口5是圆环管，圆环管上有穿孔，气浮净化水从穿孔进入圆环管内。这样

的气浮出水口结构简洁，安装、检修都方便。

[0019] 采出水进入区41药剂投加口为混凝剂投加口11，中间区42  药剂投加口为絮凝剂

投加口12。

[0020] 搅拌机13为单轴+桨叶式结构。混合搅拌机由电机、减速机、支座、主轴、桨叶等组

成，通过传动机构带动主轴桨叶旋转，使药剂得到充分混合搅拌。搅拌机没有复杂的机械设

备，由电机减速机机构直接带动主动轴及桨叶机构单向运转，因此效率高、性能稳定。搅拌

机具有操作简单、维修费用低、耐腐蚀、使用寿命长的优点。

[0021] 采出水由进水管14进入采出水进入区41，喇叭口46均匀布水，混凝剂投加口11加

入混凝剂。采出水与混凝剂在采出水进入区  41初步接触。液体从采出水进入区41与中间区

42的溢流-底流结构通过，进入中间区42。絮凝剂投加口12加入絮凝剂，采出水与絮凝剂接

触。液体从中间区42与搅拌区的溢流-底流结构通过，进入搅拌区43。搅拌区43的搅拌机13

对液体强力搅拌，使药剂与采出水充分混合。

[0022] 混合箱出水管15出来的液体进入反应仓2。溶气释放器3功能是将溶气水通过消

能、减压，使溶入水中的气体以微气泡的形式释放出来，微气泡与采出水中杂质相粘附。粘

附杂质的微气泡在反应仓内通过浮力、重力与水流阻力的平衡作用后，向上浮动。微气泡上

升到液体表面，使杂质聚集，刮渣机的刮渣板8把泥渣从泥渣出口9推出。去杂的净化水由气

浮出水口5汇集至集水槽18后流出气浮出水排出管20。部分净化水经由回流至溶气泵7加压

后进入混溶气罐6，在混溶气罐6与氮气相互接触溶解，饱和溶气水从罐底通过溶气水输入

管21输向溶气释放器3。

[0023] 混合箱排泥管16上有1#阀24、2#阀25；混合箱出水管15连着三通，三通的三根管上

分别有3#阀26、4#阀27、5#阀28；罐体1  锥形底部连接有11#阀34，11#阀34与5#阀28之间的

连接管上有6# 阀29；溶气水输入管21上设有7#阀30；溶气泵7进、出水管上设有8#阀31、9#

阀32；混溶气罐6底部连接有排渣管，排渣管有10#  阀33。不排泥时，1#阀24、2#阀25、5#阀

28、6#阀29、10#阀33、  11#阀34处于关闭状态，其它阀打开。搅拌区43需要排泥时，关闭4#阀

27，打开5#阀28，打开6#阀29，搅拌区可以排底渣；混溶气罐6需要排泥时，打开10#阀33，混

溶气罐6可以排底渣；反应仓需要排泥时，关闭1#阀26、打开4#阀27、5#阀28、6#阀29，反应仓

可以排底渣；罐体1需要排泥时，打开11#阀34，罐体1可以排底渣。所有排泥操作进行时，罐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2655505 U

5



体1内仍在溶气释放，这样就达到装置不停生产连续排泥的效果，能够有效降低各生产单元

处理负荷，进而提高水处理稳定性。

[0024] 溶气释放器3堵塞时，提高混溶气罐6压力，溶气水输入管  21的水压随之加强，对

溶气释放器进行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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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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