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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油田化工设备领域，尤其是涉及

一种油水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旋流聚并器

本体，通过管路与此旋流聚并器本体相连接的聚

并分离罐本体，通过管路与此聚并分离罐本体相

连接的旋流分离器本体，聚并分离罐本体包括罐

体，与此罐体相连接的入口，与此入口相连接的

入口流量分配管，设置在所述罐体上部的第一油

出口，设置在罐体中部的聚结器，设置在罐体下

部的出水收集管，与此出水收集管相连接的排水

口，此排水口与旋流分离器本体相连接。本发明

利用旋流聚结、沉降分离聚并、旋流分离复合使

用克服了单一原理的分离方法对于不同工况下

处理效率低的缺点，提高了分离效率，改进的分

离技术，减轻了装置重量，适用于各类油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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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油水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旋流聚并器本体，通过管路与此旋流聚并器本

体相连接的聚并分离罐本体，通过管路与此聚并分离罐本体相连接的曲线型旋流分离器本

体，

所述的聚并分离罐本体包括罐体，与此罐体相连接的入口，与此入口相连接的入口流

量分配管，设置在所述罐体上部的带有流量计量控制系统第一油出口，设置在所述罐体中

部的聚结器，设置在所述罐体下部的出水收集管，与此出水收集管相连接的排水口，此排水

口与所述的旋流分离器本体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水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旋流聚并器本体包括曲线

型旋流聚并器本体或双锥型旋流聚并器本体。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油水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曲线型旋流聚并器本体包

括沿中心轴线方向依次设置且相互连通的圆柱段Ⅰ、抛物线段Ⅰ和尾管直管段Ⅰ，设置在所述

圆柱段Ⅰ上的切向进液口Ⅰ，设置在所述尾管直管段Ⅰ上的出液口Ⅰ，此出液口Ⅰ与所述的入口

相连接，

所述的圆柱段Ⅰ直径大于所述的抛物线段Ⅰ直径，所述的抛物线段Ⅰ直径大于所述的尾

管直管段Ⅰ直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油水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圆柱段Ⅰ内径为所述圆柱段

Ⅰ与抛物线段Ⅰ之间过渡圆弧的曲率半径的2-3.5倍，所述圆柱段Ⅰ内径为所述尾管直管段Ⅰ

与抛物线段Ⅰ之间过渡圆弧的曲率半径的10-17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水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曲线型旋流分离器本体包

括沿中心轴线方向依次设置且相互连通的圆柱段Ⅱ、抛物线段Ⅱ和尾管直管段Ⅱ，设置在

所述圆柱段Ⅱ上的油出口和切向进液口Ⅱ，设置在所述的尾管直管段Ⅱ上的出水口，所述

的切向进液口Ⅱ与所述的排水口相连接，

所述的圆柱段Ⅱ直径大于所述的抛物线段Ⅱ直径，所述的抛物线段Ⅱ直径大于所述的

尾管直管段Ⅱ直径。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油水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圆柱段Ⅱ内径为所述圆柱

段Ⅱ与抛物线段Ⅱ之间过渡圆弧的曲率半径的2-3.5倍，所述圆柱段Ⅱ内径为所述尾管直

管段Ⅱ与抛物线段Ⅱ之间过渡圆弧的曲率半径的10-17倍。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油水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双锥型旋流聚并器本体包

括沿中心轴线方向依次设置且相互连通的圆柱段Ⅲ、大锥段、小锥段和尾管直管段Ⅲ，设置

在所述圆柱段Ⅲ上的切向进液口Ⅲ，设置在所述尾管直管段Ⅲ上的出液口Ⅱ，此出液口Ⅱ

与所述的入口相连接，

所述的圆柱段Ⅲ直径大于所述的大锥段直径，所述的大锥段直径大于所述的小锥段直

径，所述的小锥段直径大于所述的尾管直管段Ⅲ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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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水分离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油田化工设备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油水分离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工业、民用污水，特别是油田采出液、石油炼化污水通常含有油类、悬浮固体、胶体

和溶解物质等，其中油类按状态又可以分为浮油、机械分散态油、乳化油、溶解油。油类是主

要去除对象，在除油的同时，其他污染物质如悬浮物、COD等可以同步得到有效去除。

[0003] 一般除油方法包括重力沉降除油、过滤除油、混凝除油、旋流器除油、气浮除油等

工艺方法，随着技术进步、国家对环保要求的提高，国家对节能减排要求的提高、土地保护

及特殊场所的应用，一般常规技术存在占地过大、产生二次污染物、处理工艺过长、操作繁

琐和投资偏高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克服现有油水分离装置缺陷、减少处理单元、缩短

油水分离的工艺流程、改进分离技术、提高分离效率、降低油水分离装置投资成本、降低二

次污染物、生产运行简单可靠的油水分离装置。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6] 本发明的油水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旋流聚并器本体，通过管路与此旋流聚

并器本体相连接的聚并分离罐本体，通过管路与此聚并分离罐本体相连接的曲线型旋流分

离器本体，

[0007] 所述的聚并分离罐本体包括罐体，与此罐体相连接的入口，与此入口相连接的入

口流量分配管，设置在所述罐体上部的带有流量计量控制系统第一油出口，设置在所述罐

体中部的聚结器，设置在所述罐体下部的出水收集管，与此出水收集管相连接的排水口，此

排水口与所述的旋流分离器本体相连接。

[0008] 所述的旋流聚并器本体包括曲线型旋流聚并器本体或双锥型旋流聚并器本体。

[0009] 所述的曲线型旋流聚并器本体包括沿中心轴线方向依次设置且相互连通的圆柱

段Ⅰ、抛物线段Ⅰ和尾管直管段Ⅰ，设置在所述圆柱段Ⅰ上的切向进液口Ⅰ，设置在所述尾管直

管段Ⅰ上的出液口Ⅰ，此出液口Ⅰ与所述的入口相连接，

[0010] 所述的圆柱段Ⅰ直径大于所述的抛物线段Ⅰ直径，所述的抛物线段Ⅰ直径大于所述

的尾管直管段Ⅰ直径。

[0011] 所述的圆柱段Ⅰ内径为所述圆柱段Ⅰ与抛物线段Ⅰ之间过渡圆弧的曲率半径的2-

3.5倍，所述圆柱段Ⅰ内径为所述尾管直管段Ⅰ与抛物线段Ⅰ之间过渡圆弧的曲率半径的10-

17倍。

[0012] 所述的曲线型旋流分离器本体包括沿中心轴线方向依次设置且相互连通的圆柱

段Ⅱ、抛物线段Ⅱ和尾管直管段Ⅱ，设置在所述圆柱段Ⅱ上的油出口和切向进液口Ⅱ，设置

在所述的尾管直管段Ⅱ上的出水口，所述的切向进液口Ⅱ与所述的排水口相连接，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10217855 A

3



[0013] 所述的圆柱段Ⅱ直径大于所述的抛物线段Ⅱ直径，所述的抛物线段Ⅱ直径大于所

述的尾管直管段Ⅱ直径。

[0014] 所述的圆柱段Ⅱ内径为所述圆柱段Ⅱ与抛物线段Ⅱ之间过渡圆弧的曲率半径的

2-3.5倍，所述圆柱段Ⅱ内径为所述尾管直管段Ⅱ与抛物线段Ⅱ之间过渡圆弧的曲率半径

的10-17倍。

[0015] 所述的双锥型旋流聚并器本体包括沿中心轴线方向依次设置且相互连通的圆柱

段Ⅲ、大锥段、小锥段和尾管直管段Ⅲ，设置在所述圆柱段Ⅲ上的切向进液口Ⅲ，设置在所

述尾管直管段Ⅲ上的出液口Ⅱ，此出液口Ⅱ与所述的入口相连接，

[0016] 所述的圆柱段Ⅲ直径大于所述的大锥段直径，所述的大锥段直径大于所述的小锥

段直径，所述的小锥段直径大于所述的尾管直管段Ⅲ直径。

[0017] 本发明的优点：

[0018] (1)本发明的油水分离装置，利用旋流聚结、沉降分离聚并、旋流分离复合使用克

服了单一原理的分离方法对于不同工况下处理效率低的缺点，提高了分离效率，改进了分

离技术，减轻了装置重量；

[0019] (2)本发明的油水分离装置，与传统油水分离工艺比较节约工程投资、节约占地，

方便现场布置，运行成本低，工艺设备简单，易于操作维护，出水水质稳定良好，工艺适应性

强，尤其适应油田各种工况条件下的采出液的油水分离处理；

[0020] (3)本发明的油水分离装置，采用先聚并然后沉降分离，可以放宽本发明对油水混

合液含油量的适应要求，一般含水70％以上的油水混合液都可以用本发明进行油水分离；

[0021] (4)本发明的油水分离装置，采用两次聚并分离提高了油水分离效果，出水含油可

以实现10mg/l以下。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曲线型旋流聚并器本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图2的俯视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聚并分离罐本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曲线型旋流分离器本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为本发明双锥型旋流聚并器本体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如图1-6所示，本发明的油水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旋流聚并器本体24，通过

管路与此旋流聚并器本体24相连接的聚并分离罐本体25，通过管路与此聚并分离罐本体25

相连接的曲线型旋流分离器本体26，

[0030] 所述的聚并分离罐本体25包括罐体，与此罐体相连接的入口6，与此入口6相连接

的入口流量分配管7，设置在所述罐体上部的带有流量计量控制系统第一油出口9，设置在

所述罐体中部的聚结器8，设置在所述罐体下部的出水收集管10，与此出水收集管10相连接

的排水口11，此排水口11与所述的旋流分离器本体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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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所述的旋流聚并器本体24包括曲线型旋流聚并器本体或双锥型旋流聚并器本体。

[0032] 所述的曲线型旋流聚并器本体包括沿中心轴线方向依次设置且相互连通的圆柱

段Ⅰ1、抛物线段Ⅰ2和尾管直管段Ⅰ3，设置在所述圆柱段Ⅰ1上的切向进液口Ⅰ4，设置在所述尾

管直管段Ⅰ3上的出液口Ⅰ5，此出液口Ⅰ5与所述的入口6相连接，

[0033] 所述的圆柱段Ⅰ1直径大于所述的抛物线段Ⅰ2直径，所述的抛物线段Ⅰ2直径大于所

述的尾管直管段Ⅰ3直径。

[0034] 所述的圆柱段Ⅰ1内径为所述圆柱段Ⅰ1与抛物线段Ⅰ2之间过渡圆弧的曲率半径的

2-3.5倍，所述圆柱段Ⅰ1内径为所述尾管直管段Ⅰ3与抛物线段Ⅰ2之间过渡圆弧的曲率半径

的10-17倍。

[0035] 所述的曲线型旋流分离器本体包括沿中心轴线方向依次设置且相互连通的圆柱

段Ⅱ12、抛物线段Ⅱ13和尾管直管段Ⅱ14，设置在所述圆柱段Ⅱ12上的油出口16和切向进

液口Ⅱ15，设置在所述的尾管直管段Ⅱ14上的出水口17，所述的切向进液口Ⅱ15与所述的

排水口11相连接，

[0036] 所述的圆柱段Ⅱ12直径大于所述的抛物线段Ⅱ13直径，所述的抛物线段Ⅱ13直径

大于所述的尾管直管段Ⅱ14直径。

[0037] 所述的圆柱段Ⅱ12内径为所述圆柱段Ⅱ12与抛物线段Ⅱ13之间过渡圆弧的曲率

半径的2-3.5倍，所述圆柱段Ⅱ13内径为所述尾管直管段Ⅱ14与抛物线段Ⅱ13之间过渡圆

弧的曲率半径的10-17倍。

[0038] 所述的双锥型旋流聚并器本体包括沿中心轴线方向依次设置且相互连通的圆柱

段Ⅲ19、大锥段20、小锥段21和尾管直管段Ⅲ22，设置在所述圆柱段Ⅲ19上的切向进液口Ⅲ

18，设置在所述尾管直管段Ⅲ22上的出液口Ⅱ23，此出液口Ⅱ23与所述的入口6相连接，

[0039] 所述的圆柱段Ⅲ19直径大于所述的大锥段20直径，所述的大锥段20直径大于所述

的小锥段21直径，所述的小锥段21直径大于所述的尾管直管段Ⅲ22直径。

[0040] 以曲线型旋流聚并器为例，本发明的曲线型旋流聚并器本体的水平入口与切向进

液口Ⅰ4连接，垂直设置的曲线型旋流聚并器本体与聚并分离罐本体25的入口6连接，聚并分

离罐本体25下部排水口11与曲线型旋流分离器本体的切向进液口Ⅱ15连接。聚并分离罐本

体25上出口连接流量计量控制系统，作为第一油出口9。曲线型旋流分离器本体上出口作为

油出口16、下出口作为出水口17。

[0041] 待处理的油水混合液首先进入曲线型旋流聚并器本体，混合液在曲线型旋流聚并

器本体内在离心力作用下，完成油滴水在水中的聚并，将小液滴聚并成大液滴。然后由曲线

型旋流聚并器本体下出口进入聚并分离罐本体25，在聚并分离罐本体25中完成油水初步分

离，聚并分离罐本体25上部的油相通过第一油出口9排出。水相中的油滴继续完成聚并，水

相经过聚并分离罐本体25的排水口11进入曲线型旋流分离器本体，完成油水分离。油相通

过油出口16排出，水从出水口17排出。

[0042] 本发明通过高速旋流将油水混合液的油相聚并，然后在聚并分离罐本体25中完成

聚并后的油水混合液初步分离，最后在旋流分离器完成最后分离。采用先聚并然后沉降分

离，可以放宽本发明对油水混合液含油量的适应要求，一般含水70％以上的油水混合液都

可以用本发明进行油水分离。两次聚并分离提高了油水分离效果，出水含油可以实现10mg/

l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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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实施例1

[0044] 以曲线型旋流聚并器本体为例，其中，油水混合液经过曲线型旋流聚并器本体切

向进液口Ⅰ4进入圆柱段Ⅰ1开始旋流运动，逐渐向下在抛物线段Ⅰ2加速旋流运动，形成圆心

为油相周边为水相旋流运动，向下经过尾管直管段Ⅰ3，由尾管直管段Ⅰ3的出液口Ⅰ5排出。油

水混合液经过旋流运动油相向曲线型旋流聚并器本体中心轴线聚集，完成聚并并形成油

心，由小液滴变成大液滴的油水混合液通过尾管直管段Ⅰ3出液口Ⅰ5排出。

[0045] 抛物线段方程为Y＝A*X2+B*X+C，抛物线段与尾管直管段相交平面的圆心为原点，

横轴为水平方向，纵轴为旋流器中心线。取圆柱段Ⅰ1的内径为50毫米，圆柱段Ⅰ1的长度为50

毫米。则抛物线段方程为Y＝-119 .814*X2+619 .5*X+499 .69，曲线段为A点(7.5 .0)到B点

(25.235)。尾管直管段Ⅰ3内径为15毫米，尾管直管段Ⅰ3的长度为500毫米。该应用曲线型旋

流聚并器本体的处理量为1-3m3/h。进液含油≤30％。

[0046] 曲线型旋流聚并器本体尾管直管段Ⅰ3出液口Ⅰ5排出的液体，通过聚并分离罐本体

25的入口6进入聚并分离罐本体25，首先进入入口流量分配管7、使进入聚并分离罐本体25

的液体均匀，由入口流量分配管7流出，油水初步分离，油相向上由第一油出口9排出，水相

向下经过聚并分离罐本体25中部的聚结器8聚并后通过下部出水收集管10，最后由排水口

11排出。

[0047] 取聚并分离罐本体25的尺寸为DN1000×2000mm2，入口6直径为40mm，排水口11直

径为40mm。进液含油≤30％，油相分离比率为0.5-30％，水相含油≤200mg/l。沉降时间为2

小时。

[0048] 由排水口11排出液进入曲线型旋流分离器本体切向进液口Ⅱ15，曲线型旋流分离

器本体圆柱段Ⅱ12开始旋流运动，逐渐向下在抛物线段Ⅱ13加速旋流运动，完成聚并并形

成以中心轴线为圆心的油心，油心向上通过油出口16从曲线型旋流分离器本体排出，水相

经过尾管直管段Ⅱ14由出水口17排出。

[0049] 取圆柱段Ⅱ12的内径为50毫米，圆柱段Ⅱ12的长度为50毫米。抛物线段方程为Y

＝-119.814*X2+619.5*X+499.69，曲线段为A点(7.5.0)到B点(25.235)。尾管直管段Ⅱ14内

径为15毫米，尾管直管段Ⅱ14的长度为500毫米。该应用曲线型旋流分离器本体的处理量为

1-3m3/h、进液含油500mg/l、溢流量≤5％、出水口出液含油≤20mg/l。

[0050] 实施例2

[0051] 以双锥型旋流聚并器本体为例，其中，油水混合液经过双锥型旋流聚并器本体切

向进液口Ⅲ18进入圆柱段Ⅲ19开始旋流运动，形成圆心为油相周边为水相旋流运动，逐渐

向下经过大椎段20、小锥段21加速旋流运动，由尾管直管段Ⅲ22的出液口Ⅱ23排出。液体经

过双锥型旋流聚并器本体经过旋流运动油相向双锥型旋流聚并器本体中心轴线聚集，完成

聚并并形成油心，通过尾管直管段Ⅲ22的出液口Ⅱ23排出。

[0052] 取圆柱段Ⅲ19的内径为50毫米，圆柱段Ⅲ19的长度为50毫米。大椎段20的斜角为

22°，大椎段20的长度为35mm，小锥段21的斜角为2°，尾管直管段Ⅲ22内径为15mm，尾管直管

段Ⅲ22的长度为500mm。该应用双锥型旋流聚并器本体的处理量为1-3m3/h。进液含油≤

30％。

[0053] 双锥型旋流聚并器本体尾管直管段Ⅲ22出液口Ⅱ23排出的液体，通过聚并分离罐

本体25的入口6进入聚并分离罐本体25，首先进入入口流量分配管7、使进入聚并分离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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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25的液体均匀的由入口流量分配管7流出，油水初步分离，油相向上由第一油出口9排出，

水相向下经过聚并分离罐本体25中部的聚结器8聚并后通过下部出水收集管10，最后由排

水口11排出。

[0054] 由排水口11排出液进入曲线型旋流分离器切向进液口Ⅱ15，曲线型旋流分离器圆

柱段Ⅱ12开始旋流运动，逐渐向下在抛物线段Ⅱ13加速旋流运动，完成聚并并形成以中心

轴线为圆心的油心，油心向上通过油出口16从曲线型旋流分离器排出，水相经过曲线型旋

流聚并器尾管直管段Ⅱ14由出水口17排出。

[0055] 本发明与传统油水分离工艺比较节约工程投资、节约占地：方便现场布置，具有处

理效率高，运行成本低，工艺设备简单，易于操作维护：出水水质稳定良好，工艺适应性强，

尤其适应油田各种工况条件下的采出液的油水分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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