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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油泥处理系统及方法，系统包括隧道

窑、窑车、石油分馏机构、烟气净化机构、余热利

用机构及风流机构；隧道窑包括分馏段、烧结段

和余热利用段；石油分馏机构用于回收石油资

源；烟气净化机构用于处理烧结段排放烟气；余

热利用机构用于回收高温油泥坯块热能并输出

分馏用蒸汽；风流机构用于向窑内引入新风、将

余热利用段高温空气引入分馏段加热油泥坯块、

在分馏段与烧结段之间建立风幕。方法为：窑车

进入隧道窑分馏段，利用蒸汽和热风对油泥坯块

进行加热，对挥发石油成分进行冷凝回收；窑车

进入烧结段，对油泥坯块进行烧结，对烟尘进行

净化；窑车进入余热利用段，利用高温油泥坯块

加热锅炉，蒸汽引入分馏段；窑车出窑，破碎油泥

坯块进行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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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油泥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隧道窑、窑车、石油分馏机构、烟气净化机构、

余热利用机构及风流机构；所述隧道窑由前至后依次分为分馏段、烧结段和余热利用段；所

述窑车用于装载油泥坯块；所述石油分馏机构用于回收油泥坯块中的石油资源；所述烟气

净化机构用于处理隧道窑在烧结段排放的废烟气；所述余热利用机构用于回收高温油泥坯

块的热能并为隧道窑分馏段提供蒸汽；所述风流机构用于向隧道窑内引入新风，同时用于

将隧道窑余热利用段的高温空气引入分馏段对油泥坯块进行辅助加热，以及用于在隧道窑

分馏段与烧结段之间建立风幕；

所述石油分馏机构包括高温油汽收集分管、高温油汽收集总管、中温油汽收集分管、中

温油汽收集总管、石油分馏塔、冷凝器、油液回流管、引汽管、第一引风机、连接管、阻火器及

排汽管；所述高温油汽收集分管位于隧道窑分馏段内，高温油汽收集分管与高温油汽收集

总管一端相汇接，高温油汽收集总管另一端与石油分馏塔底部相连通；所述中温油汽收集

分管位于隧道窑分馏段内，中温油汽收集分管与中温油汽收集总管一端相汇接，中温油汽

收集总管另一端与石油分馏塔中部相连通；在所述石油分馏塔的塔体上竖直分布有若干出

油口，在石油分馏塔的塔底设有排污口；所述冷凝器一端与石油分馏塔顶部相连通，冷凝器

另一端通过引汽管与第一引风机吸风口相连通，所述油液回流管一端与引汽管的管体相连

通，油液回流管另一端与石油分馏塔顶部相连通；所述第一引风机出风口依次通过连接管

及阻火器与排汽管一端相连，排汽管另一端位于隧道窑烧结段内；

所述烟气净化机构包括排烟分管、排烟总管、烟气净化急冷塔、排烟道、布袋除尘器、第

二引风机及烟囱；所述排烟分管位于隧道窑烧结段内，排烟分管与排烟总管一端相汇接，排

烟总管另一端与烟气净化急冷塔底部相连通；所述排烟道一端与烟气净化急冷塔底部相连

通，排烟道另一端与布袋除尘器进口相连通，布袋除尘器出口与第二引风机吸风口相连通，

第二引风机出风口与烟囱相连通；在所述烟气净化急冷塔内分别设置有低温水雾喷射器和

石灰浆喷射器；在所述排烟道上安装有活性炭喷射器；在所述烟囱内分别安装有静电除尘

器和等离子体除尘器；

所述余热利用机构包括中压锅炉、低压锅炉、进水管、换热器、第一高温蒸汽输出总管、

第二高温蒸汽输出总管、高温蒸汽输出分管、第一中温蒸汽输出总管、第二中温蒸汽输出总

管及中温蒸汽输出分管；所述中压锅炉的集热管位于隧道窑余热利用段内，在中压锅炉上

分别设有第一高温蒸汽输出口和第二高温蒸汽输出口，第一高温蒸汽输出口通过第一高温

蒸汽输出总管向外部管网输出高温蒸汽；所述高温蒸汽输出分管位于隧道窑分馏段内，高

温蒸汽输出分管与第二高温蒸汽输出总管一端相汇接，第二高温蒸汽输出总管另一端与中

压锅炉的第二高温蒸汽输出口相连通；所述低压锅炉的集热管位于隧道窑余热利用段内，

在低压锅炉上分别设有第一中温蒸汽输出口和第二中温蒸汽输出口，第一中温蒸汽输出口

通过第一中温蒸汽输出总管向外部管网输出中温蒸汽；所述中温蒸汽输出分管位于隧道窑

分馏段内，中温蒸汽输出分管与第二中温蒸汽输出总管一端相汇接，第二中温蒸汽输出总

管另一端与低压锅炉的第二中温蒸汽输出口相连通；所述中压锅炉和低压锅炉的进水口均

与进水管相连通，所述换热器安装在烟气净化机构的排烟总管上，换热器出水口与进水管

相连，换热器进水口与供水源相连；

所述风流机构包括新风引入管、窑内引风管、窑内进风管、第三引风机、热风引风管、热

风输出总管、热风输出分管、第四引风机、风幕引风管、风幕输出管及第五引风机；所述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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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管及窑内引风管与第三引风机吸风口相汇接，第三引风机出风口与窑内进风管相连

接，窑内进风管和窑内引风管均位于隧道窑余热利用段内；所述热风引风管一端位于隧道

窑余热利用段内，热风引风管另一端与第四引风机吸风口相连接；所述热风输出分管位于

隧道窑分馏段内，热风输出分管与热风输出总管一端相汇接，热风输出总管另一端与第四

引风机出风口相连；在所述热风引风管上安装有第一火花捕集器；所述风幕引风管一端位

于隧道窑余热利用段内，风幕引风管另一端与第五引风机吸风口相连接，第五引风机出风

口与风幕输出管一端相连接，风幕输出管另一端位于隧道窑分馏段与烧结段之间；在所述

风幕引风管上安装有第二火花捕集器。

2.一种油泥处理方法，采用了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泥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步骤一：先制备油泥坯块，再将制备好的油泥坯块堆放到窑车上，然后将载有油泥坯块

的窑车送入隧道窑分馏段内，之后封闭窑门；

步骤二：将中压锅炉产生的高温蒸汽、低压锅炉产生的中温蒸汽以及隧道窑余热利用

段内的热风引入隧道窑分馏段内，用来加热窑车上的油泥坯块，使油泥坯块中的石油成分

挥发而出；

步骤三：将油泥坯块中挥发出的石油成分和分馏段内的水汽一同引入石油分馏塔内，

在冷凝器的作用下，所产生的油液将回流至石油分馏塔内并通过出油口排出，而剩余汽体

将直接排入隧道窑烧结段内；

步骤四：当油泥坯块完成石油分馏后，载有油泥坯块的窑车驶入隧道窑烧结段，油泥坯

块在隧道窑烧结段内完成高温焚烧，直至形成砖块制品；在油泥坯块烧结过程中，所产生的

烟气经过脱硫、脱二噁英以及多级除尘后排入大气；

步骤五：当油泥坯块完成烧结后，载有油泥坯块的窑车驶入隧道窑余热利用段，高温的

油泥坯块将作为中压锅炉集热器和低压锅炉集热器的热源，以使中压锅炉产生高温蒸汽，

并使低压锅炉产生中温蒸汽，所产生的蒸汽一部分用于接入外部管网作为他用，另一部分

直接引入隧道窑分馏段内用于加热油泥坯块；

步骤六：当油泥坯块完成与锅炉集热器的换热后，载有油泥坯块的窑车移动至隧道窑

余热利用段后部，将窑外的新风引入窑内，通过新风对换热后的油泥坯块进行冷却，同时新

风完成升温，升温后的新风一部分直接引入隧道窑分馏段内用于加热油泥坯块，另一部分 

直接引入隧道窑分馏段与烧结段之间用于形成风幕，依靠风幕阻止烧结段的烟气进入分馏

段内；

步骤七：开启窑门，载有油泥坯块的窑车驶出隧道窑余热利用段，将已经成为砖块制品

的油泥坯块卸下窑车，再将油泥坯块破碎成相应粒径配级的颗粒物，该颗粒物将作为筑路

和填方材料、污水处理用吸附过滤材料或建筑混凝土骨料进行应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油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当烧结温度为850℃～1000

℃时，油泥坯块粉碎后作为筑路和填方材料或污水处理用吸附过滤材料进行应用；当烧结

温度为950℃～1300℃时，油泥坯块粉碎后作为建筑混凝土骨料进行应用。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油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油泥坯块的制备方法为：在

原始油泥中分别加入石灰料、可燃材料、粘结材料/瘠性材料并混合均匀，再通过挤出成型

方式或压制成型方式制成薄壁多孔结构的油泥坯块；石灰料采用石灰石粉或石灰粉，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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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油泥坯块的强度，同时用于固定油泥坯块中的重金属、硫及氯，且在筑路和填方时，未

反应完全的石灰通过水化反应增强筑路和填方强度；可燃材料采用煤矸石粉、煤泥、煤粉、

锯末或秸秆颗粒，用于在油泥坯块烧结过程中使油泥坯块内部产生孔隙，在污水处理时，通

过孔隙结构对污水中的污染物进行吸附和过滤，在油泥坯块分馏时，易于石油成分和水分

的挥发，并易于油泥坯块的破碎；粘结材料采用粘结剂、粘土或膨润土，瘠性材料采用粉煤

灰、炉底灰渣或尾矿，通过粘结材料或瘠性材料来调节油泥坯块的塑性，使油泥坯块易于成

型。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油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石灰料在油泥坯块中的添加

量为2％～10％；可燃材料在油泥坯块中的添加量为10％～40％；粘结材料/瘠性材料在油

泥坯块中的添加量为0～20％；根据油泥混合物的含水量情况，采用补水或不补水的方式，

且补水量为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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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油泥处理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固体废弃物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油泥处理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石油开采、储存和加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弃油泥，废弃油泥中不仅含有石

油成分，还含有大量的病原菌和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如果这些油泥不能得到安全处理，

将会给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同时也会造成石油资源的浪费。

[0003] 在现有的油泥处理技术中，化学调质‑机械分离法存在设备及工艺复杂的缺点，溶

剂萃取法存在溶剂的二次污染问题，热化学法需要的设备投资高，而热水洗法存在废水污

染问题。

[0004] 近年来出现的冻融法、微波消解法、超声消解法及电动学法等所适用的条件有限，

且这些新技术多还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大多不具实际应用的能力，且以上方法还普遍存

在油泥处理量少的缺点。

[0005] 在其他油泥处理技术中，固化法的处理效果差且处理不彻底，脱水焚烧法的能耗

高且设备投资大，生物降解法的处理速度慢且占地多，还有烧结砖生产线协同处理油泥的

方法，该方法中油泥在坯料中的添加量有限，并且油泥的添加还可能影响到烧结砖的产品

质量，且上述方法还存在油泥的石油资源无法回收的缺点。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油泥处理系统及方法，能够有效回收

油泥中的石油资源，油泥处理量大，油泥处理过程具备环保性和经济性，油泥处理后的最终

产物无害可利用。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油泥处理系统，包括隧道窑、

窑车、石油分馏机构、烟气净化机构、余热利用机构及风流机构；所述隧道窑由前至后依次

分为分馏段、烧结段和余热利用段；所述窑车用于装载油泥坯块；所述石油分馏机构用于回

收油泥坯块中的石油资源；所述烟气净化机构用于处理隧道窑在烧结段排放的废烟气；所

述余热利用机构用于回收高温油泥坯块的热能并为隧道窑分馏段提供蒸汽；所述风流机构

用于向隧道窑内引入新风，同时用于将隧道窑余热利用段的高温空气引入分馏段对油泥坯

块进行辅助加热，以及用于在隧道窑分馏段与烧结段之间建立风幕。

[0008] 所述石油分馏机构包括高温油汽收集分管、高温油汽收集总管、中温油汽收集分

管、中温油汽收集总管、石油分馏塔、冷凝器、油液回流管、引汽管、第一引风机、连接管、阻

火器及排汽管；所述高温油汽收集分管位于隧道窑分馏段内，高温油汽收集分管与高温油

汽收集总管一端相汇接，高温油汽收集总管另一端与石油分馏塔底部相连通；所述中温油

汽收集分管位于隧道窑分馏段内，中温油汽收集分管与中温油汽收集总管一端相汇接，中

温油汽收集总管另一端与石油分馏塔中部相连通；在所述石油分馏塔的塔体上竖直分布有

若干出油口，在石油分馏塔的塔底设有排污口；所述冷凝器一端与石油分馏塔顶部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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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器另一端通过引汽管与第一引风机吸风口相连通，所述油液回流管一端与引汽管的管

体相连通，油液回流管另一端与石油分馏塔顶部相连通；所述第一引风机出风口依次通过

连接管及阻火器与排汽管一端相连，排汽管另一端位于隧道窑烧结段内。

[0009] 所述烟气净化机构包括排烟分管、排烟总管、烟气净化急冷塔、排烟道、布袋除尘

器、第二引风机及烟囱；所述排烟分管位于隧道窑烧结段内，排烟分管与排烟总管一端相汇

接，排烟总管另一端与烟气净化急冷塔底部相连通；所述排烟道一端与烟气净化急冷塔底

部相连通，排烟道另一端与布袋除尘器进口相连通，布袋除尘器出口与第二引风机吸风口

相连通，第二引风机出风口与烟囱相连通；在所述烟气净化急冷塔内分别设置有低温水雾

喷射器和石灰浆喷射器；在所述排烟道上安装有活性炭喷射器；在所述烟囱内分别安装有

静电除尘器和等离子体除尘器。

[0010] 所述余热利用机构包括中压锅炉、低压锅炉、进水管、换热器、第一高温蒸汽输出

总管、第二高温蒸汽输出总管、高温蒸汽输出分管、第一中温蒸汽输出总管、第二中温蒸汽

输出总管及中温蒸汽输出分管；所述中压锅炉的集热管位于隧道窑余热利用段内，在中压

锅炉上分别设有第一高温蒸汽输出口和第二高温蒸汽输出口，第一高温蒸汽输出口通过第

一高温蒸汽输出总管向外部管网输出高温蒸汽；所述高温蒸汽输出分管位于隧道窑分馏段

内，高温蒸汽输出分管与第二高温蒸汽输出总管一端相汇接，第二高温蒸汽输出总管另一

端与中压锅炉的第二高温蒸汽输出口相连通；所述低压锅炉的集热管位于隧道窑余热利用

段内，在低压锅炉上分别设有第一中温蒸汽输出口和第二中温蒸汽输出口，第一中温蒸汽

输出口通过第一中温蒸汽输出总管向外部管网输出中温蒸汽；所述中温蒸汽输出分管位于

隧道窑分馏段内，中温蒸汽输出分管与第二中温蒸汽输出总管一端相汇接，第二中温蒸汽

输出总管另一端与低压锅炉的第二中温蒸汽输出口相连通；所述中压锅炉和低压锅炉的进

水口均与进水管相连通，所述换热器安装在烟气净化机构的排烟总管上，换热器出水口与

进水管相连，换热器进水口与供水源相连。

[0011] 所述风流机构包括新风引入管、窑内引风管、窑内进风管、第三引风机、热风引风

管、热风输出总管、热风输出分管、第四引风机、风幕引风管、风幕输出管及第五引风机；所

述新风引入管及窑内引风管与第三引风机吸风口相汇接，第三引风机出风口与窑内进风管

相连接，窑内进风管和窑内引风管均位于隧道窑余热利用段内；所述热风引风管一端位于

隧道窑余热利用段内，热风引风管另一端与第四引风机吸风口相连接；所述热风输出分管

位于隧道窑分馏段内，热风输出分管与热风输出总管一端相汇接，热风输出总管另一端与

第四引风机出风口相连；在所述热风引风管上安装有第一火花捕集器；所述风幕引风管一

端位于隧道窑余热利用段内，风幕引风管另一端与第五引风机吸风口相连接，第五引风机

出风口与风幕输出管一端相连接，风幕输出管另一端位于隧道窑分馏段与烧结段之间；在

所述风幕引风管上安装有第二火花捕集器。

[0012] 一种油泥处理方法，采用了所述的油泥处理系统，包括如下步骤：

[0013] 步骤一：先制备油泥坯块，再将制备好的油泥坯块堆放到窑车上，然后将载有油泥

坯块的窑车送入隧道窑分馏段内，之后封闭窑门；

[0014] 步骤二：将中压锅炉产生的高温蒸汽、低压锅炉产生的中温蒸汽以及隧道窑余热

利用段内的热风引入隧道窑分馏段内，用来加热窑车上的油泥坯块，使油泥坯块中的石油

成分挥发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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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步骤三：将油泥坯块中挥发出的石油成分和分馏段内的水汽一同引入石油分馏塔

内，在冷凝器的作用下，所产生的油液将回流至石油分馏塔内并通过出油口排出，而剩余汽

体将直接排入隧道窑烧结段内；

[0016] 步骤四：当油泥坯块完成石油分馏后，载有油泥坯块的窑车驶入隧道窑烧结段，油

泥坯块在隧道窑烧结段内完成高温焚烧，直至形成砖块制品；在油泥坯块烧结过程中，所产

生的烟气经过脱硫、脱二噁英以及多级除尘后排入大气；

[0017] 步骤五：当油泥坯块完成烧结后，载有油泥坯块的窑车驶入隧道窑余热利用段，高

温的油泥坯块将作为中压锅炉集热器和低压锅炉集热器的热源，以使中压锅炉产生高温蒸

汽，并使低压锅炉产生中温蒸汽，所产生的蒸汽一部分用于接入外部管网作为他用，另一部

分直接引入隧道窑分馏段内用于加热油泥坯块；

[0018] 步骤六：当油泥坯块完成与锅炉集热器的换热后，载有油泥坯块的窑车移动至隧

道窑余热利用段后部，将窑外的新风引入窑内，通过新风对换热后的油泥坯块进行冷却，同

时新风完成升温，升温后的新风一部分直接引入隧道窑分馏段内用于加热油泥坯块，另一

部直接引入隧道窑分馏段与烧结段之间用于形成风幕，依靠风幕阻止烧结段的烟气进入分

馏段内；

[0019] 步骤七：开启窑门，载有油泥坯块的窑车驶出隧道窑余热利用段，将已经成为砖块

制品的油泥坯块卸下窑车，再将油泥坯块破碎成相应粒径配级的颗粒物，该颗粒物将作为

筑路和填方材料、污水处理用吸附过滤材料或建筑混凝土骨料进行应用。

[0020] 当烧结温度为850℃～1000℃时，油泥坯块粉碎后作为筑路和填方材料或污水处

理用吸附过滤材料进行应用；当烧结温度为950℃～1300℃时，油泥坯块粉碎后作为建筑混

凝土骨料进行应用。

[0021] 油泥坯块的制备方法为：在原始油泥中分别加入石灰料、可燃材料、粘结材料/瘠

性材料并混合均匀，再通过挤出成型方式或压制成型方式制成薄壁多孔结构的油泥坯块；

石灰料采用石灰石粉或石灰粉，用于增加油泥坯块的强度，同时用于固定油泥坯块中的重

金属、硫及氯，且在筑路和填方时，未反应完全的石灰通过水化反应增强筑路和填方强度；

可燃材料采用煤矸石粉、煤泥、煤粉、锯末或秸秆颗粒，用于在油泥坯块烧结过程中使油泥

坯块内部产生孔隙，在污水处理时，通过孔隙结构对污水中的污染物进行吸附和过滤，在油

泥坯块分馏时，易于石油成分和水分的挥发，并易于油泥坯块的破碎；粘结材料采用粘结

剂、粘土或膨润土，瘠性材料采用粉煤灰、炉底灰渣或尾矿，通过粘结材料或瘠性材料来调

节油泥坯块的塑性，使油泥坯块易于成型。

[0022] 石灰料在油泥坯块中的添加量为2％～10％；可燃材料在油泥坯块中的添加量为

10％～40％；粘结材料/瘠性材料在油泥坯块中的添加量为0～20％；根据油泥混合物的含

水量情况，采用补水或不补水的方式，且补水量为0～20％。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4] 本发明的油泥处理系统及方法，能够有效回收油泥中的石油资源，油泥处理量大，

油泥处理过程具备环保性和经济性，油泥处理后的最终产物无害可利用。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油泥处理系统的结构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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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中，1—隧道窑，2—窑车，3—油泥坯块，4—高温油汽收集分管，5—高温油汽收

集总管，6—中温油汽收集分管，7—中温油汽收集总管，8—石油分馏塔，9—冷凝器，10—油

液回流管，11—引汽管，12—第一引风机，13—连接管，14—阻火器，15—排汽管，16—出油

口，17—排污口，18—排烟分管，19—排烟总管，20—烟气净化急冷塔，21—排烟道，22—布

袋除尘器，23—第二引风机，24—烟囱，25—低温水雾喷射器，26—石灰浆喷射器，27—活性

炭喷射器，28—静电除尘器，29—等离子体除尘器，30—中压锅炉，31—低压锅炉，32—进水

管，33—换热器，34—第一高温蒸汽输出总管，35—第二高温蒸汽输出总管，36—高温蒸汽

输出分管，37—第一中温蒸汽输出总管，38—第二中温蒸汽输出总管，39—中温蒸汽输出分

管，40—新风引入管，41—窑内引风管，42—窑内进风管，43—第三引风机，44—热风引风

管，45—热风输出总管，46—第四引风机，47—风幕引风管，48—风幕输出管，49—第五引风

机，50—第一火花捕集器，51—第二火花捕集器，52—热风输出分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8] 如图1所示，一种油泥处理系统，包括隧道窑1、窑车2、石油分馏机构、烟气净化机

构、余热利用机构及风流机构；所述隧道窑1由前至后依次分为分馏段、烧结段和余热利用

段；所述窑车2用于装载油泥坯块3；所述石油分馏机构用于回收油泥坯块3中的石油资源；

所述烟气净化机构用于处理隧道窑1在烧结段排放的废烟气；所述余热利用机构用于回收

高温油泥坯块3的热能并为隧道窑1分馏段提供蒸汽；所述风流机构用于向隧道窑1内引入

新风，同时用于将隧道窑1余热利用段的高温空气引入分馏段对油泥坯块3进行辅助加热，

以及用于在隧道窑1分馏段与烧结段之间建立风幕。

[0029] 所述石油分馏机构包括高温油汽收集分管4、高温油汽收集总管5、中温油汽收集

分管6、中温油汽收集总管7、石油分馏塔8、冷凝器9、油液回流管10、引汽管11、第一引风机

12、连接管13、阻火器14及排汽管15；所述高温油汽收集分管4位于隧道窑1分馏段内，高温

油汽收集分管4与高温油汽收集总管5一端相汇接，高温油汽收集总管5另一端与石油分馏

塔8底部相连通；所述中温油汽收集分管6位于隧道窑1分馏段内，中温油汽收集分管6与中

温油汽收集总管7一端相汇接，中温油汽收集总管7另一端与石油分馏塔8中部相连通；在所

述石油分馏塔8的塔体上竖直分布有若干出油口16，在石油分馏塔8的塔底设有排污口17；

所述冷凝器9一端与石油分馏塔8顶部相连通，冷凝器9另一端通过引汽管11与第一引风机

12吸风口相连通，所述油液回流管10一端与引汽管11的管体相连通，油液回流管10另一端

与石油分馏塔8顶部相连通；所述第一引风机12出风口依次通过连接管13及阻火器14与排

汽管15一端相连，排汽管15另一端位于隧道窑1烧结段内。

[0030] 所述烟气净化机构包括排烟分管18、排烟总管19、烟气净化急冷塔20、排烟道21、

布袋除尘器22、第二引风机23及烟囱24；所述排烟分管18位于隧道窑1烧结段内，排烟分管

18与排烟总管19一端相汇接，排烟总管19另一端与烟气净化急冷塔20底部相连通；所述排

烟道21一端与烟气净化急冷塔20底部相连通，排烟道21另一端与布袋除尘器22进口相连

通，布袋除尘器22出口与第二引风机23吸风口相连通，第二引风机23出风口与烟囱24相连

通；在所述烟气净化急冷塔20内分别设置有低温水雾喷射器25和石灰浆喷射器26；在所述

排烟道21上安装有活性炭喷射器27；在所述烟囱24内分别安装有静电除尘器28和等离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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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尘器29。

[0031] 所述余热利用机构包括中压锅炉30、低压锅炉31、进水管32、换热器33、第一高温

蒸汽输出总管34、第二高温蒸汽输出总管35、高温蒸汽输出分管36、第一中温蒸汽输出总管

37、第二中温蒸汽输出总管38及中温蒸汽输出分管39；所述中压锅炉30的集热管位于隧道

窑1余热利用段内，在中压锅炉30上分别设有第一高温蒸汽输出口和第二高温蒸汽输出口，

第一高温蒸汽输出口通过第一高温蒸汽输出总管34向外部管网输出高温蒸汽；所述高温蒸

汽输出分管36位于隧道窑1分馏段内，高温蒸汽输出分管36与第二高温蒸汽输出总管35一

端相汇接，第二高温蒸汽输出总管35另一端与中压锅炉30的第二高温蒸汽输出口相连通；

所述低压锅炉31的集热管位于隧道窑1余热利用段内，在低压锅炉31上分别设有第一中温

蒸汽输出口和第二中温蒸汽输出口，第一中温蒸汽输出口通过第一中温蒸汽输出总管37向

外部管网输出中温蒸汽；所述中温蒸汽输出分管39位于隧道窑1分馏段内，中温蒸汽输出分

管39与第二中温蒸汽输出总管38一端相汇接，第二中温蒸汽输出总管38另一端与低压锅炉

31的第二中温蒸汽输出口相连通；所述中压锅炉30和低压锅炉31的进水口均与进水管32相

连通，所述换热器33安装在烟气净化机构的排烟总管19上，换热器33出水口与进水管32相

连，换热器33进水口与供水源相连。

[0032] 所述风流机构包括新风引入管40、窑内引风管41、窑内进风管42、第三引风机43、

热风引风管44、热风输出总管45、热风输出分管52、第四引风机46、风幕引风管47、风幕输出

管48及第五引风机49；所述新风引入管40及窑内引风管41与第三引风机43吸风口相汇接，

第三引风机43出风口与窑内进风管42相连接，窑内进风管42和窑内引风管41均位于隧道窑

1余热利用段内；所述热风引风管44一端位于隧道窑1余热利用段内，热风引风管44另一端

与第四引风机46吸风口相连接；所述热风输出分管52位于隧道窑1分馏段内，热风输出分管

52与热风输出总管45一端相汇接，热风输出总管45另一端与第四引风机46出风口相连；在

所述热风引风管44上安装有第一火花捕集器50；所述风幕引风管47一端位于隧道窑1余热

利用段内，风幕引风管47另一端与第五引风机49吸风口相连接，第五引风机49出风口与风

幕输出管48一端相连接，风幕输出管48另一端位于隧道窑1分馏段与烧结段之间；在所述风

幕引风管47上安装有第二火花捕集器51。

[0033] 一种油泥处理方法，采用了所述的油泥处理系统，包括如下步骤：

[0034] 步骤一：先制备油泥坯块3，再将制备好的油泥坯块3堆放到窑车2上，然后将载有

油泥坯块3的窑车2送入隧道窑1分馏段内，之后封闭窑门；

[0035] 步骤二：将中压锅炉30产生的高温蒸汽、低压锅炉31产生的中温蒸汽以及隧道窑1

余热利用段内的热风引入隧道窑1分馏段内，用来加热窑车2上的油泥坯块3，使油泥坯块3

中的石油成分挥发而出；

[0036] 步骤三：将油泥坯块3中挥发出的石油成分和分馏段内的水汽一同引入石油分馏

塔8内，在冷凝器9的作用下，所产生的油液将回流至石油分馏塔8内并通过出油口16排出，

而剩余汽体将直接排入隧道窑1烧结段内；

[0037] 步骤四：当油泥坯块3完成石油分馏后，载有油泥坯块3的窑车2驶入隧道窑1烧结

段，油泥坯块3在隧道窑1烧结段内完成高温焚烧，直至形成砖块制品；在油泥坯块3烧结过

程中，所产生的烟气经过脱硫、脱二噁英以及多级除尘后排入大气；

[0038] 步骤五：当油泥坯块3完成烧结后，载有油泥坯块3的窑车2驶入隧道窑1余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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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高温的油泥坯块3将作为中压锅炉30集热器和低压锅炉31集热器的热源，以使中压锅炉

30产生高温蒸汽，并使低压锅炉31产生中温蒸汽，所产生的蒸汽一部分用于接入外部管网

作为他用，另一部分直接引入隧道窑1分馏段内用于加热油泥坯块3；

[0039] 步骤六：当油泥坯块3完成与锅炉集热器的换热后，载有油泥坯块3的窑车2移动至

隧道窑1余热利用段后部，将窑外的新风引入窑内，通过新风对换热后的油泥坯块3进行冷

却，同时新风完成升温，升温后的新风一部分直接引入隧道窑1分馏段内用于加热油泥坯块

3，另一部直接引入隧道窑1分馏段与烧结段之间用于形成风幕，依靠风幕阻止烧结段的烟

气进入分馏段内；

[0040] 步骤七：开启窑门，载有油泥坯块3的窑车2驶出隧道窑1余热利用段，将已经成为

砖块制品的油泥坯块3卸下窑车2，再将油泥坯块3破碎成相应粒径配级的颗粒物，该颗粒物

将作为筑路和填方材料、污水处理用吸附过滤材料或建筑混凝土骨料进行应用。

[0041] 当烧结温度为850℃～1000℃时，油泥坯块3粉碎后作为筑路和填方材料或污水处

理用吸附过滤材料进行应用；当烧结温度为950℃～1300℃时，油泥坯块3粉碎后作为建筑

混凝土骨料进行应用。

[0042] 油泥坯块3的制备方法为：在原始油泥中分别加入石灰料、可燃材料、粘结材料/瘠

性材料并混合均匀，再通过挤出成型方式或压制成型方式制成薄壁多孔结构的油泥坯块3；

石灰料采用石灰石粉或石灰粉，用于增加油泥坯块3的强度，同时用于固定油泥坯块3中的

重金属、硫及氯，且在筑路和填方时，未反应完全的石灰通过水化反应增强筑路和填方强

度；可燃材料采用煤矸石粉、煤泥、煤粉、锯末或秸秆颗粒，用于在油泥坯块3烧结过程中使

油泥坯块3内部产生孔隙，在污水处理时，通过孔隙结构对污水中的污染物进行吸附和过

滤，在油泥坯块3分馏时，易于石油成分和水分的挥发，并易于油泥坯块3的破碎；粘结材料

采用粘结剂、粘土或膨润土，瘠性材料采用粉煤灰、炉底灰渣或尾矿，通过粘结材料或瘠性

材料来调节油泥坯块3的塑性，使油泥坯块3易于成型。

[0043] 石灰料在油泥坯块3中的添加量为2％～10％；可燃材料在油泥坯块3中的添加量

为10％～40％；粘结材料/瘠性材料在油泥坯块3中的添加量为0～20％；根据油泥混合物的

含水量情况，采用补水或不补水，且补水量为0～20％。

[0044] 另外，油泥处理系统内的石油分馏塔8、阻火器14、烟气净化急冷塔20、布袋除尘器

22、静电除尘器28、等离子体除尘器29、第一火花捕集器50及第二火花捕集器51中收集的废

弃物均可回混到油泥坯块3制备时的油泥混合物中，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0045] 再有，中压锅炉30和低压锅炉31除了提供石油分馏所需的蒸汽外，另一部分接入

外部管网的蒸汽还可以用于发电，实现了能源的充分利用。

[0046] 实施例中的方案并非用以限制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凡未脱离本发明所为的等

效实施或变更，均包含于本案的专利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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