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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油污泥添加微藻生物质协同热解的

工艺方法

(57)摘要

一种含油污泥添加微藻生物质协同热解的

工艺方法，属于含油污泥资源化处置技术领域。

包括以下步骤：1）含油污泥初步脱水，将含水率

降至20%~40%；2）将含油污泥与微藻生物质以一

定质量比在搅拌釜中混合均匀；3）将混合后的含

油污泥送入干燥器中经6小时初步干燥去水；4）

将干燥后的含油污泥送入热解反应器中进行热

解反应，产物为热解气，热解油和热解焦；5）热解

气经保温管道送入冷凝装置，收集油品以及可燃

气。与现有工艺相比，本发明将含油污泥与微藻

生物质协同热解，改善了含油污泥颗粒形态，基

于协同作用提高了资源回收率，降低了热解反应

阻力，实现了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处置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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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油污泥添加微藻生物质协同热解的工艺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含油污泥脱水至含水率在20%~40%；将含油污泥与微藻生物质按质量比10：1~3混

合均匀；

2）将混合后的物料在105℃~115℃的干燥温度下干燥去水；

3）将干燥后的物料送入热解反应器中进行热解反应，产生热解气、热解焦；热解气送入

冷凝装置冷凝分离为油品以及可燃气；

步骤3）中所述的热解反应的温度为550℃~600℃；步骤3）中所述的可燃气返回热解反

应器作为燃料提供热能；步骤3）中所述的热解焦中残油所占的质量百分比为0~0.00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油污泥添加微藻生物质协同热解的工艺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1）中所述的含油污泥与微藻生物质质量比为10：1.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油污泥添加微藻生物质协同热解的工艺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1）中所述的含油污泥脱水过程中添加破乳剂和絮凝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油污泥添加微藻生物质协同热解的工艺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2）中所述的干燥温度为110℃~11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油污泥添加微藻生物质协同热解的工艺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3）中所述的热解反应器为立式管式热解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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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油污泥添加微藻生物质协同热解的工艺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一种含油污泥添加微藻生物质协同热解的工艺方法，属于含油污泥资源化处置技

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含油污泥是石油生产过程中伴随产物，在石油勘探开发、运输、储存、炼制过程中

均有产生。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发展，石油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伴随石油工业而来的油泥

的产量也日益增加。据统计信息，我国每年产生的含油污泥总量达500余万吨，并且随着进

一步的深度开采的进行，含油污泥的产量还将继续增加。由于含油污泥固有的危险性以及

产量的递增，有效的处理处置方式突显得尤为重要。油泥是一个复杂的乳化体系，包括各种

石油碳氢化合物、水、重金属和矿物质颗粒等。油泥的处理处置不仅要关注有机物的去除，

还要注意重金属的安全处置。

[0003] 我国对含油污泥的研究开始较晚，含油污泥处理技术与国外差距较大，目前还没

有一套成熟、有效的处理含油污泥的技术，大部分采取机械脱水，危废填埋处置，这样不仅

浪费了资源，并且对当地环境造成了较大污染。国内外处置含油污泥的方法一般有：填埋处

理技术、生物处理技术、溶剂萃取技术、低温处理技术、调质-机械脱水技术、热水洗处理技

术、焚烧处理技术、热解处理技术、超声波脱油技术等。

[0004] 热解法作为新型处理工艺，不仅有大幅度减容减量的优点，还能有效回收油泥中

的油气资源，相比直接焚烧，热解法在降低污染物排放的同时，还能稳定重金属化学状态。

当油泥的含水率过高时，使用热解技术容易产生结焦现象。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降低热解反应阻力，

提高能源回收效率的含油污泥添加微藻生物质协同热解的工艺方法。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该一种含油污泥添加微藻生物质协

同热解的工艺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将含油污泥脱水至含水率在20%~40%；将含油污泥与微藻生物质按质量比10：1~
3混合均匀；

[0008] 2）将混合后的物料在105℃~115℃的干燥温度下干燥去水；

[0009] 3）将干燥后的物料送入热解反应器中进行热解反应，产生热解气、热解焦；热解气

经保温管道送入冷凝装置冷凝分离为油品以及可燃气。

[0010] 本专利提出了一种含油污泥添加微藻生物质协同热解的工艺方法，将油泥与微藻

生物质进行掺混协同热解，有助于改善油泥的颗粒形态，降低热解反应阻力，提高能源回收

效率，实现了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处置目标。

[0011] 步骤1）中所述的含油污泥与微藻生物质按质量比为10：1.5。将含油污泥与微藻生

物质的配比进一步优化，能够时协同热解的效果更好，热解反应阻力更小，热解焦中残油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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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0012] 步骤1）中所述的含油污泥脱水过程中添加破乳剂、絮凝剂。在脱水过程中加入破

乳剂和絮凝剂，能够使残油与微藻生物质的接触更充分，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达到热解反

应彻底。

[0013] 步骤3）中所述的可燃气返回热解反应器作为燃料提供热能。冷凝所获可燃气可直

接用于燃烧为热解反应提供热量供应，所获油品可进一步加工成汽油、柴油。

[0014] 步骤2）中所述的干燥温度为110℃~112℃。优选的干燥温度达到的干燥效果能加

快热解反应的速率。

[0015] 步骤3）中所述的热解反应器为续批式或连续式进料，热解反应的气氛为无氧或贫

氧，热解反应的温度为500℃~700℃。在本发明的优选的热解反应的条件下，热解反应更加

彻底，热解焦中残油更低。

[0016] 步骤3）中所述的热解反应的温度为550℃~600℃。在本发明的优选的热解反应的

温度下，能使热解焦中残油达到零含量。

[0017] 步骤3）中所述的热解反应器为立式管式热解炉。立式管式热解炉对本发明的热解

条件最适应，热价效果最好。

[0018] 步骤3）中所述的热解焦中残油所占的质量百分比为0~0.001%。产生的热解焦可以

直接排放，或用于建筑材料。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一种含油污泥添加微藻生物质协同热解的工艺方法所具

有的有益效果是：改善了含油污泥颗粒形态，基于协同作用提高了资源回收率，降低了热解

反应阻力，降低了能耗，提高了资源回收率，实现了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处置目标。与

现有工艺相比，本发明将含油污泥与微藻生物质协同热解，有效降低了热解反应阻力，降低

了能耗，提高了资源回收率，具有含油污泥原料适用范围广、热解效率高、热解气产率高的

优点。实现了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处置目的。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其中实施例1为最佳实施例。

[0021] 实施例1

[0022] 1）含油污泥加入破乳剂、絮凝剂，使用卧螺离心机进行固液分离，初步脱水后含油

污泥含水26.55%；

[0023] 2）将含油污泥与微藻生物质以质量比10:2.5在搅拌釜中混合均匀；

[0024] 3）将混合后的含油污泥送入温度为111℃干燥器中经6小时初步干燥去水；

[0025] 4）将干燥后的含油污泥送入立式管式热解炉中在600℃进行热解反应，氮气作为

保护气氛，流量为500ml/min，产生热解气、热解焦，热解焦产率为61.38%，热解焦中残油所

占的质量百分比为零；

[0026] 5）热解气经保温管道送入冷凝装置，收集油品以及可燃气，最终含油污泥中矿物

油回收率为90.97%，热解油转化率为16.11%，可燃气转化率为74.86%。

[0027] 实施例2

[0028] 1）含油污泥加入破乳剂、絮凝剂，使用卧螺离心机进行固液分离，初步脱水后含油

污泥含水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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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2）将含油污泥与微藻生物质以质量比10:1.5在搅拌釜中混合均匀；

[0030] 3）将混合后的含油污泥送入温度为110℃干燥器中经6小时初步干燥去水；

[0031] 4）将干燥后的含油污泥送入立式管式热解炉中在585℃进行热解反应，氮气作为

保护气氛，流量为500ml/min，产生热解气、热解焦，热解焦产率为63.12%，热解焦中残油所

占的质量百分比为0.0001%；

[0032] 5）热解气经保温管道送入冷凝装置，收集油品以及可燃气，最终含油污泥中矿物

油回收率为86.88%，热解油转化率为20.42%，可燃气转化率为66.45%。

[0033] 实施例3

[0034] 1）含油污泥加入破乳剂、絮凝剂，使用卧螺离心机进行固液分离，初步脱水后含油

污泥含水33.32%；

[0035] 2）将含油污泥与微藻生物质以质量比10:1.3在搅拌釜中混合均匀；

[0036] 3）将混合后的含油污泥送入温度为112℃干燥器中经6小时初步干燥去水；

[0037] 4）将干燥后的含油污泥送入立式管式热解炉中在600℃进行热解反应，氮气作为

保护气氛，流量为500ml/min，产生热解气、热解焦，热解焦产率为62.28%，热解焦中残油所

占的质量百分比为0.0001%；

[0038] 5）热解气经保温管道送入冷凝装置，收集油品以及可燃气，最终含油污泥中矿物

油回收率为85.07%，热解油转化率为19.00%，可燃气转化率为66.07%。

[0039] 实施例4

[0040] 1）含油污泥加入破乳剂、絮凝剂，使用卧螺离心机进行固液分离，初步脱水后含油

污泥含水20.02%；

[0041] 2）将含油污泥与微藻生物质以质量比10:3在搅拌釜中混合均匀；

[0042] 3）将混合后的含油污泥送入温度为105℃干燥器中经6小时初步干燥去水；

[0043] 4）将干燥后的含油污泥送入立式管式热解炉中在550℃进行热解反应，氮气作为

保护气氛，流量为500ml/min，产生热解气、热解焦，热解焦产率为63.50%，热解焦中残油所

占的质量百分比为0.0006%；

[0044] 5）热解气经保温管道送入冷凝装置，收集油品以及可燃气，最终含油污泥中矿物

油回收率为85.96%，热解油转化率为21.11%，可燃气转化率为64.85%。

[0045] 实施例5

[0046] 1）含油污泥加入破乳剂、絮凝剂，使用卧螺离心机进行固液分离，初步脱水后含油

污泥含水40.0%；

[0047] 2）将含油污泥与微藻生物质以质量比10:1在搅拌釜中混合均匀；

[0048] 3）将混合后的含油污泥送入温度为115℃干燥器中经6小时初步干燥去水；

[0049] 4）将干燥后的含油污泥送入立式管式热解炉中在500℃进行热解反应，氮气作为

保护气氛，流量为500ml/min，产生热解气、热解焦，热解焦产率为66.16%，热解焦中残油所

占的质量百分比为0.001%；

[0050] 5）热解气经保温管道送入冷凝装置，收集油品以及可燃气，最终含油污泥中矿物

油回收率为79.72%，热解油转化率为14.96%，可燃气转化率为64.76%。

[0051] 对比例1

[0052] 1）含油污泥加入破乳剂、絮凝剂，使用卧螺离心机进行固液分离，初步脱水后含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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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含水26.55%；

[0053] 2）直接将脱水后的含油污泥送入温度为115℃干燥器中经6小时初步干燥去水；

[0054] 3）将干燥后的含油污泥送入立式管式热解炉中在700℃进行热解反应，氮气作为

保护气氛，流量为500ml/min，产生热解气、热解焦，热解焦产率为34.43%；

[0055] 4）热解气经保温管道送入冷凝装置，收集油品以及可燃气，最终含油污泥中矿物

油回收率为63.8%，热解油转化率为9.4%，可燃气转化率为54.4%。

[0056] 通过上述实施例可见，本发明一种含油污泥添加微藻生物质协同热解的工艺方

法，具有改善含油污泥颗粒形态，基于协同作用提高了热解产率，有效降低了热解反应阻

力，降低了能耗，提高了资源回收率，具有含油污泥原料适用范围广、热解效率高、热解过程

中热解焦和矿物油损失少、热解气产率高的优点。

[005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是对本发明作其它形式的限制，任

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可能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加以变更或改型为等同变化的等

效实施例。但是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

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改型，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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