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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含油污泥技术领域，是一种含油

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本发明

将含油污泥、水和植物提取液混合后，在磁场下

经粉碎、搅拌和曝气后，经高频振动筛振荡，沉降

后对一次固态层进行二次加水和植物提取液，在

磁场下经粉碎、搅拌和曝气后，再经高频振动筛

振荡，然后对二次固态层和一次筛余物混合后再

进行好氧与厌氧发酵处理，处理后含油污泥的含

油率达到3‰以下，本发明较现有污泥处理技术

投资成本低、日处理量大、处理成本低、效率高，

达到了环保和无公害化的处理要求，具有较好的

应用前景。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7页

CN 108503154 B

2021.03.30

CN
 1
08
50
31
54
 B



1.一种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按下述步骤进行：第

一步，将含油污泥、水和植物提取液按质量比1:（4~5）:（0.1~0.5）进行混合，在磁场下，经粉

碎、搅拌和曝气后，再经高频振动筛振荡，振荡后粒径大于0.5mm的颗粒被分离后，得到一次

筛余物，水、油及粒径小于等于0.5mm的颗粒通过高频振动筛的筛孔后进入沉降分离池，在

沉降分离池从下而上形成一次固态层、一次水层和一次油层，回收一次水层和一次油层；第

二步，在一次固态层中加入水和植物提取液，一次固态层、水和植物提取液的质量比为1:（4

~5）:（0.05~0.2），混合后经高频振动筛振荡后，进入沉降分离池，在沉降分离池从下而上形

成二次固态层、二次水层和二次油层，回收二次水层和二次油层；第三步，将二次固态层和

一次筛余物混合后得到混合物，在混合物中加入高效微生物菌剂，混合物与高效微生物菌

剂的质量比为1000:1，然后在磁场下经粉碎、搅拌和曝气后，再经好氧与厌氧发酵共15天至

50天，发酵后即处理完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植

物提取液为木质素磺酸钠、烷基糖苷、椰油酸氨丙基甜菜碱、辛基酚聚氧乙烯醚、脂肪醇聚

氧乙烯醚和椰子酰二乙醇胺中的一种以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高效微生物菌剂为RH‑4原油降解素、肥力先锋微生物菌剂、EM有益微生物菌剂、裂解菌种和

生物发酵菌剂中的一种以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第一步和第三步中，在磁场下经粉碎、搅拌和曝气均在污染土壤修复粉碎处理装置中进行。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第

一步和第三步中，在磁场下经粉碎、搅拌和曝气均在污染土壤修复粉碎处理装置中进行。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5所述的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其特征

在于第一步中，水、油及粒径小于等于0.5mm的颗粒通过高频振动筛的筛孔后进入沉降分离

池并进行加热，加热后在沉降分离池从下而上形成一次固态层、一次水层和一次油层，待一

次水层的温度为50℃至70℃、一次油层的温度为50℃至70℃，回收一次水层和一次油层。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第

一步中，水、油及粒径小于等于0.5mm的颗粒通过高频振动筛的筛孔后进入沉降分离池并进

行加热，加热后在沉降分离池从下而上形成一次固态层、一次水层和一次油层，待一次水层

的温度为50℃至70℃、一次油层的温度为50℃至70℃，回收一次水层和一次油层。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第

一步中，水、油及粒径小于等于0.5mm的颗粒通过高频振动筛的筛孔后进入沉降分离池并进

行加热，加热后在沉降分离池从下而上形成一次固态层、一次水层和一次油层，待一次水层

的温度为50℃至70℃、一次油层的温度为50℃至70℃，回收一次水层和一次油层。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5或7或8所述的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第二步中，混合后经高频振动筛振荡后，进入沉降分离池并进行加热，加热后在

沉降分离池从下而上形成二次固态层、二次水层和二次油层，待二次水层的温度为50℃至

70℃、二次油层的温度为50℃至70℃，回收二次水层和二次油层。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第

二步中，混合后经高频振动筛振荡后，进入沉降分离池并进行加热，加热后在沉降分离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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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上形成二次固态层、二次水层和二次油层，待二次水层的温度为50℃至70℃、二次油层

的温度为50℃至70℃，回收二次水层和二次油层。

11.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第

二步中，混合后经高频振动筛振荡后，进入沉降分离池并进行加热，加热后在沉降分离池从

下而上形成二次固态层、二次水层和二次油层，待二次水层的温度为50℃至70℃、二次油层

的温度为50℃至70℃，回收二次水层和二次油层。

12.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第

二步中，混合后经高频振动筛振荡后，进入沉降分离池并进行加热，加热后在沉降分离池从

下而上形成二次固态层、二次水层和二次油层，待二次水层的温度为50℃至70℃、二次油层

的温度为50℃至70℃，回收二次水层和二次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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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含油污泥技术领域，是一种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含油污泥是指混入了油的泥土，油和水是不相溶的，油混入水中它会浮在水面上，

但是油要混进了泥土，就会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极其难以处理的我们所说的“含油污泥”。

油田在油气生产过程中都会产生一定量的含油污泥，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油田开采

原油从地层中携带至地面，或炼制、储存的各类容器、大罐和回收污水处理过程的容器等地

面设施的淤积和定期清理的污泥；二是在采油、炼油、输送时设备陈旧、操作不当、破损、腐

蚀和设备跑冒滴漏等事故产生的落地油污染土壤。

[0003] 在没有现代化处理手段之前，含油污泥一直是油田生产过程中最严重的环境污染

源之一，也是最棘手的难题之一。过去几十年间，油田开发中由于对环保工作重视和监督处

罚力度不够、整顿废弃物能力不足，导致历史遗留的土壤污染问题高达6位数（万吨）。同时，

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百万吨的数字在增加。这些含油污泥中原油含量平均约5％至30％，而

且还含有大量复杂成分；不仅造成了原油资源的浪费，而且这些危险废弃物一旦进作业区

周边环境，将对土壤、水源等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0004] 含油污泥《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属于HW08危险废弃物，企业处理含油污泥的做

法曾经一度是掩埋和焚烧两种办法。掩埋就是将含油污泥找个地方挖个坑，做好防渗透后

埋起来，这种方法会占用大量的土地，且容量有限，很难自然降解。而焚烧法就是将含油污

泥进行高温焚烧，这种方法可以实现废物减量并焚毁污染物质，还可以回收一部分热量，但

缺陷在于需要消耗大量燃料，运行成本高还会造成二次污染。

[0005] 国内外处理含油污泥的方法一般有：焚烧法、生物处理法、热洗涤法、溶剂萃取法、

化学破乳法、热解吸、固液分离法、焦化法、含油污泥调剖、含油污泥综合利用等。但在实际

大规模工业应用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对于实际应用很不适合。

[0006] 如焚烧：最大程度的减量化，对原料适应能力强，能耗高，设备投资大，工艺技术要

求高，一般热量利用率不高，可能存在粉尘、SO2、voc等二次污染，适用于含水量不高，而油含

量较高的含油污泥。

[0007] 生物处理：能耗低，处理成本低，处理周期长，对环烷烃、芳烃、杂环类处理效果较

差，对高含油高沥青质、高胶质污泥难适应，资源无法回用，适用于油含量小于5%的含油污

泥。

[0008] 热水洗涤法：工艺容易实现，投资费用低，可回收大部分油品，难于处理乳化严重

的含油污泥，可能产生二次污染，主要适用于落地油泥。

[0009] 溶剂萃取法：效率高，处理彻底，大部分石油类物质提取回收，萃取剂价格昂贵，过

程中存在部分损失，处理成本高，适用于船底泥与罐底泥。

[0010] 化学破乳法：对乳化严重的含油污泥需另加破乳剂和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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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热解吸：介质完全无机化，烃类可回收利用，反应条件要求较高，操作比较复杂，适

用于含水量不高，烃类含量高的污泥。

[0012] 固液分离法：对于含油高、污染严重的含油污泥的油回收率低。

[0013] 综合利用：处理效果理想，资源得到回收利用，工艺技术复杂，投资成本高，多数只

适用于大型炼厂，与主体生产工艺同步运行，适用于炼油厂三泥。

[0014] 以上国内外处理含油污泥的方法未能在国内有效的普及应用，已不能满足现有技

术要求，故探究含油污泥的处理技术，关键是要找到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技术，而不是一味

地追求先进、高额的处理技术；所以急需一种低成本、简单、高效的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

化、资源化处理方法。

发明内容

[001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克服了上述现有

技术之不足，其能有效解决现有含油污泥的处理方法存在成本高、处理效率低和不能规模

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含油污泥的问题。

[001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通过以下措施来实现的：一种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

源化处理方法，按下述步骤进行：第一步，将含油污泥、水和植物提取液按质量比1:4至5:

0.05至0.2进行混合，在磁场下经粉碎、搅拌和曝气后，再经高频振动筛振荡，振荡后粒径大

于0.5mm的颗粒被分离后得到一次筛余物，水、油及粒径小于等于0.5mm的颗粒通过高频振

动筛的筛孔后进入沉降分离池，在沉降分离池从下而上形成一次固态层、一次水层和一次

油层，回收一次水层和一次油层；第二步，在一次固态层中加入水和植物提取液，一次固态

层、水和植物提取液的质量比为1:4至5:0.05至0.2，混合后经高频振动筛振荡后，进入沉降

分离池，在沉降分离池从下而上形成二次固态层、二次水层和二次油层，回收二次水层和二

次油层；第三步，将二次固态层和一次筛余物混合后得到混合物，在混合物中加入高效微生

物菌剂，混合物与高效微生物菌剂的质量比为1000:1，然后在磁场下经粉碎、搅拌和曝气

后，再经好氧与厌氧发酵15天至50天，发酵后即处理完毕。

[0017] 下面是对上述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或/和改进：

[0018] 上述植物提取液为木质素磺酸钠、烷基糖苷、椰油酸氨丙基甜菜碱、辛基酚聚氧乙

烯醚、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和椰子酰二乙醇胺中的一种以上。

[0019] 上述高效微生物菌剂为RH‑4原油降解素、肥力先锋微生物菌剂、EM有益微生物菌

剂、裂解菌种和生物发酵菌剂中的一种以上。

[0020] 上述第一步和第三步中，在磁场下经粉碎、搅拌和曝气均在污染土壤修复粉碎处

理装置中进行。

[0021] 上述第一步中，水、油及粒径小于等于0.5mm的颗粒通过高频振动筛的筛孔后进入

沉降分离池并进行加热，加热后在沉降分离池从下而上形成一次固态层、一次水层和一次

油层，待一次水层的温度为50℃至70℃、一次油层的温度为50℃至70℃，回收一次水层和一

次油层。

[0022] 上述第二步中，混合后经高频振动筛振荡后，进入沉降分离池并进行加热，加热后

在沉降分离池从下而上形成二次固态层、二次水层和二次油层，待二次水层的温度为50℃

至70℃、二次油层的温度为50℃至70℃，回收二次水层和二次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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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本发明将含油污泥、水和植物提取液混合后，在磁场下经粉碎、搅拌和曝气后，经

高频振动筛振荡，沉降后对一次固态层进行二次加水和植物提取液，在磁场下经粉碎、搅拌

和曝气后，再经高频振动筛振荡，然后对二次固态层和一次筛余物混合后再进行好氧与厌

氧发酵处理，处理后含油污泥的含油率达到3‰以下，本发明较现有污泥处理技术投资成本

低、日处理量大、处理成本低、效率高，达到了环保和无公害化的处理要求，具有较好的应用

前景。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本发明不受下述实施例的限制，可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与实际情况来确定具体

的实施方式。本发明中所提到各种化学试剂和化学用品如无特殊说明，均为现有技术中公

知公用的化学试剂和化学用品；本发明中的百分数如没有特殊说明，均为质量百分数；本发

明中的溶液若没有特殊说明，均为溶剂为水的水溶液，例如，盐酸溶液即为盐酸水溶液。

[0025] 实施例1，该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按下述步骤进行：第一

步，将含油污泥、水和植物提取液按质量比1:4至5:0.05至0.2进行混合，在磁场下经粉碎、

搅拌和曝气后，再经高频振动筛振荡，振荡后粒径大于0.5mm的颗粒被分离后得到一次筛余

物，水、油及粒径小于等于0.5mm的颗粒通过高频振动筛的筛孔后进入沉降分离池，在沉降

分离池从下而上形成一次固态层、一次水层和一次油层，回收一次水层和一次油层；第二

步，在一次固态层中加入水和植物提取液，一次固态层、水和植物提取液的质量比为1:4至

5:0.05至0.2，混合后经高频振动筛振荡后，进入沉降分离池，在沉降分离池从下而上形成

二次固态层、二次水层和二次油层，回收二次水层和二次油层；第三步，将二次固态层和一

次筛余物混合后得到混合物，在混合物中加入高效微生物菌剂，混合物与高效微生物菌剂

的质量比为1000:1，然后在磁场下经粉碎、搅拌和曝气后，再经好氧与厌氧发酵15天至50

天，发酵后即处理完毕。一次筛余物即为不能通过高频振动筛筛孔的颗粒；第三步中，再经

好氧与厌氧发酵15天至50天可以是好氧与厌氧发酵共15天至50天。

[0026] 高频振动筛为现有公知公用，高频振动筛的振荡频率为800次/min至900次/min；

含油污泥的含油率为5％至30％，植物提取液可为多种植物提取液；当施加外磁场干扰含油

污泥时，含油污泥中的磁性物质的内部会被磁干扰，会出现很多微小的磁偶极子，从而有助

于含油污泥的精细化粉碎，此时将水、植物提取液混入可使含油污泥、植物提取液、氧气之

间能充分接触、混合和反应。在第二步中，也可直接在一次固态层中的泥沙中加入水和植物

提取液，一次固态层、水和植物提取液，然后经高频振动筛进行振荡；第三步中，加入高效微

生物菌剂，优化微生物群落结构，增加区域内的微生物量、改善提高催化良好的微生物降解

过程、增加土著微生物的活性、特别是显著影响污染物的生态化学行为，经过好氧与厌氧发

酵15天至50天，经检测，处理后含油污泥的含油率为3‰以下，达到了环保和无公害化的处

理要求；一次水层和二次水层可通过循环式水处理设备回收后可循环使用；一次固态层和

二次固态层的含油率小于4％，一次油层和二次油层回收后油纯度大于85％；同时本发明含

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处理量大，日处理含油污泥量可达到100吨至600

吨，处理1吨含油污泥的成本为200元至300元。

[0027] 实施例2，该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按下述步骤进行：第一

步，将含油污泥、水和植物提取液按质量比1:4或5:0.05或0.2进行混合，在磁场下经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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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和曝气后，再经高频振动筛振荡，振荡后粒径大于0.5mm的颗粒被分离后得到一次筛余

物，水、油及粒径小于等于0.5mm的颗粒通过高频振动筛的筛孔后进入沉降分离池，在沉降

分离池从下而上形成一次固态层、一次水层和一次油层，回收一次水层和一次油层；第二

步，在一次固态层中加入水和植物提取液，一次固态层、水和植物提取液的质量比为1:4或

5:0.05或0.2，混合后经高频振动筛振荡后，进入沉降分离池，在沉降分离池从下而上形成

二次固态层、二次水层和二次油层，回收二次水层和二次油层；第三步，将二次固态层和一

次筛余物混合后得到混合物，在混合物中加入高效微生物菌剂，混合物与高效微生物菌剂

的质量比为1000:1，然后在磁场下经粉碎、搅拌和曝气后，再经好氧与厌氧发酵15天或50

天，发酵后即处理完毕。

[0028] 实施例3，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化，植物提取液为木质素磺酸钠、烷基糖苷、椰油酸

氨丙基甜菜碱、辛基酚聚氧乙烯醚、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和椰子酰二乙醇胺中的一种以上。

[0029] 实施例4，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化，高效微生物菌剂为RH‑4原油降解素、肥力先锋

微生物菌剂、EM有益微生物菌剂、裂解菌种和生物发酵菌剂中的一种以上。肥力先锋微生物

菌剂（商品名），微生物菌剂（产品通用名），登记证号：微生物肥（2011）临字（0681）号，生产

企业：新疆英昊辐射加热系统工程有限公司。EM有益微生物菌剂：江西天意生物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生产，本产品为日本琉球大学比嘉照夫教授发明，是至今为止推广范围最大的微生

物技术。裂解菌种：河南越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高效微生物菌剂也可是石油酶、微生

物菌剂：佛山市碧沃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0030] 实施例5，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化，第一步和第三步中，在磁场下经粉碎、搅拌和曝

气均在污染土壤修复粉碎处理装置中进行。污染土壤修复粉碎处理装置可为公开号为

CN106734177A的专利文献；粉碎、搅拌和曝气也可在土壤污染修复粉碎处理装置中进行，污

染土壤修复粉碎处理装置可为中国专利号201720203864.2的专利文献。

[0031] 实施例6，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化，第一步中，水、油及粒径小于等于0.5mm的颗粒

通过高频振动筛的筛孔后进入沉降分离池并进行加热，加热后在沉降分离池从下而上形成

一次固态层、一次水层和一次油层，待一次水层的温度为50℃至70℃、一次油层的温度为50

℃至70℃，回收一次水层和一次油层。

[0032] 实施例7，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化，第二步中，混合后经高频振动筛振荡后，进入沉

降分离池并进行加热，加热后在沉降分离池从下而上形成二次固态层、二次水层和二次油

层，待二次水层的温度为50℃至70℃、二次油层的温度为50℃至70℃，回收二次水层和二次

油层。

[0033] 实施例8，该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按下述步骤进行：第一

步，将含油污泥、水和植物提取液按质量比1:4:0.05进行混合，在磁场下经粉碎、搅拌和曝

气后，再经高频振动筛振荡，振荡后粒径大于0.5mm的颗粒被分离后得到一次筛余物，水、油

及粒径小于等于0.5mm的颗粒通过高频振动筛的筛孔后进入沉降分离池，在沉降分离池从

下而上形成一次固态层、一次水层和一次油层，回收一次水层和一次油层；第二步，在一次

固态层中加入水和植物提取液，一次固态层、水和植物提取液的质量比为1:4:0.05，混合后

经高频振动筛振荡后，进入沉降分离池，在沉降分离池从下而上形成二次固态层、二次水层

和二次油层，回收二次水层和二次油层；第三步，将二次固态层和一次筛余物混合后得到混

合物，在混合物中加入高效微生物菌剂，混合物与高效微生物菌剂的质量比为1000:1，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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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磁场下经粉碎、搅拌和曝气后，再经好氧与厌氧发酵15‑50天，发酵后即处理完毕。本实施

例8中，经过好氧与厌氧发酵15‑50天后，经检测，处理后含油污泥的含油率为3‰，达到了环

保和无公害化的处理要求；一次固态层的含油率为3.5％，二次固态层的含油率为3.2％，一

次油层和二次油层回收后油纯度为85％。

[0034] 实施例9，该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按下述步骤进行：第一

步，将含油污泥、水和植物提取液按质量比1:4.5:0.1进行混合，在磁场下经粉碎、搅拌和曝

气后，再经高频振动筛振荡，振荡后粒径大于0.5mm的颗粒被分离后得到一次筛余物，水、油

及粒径小于等于0.5mm的颗粒通过高频振动筛的筛孔后进入沉降分离池，在沉降分离池从

下而上形成一次固态层、一次水层和一次油层，回收一次水层和一次油层；第二步，在一次

固态层中加入水和植物提取液，一次固态层、水和植物提取液的质量比为1:4.5:0.1，混合

后经高频振动筛振荡后，进入沉降分离池，在沉降分离池从下而上形成二次固态层、二次水

层和二次油层，回收二次水层和二次油层；第三步，将二次固态层和一次筛余物混合后得到

混合物，在混合物中加入高效微生物菌剂，混合物与高效微生物菌剂的质量比为1000:1，然

后在磁场下经粉碎、搅拌和曝气后，再经好氧与厌氧发酵15‑50天，发酵后即处理完毕。本实

施例9中，经过好氧与厌氧发酵15‑50天，经检测，处理后含油污泥的含油率为2‰，达到了环

保和无公害化的处理要求；一次固态层的含油率为3.0％，二次固态层的含油率为2.8％，一

次油层和二次油层回收后油纯度为88％。

[0035] 实施例10，该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按下述步骤进行：第一

步，将含油污泥、水和植物提取液按质量比1:5:0.2进行混合，在磁场下经粉碎、搅拌和曝气

后，再经高频振动筛振荡，振荡后粒径大于0.5mm的颗粒被分离后得到一次筛余物，水、油及

粒径小于等于0.5mm的颗粒通过高频振动筛的筛孔后进入沉降分离池，在沉降分离池从下

而上形成一次固态层、一次水层和一次油层，回收一次水层和一次油层；第二步，在一次固

态层中加入水和植物提取液，一次固态层、水和植物提取液的质量比为1:5:0.2，混合后经

高频振动筛振荡后，进入沉降分离池，在沉降分离池从下而上形成二次固态层、二次水层和

二次油层，回收二次水层和二次油层；第三步，将二次固态层和一次筛余物混合后得到混合

物，在混合物中加入高效微生物菌剂，混合物与高效微生物菌剂的质量比为1000:1，然后在

磁场下经粉碎、搅拌和曝气后，再经好氧与厌氧发酵15‑50天，发酵后即处理完毕。本实施例

10中，经过好氧与厌氧发酵15‑50天后，经检测，处理后含油污泥的含油率为1.8‰，达到了

环保和无公害化的处理要求；一次固态层的含油率为2.5％，二次固态层的含油率为2％，一

次油层和二次油层回收后油纯度为90％。

[0036] 本发明含油污泥的规模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的优点：

[0037] 1 .通过高频振动筛可提高振荡效果，沉降分离池也可为分离槽，通过加热可提高

泥、水、油在分离槽内原油和水的温度，降低原油粘度，改善其流动性，防止槽内原油结蜡，

从而有效地进行油、水、泥分离，经处理后含油污泥的含油率降到4％以下，回收的油纯度达

到85％以上；可通过中频交流电，利用集肤效应原理在泥、水、油分离槽、循环式水处理设备

壁上产生热能，对泥、水、油分离槽、循环式水处理设备内水进行全程加热，当泥、水、油分离

槽、循环式水处理设备电缆通以交流电后，产生内集肤效应，电流在泥、水、油分离槽、循环

式水处理设备内壁流动，外壁基本无电流，可视为绝缘体（仍应安全接地），保证工作安全

性；此变频电加热设备工艺具有结构简单、生产管理方便、温度调控快捷、全程加热均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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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高、使用寿命长、设备和生产成本低，自动智能化控制。

[0038] 将含油污泥、水和植物提取液的混合物通过磁场发生器生成干扰磁场，经粉碎、搅

拌、曝气；粉碎、搅拌和曝气的装置可为土壤污染修复粉碎处理装置（中国专利号

201720203864.2）。当施加外磁场干扰含油污泥时，含油污泥中的磁性物质的内部会被磁干

扰，会出现很多微小的磁偶极子，从而有助于含油污泥的精细化粉碎，此时将水、植物提取

液混入可使污泥，植物提取液、污泥、氧气之间能充分接触、混合和反应，通过高频振动筛振

荡后粒径0.5mm以上物质排除待处理，泥、水、油在分离槽内自下而上形成固态层、水层和油

层，将水层和油层物质排出。

[0039] 收集高频振动筛振荡后粒径0.5mm以上物质和二次固态层的泥沙，在二次进入污

染土壤修复粉碎处理装置（中国专利号201720203864.2）进行粉碎、搅拌、曝气、布菌添加高

效微生物菌剂，通过优化微生物群落结构，增加混合物区域内的微生物量、改善提高催化良

好的微生物降解过程、增加土著微生物的活性、特别是显著影响污染物的生态化学行为，必

须将C：N：P调整到25：5：1至35：5：1经过好氧与厌氧发酵15天至50天。经检测，处理后含油污

泥的含油率达到3‰以下。

[0040] 高效菌剂筛选、复配土著菌

[0041] 分析油田泥样，并从其中筛选、驯化出优选土著菌种，同具有高效原油降解能力的

RH‑4菌种杂交复配,形成不拮抗、高效、适应性强的原油降解优势菌群。针对含油污泥中石

油烃的组成特点，筛选优化油田油泥中的土著菌，配合驯化培育出的以石油烃为唯一碳源

的嗜油类微生物菌RH‑4具有很强的降解能力组成菌群。

[0042] 合成原油降解菌剂

[0043] 采用生物固定技术将优势菌群固定在有机介质上，测定活性，并最终确定产品配

方。着重分析表面吸附工艺、载体的选择和投加量、固定化时间、培养基中无机盐离子、产品

的使用环境等因素对原油降解的影响。

[0044] 调整验确定影响石油烃类生物降解的因素

[0045] ①酸碱度：能降解石油类物质的微生物生长繁殖的适宜pH为6‑8，最优为pH为7‑8。

[0046] ②温度：考虑到微生物的酶活性和石油类物质的溶解度和挥发特性，污染类物质

适宜的降解温度为22℃～45℃。

[0047] ③土壤孔隙度：综合考虑，选择孔隙度为0.01‑8mm左右为最适合土壤修复条件。

[0048] ④土壤含水率：选择污染土壤含水率25‑50%为最适合生物修复的条件。

[0049] ⑤微生物和酶的用量：在含油污泥生物修复过程中，施加RH‑4高效原油降解素是

去除污泥中石油类污染物的关键。综合考虑增加耐高温高效微生物降解效果、选择菌剂施

加量1‰～5‰。

[0050] ⑥碳氮磷比：氮磷是微生物生长和繁殖所必须的营养物质，但氮磷比过高，氮磷营

养过剩会对微生物产生毒害作用，选择碳氮磷比为25：5：1至35：5：1为最佳修复条件。

[0051] 现有含油污泥处理技术日处理量小，日处理量只能达到20吨至80吨，日处理量为

20吨需投资1000万元左右，日处理量为80吨需投资3000万元左右，每吨处理成本为300元至

500元，且处理后易造成二次污染，无法达到无公害化的处理；而本发明含油污泥的规模化、

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平均日处理量可达到100吨至600吨，设备投资只需400万元左右，

每吨处理成本为200元至300元，且处理后能够达到环保无公害化的处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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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综上所述，本发明将含油污泥、水和植物提取液混合后，在磁场下经粉碎、搅拌和

曝气后，经高频振动筛振荡，沉降后对一次固态层进行二次加水和植物提取液，在磁场下经

粉碎、搅拌和曝气后，再经高频振动筛振荡，然后对二次固态层和一次筛余物混合后再进行

好氧与厌氧发酵处理，处理后含油污泥的含油率达到3‰以下，本发明较现有污泥处理技术

投资成本低、日处理量大、处理成本低、效率高，达到了环保和无公害化的处理要求，具有较

好的应用前景。

[0053] 以上技术特征构成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实施效果，本发明

所选择的植物提取液均为无毒、可降解、环境友好型物质，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减非必要的技

术特征，来满足不同情况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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