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968037.1

(22)申请日 2019.06.25

(73)专利权人 知合环境（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44

号52号楼1层131

(72)发明人 郭昊　刘春燕　张梅华　王亚超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品源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11332

代理人 巩克栋

(51)Int.Cl.

C02F 11/14(2019.01)

C02F 11/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含油污泥热洗处理

系统，所述的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按照污泥处

理工艺流程包括依次连接的进料单元、粉碎单

元、反应单元和分离单元；所述的反应单元包括

依次连接的反应装置和絮凝装置。通过本实用新

型提供的处理系统可以全方位的解决油泥的“三

化”问题，同时，处理过程中无废气、废水、废固排

放，避免了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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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按照污泥

处理工艺流程包括依次连接的进料单元、粉碎单元、反应单元和分离单元；

所述的反应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反应装置和絮凝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粉碎单元包括依

次连接的撕碎装置和研磨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研磨装置与反应

装置之间还设置有粗筛分装置，所述粗筛分装置用于将含油污泥中的杂物与大颗粒筛分除

去。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反应装置和絮凝

装置之间还设置有细筛分装置，所述细筛分装置用于将反应装置出料中影响后续固液分离

的细颗粒筛分除去。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反应单元还包括

加药装置和加热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加药装置分别独

立连接反应装置和絮凝装置，所述加热装置连接反应装置。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加药装置向反应装

置内输送清洗剂和/或助剂，所述加药装置向絮凝装置内输送絮凝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分离单元包括依

次连接的固液分离装置、缓冲装置和液液分离装置；

所述的固液分离装置的入口还与反应装置出口连接；

所述的缓冲装置还与反应装置出口连接，用于收集反应装置排出物料中的油水混合

物。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含油污泥热洗处

理系统还包括回收回用单元。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回收回用单元

包括分别与液液分离装置出口连接的回收装置和回用装置，所述回用装置出口还连接反应

装置入口；

所述回收装置用于回收液液分离装置分离得到的原油，所述回用装置用于回收液液分

离装置分离得到的水并循环至反应装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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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污泥处理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含油污泥主要来源于在石油勘探、石油开发、石油运输、石油炼制及含油污水处理

过程中所产生的含油固体废弃物，主要来源于原油开采、油气集输、炼油化工厂污水处理等

生产过程，包含原油大罐沉积底泥、污水处理产生的含油污泥以及由于突发性环境污染事

件等原因造成的落地含油污泥等。如产生的落地原油污泥、池底泥等。

[0003] 含油污泥是一种高粘度化学性质稳定的悬浮乳状液体系，其中含有大量老化油、

蜡质、沥青质、胶体和固体悬浮物、细菌、盐类、酸性气体、腐蚀产物等。其性质是稠油污泥流

动性差、粘度高，含有大量的有机和无机化学药剂，直接排放会使大面积土地失去植物生长

的功能，蒸发在空气中的有害气体会刺激皮肤、眼睛及呼吸器官。

[0004] 含油污泥的固相含量低，含水率较高，因此造成其体积庞大，大量堆积会占据大量

的土地面积，引起土壤资源的污染。此外含油污泥中含有大量的苯类、酚类、病原菌、寄生虫

(卵)、铜、锌、铬、汞等重金属，同时，含有盐类以及多氯联苯、二恶英、放射性核素等难降解

的有毒有害物质，很容易侵入土壤，对土壤结构造成破环，影响土壤内的生态系统结构；另

外，含油污泥一般在露天堆积放置，自然降水会将其带入河流、湖泊中，容易造成水体污染，

破坏水中生态系统平衡，同时还会渗入到土壤内部，进入地下水层，从而污染地下水系。另

外，含油污泥中含有的轻质组分和恶臭物质，在适宜的温度条件下，会被微生物分解释放出

大量有害气体和粉尘，污染大气，在对其进行焚烧处理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有毒物质，污染

环境。因此，开展含油污泥的无害化减量处理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考虑到含油污泥砂中

富含大量烃类，如果对含油污泥进行合理地资源化再利用，就可以将工业污泥变废为宝。因

此，合理、有效地处理含油污泥已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含油污泥的综合利用必将成为国

内外科技研究的重点。

[0005] 目前国内外含油污泥技术研究人员在含油污泥处理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

包括：

[0006] (1)调质-机械离心法。调质-机械离心法的优点是工艺易实现，石油类物质能回

收，无二次污染，但该方法的缺点是调质药剂的选择困难，建设选址要求较高；

[0007] (2)浓缩法。浓缩法的优点是可去除游离水，能够减少污染体积，但该方法的缺点

是处理不彻底，存在着二次污染的隐患；

[0008] (3)焚烧法。焚烧处理是将含油污泥放置焚烧炉内，在加入过量空气的情况下，含

油污泥中的有机物完全燃烧，在燃烧过程中放出大量的热，可利用这些余热进行生产蒸汽

或供热等。焚烧法可最大程度减量化对原料适应能力强，但能耗高，设备投资大，工艺技术

要求高，一般热量利用率不高，在焚烧过程中，可能伴随着粉尘，SO3等物质的产生，存在着

二次污染的隐患；

[0009] (4)热解吸法。热解吸法介质完全无机化烃类可回收利用，但反应条件要求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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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比较复杂；热解技术是在高温绝氧条件下加热含油污泥，使其中的油类和有机物解析，

将含油污泥分离为固体残渣和热解气，并回收热解物，达到资源利用的目的，其实质是在无

氧或者缺氧条件下的重质油深度热裂解。国内的热解研究处于室内阶段，典型的热解过程

包括以下5个阶段：干燥脱气(50-180℃)、轻质油挥发析出(180-370℃)、重质油热解析出

(370-500℃)、半焦炭化(500-600℃)、矿物质分解(大于600℃)。热解过程中可投加催化剂，

以提高轻质油收率，降低热解温度。

[0010] (5)溶剂萃取法。该方法是根据相似相溶原理，利用合适的有机溶剂作萃取剂与含

油固废充分混合，将油萃取到萃取剂中。经萃取分离法能得到直接利用的原油和有机物，剩

余的泥水返回变为可利用资源，消除污染，达到资源化利用的目的。溶剂萃取法效率高，处

理彻底，大部分石油类物质提取回收，但萃取剂价格昂贵，过程中存在部分损失处理成本

高。

[0011] (6)生物处理法。该方法主要是利用微生物的吸附作用进行污染修复。以自然环境

中的土著菌或人为投加的外来菌为主体，利用它们的生命代谢作用将石油污染物降解为二

氧化碳和水或转化成为无害物质，达到环境修复目的。生物处理法的优点是能耗低，处理成

本低，但处理周期长，对环烷烃，芳烃，杂环类处理效果较差，高含油率污染泥难适应规模，

资源无法回用。

[0012] 以上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含油污泥的处置，但不能从无害化、资源化、减量

化上彻底解决含油污泥问题。

[0013] 含油污泥在自然界中不是固有存在的，而是石油开采和炼制、天然气开采、油田集

输、炼油厂污水处理厂、海上油田开采以及非特定行业钢铁冶炼等生产和运行过程中形成

的“油、水、固”三相混合物。因此迫切需要一个技术能解决油泥中的垃圾、减少含水量，回收

原油实现资源再利用，并且有效降低含油污泥的含油率。由此，提出一种新型的含油污泥热

洗处理系统很好地解决“三化”问题，以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

实用新型内容

[001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

统，通过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处理系统可以全方位的解决油泥的“三化”问题，同时，处理过程

中无废气、废水、废固排放，避免了二次污染。

[0015] 为达此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16]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所述的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

按照污泥处理工艺流程包括依次连接的进料单元、粉碎单元、反应单元和分离单元，所述的

反应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反应装置和絮凝装置。

[0017] 通过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处理系统可以全方位的解决油泥的“三化”问题，同时，处

理过程中无废气、废水、废固排放，避免了二次污染。

[0018] 其中，粉碎单元可以很好的解决进反应釜之前的油泥的预处理问题，减少油泥中

的杂质、粗颗粒，增加油泥的流动性。反应单元用于清洗粉碎后的物料并将物料中的油相、

水相以及固相进行分层，并对其中的固相进行絮凝聚集，便于后续分离单元进行固液分离，

其中，具体地，反应装置主要用于清洗物料并将物料中的油、水、固三相进行分层；所述的絮

凝装置主要用于将分层后的固相絮凝成聚，有助下一步固液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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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经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处理系统处理后的油泥的含油率可以去除99％以上，同时，

在整个处理过程中无废气、废水、废固排放，避免了二次污染。

[0020] 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粉碎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撕碎装置

和研磨装置。撕碎装置和研磨装置可以很好的解决进反应装置之前油泥的预处理问题，减

少油泥中的杂质和粗颗粒，增加油泥的流动性。其中，撕碎装置用于将进料单元下来的物料

撕碎，撕碎物料中含有的少量的塑料袋、吨袋、橡胶手套、石块以及金属等杂物；研磨装置用

于将撕碎机撕碎后的物料研磨，研磨成较细小的颗粒。

[0021] 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研磨装置与反应装置之间还设置有

粗筛分装置，所述粗筛分装置用于将含油污泥中的杂物与大颗粒筛分除去。

[0022] 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反应装置和絮凝装置之间还设置有

细筛分装置，所述细筛分装置用于将反应装置出料中影响后续固液分离的细颗粒筛分除

去。

[0023] 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反应单元还包括加药装置和加热装

置。

[0024] 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加药装置分别独立连接反应装置和

絮凝装置，所述加热装置连接反应装置。

[0025] 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加药装置向反应装置内输送清洗剂

和/或助剂，所述加药装置向絮凝装置内输送絮凝剂。

[0026] 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分离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固液分离

装置、缓冲装置和液液分离装置。

[0027] 所述的固液分离装置的入口还与反应装置出口连接。经反应装置清洗后的油泥可

以根据物料的性质选择直接进入固液分离装置，从而缩短工艺流程，实现减量化处理。

[0028] 所述的缓冲装置还与反应装置的出口连接，用于收集反应装置排出物料中的油水

混合物。

[0029] 其中，缓冲装置主要用于收集反应装置物料经清洗后分离在表面的油水混合物和

固液分离装置分离出的液体。液液分离装置主要用于将缓冲装置收集到的油水混合物进行

油水分离，分离得到的原油进行回收再利用，分离得到的水相循环至反应装置内。

[0030] 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还包括回收

回用单元。

[0031] 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回收回用单元包括分别与液液分离

装置出口连接的回收装置和回用装置，所述回用装置出口还连接反应装置入口。

[0032] 所述回收装置用于回收液液分离装置分离得到的原油，所述回用装置用于回收液

液分离装置分离得到的水并循环至反应装置内。

[0033] 所述系统是指设备系统、装置系统或生产装置。

[003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35] 通过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可以全方位的解决油泥的“三化”

问题，撕碎装置、研磨装置和粗筛分可以很好的解决进反应装置之前油泥的预处理问题，减

少油泥中的杂质、粗颗粒，增加油泥的流动性；经反应装置清洗后的油泥可以根据物料的性

质选择直接进入固液分离装置，缩短工艺流程，直接实现减量化；从液液分离装置分离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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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可以进行资源化回收再利用，水可以循环回到反应装置中重复使用。经清洗后油泥的

含油率可以去除99％以上，同时，生产中无废气、废水、废固排放，避免了二次污染。

附图说明

[0036]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个具体实施方式提供的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0038] 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含油污

泥热洗处理系统如图1所示，按照污泥处理工艺流程包括依次连接的进料单元、粉碎单元、

反应单元和分离单元。

[0039] 进料单元可选的但不限于包括上料仓和/或传送皮带，主要用于给整个含油污泥

热洗处理系统提供并输送含油污泥。

[0040] 粉碎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撕碎装置和研磨装置。其中，撕碎装置用于将进料单元

输送来的物料撕碎，撕碎物料中含有的少量塑料袋、吨袋、橡胶手套、石块以及金属等杂物。

研磨装置则用于将撕碎装置撕碎后的物料研磨成较细小的颗粒。

[0041] 反应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反应装置和絮凝装置。反应装置主要用于清洗研磨后的

物料并将油、水、固三相分层；絮凝装置则主要用于将分层后的固相絮凝成聚，有助下一步

固液分离。研磨装置与反应装置之间还设置有粗筛分装置，所述粗筛分装置用于将含油污

泥中的杂物与大颗粒筛分除去。反应装置和絮凝装置之间还设置有细筛分装置，所述细筛

分装置用于将反应装置出料中影响后续固液分离的细颗粒筛分除去。反应单元还包括加药

装置和加热装置，其中，加药装置分别独立连接反应装置和絮凝装置，向反应装置内输送清

洗剂和/或助剂，向絮凝装置内输送絮凝剂；加热装置连接反应装置。

[0042] 分离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固液分离装置、缓冲装置和液液分离装置。固液分离装

置的入口还与反应装置出口连接，主要用于将物料进行固液分离，固相收集后压缩制成泥

饼，可用于燃料或填埋处理，液相(油水混合物)进入液液分离装置进行油水分离。缓冲装置

还与反应装置出口连接，用于收集反应装置排出物料中的油水混合物和固液分离装置分离

得到的油水混合物。液液分离装置主要用于将缓冲装置收集到的油水混合物进行油水分

离，分离得到的油相进行回收并资源化利用，分离得到的水相循环至反应装置中重复利用

作为物料的清洗介质。

[0043]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还包括回收回用单元。所述的回收回用

单元包括分别与液液分离装置出口连接的回收装置和回用装置，具体地，液液分离装置的

油相出口连接回收装置，液液分离装置的水相出口连接回用装置，回用装置出口还连接反

应装置入口；所述回收装置用于回收液液分离装置分离得到的原油，所述回用装置用于回

收液液分离装置分离得到的水并循环至反应装置内。

[0044] 特别地，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含油污泥热洗处理系统在处理含油污泥的过程中，经

反应装置清洗后的油泥可以根据物料的性质选择直接进入固液分离装置，从而缩短工艺流

程，实现减量化处理。

[0045] 申请人声明，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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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并不局限于此，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明了，任何属于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

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均落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和公开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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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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