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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物理法含油污水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一体化物理法含油

污水处理装置。包括箱体，箱体的上部为矩形体，

下部为多斗底结构；箱体两端壁外分别设有一个

收油箱，箱体下部设有排泥口，箱体出水端面下

部设有出水口以及电极化器，箱体顶面的进液端

上设有电吸附器电源；箱体内部通过下导流板、

上导流板将箱体内分为三个处理单元，分别是油

泥水分离单元、降解与聚结处理单元、沉降与电

极化处理单元。装置内采用涡流向心气浮法除

油，电吸附聚胶脱色，电极化防垢、除垢、杀菌、缓

蚀；另外依靠离心力、浮力、重力、吸附力、聚结

力、惯性、变速、改向、沉降等原理来完成物理法

处理；不但绿色环保、安全无污染，而且处理效果

好，可广泛用于含油污水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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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一体化物理法含油污水处理装置，包括箱体（2），箱体安装于支座（1）上，其特征

是：箱体（2）的上部为矩形体，下部为多斗底结构；箱体（2）两端壁外分别设有一个收油箱

（6），箱体（2）下部设有排泥口（12），箱体（2）出水端面下部设有出水口（3）以及电极化器

（4），箱体（2）顶面的进液端上设有电吸附器电源（7）；箱体（2）内部通过下导流板（16）、上导

流板（17）将箱体内分为三个处理单元，分别是油泥水分离单元、降解与聚结处理单元、沉降

与电极化处理单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物理法含油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是：油泥水分离单元

是由涡流向心气浮除油器(15)、电吸附器(8)和旋转撇油器(13)组成实现处理功能；涡流向

心气浮除油器(15)由涡流气浮发生器(23)、进液管(10)、排泥管(11)和发生器固定支架

(22)组成；涡流气浮发生器(23)的底部为锥体、中部为筒体、上部为斗体，锥底设有排泥管

（11）；涡流气浮发生器(23)的中部筒节上设有进液管（10），进液管(10)上设有加气口（9）；

涡流气浮发生器(23)通过发生器固定支架固定在箱底。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体化物理法含油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是：电吸附器（8）包

括电极板（24）以及电极板支架（14），电极板（24）固定在电极板支架（14）上，电极板（24）的

阴阳极是由平板和孔板两种组合，阴阳极可通过电吸附器电源（7）进行换向，四组组合成一

套。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体化物理法含油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是：旋转撇油器（13）

是由挂轴（25）和浆片（26）组成，挂轴（25）倒挂在箱顶上，浆片（26）用螺栓固定在挂轴的下

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物理法含油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是：降解与聚结处理

单元包括下导流板（16）、上导流板（17）、下筛板支架（18）、下筛板（27）、降解填料（19）、聚结

填料（20）和上筛板（28），下导流板（16）与上导流板（17）之间上面设有上筛板（28）；下导流

板（16）与上导流板（17）之间的下面设有下筛板支架（18），下筛板支架（18）上设有下筛板

（27），下筛板（27）上装有降解填料（19），降解填料（19）上面装有聚结填料（20），降解填料

（19）是选择铝碳铁烧结活性填料；聚结填料（20）是选用的耐蚀耐霉并具极性动物毛发。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物理法含油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是：沉降与电极化处

理单元包括箱体板、箱体斗底、电极化器（4）、收油堰板，其中收油堰板是由两块堰板组成，

箱体（2）两端小箱体板与收油箱（6）为共用板，即为收油箱的大堰板，大堰板的上部设有小

堰板（29），大堰板上部设有多个定位螺栓；小堰板的本体上开有多个滑动槽，小堰板的上边

开有燕尾槽，小堰板通过滑动槽与固定大堰板上定位螺栓进行定位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体化物理法含油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是：收油箱（6）

底为斗形，其下接收油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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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物理法含油污水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一体化物理法含油污水处理装置，尤其是油田高含油污水的

除油、聚胶、脱色、降浊、防垢、除垢、杀菌、缓蚀的一体化物理法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世界上对油田污水处理处理的除油、聚胶、脱色、降浊、防垢、除垢、杀菌、缓

蚀的处理，多数采用大罐沉降十高效分离装置十多级过滤装置十投加化学药剂工艺处理。

该工艺存在工艺流程长、装置的数量多、体积大、占地面积大、工程投资高、管理难度大等弊

端；另外由于加药种类多、剂量大造成运行费用高，同时形成的污泥量大又造成后序处理的

工程投资和运行费用的增加。

[0003] 为解决这一难题，使之工艺流程简化、降低建站工程投资和不加药降低运行费用，

曾选用一种多功能连续除油聚胶脱色一体化处理装置ZL201720133981.6进行油田含油污

水处理的简化工艺流程试验，虽见到好的简化流程和除油、聚胶和脱色效果。由于着眼点在

于简化流程和除油、聚胶和脱色，为此装置存在进液处理间收油困难和电气浮生成有毒Cl2

有害(H2)气体挥发污染环境及新生的不安全因素增加，为此装置无法扩大使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了克服以上多功能连续除油聚胶脱色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存在的不足，使之油

田污水处理工艺流程更简化、更高效和绿色环保，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新型结构的一体化

物理法含油污水处理装置。该装置是通过离心力、浮力、重力、吸附力、聚结力、惯性、变速、

改向、沉降、电极化防垢、电极化除垢、电极化杀菌、电极化缓蚀来完成物理法处理；装置体

积小、重量轻、易撬装、便搬迁安装；装置的功能多，运行过程中只加电和空气不加药，处理

效果好，并能确保连续运行，无需停运反冲洗和清污，无有毒有害气体产生，使用安全可靠，

可满足含油污水连续处理的需求。

[0005] 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一体化物理法含油污水处理装置，包括箱体，

箱体安装于支座上，箱体的上部为矩形体，下部为多斗底结构；箱体两端壁外分别设有一个

收油箱，收油箱底为斗形，其下接收油管。箱体下部设有排泥口，箱体出水端面下部设有出

水口以及电极化器，箱体顶面的进液端上设有电吸附器电源；箱体内部通过下导流板、上导

流板将箱体内分为三个处理单元，分别是油泥水分离单元、降解与聚结处理单元、沉降与电

极化处理单元。

[0006] 油泥水分离单元是由涡流向心气浮除油器、电吸附器和旋转撇油器组成实现处理

功能；涡流向心气浮除油器由涡流气浮发生器、进液管、排泥管和发生器固定支架组成；涡

流气浮发生器的底部为锥体、中部为筒体、上部为斗体，锥底设有排泥管；涡流气浮发生器

的中部筒节上设有进液管，进液管上设有加气口；涡流气浮发生器通过发生器固定支架固

定在箱底。

[0007] 电吸附器包括电极板以及电极板支架，电极板固定在电极板支架上，电极板的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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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极是由平板和孔板两种组合，阴阳极可通过电吸附器电源进行换向，四组组合成一套。

[0008] 旋转撇油器是由挂轴和浆片组成，挂轴倒挂在箱顶上，浆片用螺栓固定在挂轴的

下端。

[0009] 降解与聚结处理单元包括下导流板、上导流板、下筛板支架、下筛板、降解填料、聚

结填料和上筛板，下导流板与上导流板之间上面设有上筛板；下导流板与上导流板之间的

下面设有下筛板支架，下筛板支架上设有下筛板，下筛板上装有降解填料，降解填料上面装

有聚结填料，降解填料是选择铝碳铁烧结活性填料；聚结填料是选用的耐蚀耐霉并具极性

动物毛发。

[0010] 沉降与电极化处理单元包括箱体板、箱体斗底、电极化器、收油堰板，其中收油堰

板是由两块堰板组成，箱体两端小箱体板与收油箱为共用板，即为收油箱的大堰板，大堰板

的上部设有小堰板，大堰板上部设有多个定位螺栓；小堰板的本体上开有多个滑动槽，小堰

板的上边开有燕尾槽，小堰板通过滑动槽与固定大堰板上定位螺栓进行定位连接。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装置内采用涡流向心气浮法除油，电吸附聚胶脱色，电

极化防垢、除垢、杀菌、缓蚀；另外依靠离心力、浮力、重力、吸附力、聚结力、惯性、变速、改

向、沉降等原理来完成物理法处理；不但绿色环保、安全无污染，而且处理效果好，便管理，

可广泛用于含油污水的处理。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实用新型的立体组合图；

[0013] 图2是实用新型的主视图；

[0014] 图3是实用新型的纵剖图；

[0015] 图4是涡流向心气浮器组合图；

[0016] 图5是电吸附器组合图；

[0017] 图6是电吸附器安装图；

[0018] 图7是旋转撇油器组合图；

[0019] 图8是降解与聚结单元组合剖面图；

[0020] 图9是收油堰板组合图。

[0021] 图中1.支座，2.箱体，3.出水口，4.电极化器，5.收油管，6.收油箱，7.电吸附电源，

8.电吸附器，9.加气管，10.  进液管，11.排泥管，12.排泥口，13.旋转撇油器,  14. 电极板

支架，15.  涡流向心气浮器，16.下导流板，17.上导流板，18.下筛板支架，19.降解填料，20. 

聚结填料，21.  集水管，22.  发生器固定支架，23.  涡流气浮发生器，24.电极板，25.挂轴，

26.浆片，27.下筛板，  28.上筛板，29.小堰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的阐述。

[0023] 如图1-9所示，一种一体化物理法含油污水处理装置，包括箱体2，箱体安装于支座

1上，箱体2的上部为矩形体，下部为多斗底结构；箱体2两端壁外分别设有一个收油箱6，收

油箱6底为斗形，其下接收油管5，箱体2下部设有排泥口12，箱体2出水端面下部设有出水口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209052515 U

4



3以及电极化器4，箱体2顶面的进液端上设有电吸附器电源7；箱体2内部通过下导流板16、

上导流板17将箱体内分为三个处理单元，分别是油泥水分离单元、降解与聚结处理单元、沉

降与电极化处理单元。

[0024] 油泥水分离单元是由涡流向心气浮除油器15、电吸附器8和旋转撇油器13组成实

现处理功能；涡流向心气浮除油器15由涡流气浮发生器23、进液管10、排泥管11和发生器固

定支架22组成；涡流气浮发生器23的底部为锥体、中部为筒体、上部为斗体，锥底设有排泥

管11；涡流气浮发生器23的中部筒节上设有进液管10，进液管10上设有加气口9；涡流气浮

发生器23通过发生器固定支架固定在箱底。

[0025] 电吸附器8包括电极板24以及电极板支架14，电极板24固定在电极板支架14上，电

极板24的阴阳极是由平板和孔板两种组合，阴阳极可通过电吸附器电源7进行换向，四组组

合成一套。旋转撇油器13是由挂轴25和浆片26组成，挂轴25倒挂在箱顶上，浆片26用螺栓固

定在挂轴的下端。该器无独立动力源，由涡流气浮发生器流出的旋转水冲动旋转，及时将上

浮液面的油通过小堰板的燕尾槽孔撇进收油箱。

[0026] 降解与聚结处理单元包括下导流板16、上导流板17、下筛板支架18、下筛板27、降

解填料19、聚结填料20和上筛板28，下导流板16与上导流板17之间上面设有上筛板28；下导

流板16与上导流板17之间的下面设有下筛板支架18，下筛板支架18上设有下筛板27，下筛

板27上装有降解填料19，降解填料19上面装有聚结填料20，降解填料19是选择铝碳铁烧结

活性填料；聚结填料20是选用的耐蚀耐霉并具极性动物毛发。

[0027] 沉降与电极化处理单元包括箱体板、箱体斗底、电极化器4、收油堰板，其中收油堰

板是由两块堰板组成，箱体2两端小箱体板与收油箱6为共用板，即为收油箱的大堰板，大堰

板的上部设有小堰板29，大堰板上部设有多个定位螺栓；小堰板的本体上开有多个滑动槽，

小堰板的上边开有燕尾槽，小堰板通过滑动槽与固定大堰板上定位螺栓进行定位连接。

[0028] 本实用新型一体化物理法含油污水处理装置的运行方式：污水提升或自压进入箱

体的进液口，溶气后再经进液管进入涡流发生器中，液体涡流向上运行，通过旋转改向产生

离心力、溶气浮力及重力的协同作用将油泥水分离开，分离出的油上浮，由旋转撇油器将油

撇进收油箱，分离出的泥从下部的排泥管连续排出；分离出的污水改向向下进入电吸附器

中进行极性物质的吸附和聚结，然后通过电极换向将聚结物溶入水中，再通过二次变速和

改向产生的惯性和重力双作用将污染物沉降至斗底排出；沉降后水流向上经下筛板进入降

解填料中进行离子去极化和降解脱色处理，然后水流继续上行进入聚结填料中，在聚结填

料中对降解后剩余极性物质再聚结，分离后的水经上筛板后再次改向进入沉降与电极化单

元；在沉降与电极化单元内水先沉降后进行电极化防垢、电极化杀菌、电极化缓蚀处理，处

理后经集水管从出水口排出，沉降出的油定期提高液位将油排入收油箱，从而完成物理法

处理。

[0029] 以上所述为本实用新型较佳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根据本实

用新型的教导，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与精神的情况下，对实施方式所进行的改变、修

改、替换和变型仍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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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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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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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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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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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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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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