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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含油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

处理方法及处理系统，该处理方法包括破碎、流

化、筛分除杂、化学热洗、固液分离、干化、深度处

理等步骤；该处理系统主要由依次相接的油泥储

存池、上料装置、除杂系统、油回收系统和脱水系

统组成，油泥储存池的油泥经上料装置输送至除

杂系统进行破碎、流化、筛分处理，然后将经除杂

系统处理后的油泥送入油回收系统收集粗油，同

时将隔离出的渣浆输送至脱水系统进行固液分

离、干化处理及无害化深度处理。采用本发明方

法及处理系统可回收含油污泥中80％以上的矿

物油，同时使污泥中含水率降至30％以下，实现

含油污泥的资源化和减量化。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1页

CN 110606633 A

2019.12.24

CN
 1
10
60
66
33
 A



1.含油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处理步骤：

(1)油泥除杂处理：将含油污泥(即油泥)经破碎机破碎后投入安装有搅拌装置和加热

装置的流化池，油泥在流化池被搅拌、加热，并用水稀释至含固率15％，流化后的油泥经振

动筛筛分后落入筛分油泥暂存池；

(2)回收矿物油：将筛分油泥暂存池内的油泥用泵泵入安装有搅拌装置和加热装置的

化学热洗装置，油泥在化学热洗装置中经加热及清洗药剂处理后，使油泥中的油浮于液体

最上层，再用刮油器刮入粗油缓冲罐，粗油缓冲罐中的粗油经泵泵入油水分离器，将分离出

的油回收出售，将分离出的水用泵泵入流化池供油泥流化使用，将化学热洗装置下层的渣

浆用泵泵入高效固液分离器；

(3)脱水处理：在固液分离器中投入絮凝剂使泥水絮凝后离心脱水，再将脱水后的泥输

送至桨叶式干燥机进行干化处理至含水率为20％～30％，然后再输送至暂存库房进行无害

化深度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含油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流化池、

筛分油泥暂存池和化学热洗装置内的油泥均在搅拌的情况下被加热并维持在65℃。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含油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

所述油泥经振动筛筛分，直径小于10mm的油泥和杂物落入筛分油泥暂存池，直径大于10mm

的杂物转运至破碎机再次破碎。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含油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

所述化学热洗装置的清洗药剂由药剂A和药剂B组成，药剂A为氢氧化钠、碳酸钠和硅酸钠中

的一种或两种的组合物，药剂B为腰果酚聚氧乙烯醚、SP169、NP-10中的一种或两种的组合

物，药剂A和药剂B的用量配比为2: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含油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

述高效固液分离器投加的絮凝剂为阳离子型PAM，其离子度为40～50，投加浓度为10ppm。

6.含油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主要由依次相接的油泥储存池

(1)、上料装置(2)、除杂系统、油回收系统和脱水系统组成，油泥储存池(1)的油泥经上料装

置(2)输送至除杂系统进行破碎、流化、筛分处理，然后将经除杂系统处理后的油泥送入油

回收系统收集粗油，同时将隔离出的渣浆输送至脱水系统进行固液分离、干化处理及无害

化深度处理。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含油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装置

(2)包括双梁起重机(21)和抓斗(22)，抓斗(22)通过钢丝绳与双梁起重机(21)连接，通过抓

斗(22)可将油泥储存池(1)内的油泥转运至除杂系统。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含油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除杂系统

包括破碎机(3)、流化池(4)、振动筛(6)和筛分油泥暂存池(7)，通过上料装置(2)将油泥转

运至破碎机3的进料口，破碎机(3)的出料口置于流化池(4)上方，流化池(4)内的油泥经流

化池渣浆泵(5)输送至振动筛(6)，振动筛(6)安装在筛分油泥暂存池(7)的上方。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含油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油回收系

统包括化学热洗装置(9)和油水分离器(17)，化学热洗装置(9)设有调质箱(96)、热洗加药

罐(94)和刮油器(92)，热洗加药罐(94)内投加清洗药剂，并通过热洗加药计量泵(95)输送

至调质箱(96)，刮油器(92)安装在调质箱(96)的上部，并将调质箱(96)内的上层浮油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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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油罐(16)，粗油罐(16)经粗油泵(19)与油水分离器(17)相连接，油水分离器(17)的出油

口经泵与回收油罐(18)相连接，油水分离器(17)的出水口经泵与流化池(4)相连接；调质箱

(96)的下层渣浆经出料渣浆泵(10)输送至脱水系统进行脱水处理。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含油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脱水系

统包括依次相接的高效固液分离器(11)、桨叶式干燥机(13)和暂存库房(15)，高效固液分

离器(11)设有沉淀絮凝料斗(116)、固液分离搅拌器(111)、固液分离加药罐(112)、离心机

(114)和螺旋推进器(115)，沉淀絮凝料斗(116)的进料口连接油回收系统的渣浆输出端以

及固液分离加药计量泵(113)的输出端，固液分离加药计量泵(113)与固液分离加药罐

(112)相连接，沉淀絮凝料斗(116)内设置固液分离搅拌器(111)，沉淀絮凝料斗(116)的底

部安装有螺旋推进器(115)，螺旋推进器(115)的出口端安装离心机(114)，离心机(114)的

出液口经泵与流化池(4)相连接，离心机(114)的出渣口经固液分离出料皮带机(12)与桨叶

式干燥机(13)相连，桨叶式干燥机(13)的出料口经干料输送皮带机(14)与暂存库房(15)相

连接。

11.根据权利要求8、9所述含油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流化

池(4)、筛分油泥暂存池(7)和化学热洗装置(9)均安装有搅拌器和加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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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油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方法及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油泥治理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含油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方法及

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从20世纪初至今石油经过大规模的开采，已成为人类最主要的能源之一。石油在

开采、输运、炼制和使用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落地油泥、炼化三泥和罐底油泥。据统计目前

我国历史遗留油泥超过1.43亿吨，且以每年  400万吨的速度增长。这些油泥体积庞大，不仅

含有大量的石油资源，而且还含有苯类、酚类、二噁英、醌、芘等，若不能得到妥善处理，不仅

污染环境，还造成资源浪费。

[0003] 目前含油污泥主要采用有机溶剂萃取法、间接热脱附法和直接热脱附法处理。有

机溶剂萃取法根据相似相容原理，采用有机溶剂萃取有机物，可使石油污泥中的大部分石

油回收，但绝大多数有机萃取溶剂具有毒性且易燃、易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安全隐

患。间接热脱附法通过高温气体间接加热含油污泥，其传热效率低，处理量受限，无法满足

目前的油泥处理市场处理量大的需求。直接热脱附法加热速度快，热能利用率高，处理量

大，但含油污泥的含油率和含水率较高，若直接采用直接热脱附法处理含油污泥会造成石

油资源的浪费和热能的损失。因此，开发一种含油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方法及处理系

统回收含油污泥中的石油资源，降低其含水率，实现含油污泥直接热脱附前的资源化和减

量化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含油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方法及处

理系统，本发明通过破碎、流化、筛分除杂、化学热洗、固液分离、干化等工序处理含油污泥，

回收石油资源并降低其含水率，节约能耗，降低处理成本。

[0005] 本发明以如下技术方案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0006] 本发明含油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方法，包括如下处理步骤：

[0007] (1)油泥除杂处理：将含油污泥(即油泥)经破碎机破碎后投入安装有搅拌装置和

加热装置的流化池，油泥在流化池被搅拌、加热，并用水稀释至含固率15％，流化后的油泥

经振动筛筛分后落入筛分油泥暂存池；

[0008] (2)回收矿物油：将筛分油泥暂存池内的油泥用泵泵入安装有搅拌装置和加热装

置的化学热洗装置，油泥在化学热洗装置中经搅拌、加热及清洗药剂处理后，使油泥中的油

浮于液体最上层，再用刮油器刮入粗油缓冲罐，粗油缓冲罐中的粗油经泵泵入油水分离器，

再将分离出的油回收出售，将分离出的水用泵泵入流化池供油泥流化使用，将化学热洗装

置下层的渣浆用泵泵入高效固液分离器；

[0009] (3)脱水处理：在固液分离器中投入絮凝剂使泥水絮凝后离心脱水，再将脱水后的

泥输送至桨叶式干燥机进行干化处理至含水率为20％～30％，然后再输送至暂存库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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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热脱附深度处理。

[0010] 本发明所述流化池、筛分油泥暂存池和化学热洗装置内的油泥均在搅拌的情况下

被加热并维持在65℃。

[0011] 步骤1)中，所述油泥经振动筛筛分，直径小于10mm的油泥和杂物落入筛分油泥暂

存池，直径大于10mm的杂物转运至破碎机再次破碎。

[0012] 步骤2)中，所述化学热洗装置的清洗药剂由药剂A和药剂B组成，药剂A为氢氧化

钠、碳酸钠和硅酸钠的一种或两种的组合物，药剂B为腰果酚聚氧乙烯醚、SP169、NP-10的一

种或两种的组合物，药剂A和药剂B的用量配比为2:1。

[0013] 步骤3)中，所述高效固液分离器投加的絮凝剂为阳离子型PAM，其离子度为40～

50，投加浓度为10ppm。

[0014] 本发明含油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系统，主要由依次相接的油泥储存池、上料

装置、除杂系统、油回收系统和脱水系统组成，油泥储存池的油泥经上料装置输送至除杂系

统进行破碎、流化、筛分处理，然后将经除杂系统处理后的油泥送入油回收系统收集粗油，

同时将隔出的渣浆输送至脱水系统进行固液分离、干化处理及深度处理。

[0015] 所述上料装置包括双梁起重机和抓斗，抓斗通过钢丝绳与双梁起重机连接，通过

抓斗可将油泥储存池内的油泥转运至除杂系统；

[0016] 所述除杂系统包括破碎机、流化池、振动筛和筛分油泥暂存池，通过上料装置将油

泥转运至破碎机的进料口，破碎机的出料口置于流化池上方，流化池内的油泥经流化池渣

浆泵输送至振动筛，振动筛安装在筛分油泥暂存池的上方。

[0017] 所述油回收系统包括化学热洗装置和油水分离器，化学热洗装置设有调质箱、热

洗加药罐和刮油器，热洗加药罐内投加清洗药剂，并通过热洗加药计量泵输送至调质箱，刮

油器安装在调质箱的上部，并将调质箱内的上层浮油刮入粗油罐，粗油罐经粗油泵与油水

分离器相连接，油水分离器的出油口经泵与回收油罐相连接，油水分离器的出水口经泵与

流化池相连接；调质箱的下层渣浆经出料渣浆泵输送至脱水系统进行脱水处理。

[0018] 所述脱水系统包括依次相接的高效固液分离器、桨叶式干燥机和暂存库房，高效

固液分离器设有沉淀絮凝料斗、固液分离搅拌器、固液分离加药罐、离心机和螺旋推进器，

沉淀絮凝料斗的进料口连接油回收系统的渣浆输出端以及固液分离加药计量泵的输出端，

固液分离加药计量泵与固液分离加药罐相连接，沉淀絮凝料斗内设置固液分离搅拌器，沉

淀絮凝料斗的底部安装有螺旋推进器，螺旋推进器的出口端安装离心机，离心机的出液口

经泵与流化池相连接，离心机的出渣口经固液分离出料皮带机与桨叶式干燥机相连，桨叶

式干燥机的出料口经干料输送皮带机与暂存库房相连接。

[0019] 所述流化池、筛分油泥暂存池和化学热洗装置均安装有搅拌器和加热管。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1] (1)采用本发明的方法及系统可回收含油污泥中80％以上的矿物油，同时使污泥

中含水率降至30％以下，实现含油污泥的资源化和减量化。

[0022] (2)本发明采用的含油污泥上料装置由双梁起重机和抓斗组成，结构简单，上料速

度快且不易出现故障。

[0023] (3)本发明采用的清洗药剂绿色环保，可快速打破含油污泥的稳定体系，实现油水

泥快速分层，油回收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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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4)本发明采用的高效固液分离器带有沉淀絮凝料斗和PAM自动加药装置，使泥水

离心分离前快速絮凝沉淀便于离心脱水，分离效率高，且出泥含水率低。

[0025] (5)本发明涉及的流化池、筛分油泥暂存池、化学热洗装置和桨叶式干燥机均采用

蒸汽加热，能耗低且运行稳定，长期加热无起火风险。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含油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方法的工艺流程图。

[0027] 图2是本发明含油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油泥储存池1，上料装置2，破碎机3，流化池4，流化池渣浆泵5，振动筛6，筛分

油泥暂存池7，暂存池渣浆泵8，化学热洗装置9，出料渣浆泵10，高效固液分离器11，固液分

离出料皮带机12，桨叶式干燥机  13，干料输送皮带机14，暂存库房15，粗油罐16，油水分离

器17，回收油罐18，粗油泵19，1#回收水泵20，双梁起重机21，抓斗22，2#回收水泵23，罗茨油

泵24，流化池蛇形蒸汽加热管41，流化池搅拌器42，筛分油泥暂存池蛇形蒸汽加热管71，筛

分油泥暂存池搅拌器72，热洗搅拌器91，刮油器92，热洗蛇形蒸汽加热管93，热洗加药罐94，

热洗加药计量泵95，调质箱96，固液分离搅拌器111，固液分离加药罐112，固液分离加药计

量泵113，离心机114，螺旋推进器115，沉淀絮凝箱料斗116。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0] 如图2所示，本发明含油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系统，主要由依次相接的油泥储

存池1、上料装置2、除杂系统、油回收系统和脱水系统组成，油泥储存池1的油泥经上料装置

2输送至除杂系统进行破碎、流化、筛分处理，然后将经除杂系统处理后的油泥送入油回收

系统收集粗油，同时将隔离出的渣浆输送至脱水系统进行固液分离、干化处理及无害化深

度处理。

[0031] 所述上料装置2包括双梁起重机21和抓斗22，抓斗22通过钢丝绳与双梁起重机21

连接，通过抓斗22可将油泥储存池1的油泥转运至除杂系统。

[0032] 所述除杂系统包括破碎机3、流化池4、振动筛6和筛分油泥暂存池7，通过上料装置

2的抓斗22将油泥储存池1的油泥转运至破碎机3的进料口，破碎机3的出料口置于流化池4

上方，流化池4内安装有流化池蛇形蒸汽加热管41和流化池搅拌器42，流化池4内的油泥经

流化池渣浆泵5输送至振动筛6，振动筛6安装在筛分油泥暂存池7的上方，筛分油泥暂存池7

内安装有筛分油泥暂存池蛇形蒸汽加热管71、筛分油泥暂存池搅拌器72以及暂存池渣浆泵

8，通过暂存池渣浆泵8将筛分油泥暂存池7的油泥输送至油回收系统。

[0033] 所述油回收系统包括化学热洗装置9和油水分离器17，化学热洗装置  9设有调质

箱96、热洗加药罐94和刮油器92，清洗药剂在热洗加药罐94 内经混合处理后由热洗加药计

量泵95输送至调质箱96内，调质箱96内安装有热洗搅拌器91和热洗蛇形蒸汽加热管93，调

质箱96的上部安装有刮油器92，通过刮油器92将调质箱96的上层浮油刮入粗油罐16，粗油

罐16  经粗油泵19与油水分离器17相连接，油水分离器17的出油口经罗茨油泵  24与回收油

罐18相连接，油水分离器17的出水口经2#回收水泵23与流化池4相连接；调质箱96的下层渣

浆经出料渣浆泵10泵入脱水系统进行脱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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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所述脱水系统包括依次相接的高效固液分离器11、桨叶式干燥机13和暂存库房

15，高效固液分离器11设有沉淀絮凝料斗116、固液分离搅拌器  111、固液分离加药罐112、

离心机114和螺旋推进器115，沉淀絮凝料斗  116的进料口连接油回收系统的出料渣浆泵10

的输出端以及固液分离加药计量泵113的输出端，固液分离加药计量泵113与固液分离加药

罐112相连接；沉淀絮凝料斗116内设置固液分离搅拌器111，沉淀絮凝料斗116的底部安装

螺旋推进器115，螺旋推进器115的出口端安装离心机114，离心机114的出液口经1#回收水

泵20与流化池4相连接，离心机114的出渣口经固液分离出料皮带机12与桨叶式干燥机13相

连，桨叶式干燥机13的出料口经干料输送皮带机14与暂存库房15相连接，将暂存库房15的

油泥再进行无害化深度处理。

[0035] 如图1所示，本发明含油污泥资源化和减量化处理方法，包括如下处理步骤：

[0036] (1)油泥除杂处理：操作人员在地面采用无线遥控器操控上料装置2  的双梁起重

机21，使抓斗22将油泥从油泥储存池1转运至破碎机3的进料斗，油泥经破碎机3破碎后落入

具有蒸汽加热和搅拌装置的流化池4，油泥在流化池4用水稀释至含固率15％，同时被搅拌、

加热至65℃，流化后的油泥经流化池渣浆泵5泵入振动筛6，经筛分后直径小于10mm的油泥

和杂物落入有蒸汽加热和搅拌装置的筛分油泥暂存池7，大于10mm杂物经抓斗  22转运至破

碎机3再次破碎。

[0037] (2)回收矿物油：将步骤(1)经流化筛分后的油泥经暂存池渣浆泵8  泵入化学热洗

装置9，化学热洗装置9包括调质箱96和热洗加药罐94，通过热洗装置加药计量泵95将热洗

加药罐94内的药剂A和药剂B加至调质箱96内，通过热洗搅拌器91使油泥中的油浮于液体最

上层，经刮油器92  将上层精油刮入粗油缓冲罐16，粗油缓冲罐16中的粗油经粗油泵19泵入

油水分离器17，油水分离器17分离出的油可回收出售，分离出的水用泵泵入流化池4供油泥

流化使用，调质箱96下层的渣浆经出料渣浆泵10泵入高效固液分离器11。

[0038] (3)脱水处理：将步骤(2)除油后的渣浆送入高效固液分离器11的沉淀絮凝料斗

111中，同时通过固液分离加药计量泵113将固液分离加药罐112的絮凝药剂PAM加入到沉淀

絮凝料斗111中，沉淀絮凝料斗的渣浆经搅拌与PAM作用，泥水中的渣泥快速沉入底部并经

螺旋推进器115送入离心机114脱水，脱水后的渣泥经固液分离出料皮带机12输送至桨叶式

干燥机13，分离出的水经1#回收水泵20泵入流化池4供油泥流化使用，渣泥在桨叶式干燥机

中被蒸汽间接加热进一步脱水至20％～30％后被干料输送皮带机14输送至暂存库房15，然

后定期从暂存库房15运输至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深度处理。

[0039] 本发明所采用的药剂A为氢氧化钠、碳酸钠和硅酸钠中的一种或两种的组合物，药

剂B为腰果酚聚氧乙烯醚、SP169和NP-10中的一种或两种的组合物；药剂A与药剂B的用量配

比为2:1。

[0040] 本发明所述絮凝药剂PAM为阳离子型PAM，其离子度为40～50，其投加浓度为

10ppm。

[0041] 本发明所述流化池、筛分油泥暂存池和化学热洗装置内的油泥均在搅拌的情况下

被加热并维持在65℃。

[0042] 以下是本发明的应用实例：

[0043] 实例1：

[0044] 以某油田的落地含油污泥为处理对象，其含水率为34％，含油率为  55％，土壤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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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小于12mm。将该种含油污泥按本发明方法经破碎、流化、筛分除杂后进行化学热洗，热洗

药剂为硅酸钠与NP-10组合物，用量分别为油泥质量的1％和0.5％，清洗后原油回收率为

92％，脱油后的泥经固液分离器和桨叶式干燥机脱水，其污泥含水率降至24％。

[0045] 实例2：

[0046] 以某油田的罐底含油污泥为处理对象，其含水率为30％，含油率为  61％，土壤粒

径小于5mm。将该种含油污泥按本发明方法经破碎、流化、筛分除杂后进行化学热洗，热洗药

剂为硅酸钠、碳酸钠与腰果酚聚氧乙烯醚组合物，用量分别为油泥质量的0.5％、0.5％和

0.5％，清洗后原油回收率为  89％，脱油后的泥经固液分离器和桨叶式干燥机脱水，其污泥

含水率降至  26％。

[0047] 实例3：

[0048] 以某石油炼制企业的炼化含油污泥为处理对象，其含水率为89％，含油率为10％，

土壤粒径小于5mm。将该种含油污泥按本发明方法经破碎、流化、筛分除杂后进行化学热洗，

热洗药剂为硅酸钠与SP169的组合物，用量分别为油泥质量的1％和0.5％，清洗后原油回收

率为92％，脱油后的泥经固液分离器和桨叶式干燥机脱水，其污泥含水率降至25％。

[0049] 实例4：

[0050] 以某钢厂炼制企业的轧钢含油污泥为处理对象，其含水率为46％，含油率为21％，

土壤粒径小于2mm。将该种含油污泥按本发明方法经破碎、流化、筛分除杂后进行化学热洗

热洗药剂为硅酸钠、氢氧化钠与腰果酚聚氧乙烯醚组合物，用量分别为油泥质量的0.5％、

0.5％和0.5％，清洗后原油回收率为95％，脱油后的泥经固液分离器和桨叶式干燥机脱水，

其污泥含水率降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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