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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油泥处理技术领域，是一种油泥

的安全处理方法，按下述方法进行：第一步，将水

与含油率大于20%的油泥混合并搅拌形成油水混

合物，其中，水与含油率大于20%的油泥的体积比

为1:1至10，第二步；将油水混合物加热至60℃至

80℃。本发明所述的油泥的安全处理方法能够克

服现有油泥处理工艺的不足，集油相回收率高、

残渣的含油率低和处理成本较低等优点于一身，

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水，实现内闭循环利用，不外

排，残渣经生物修复和堆肥后，达到绿化种植土

的要求，实现了油泥真正的无害化和资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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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油泥的安全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按下述方法进行：第一步，将水与含油率大于

20%的油泥混合并搅拌形成油水混合物，其中，水与含油率大于20%的油泥的体积比为1:1至

10，第二步；将油水混合物加热至60℃至80℃，向温度为60℃至80℃的油水混合物中加入破

乳剂并搅拌后得到一次搅拌液，然后一次搅拌液静止后分层得到上层油相、中层污水、下层

污泥，下层污泥加入絮凝剂后进行离心，离心后得到液相和固相，将固相烘干至固相的含水

率小于20%，将含水率小于20%的固相破碎后得到破碎料，将破碎料加热并搅拌后得到含油

蒸汽和残渣，第三步，将含油蒸汽与温水直接混合后得到含油污水和不凝气，含油污水静止

沉降分层后得到二次上层油相和二次污水；第四步，将第二步得到的中层污水、液相和第三

步得到的二次污水合并得到合并污水，向合并污水中加入破乳剂和絮凝剂，加入破乳剂和

絮凝剂后的合并污水经过油水分离的处理后得到三次上层油相、浮渣及底部絮体，将浮渣

及底部絮体进行固液分离后得到一次固相和三次污水，将三次污水过滤后得到重复利用

水，将一次固相按第二步中的固相进行处理；其中，

第一步中，搅拌的时间为30min至60min；第二步中，搅拌的时间为1h至2h，一次搅拌液

静止时间为8h至10h，在静止过程中，一次搅拌液的温度为68℃至72℃；破碎料加热的温度

为400℃至600℃；第三步中，含油蒸汽与温度为10℃至60℃的温水直接混合后得到含油污

水和不凝气；第三步中，含油污水静止沉降的时间为1h至2h；第二步中，破乳剂的加入量为

油水混合物体积的0.1%至0.12%，絮凝剂的加入量为下层污泥体积的0.02%至0.03%；第四步

中，破乳剂的加入量为合并污水体积的0.05%至0.07%，絮凝剂的加入量为合并污水体积的

0.01%至0.02%；

破乳剂为烷基磷酸酯、聚氧乙烯烷基醚磷酸酯、聚氧乙烯聚氧丙烯醚、二硫代氨基甲酸

盐中的一种；絮凝剂为阴离子型聚丙烯酰胺、聚合氯化铝中的一种；第一步中，当油泥的含

油率大于20%并且油泥的含水率为20%以下时，水与含油率大于20%的油泥的体积比为1:5至

10；当油泥的含油率大于20%并且油泥的含水率为20%以上时，水与含油率大于20%的油泥的

体积比为1:1至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泥的安全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将重量份数为20份至40份

的残渣、重量份数为5份至30份的培养基质、重量份数为5份至30份的农家肥、重量份数为10

份至50份的种植土和重量份数为0.1份至1份的微生物菌种混合形成堆肥料，混合后每10天

至15天搅拌一次，在温度为10℃至40℃、含水率为10%至50%的环境下堆肥，堆肥后，当堆肥

料的含油率小于0.2%时，堆肥料形成绿化土。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油泥的安全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当堆肥料堆肥90天后，堆肥

料的含油率＜0.2%时，堆肥料形成化土，当堆肥料堆肥90天后，堆肥料的含油率＞0.2%时，

再加入0.1份至0.5份的微生物菌种继续堆肥直至形成化土；培养基质为树叶末、树枝、棉花

杆、芦苇杆粉碎后的粉料；微生物菌种为枯草芽孢杆菌、嗜温鞘氨醇杆菌、多食鞘氨醇杆菌、

金色担子菌、假丝酵母菌、红酵母菌和掷孢酵母菌中的一种以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油泥的安全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第四步中得到的重

复利用水能够作为第一步中的水与含油率大于20%的油泥混合；或/和，第四步中得到的重

复利用水能够作为第三步中的水；或/和，第四步中得到的重复利用水能够用于残渣的降温

除尘；或/和，第二步中，破碎料采用油泥间接加热装置加热，不凝气经过滤除尘、干燥后进

入油泥间接加热装置的燃烧室中燃烧或单独点燃排放，油泥间接加热装置燃烧产生的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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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用于第三步中的烘干；或/和，第四步中，油水分离处理采用气浮装置进行油水分离，当

经过油水分离处理后的污水的COD值大于10000mg/L、含油率小于1%时，向污水中通入臭氧，

臭氧的通入量为合并污水体积的0.5%至1.5%；固液分离采用板框压滤机或叠螺机进行固液

分离；或/和，第二步中，当离心得到的固相的含油率大于20%时，将固相按第一步处理；或/

和，第二步中，含水率小于20%的固相破碎后，再经过筛分后，将破碎料的粒径控制在33mm以

下，将筛分后的破碎料除杂后加热并搅拌后得到含油蒸汽和残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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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泥的安全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油泥处理技术领域，是一种油泥的安全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油泥（又称含油污泥）被列入《国家危险废弃物名录》，代码HW08，大多具有毒性（T）

和易燃性（I），油泥中的原油或废矿物油主要危害成分有C15-C36的烷烃、多环芳烃（PAHs）、

烯烃、苯系物、酚类等，人和动物血液中累积易致癌，土壤中可导致植物死亡，混入水源中1

吨废矿物油可污染100万吨饮用水，每年我国石油开采和炼化过程中产生的油泥200万吨以

上，数量大，环境危害大，亟待更安全环保和经济效益好的处理方法。

[0003] 油泥的环保治理目前国内仅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国内外处理含油污泥的方法一般

有:焚烧法、生物处理法、热裂解法、溶剂萃取法、化学破乳法、固液分离法、热水洗涤法等。

国内常见的方法有：

[0004] （1）调质、机械分离处理法

[0005] 调质、机械分离处理方法选用絮凝剂处理含油污泥，可以改变含油污泥颗粒的结

构，破坏胶体的稳定性，提高污泥的脱水性能，然后进行机械脱水。机械脱水设备主要有真

空过滤脱水机，板框式压滤脱水机、带式压滤脱水机和卧式螺旋卸料离心机。污泥除油工艺

是加入破乳剂进行搅拌反应，然后进入三相离心机分离出油、水，泥三相，其中破乳剂的选

择、泥水比、搅拌强度，反应温度和时间是影响除油率的重要因素。含油污泥的原油回收率

可以达90%以上，目前在炼化行业主要用于对炼化过程中产生的油砂和浮渣进行脱水浓缩

领域，国外己运用于油砂分离领域。

[0006] （2）热水洗涤法

[0007] 热水洗涤法是美国环保局处理含油污泥优先采用的方法，主要用于落地油泥的处

理。一般以热碱水溶液反复洗涤，再通过气浮实施固液分离。洗涤温度多控制在70℃左右，

液固比3:1，洗涤时间20  min，能将含油量为30%落地油泥洗至残油率5%以下。该方法能量消

耗低，费用不高，是我国目前研究较多、较普遍采用的含油污泥处理方法。

[0008] （3）生物处理法

[0009] 生物处理法是微生物利用石油烃类作为碳源进行同化降解，使其最终完全矿化，

转变为无害的无机物质(CO2和H2O)的过程。污油微生物降解可以按过程机理分为两个方向：

一是向油污染点添加具有高效油污降解能力、自然形成并经选择性分离出的细菌、化肥和

一些生物吸附剂；二是曝气，向油污染点投加含氮磷的化肥，刺激污染点微生物群的活性。

生物处理工艺目前有地耕法、堆肥法、生物反应器法等。

[0010] （4）间接加热法（包括热裂解法、热脱附法等）

[0011] 间接加热法主要将油泥间接加热至600℃以下，加热过程产生废气（即加热过程、

汽化和水蒸发过程产生的废物）进行收集和冷却，使石油烃等冷凝下来，经过油水分离后回

收油，实现油的资源化回收利用。分离出的剩余污水可经过进一步处理后达到排放或回用

要求。蒸发出的不凝结尾气可进一步处理后排放或燃烧利用。残渣含油率可达到低于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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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以上4种油泥处理方法优缺点如表1所示。

[0013] 从油泥环保处理后残渣的含油率看，生物处理法和间接加热法都比较彻底，可以

达到0.2%以下，但是间接加热法处理到残渣含油率常见低于2%，若需要残渣含油率＜0.2%，

能耗明显提高；从油泥中油相回收来看，生物处理法将油相降解了，无法回收油相，经济效

益受到影响；从最佳适用对象来看，各种工艺处理的含油率、含水率都不太相同；从技术特

点看，生物处理和间接加热可以原位处理，热水洗涤（调质、机械分离）处理能力大。综上所

述，单一的油泥处理工艺都有明显的优点和缺点。

发明内容

[001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油泥的安全处理方法，克服了上述现有技术之不足，其能有效

解决现有的油泥处理方法存在残渣含油率较高、油品回收率较低、生物处理法无法回收油

品、采用热裂解法的残渣含油率低于0.2%时的能耗高的问题。

[001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通过以下措施来实现的：一种油泥的安全处理方法，按下述

方法进行：第一步，将水与含油率大于20%的油泥混合并搅拌形成油水混合物，其中，水与含

油率大于20%的油泥的体积比为1:1至10，第二步；将油水混合物加热至60℃至80℃，向温度

为60℃至80℃的油水混合物中加入破乳剂并搅拌后得到一次搅拌液，然后一次搅拌液静止

后分层得到上层油相、中层污水、下层污泥，下层污泥加入絮凝剂后进行离心，离心后得到

液相和固相，将固相烘干至固相的含水率小于20%，将含水率小于20%的固相破碎后得到破

碎料，将破碎料加热并搅拌后得到含油蒸汽和残渣，第三步，将含油蒸汽与温水直接混合后

得到含油污水和不凝气，含油污水静止沉降分层后得到二次上层油相和二次污水；第四步，

将第二步得到的中层污水、液相和第三步得到的二次污水合并得到合并污水，向合并污水

中加入破乳剂和絮凝剂，加入破乳剂和絮凝剂后的合并污水经过油水分离的处理后得到三

次上层油相、浮渣及底部絮体，将浮渣及底部絮体进行固液分离后得到一次固相和三次污

水，将三次污水过滤后得到重复利用水，将一次固相按第二步中的固相进行处理。

[0016] 下面是对上述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或/和改进：

[0017] 上述第一步中，搅拌的时间为30min至60min；或/和，第二步中，搅拌的时间为1h至

2h，一次搅拌液静止时间为8h至10h，在静止过程中，一次搅拌液的温度为68℃至72℃；或/

和，破碎料加热的温度为400℃至600℃；或/和，第三步中，含油蒸汽与温度为10℃至60℃的

温水直接混合后得到含油污水和不凝气；或/和，第三步中，含油污水静止沉降的时间为1h

至2h；或/和，第二步中，破乳剂的加入量为油水混合物体积的0.1%至0.12%，絮凝剂的加入

量为下层污泥体积的0.02%至0.03%；或/和，第四步中，破乳剂的加入量为合并污水体积的

0.05%至0.07%，絮凝剂的加入量为合并污水体积的0.01%至0.02%。

[0018] 上述破乳剂为烷基磷酸酯、聚氧乙烯烷基醚磷酸酯、聚氧乙烯聚氧丙烯醚、二硫代

氨基甲酸盐中的一种；或/和，絮凝剂为阴离子型聚丙烯酰胺、聚合氯化铝中的一种；或/和，

第一步中，当油泥的含油率大于20%并且油泥的含水率为20%以下时，水与含油率大于20%的

油泥的体积比为1:5至10；当油泥的含油率大于20%并且油泥的含水率为20%以上时，水与含

油率大于20%的油泥的体积比为1:1至3。

[0019] 上述将重量份数为20份至40份的残渣、重量份数为5份至30份的培养基质、重量份

数为5份至30份的农家肥、重量份数为10份至50份的种植土和重量份数为0.1份至1份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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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菌种混合形成堆肥料，混合后每10天至15天搅拌一次，在温度为10℃至40℃、含水率为

10%至50%的环境下堆肥，堆肥后，当堆肥料的含油率小于0.2%时，堆肥料形成绿化土。

[0020] 上述当堆肥料堆肥90天后，堆肥料的含油率＜0.2%时，堆肥料形成化土，当堆肥料

堆肥90天后，堆肥料的含油率＞0.2%时，再加入0.1份至0.5份的微生物菌种继续堆肥直至

形成化土；培养基质为树叶末、树枝、棉花杆、芦苇杆粉碎后的粉料；微生物菌种为枯草芽孢

杆菌、嗜温鞘氨醇杆菌、多食鞘氨醇杆菌、金色担子菌、假丝酵母菌、红酵母菌和掷孢酵母菌

中的一种以上。

[0021] 上述第四步中得到的重复利用水能够作为第一步中的水与含油率大于20%的油泥

混合；或/和，第四步中得到的重复利用水能够作为第三步中的水；或/和，第四步中得到的

重复利用水能够用于残渣的降温除尘；或/和，第二步中，破碎料采用油泥间接加热装置加

热，不凝气经过滤除尘、干燥后进入油泥间接加热装置的燃烧室中燃烧或单独点燃排放，油

泥间接加热装置燃烧产生的烟气热量用于第三步中的烘干；或/和，第四步中，油水分离处

理采用气浮装置进行油水分离，当经过油水分离处理后的污水的COD值大于10000mg/L、含

油率小于1%时，向污水中通入臭氧，臭氧的通入量为合并污水体积的0.5%至1.5%；固液分离

采用板框压滤机或叠螺机进行固液分离；或/和，第二步中，当离心得到的固相的含油率大

于20%时，将固相按第一步处理；或/和，第二步中，含水率小于20%的固相破碎后，再经过筛

分后，将破碎料的粒径控制在33mm以下，将筛分后的破碎料除杂后加热并搅拌后得到含油

蒸汽和残渣。

[0022] 本发明所述的油泥的安全处理方法能够克服现有油泥处理工艺的不足，集油相回

收率高、残渣的含油率低和处理成本较低等优点于一身，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水，实现内闭循

环利用，不外排，残渣经生物修复和堆肥后，达到绿化种植土的要求，实现了油泥真正的无

害化和资源化。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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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5] 实施例1：油泥的安全处理方法，按下述方法进行：第一步，将水与含油率大于20%

的油泥混合并搅拌形成油水混合物，其中，水与含油率大于20%的油泥的体积比为1:1至10，

第二步；将油水混合物加热至60℃至80℃，向温度为60℃至80℃的油水混合物中加入破乳

剂并搅拌后得到一次搅拌液，然后一次搅拌液静止后分层得到上层油相、中层污水、下层污

泥，下层污泥加入絮凝剂后进行离心，离心后得到液相和固相，将固相烘干至固相的含水率

小于20%，将含水率小于20%的固相破碎后得到破碎料，将破碎料加热并搅拌后得到含油蒸

汽和残渣，第三步，将含油蒸汽与温水直接混合后得到含油污水和不凝气，含油污水静止沉

降分层后得到二次上层油相和二次污水；第四步，将第二步得到的中层污水、液相和第三步

得到的二次污水合并得到合并污水，向合并污水中加入破乳剂和絮凝剂，加入破乳剂和絮

凝剂后的合并污水经过油水分离的处理后得到三次上层油相、浮渣及底部絮体，将浮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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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絮体进行固液分离后得到一次固相和三次污水，将三次污水过滤后得到重复利用水，

将一次固相按第二步中的固相进行处理。

[0026] 实施例2：油泥的安全处理方法，按下述方法进行：第一步，将水与含油率大于20%

的油泥混合并搅拌形成油水混合物，其中，水与含油率大于20%的油泥的体积比为1:1或10，

第二步；将油水混合物加热至60℃或80℃，向温度为60℃或80℃的油水混合物中加入破乳

剂并搅拌后得到一次搅拌液，然后一次搅拌液静止后分层得到上层油相、中层污水、下层污

泥，下层污泥加入絮凝剂后进行离心，离心后得到液相和固相，将固相烘干至固相的含水率

小于20%，将含水率小于20%的固相破碎后得到破碎料，将破碎料加热并搅拌后得到含油蒸

汽和残渣，第三步，将含油蒸汽与温水直接混合后得到含油污水和不凝气，含油污水静止沉

降分层后得到二次上层油相和二次污水；第四步，将第二步得到的中层污水、液相和第三步

得到的二次污水合并得到合并污水，向合并污水中加入破乳剂和絮凝剂，加入破乳剂和絮

凝剂后的合并污水经过油水分离的处理后得到三次上层油相、浮渣及底部絮体，将浮渣及

底部絮体进行固液分离后得到一次固相和三次污水，将三次污水过滤后得到重复利用水，

将一次固相按第二步中的固相进行处理。

[0027] 实施例3：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化，第一步中，搅拌的时间为30min至60min；或/和，

第二步中，搅拌的时间为1h至2h，一次搅拌液静止时间为8h至10h，在静止过程中，一次搅拌

液的温度为68℃至72℃；或/和，破碎料加热的温度为400℃至600℃；或/和，第三步中，含油

蒸汽与温度为10℃至60℃的温水直接混合后得到含油污水和不凝气；或/和，第三步中，含

油污水静止沉降的时间为1h至2h；或/和，第二步中，破乳剂的加入量为油水混合物体积的

0.1%至0.12%，絮凝剂的加入量为下层污泥体积的0.02%至0.03%；或/和，第四步中，破乳剂

的加入量为合并污水体积的0.05%至0.07%，絮凝剂的加入量为合并污水体积的0.01%至

0.02%。

[0028] 实施例4：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化，破乳剂为烷基磷酸酯、聚氧乙烯烷基醚磷酸酯、

聚氧乙烯聚氧丙烯醚、二硫代氨基甲酸盐中的一种；或/和，絮凝剂为阴离子型聚丙烯酰胺、

聚合氯化铝中的一种；或/和，第一步中，当油泥的含油率大于20%并且油泥的含水率为20%

以下时，水与含油率大于20%的油泥的体积比为1:5至10；当油泥的含油率大于20%并且油泥

的含水率为20%以上时，水与含油率大于20%的油泥的体积比为1:1至3。

[0029] 实施例5：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化，将重量份数为20份至40份的残渣、重量份数为5

份至30份的培养基质、重量份数为5份至30份的农家肥、重量份数为10份至50份的种植土和

重量份数为0.1份至1份的微生物菌种混合形成堆肥料，混合后每10天至15天搅拌一次，在

温度为10℃至40℃、含水率为10%至50%的环境下堆肥，堆肥后，当堆肥料的含油率小于0.2%

时，堆肥料形成绿化土。

[0030] 实施例6：作为上述实施例5的优化，当堆肥料堆肥90天后，堆肥料的含油率＜0.2%

时，堆肥料形成化土，当堆肥料堆肥90天后，堆肥料的含油率＞0.2%时，再加入0.1份至0.5

份的微生物菌种继续堆肥直至形成化土；培养基质为树叶末、树枝、棉花杆、芦苇杆粉碎后

的粉料；微生物菌种为枯草芽孢杆菌、嗜温鞘氨醇杆菌、多食鞘氨醇杆菌、金色担子菌、假丝

酵母菌、红酵母菌和掷孢酵母菌中的一种以上。

[0031] 实施例7：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化，第四步中得到的重复利用水能够作为第一步中

的水与含油率大于20%的油泥混合；或/和，第四步中得到的重复利用水能够作为第三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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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或/和，第四步中得到的重复利用水能够用于残渣的降温除尘；或/和，第二步中，破碎

料采用油泥间接加热装置加热，不凝气经过滤除尘、干燥后进入油泥间接加热装置的燃烧

室中燃烧或单独点燃排放，油泥间接加热装置燃烧产生的烟气热量用于第三步中的烘干；

或/和，第四步中，油水分离处理采用气浮装置进行油水分离，当经过油水分离处理后的污

水的COD值大于10000mg/L、含油率小于1%时，向污水中通入臭氧，臭氧的通入量为合并污水

体积的0.5%至1.5%；固液分离采用板框压滤机或叠螺机进行固液分离；或/和，第二步中，当

离心得到的固相的含油率大于20%时，将固相按第一步处理；或/和，第二步中，含水率小于

20%的固相破碎后，再经过筛分后，将破碎料的粒径控制在33mm以下，将筛分后的破碎料除

杂后加热并搅拌后得到含油蒸汽和残渣。

[0032] 油泥收集与分类，将收集的油泥按含油率、含水率质量百分比进行分类分别收集。

含油率2%至20%，含水率小于等于20%的油泥分为a类收集；含油率2%至20%，含水率大于20%

的油泥分为b类收集；含油率大于20%，含水率小于等于20%的油泥分为c类收集；含油率大于

20%，含水率大于20%的油泥分为d类收集。

[0033] 实施例8：某采油厂稠油蒸汽开采集输站罐底沉降油泥，含油率25%，含水率65%，含

固率10%。

[0034] 按本发明所述的油泥的安全处理方法，具体处理步骤如下：将油泥收集至油泥池，

按油泥体积与水的体积1:2混合，搅拌60min后转移至沉降罐，加热至70℃±2℃，加入0.1%

的烷基磷酸酯搅拌1h，静止10h，回收上层油相至储油罐，中层污水至污水收集罐，下部污泥

加入0.02%阴离子型聚丙烯酰胺后转移至离心机，离心机分离的液相回收至污水收集罐，固

相油泥烘干至含水率小于20%后，经破碎、筛分粒径＜33mm后清除铁屑、塑料等杂物，得到e

类油泥通过间接加热装置上料系统进入加热腔内，控制加热腔内温度400℃至550℃，绞龙

转速6r/min，收集含油蒸汽与温度不高于60℃的水直接喷淋冷却，不凝气经过滤除尘干燥

后进入间接解热装置的燃烧室燃烧或单独点燃排放，污水（含油污水）静止2h后得到二次上

层油相和二次污水，回收二次上层油相，下层污水（二次污水）转移至污水收集罐，向污水收

集罐内加入0.05%烷基磷酸酯和0.01%阴离子型聚丙烯酰胺后进入气浮装置，上层油相（三

次上层油相）回收至储油罐，浮渣及底部絮体转移至板框压滤机，液相（三次污水）经过滤器

过来后20%用于残渣喷淋降尘降温，其余液相进入油泥池用于与油泥混合。

[0035] 实施例9：某采油厂集输站罐底油泥，含油率18%，含水率58%，含固率14%。

[0036] 按本发明所述的油泥的安全处理方法，具体处理步骤如下：将油泥按b类收集烘干

至含水率小于20%后按a类油泥收集，经破碎、筛分粒径＜33mm后清除铁屑、塑料等杂物，得

到e类油泥通过间接加热装置上料系统进入加热腔内，控制加热腔内温度450℃至580℃，绞

龙转速6r/min，收集含油蒸汽与温度不高于60℃的水直接喷淋冷却，不凝气经过滤除尘干

燥后进入间接解热装置的燃烧室燃烧或单独点燃排放，污水（含油污水）静止2h后得到二次

上层油相和二次污水，回收上层油相（二次上层油相），下层污水（二次污水）转移至污水收

集罐，加入0.05%烷基磷酸酯和0.01%阴离子型聚丙烯酰胺后进入气浮装置，上层油相（三次

上层油相）回收至储油罐，浮渣及底部絮体转移至板框压滤机，液相（三次污水）经过滤器过

来后20%用于残渣喷淋降尘降温，其余液相进入油泥池用于预处理过程中与油泥混合；残渣

30份、10份培养基质、20份农家肥、40份种植土混合均匀，加入0.5份谷草芽孢杆菌与假丝酵

母菌按1:1混合生物菌种，在＞10℃，含水率20%±10%的环境下堆肥90天，每10-15天混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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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后得到绿化土。

[0037] 实施例10：某作业区落地油泥，含油率32%，含水量率15%，含固率53%。

[0038] 按本发明所述的油泥的安全处理方法，具体处理步骤如下：将油泥按c类收集至油

泥池，按油泥体积与水的体积1:5混合，搅拌60min后转移至沉降罐，加热至70℃±2℃，加入

0.1%烷基磷酸酯搅拌1h，静止10h，回收上层油相至储油罐，中层污水至污水收集罐，下部污

泥加入0.02%阴离子型聚丙烯酰胺后转移至离心机，离心机分离液相回收至污水收集罐，固

相油泥按b类收集，烘干至含水率小于20%后按a类油泥收集，经破碎、筛分粒径＜33mm后清

除铁屑、塑料等杂物，得到的e类油泥通过间接加热装置上料系统进入加热腔内，控制加热

腔内温度400℃至550℃，绞龙转速6r/min，收集含油蒸汽与温度不高于60℃的水直接喷淋

冷却，不凝气经过滤除尘干燥后进入间接解热装置的燃烧室燃烧或单独点燃排放，污水（含

油污水）静止2h后二次上层油相和二次污水，回收上层油相（二次上层油相），下层污水（二

次污水）转移至污水收集罐，向污水收集罐内加入0.05%烷基磷酸酯和0.01%阴离子型聚丙

烯酰胺后进入气浮装置，上层油相（三次上层油相）回收至储油罐，浮渣及底部絮体转移至

板框压滤机，液相经过滤器过来后20%用于残渣喷淋降尘降温，其余液相进入油泥池用于预

处理过程中与油泥混合；残渣30份、10份培养基质、20份农家肥、40份种植土混合均匀，加入

0.5份谷草芽孢杆菌与假丝酵母菌按1:1混合生物菌种，在＞10℃，含水率20%±10%的环境

下堆肥90天，每10-15天混拌一次得到绿化土。

[0039] 实施例11：某油基钻井液现场油泥（含油岩屑），含油率8%，含水量率35%，含固率

57%。

[0040] 按本发明所述的油泥的安全处理方法，具体处理步骤如下：将油泥按a类收集烘干

至含水率小于20%后按a类油泥收集，经破碎、筛分粒径＜33mm后清除铁屑、塑料等杂物，得

到e类油泥通过间接加热装置上料系统进入加热腔内，控制加热腔内温度400℃至450℃，绞

龙转速8r/min，收集含油蒸汽与温度不高于60℃的水直接喷淋冷却，不凝气经过滤除尘干

燥后进入间接解热装置的燃烧室燃烧或单独点燃排放，污水静止2h后得到二次上层油相和

二次污水，回收上层油相（二次上层油相），下层污水（二次污水）转移至污水收集罐，向污水

收集罐内加入0.05%烷基磷酸酯和0.3%聚合氯化铝后进入气浮装置，上层油相（三次上层油

相）回收至储油罐，浮渣及底部絮体转移至板框压滤机，液相经过滤器过来后20%用于残渣

喷淋降尘降温，其余液相进入油泥池用于预处理过程中与油泥混合；残渣30份、10份培养基

质、20份农家肥、40份种植土混合均匀，加入0.5份谷草芽孢杆菌与假丝酵母菌按1:1混合生

物菌种，在＞10℃，含水率20%±10%的环境下堆肥90天，每10-15天混拌一次后得到绿化土。

[0041] 国内典型工业化油泥残渣含油率和不同处理工艺直接处理成本与本发明方法的

对比如表2所示。表2中，油泥处理直接成本指油泥处理过程中药剂、水电气能源消耗、水气

残渣最终处置、人工成本等油泥处理过程中的直接费用，不含运输费、管理费、设备折旧费

等。

[0042] 根据上述实施例得到的残渣的含油率和油相回收率如表3所示。

[0043] 危险废弃物鉴别标准中毒性有机物的沸点如表4所示。

[0044] 通过表2可以看出，国内典型工业化油泥处理工艺中，本发明所述的油泥的安全处

理方法、高温热裂解、微生物处理后残渣含油率最低，处理最彻底；本发明所述的油泥的安

全处理方法的油泥直接处理成本与微生物处理相差较小，低于高温热裂解，但是本发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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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油泥的安全处理方法可回收油相，残渣转化为绿化种植土，实现循环经济效益。

[0045] 通过表3可以看出，本发明方法对油泥中油相的回收率较高，其油相的回收率与高

温热裂解工艺相当，而且残渣的含油率在0.2%以下。

[0046] 通过表4可以看出，当加热（破碎料加热）至550℃时，油泥中GB5085.6危险废弃物

鉴别标准中毒性有机物都从油泥残渣中提取出来了，经水冷凝后进入含油污水中，经后续

的油水分离及污水处理后消除危害。

[0047] 本发明主要为了适应油泥安全处理与综合利用的要求，充分综合了油泥热水洗涤

（调质、机械分离）、间接加热、生物处理工艺的优点，互补了各工艺的不足，实现了油泥中油

相三次回收一次降解、水相内闭循环利用、残渣生物修复后变废为宝等特点。

[0048] 本发明所述的油泥的安全处理方法具有优点如下：

[0049] （1）实现了油泥中油相最大限度的回收，对于含油率＞20%的油泥，实现了三次油

相回收，可以显著提高油相回收率。

[0050] （2）实现了油泥对环境的无害化处理，油泥中的原油或废矿物油主要危害成分有

C15-C36的烷烃、多环芳烃（PAHs）、烯烃、苯系物、酚类等，本发明方法可以控制温度最高600

℃，而C15-C36的烷烃、多环芳烃（PAHs）、烯烃、苯系物、酚类等的沸点均未超过550℃，当温度

达到550℃时，这些有毒有害成分均已经挥发至含油蒸汽中，冷凝后溶于水的组分经污水处

理、不溶于水的不凝气经焚烧后实现无害化。

[0051] （3）残渣的含油率最低，本发明方法处理后的油泥残渣，含油率可低于0.2%以下，

配合微生物修复后，可作为绿化土重复利用，达到重复利用的要求。

[0052] （4）综合了现有工艺技术优点，互补了各工艺的不足，热水洗涤法的残渣含油率较

高，且容易造成添加剂和污水的二次污染，污水处理难度大；间接加热法控制残渣含油率低

于0.2%时，残渣在加热腔中停留时间必然增加，处理能力下降，能耗和成本增加；微生物修

复中含油率越低，处理能力越大，修复效果越好，且需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等环境条件，因

此，本发明方法先采用热水洗涤法可回收50%以上油相，含油率越高，回收率越高，刚好进入

油泥间接加热装置的含油率达到装置进料要求，间接加热装置处理后残渣含油率一般低于

0.2%，且温度和湿度易于调节，更有利于微生物修复。

[0053] （5）综合利用效果好，油相经过三次回收，较常规方法回收率明显提高，处理过程

中产生的水，实现了内闭循环利用，不外排，残渣经生物修复和堆肥后，达到绿化种植土的

要求，实现了油泥真正的无害化和资源化。

[0054] （6）经济和社会效益好，具有工业实用性，本发明方法可以根本上解决油泥的环境

污染问题，每吨油泥的处理成本较单一的处理工艺和方法略有增加，但是回收油相、残渣变

绿化种植土后产生的经济效益较单一工艺明显增加，总体效率增加。

[0055] 因此本发明不仅具有较好的环境保护效果，而且有利于油田钻采及石化炼化清洁

生产，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0056] 综上所述，本发明所述的油泥的安全处理方法能够克服现有油泥处理工艺的不

足，集油相回收率高、残渣的含油率低和处理成本较低等优点于一身，处理过程中产生的

水，实现内闭循环利用，不外排，残渣经生物修复和堆肥后，达到绿化种植土的要求，实现了

油泥真正的无害化和资源化。

[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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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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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需要增减非必要的技术特征，来满足不同情况的需求。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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