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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油泥处理方法。该方法采用

表/界面活性优越的生物表面活性剂脂肽作为油

泥清洗剂用于油泥洗涤，使油从油泥中脱附出

来，同时通过加酸后处理，使油、泥、水三相分离

可实现油的回收。脂肽可以是枯草芽孢杆菌的发

酵液，也可以是发酵液的粗提物，也可以是纯化

后的纯品。脂肽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与化学表面

活性剂复配使用。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可高效地

去除油泥中的油，且操作简单、环境友好，在油泥

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回收具有良好的应用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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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油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往待处理油泥中加入脂肽水溶液，并在室温到90℃的温度下搅拌0.5h以上进行混

合；其中脂肽水溶液与油泥的质量比>1，脂肽水溶液的浓度为0.5-20g/L。

(2)在步骤(1)中混合后的泥水混合物中加入酸调节pH至2-6。

(3)加酸后，通过静置分离或三相分离即可分别回收水、油、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所述脂肽水溶液

的浓度为5-20g/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所述脂肽可以是

经过分离纯化的纯品也可以是包含多种脂肽混合物的发酵液、浓缩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搅拌温度为50-

70℃；搅拌可通过机械搅拌罐、搅拌池等方式实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所述酸是盐酸、

硫酸、磷酸、乙酸等。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优选调节pH至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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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油泥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油污处理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高效的油泥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石油工业的飞速发展，在石油开采、运输、存储和加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

生大量的油泥。这些油泥大多含有较高的原油(矿物油)含量，直接排放不仅对环境和人体

健康都会带来严重的危害，而且造成石油资源的浪费。此外，随着石油资源日益枯竭、石油

品质逐年下降，原油开采、加工过程中油泥的产生量会更大。随着我们环保要求越来越严

格，这部分石油废弃物(污染物)的处理逐渐成为制约石油开采及加工工业发展的关键环保

难题。

[0003] 油泥的传统处理方法包括：溶剂萃取、热解析、填埋等。但多数存在如能耗高、污染

大、操作危险性大、设备投资大等问题。生物降解被认为是绿色无害的方法，但传统的生化

系统对油含量的要求极其苛刻(油含量需小于100ppm)。而生物堆积处理虽然可用于高油含

量的油泥处理，但存在周期长(3-6个月)、处理效率低(油残留率可高达5％)、无法满足环保

要求、造成污染物转移等问题。化学洗涤被认为是较为安全和有效的方法，借助表面活性剂

将油从油泥表面洗涤下来，从而实现油泥的无害化处理。但是所采用的化学表面活性剂大

多为石油基聚合物，难以降解，对环境和人体会带来严重的危害，而且油的回收率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现有油泥处理方法的不足和缺陷，提出一种高效的油泥处理方法。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一种油泥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往待处理油泥中加入脂肽水溶液，并在室温到90℃的温度下搅拌0.5-1h进行

混合；其中脂肽水溶液与油泥的质量比>1，脂肽水溶液的浓度为0.5-20g/L。

[0007] (2)在步骤(1)中混合后的泥水混合物中加入酸调节pH至2-6。

[0008] (3)加酸后，通过静置分离或三相分离即可分别回收水、油、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中，所述脂肽水溶液的浓度为5-20g/L。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中，所述脂肽可以是经过分离纯化的纯品也可以是包含多

种脂肽混合物的发酵液、浓缩物。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中，搅拌温度为50-70℃；搅拌可通过机械搅拌罐，搅拌池

等方式实现。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2)中，所述酸是盐酸、硫酸、磷酸、乙酸等。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2)中，调节pH至2-3。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5] 1、本发明采用脂肽作为油泥清洗剂，并用酸对泥水混合物进行后处理，能够高效

地去除油泥中的油，去除率高达90％以上，还可简单地实现油的高效回收。脂肽是由微生物

分泌产生的生物表面活性剂，具有复杂的肽环基团，难以通过化学合成，具有卓越的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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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活性，对环境友好、无毒无害、无刺激性、可生物降解。

[0016] 2、本发明以脂肽作为油泥清洗剂的主要成分对油泥进行洗涤，操作简单，洗涤效

率高；洗涤过程具有洗涤条件温和、节省能耗、绿色环保、不会产生次级污染，同时对环境和

人体健康友好等优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生物表面活性剂脂肽(surfactin，又称表面活性素)是一类由枯草芽孢杆菌代谢

产生的生物表面活性剂。本发明的脂肽可以是枯草芽孢杆菌的去菌体发酵液，也可以是该

发酵液的酸沉浓缩物，也可以是通过萃取的浓缩物或纯化的纯品。

[0018] 脂肽具有高效的表/界面活性，且分子量小，在搅拌作用下，可快速地吸附于油泥

表面上，由于其自身良好的润湿性，可将油从油泥表面脱附下来，并部分形成乳液，高效地

将油从油泥中去除。此外，由于surfactin在酸性环境(pH<5)下易丢失其表面活性，会导致

之前形成的乳液迅速失稳，从而发生快速的油水分离使得在泥水混合物中加酸后，泥、水、

油三相快速分离，因而可以分别回收这三相。同时，泥、水、油分离后，与泥接触的是不含油

的水，这样泥吸附的油量会大大降低，从而实现高效的油泥清洗。在操作过程中，脂肽加入

量越多，越有利于油泥的洗涤。

[0019] 下面根据实施例详细描述本发明，本发明的目的和效果将变得更加明显。

[0020] 实施例1

[0021] 配置0.5、1、2、5、10、20g/L的脂肽水溶液，脂肽为枯草芽孢杆菌发酵液的浓缩物

(含量为30％)。将油泥和脂肽水溶液按照1：2的质量比混合，置于50度水浴，1000rpm下搅拌

30min，然后加入1M的H2SO4调节pH至3左右，在50度下静置0.5h，分别回收水、油、泥三相，测

定泥中油含量，计算油的去除率。回收的油相中含水率约为0.5-1.5％，基本满足回用的要

求。若要求含水率低于0.5％，可以再通过碟片式离心机处理。泥相中油去除率可高达90％

以上，如下表所示。此外，油泥处理后，水相中几乎不含油，说明从油泥中去除的油完全浮于

水上层，即油的回收率与油泥中油的去除率一致。该结果表明，本发明方法可高效地去除油

泥中的油，同时实现油相回收。

[0022] 脂肽剂量(g/L) 油相去除率(％)

0.5 45.7

1 78.6

2 92.1

5 94.5

10 97.7

20 97.3

[0023] 实施例2

[0024] 配置1g/L的脂肽水溶液，脂肽为枯草芽孢杆菌发酵液的浓缩物(含量为30％)。将

油泥和脂肽水溶液按照不同的质量比混合，置于50度水浴，1000rpm下搅拌30min，然后加入

1M的H2SO4调节pH至3左右，在50度下静置0.5h，分别回收水、油、泥三相，测定泥中油含量，计

算油的去除率。本发明的方法可高效地去除油泥中的油，同时实现油相回收。

[0025] 油泥：水比例 油相去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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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44.2

1:1 55.7

1:2 76.1

1:3 92.8

1:4 94.9

1:5 95.2

[0026] 实施例3

[0027] 配置1g/L的脂肽水溶液，脂肽分别为纯品(经过柱层析分离纯化)、发酵液(10g/

L)、酸化浓缩物(含量为30％)、萃取浓缩物(含量为80％)。将油泥和脂肽水溶液按照1：3的

质量比混合，置于50度水浴，1000rpm下搅拌30min，然后加入1M的H2SO4调节pH至3左右，在50

度下静置0.5h，分别回收水、油、泥三相，测定泥中油含量，计算油的去除率。结果表明，上述

不同来源的脂肽均可很好地去除油泥中的油。

[0028] 脂肽种类 油相去除率(％)

脂肽纯品 94.9

发酵液 93.5

酸化浓缩物 93.3

萃取浓缩物 95.2

[0029] 实施例4

[0030] 取来自于实际生产过程中的4批次油泥，包括：罐底油泥、落地油泥、含油污泥，其

中的油含量在5-15％(v/v)。采用1g/L的脂肽水溶液洗涤上述油泥。具体操作为：油泥-水的

质量比为1:3，置于90度水浴，1000rpm下搅拌60min，然后加入1M的H2SO4调节pH至3左右，在

50度下静置0.5h，分别回收水、油、泥三相，测定泥中油含量，计算油的去除率。结果表明：针

对4批次的油泥处理，均可实现高效去除油泥中的油，去除效率高到95％，油泥中油的残留

量低于1％，可用于填埋或者铺路，很好地解决油泥的处理难题。

[0031] 对比例1

[0032] 配置1g/L的脂肽水溶液，脂肽为枯草芽孢杆菌发酵液的浓缩物(含量为30％)，配

置1g/L的SDS、SDBS和Tween  60溶液。将油泥和表面活性剂水溶液、纯水按照1：3的质量比混

合，置于50度水浴，1000rpm下搅拌30min，然后加入1M的H2SO4调节pH至3左右，在50度下静置

0.5h。结果表明，脂肽洗涤后，溶液快速分为油、水、泥三相，泥中的油相残留率较低，油的去

除率高达95％。而化学表面活性剂洗涤后，溶液呈现浑浊状态，且有部分泥悬混在水溶液

中，难以分层，需借助离心的方式将水和泥分开，更为重要的是，泥中残留的油含量较高，油

的去除率仅为35-48％，显著低于生物表面活性剂脂肽的洗涤效果。

[0033] 洗涤剂 油相去除率(％)

水 10.2

脂肽 95.1

SDS 43.2

SDBS 36.5

Tween  60 48.8

[0034] 对比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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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配置1g/L的脂肽水溶液，脂肽为枯草芽孢杆菌发酵液的浓缩物(含量为30％)。将

油泥和脂肽水溶液按照1：3的质量比混合，置于50度水浴，1000rpm下搅拌30min，然后加入

1M的H2SO4调节至不同的pH。在50度下静置0.5h，分别回收水、油、泥三相，测定泥中油含量，

计算油的去除率。此外，还对浮在水面上的油进行回收，计算油的回收率。结果表明：洗涤后

加酸至pH小于5，油的去除率和回收率一致，这是因为水相中几乎不含油。而不加酸处理，虽

然也可显著地去除油泥中的油，但是有少量的油乳化在水相中，从而油的回收率略低。可

见，脂肽能很好地实现油泥的洗涤。

[0036] pH 油相去除率(％) 油回收率(％)

7.6(不加酸) 86.5 71.2

5 93.6 93.2

3 94.9 94.9

2 95.7 95.7

[003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专利的较佳示例而已，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

围。除上述实施例外，本发明还可以有其他实施方式。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化形成的技

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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